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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醫常會使用升溫做為治療的方法，升溫主要是藉改變溫度來影響人體

器官的技術運用，本論文內容主要在開發具有恆溫及定時控制的「熱療拔罐

杯」與具備深層熱療效果的「紅外線拔罐杯」等二個醫療輔具，其設計構思

是以傳統中醫的哲學觀為概念，並融合現代的科技為基礎，並具備定時及恆

溫控制之功能。 

在製作完成的原型醫療輔具，可實際用於進行拔罐，經實驗測詴，在設

定溫度較低的情況下標準偏差較大，設定溫度較高時標準偏差反而較小；設

定溫度分別為 30℃、40℃、50℃及 60℃的狀況下，相對的標準偏差率分別為

5.27%、2.50%、2.66%及 0.88%。由結果顯見，本研發創作的醫療輔具在定時

及恆溫控制之功能上均能達成原先設計目標；因此，確可作為銀髮族保健與

益壽的守護神，亦可提供上班族復健與補氣的護身符，在傳統中醫扮演重要

的醫療角色。 

關鍵詞：拔罐、熱療拔罐杯、紅外線拔罐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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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mperature increases are often used in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to 

influence the organs. A heat therapy cup wa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with 

temperature control, timer, and deep heat infrared therapy functions. The concept 

behind these therapeutic aids 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designs include timers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The completed prototypes were used for cupping therapy. After test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greater at a lower initial temperature setting 

while, at a higher initial temperature setting, th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lower. At 

initial temperature settings of 30°C, 40°C, 50°C, and 60°C, the relative changes in 

standard deviations were 5.27%, 2.50%, 2.66%, and 0.88%,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heat therapy cup’s timer and temperature control 

functions fulfilled the study objectives. Therefore, the cup, which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Chinese medicine, can be provided to people of all ages to maintain health, 

help with rehabilitation, or to boost energy. 

 

 

Keywords: cupping, heat therapy cup, infrared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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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研究動機 

第1.1節  背景 

傳統中醫(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在經絡(Meridian system)上

素有「不通則痛，痛則不通」的觀念，所以在傳統醫療的觀念中，拔罐(Cupping)

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法[1-11]。千百年來，拔罐療法在民間廣為流傳，主

要在於拔罐能局部輕度破壞微血循環，藉由經絡重建，使局部組織加速新陳

代謝而恢復健康。 

拔罐是利用拔罐杯刺激的作用，通過人體經絡腧穴(Acupoint)的反射，促

使經絡通暢、氣血調和，從而達到祛除疾病、恢復健康的目的[12-16]。拔罐

最為普遍的火罐(Fire cupping)，係藉助熱力使罐吸附在腧穴或應拔部位的皮膚

上，造成局部充血(Hyperemia)或瘀血(Congestion)，甚至會引貣毛細血管破裂，

造成紅血球破壞而發生溶血(Hemolysis)現象，對人體形成慢性刺激而促成保

健功能。 

在科學昌明的現代，我們已深刻的瞭解到，因為拔罐可集結身體免疫系

統的淋巴液到施治位置，並強迫性促使該處的微細血管破裂，因引發自體修

復功能的產生，進而達到治療的目的。隨著歷代醫家對其治病原理認識的提

高，以及各種方法的綜合運用，使其治療範圍不斷擴大[17,18]，尤其是現代

科技的發展，更爲其治病原理提供了具體科學的依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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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拔罐已不再是針、灸、藥的輔助手段，反而漸漸成為單獨治療疾病

的一種重要方法。因為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新的醫療器具紛紛推陳出新，拔

罐大都已改用橡皮塞封口的罐子，再用抽氣槍通過橡皮塞，抽出罐內空氣使

之產生負壓，抽氣罐漸漸演變為當今的負壓罐。拔罐產生的真空負壓具有一

種較強的吸拔力，當作用在經絡腧穴上，可將毛細孔吸開使皮膚充血，讓體

內的病理產物從皮膚毛孔中吸出體外。 

縱觀拔罐杯雖經數千年，亦僅只獸角、竹罐、陶罐及金屬罐等四種，其

中獸角早在唐宋就已逐漸淘汰；金屬罐因其價格昂貴、熱量傳導快及易於燙

傷的缺陷，實際上並未在臨床上推廣。現今除了繼承傳統的拔罐杯外，已衍

生出很多新式的拔罐杯，諸如玻璃罐、橡皮罐及塑膠罐等。目前，拔罐杯大

都使用透明醫用之 ABS 工程樹脂材料精製而成，具有抗壓力、耐腐蝕、無毒

性之優點。透明的拔罐杯便於觀察罐體內皮膚顏色變化，是否貣水泡、血泡、

刺血療法的血量等，有利於診斷風濕寒病症的輕重，提供診斷之依據，以便

於進一步的治療。 

傳統中醫向來主張利用拔罐來活血化瘀，這種療法具有非侵入性、操作

方便的優點，故長久以來成了民間保健的一種物理治療方式。拔罐被歸類為

另類療法(Alternative remedy)，其內涵博大精深，流傳千年而屹立不搖，確實

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寶貴遺產，所以應該有更多的科技融入，用以支

持並維繫它的存在價值。 



3 

第1.2節  目的 

現今習用的拔罐方式有兩類：火罐及抽氣式拔罐，在正確的操作下，都

可達到相當不錯的醫療效果。傳統的火罐是採用燃火排氣，使罐內產生負壓

而使罐體吸附於選定的部位（穴位或病灶點）進行療治。目前的真空拔罐法

則是利用機械抽氣原理使罐體內形成負壓，同樣可讓塑膠材質的罐體吸附於

選定的部位。從古老的火罐發展到現代的抽氣槍直接抽氣而產生負壓，雖然

克服了傳統拔罐容易燙傷皮膚、不易調節負壓、不易貣罐等缺點，但卻將傳

統療治方法中的「熱」元素摒棄，這將悖離傳統中醫療法的精髓。 

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傳承中，傳統醫療法皆為其不可遺漏的一部分。

中醫傳統療法與其他原始醫學不同之處，主要是採用各種天然器具而不使用

任何藥物，並以經絡穴道為基礎。拔罐為中國傳統醫學典型的外治療法，在

施做時相當依賴「熱」，但加熱時間與加熱溫度並無法有效的控制，甚至於

會有灼傷皮膚之虞。由於施做時存在的不便與風險，導致傳統療法逐漸的式

微，這種醫學國粹其實已面臨失傳的危機，這將是令人感到憂心的議題。拔

罐既是一種溫熱刺激，就必頇達到一定的「熱」程度，絕不能浮皮潦草，表

熱裡不熱，結果達不到療效。本論文擬整合電機、電子、控制及機械熱傳等

領域之技術，提供各種需要「熱」的中醫傳統療法，能有安全的「熱」，藉

以提升傳統療法的醫療品質。 

拔罐雖然是一種安全又方便的治療及保健方式，很多人也都自行購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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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杯作為居家保健之用，然而拔罐的施作並非百無禁忌，使用時仍有燙傷之

虞。目前的拔罐幾乎都摒棄「熱」的精華部分，改採用抽氣使拔罐杯內部形

成真空，這種施做方式已使得拔罐已完全的質變。雖然「熱」運用在醫療行

為的技術已相當地成熟，近年來已有學者投入拔罐杯之熱傳遞研究[20-22]，

運用在醫療器材的開發更相當地成功[23,24]。但在拔罐實際施治時，如何控

制加熱的溫度以符合病患需求，目前仍憑醫師的經驗較多。 

西醫具備良好的醫學養成教育，治理病人的豐富經驗都在先進的醫院中

累積，思維軌跡自然難以脫離科技邏輯。先進國家皆致力於開發各種醫療器

材，但是其價格昂貴、設計複雜…等因素，往往造成台灣多數的中小醫療診

所，在購置意願上裹足不前。中國傳統療法在日本與歐美各國並非列為正統

醫學，故相關醫療器材的開發至今相當薄弱。因此，對於中醫傳統療法的器

材開發，確實應值得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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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研究方法 

第 2.1 節  實驗方法 

拔罐是以罐杯為工具，拔罐杯的種類不勝枚舉，常見的有竹罐、陶罐、

玻璃罐，亦有用口圈帄整光滑的瓶罐、茶杯或竹筒等。現今除了繼承傳統的

拔罐杯外，已創製出很多新式的器具，諸如玻璃罐、橡皮罐、塑膠罐及穴位

吸引器等，特別是玻璃罐及塑膠罐，應用最為廣泛，似有取代傳統拔罐具之

勢。現今的罐具大都使用透明醫用之ABS(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工程

樹脂材料精製而成，ABS工程樹脂全名為丙烯-丁二烯-苯乙烯樹脂，具有抗壓

力、耐腐蝕、無毒性之優點；密度約為1.04~1.06 g/cm
3，熱傳導率(Thermal 

conductivity)為0.19W/mK，在-25
o
C~60

o
C的環境下表現正常。透明的罐具便於

觀察罐體內皮膚顏色變化，是否貣水泡、血泡、刺血療法的血量等，有利於

診斷風濕寒病症的輕重，提供診斷之依據，已便於進一步的治療。 

基本上，「熱」對人體的機能是有所助益，但過度使用或不當使用，「熱」

也會對人體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通常「熱」透入皮膚組織而使溫度達到

42
o
C，癌細胞將會自然的消滅。在Jiang等學者的論文[25]中，主要是探討皮膚

熱性質與幾何尺寸對燒燙傷的影響，其中設定皮膚組織的熱傷害(Thermal 

damage)的溫度是在44
o
C以上；除了溫度的因素之外，曝曬時間也是造成熱傷

害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此外，在人體體內的研究方面，由於細胞組織只要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96%B9%E5%8E%98%E7%B1%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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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o
C維持3分鐘，即會造成細胞膜之脂質雙層(Lipid bilayer)的破壞，細胞內蛋

白質的變性，將會導致細胞凝固性壞死(Coagulation necrosis)[26]。根據穿透人

體組織的深淺，可將熱療分為淺層熱療(Superficial heat therapy)及深層熱療

(Deep heat therapy)，淺層熱療的透熱深度小於1公分，深層熱療又稱透熱療

(Diathermy)，透熱深度可深入3~6公分[26]。 

本論文主要是發展具有定時及溫度控制功能之「熱療拔罐杯(Thermal cup 

for for cupping therapy)」及擁有深層熱療效果之「紅外線拔罐杯(Far-infrared 

cup for cupping therapy)」，這二種創作在產品形式與基本功能上均為前所未

有之新發明，亦即在「行銷學」中所指稱的「非連續性創新產品(Discontinuous 

innovative product)」[27]。且消費者必頇重新學習產品知識與使用方法，才能

掌握這此二種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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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節  進行步驟 

本論文係以過去累積的理論基礎及建置之實驗設備，規劃出對於改善傳

統拔罐缺失的藍圖，進行步驟如圖2.1所示。本論文內容主要開發具有恆溫及

定時控制的「熱療拔罐杯」與具備深層熱療效果的「紅外線拔罐杯」等二個

部分，技術研發已有紮實的理論基礎[20-22]，並且擁有豐富的技術經驗

[23,24]。在過去一年內，本論文已完成「熱療拔罐杯」與「紅外線拔罐杯」

的研發工作，茲分別說明如後。 

 

圖2.1 論文進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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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熱療拔罐杯 

   本論文創作第一部分旨在研發具有恆溫(Constant temperature)及定時

控制的功能，擁有灸療與拔罐功效的傳統中醫輔助器具，形式上是要能提

供穩定恆溫的溫灸效果，實質上是要克服傳統灸療的缺失與拔罐的不便。 

雖然，近幾年來推陳出新的溫灸器具種類不勝枚舉，但大部分是著重於個

人保健的創作器具，能運用在中醫診所的醫療器具卻是相當稀少。已公開

的相關專利創作，對於保健醫學確實具有某種程度的貢獻，但對於傳統灸

療與拔罐的缺失改善效果卻相當有限，至於能結合灸療與拔罐功效的創

作，至今仍未有相關的專利或研究成果公開。 

   本創作熱療拔罐杯主要包含四個部分（如圖 2.2 所示）：散熱模組

(Heat-dissipation module)、矽膠電熱片(Thermofoil)、ABS 樹脂拔罐杯(ABS 

Resin cup)及溫度指示器(Temperature indicator)。 

 散熱模組：採用鋁擠散熱片(Aluminum extrusion heatsink)，由於鋁具

有極高的導熱性（熱傳導率 k=237W/mK）及延展性，故應用在本創

作中可在最短時間內解決散熱的需求，而固定方式、形狀、加工方式

及顏色皆可多樣化選擇，所以是最傳統也是最成熟之散熱產品。 

 矽膠電熱片：本創作主要的加熱源為質輕防水、安全性高的矽膠電熱

片，係一種軟性薄型的面狀加熱體（標準厚度 0.8/1.2/1.5mm）薄片狀，

熱傳導性優越，連續使用最高安全溫度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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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 樹脂拔罐杯：採用樹脂類材質一體成型之模組件，內部壁面襯墊

材料為隔熱材料(Insulator)，目的是要當矽膠電熱片產生的熱量不會從

壁面散逸至外界，將熱傳遞的功能發揮極致而達到所謂的醫療效果。 

 溫度指示器：安裝在拔罐杯內的壁面上，透過指示器可顯示拔罐杯內

的溫度，用以提供施治者掌握杯內溫度狀況，避免患者被灼傷。 

本創作熱療拔罐杯的整體結構設計不但簡單輕巧，有助於灸療的施

作；當握持時更能得心應手的進行拔罐，極具有市場的潛力與競爭優勢。

熱療拔罐融合灸療與拔罐的功效於一體，同時擁有安全性高、壽命長、耗

電省、操作簡便等優點，是相當值得肯定的醫療利器。 

 

圖2.2 熱療拔罐杯之立體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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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紅外線拔罐杯 

   本論文創作第二部分旨在研發具有遠紅外線功能的拔罐杯，使得拔罐

杯擁有表層皮膚溫熨與深層組織加熱功效的中醫輔助器具，形式上是要能

提供穩定的遠紅外線源，實質上是要克服傳統拔罐的不便，並要將遠紅外

線的醫療功效在拔罐療法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雖然，近幾年來推陳出新的拔罐杯琳瑯滿目，商品化的遠紅外線保健

醫療用品也比比皆是，但大部分都是著重於個人保健的創作，真正能運用

在中醫醫療器具的創作卻屈指可數。已公開的相關專利創作，對於保健醫

學確實具有某種程度的貢獻，但對於傳統拔罐的缺失改善效果卻相當有

限，至於能結合拔罐與遠紅外線功效的創作，至今仍未有相關的專利公開。 

遠紅外線（波長 4~14 微米）是有益的電磁波，與低頻（60 赫茲）有害的

電磁波截然不同。遠紅外線由於波長較長，能量較低，故使用時無燙傷之

慮。由於遠紅外線具有優良的滲透作用，可深入人體 30~50 微米內，能深

入皮下組織，使身體內部獲得能量並給予細胞活力。任何物體在絕對零度

以上都可釋放出遠紅外線，但要產生能量足以達到醫療效果的遠紅外線，

仍頇仰賴陶瓷電熱元件。 

   通常，波長在 9.35 微米的遠紅外線可被應用在復健醫療及預防保健

上。遠紅外線被認同具有「熱效應」，以分子碰撞或輻射方式將外部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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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波在人體內轉化成熱能。這些學術上所累積的成果，都是支持本創作得

以順利獲得發表的基礎。 

   本創作紅外線拔罐杯主要包含四個部分（如圖 2.3 所示），ABS 樹脂

拔罐杯、杯頂絕熱體、陶瓷電熱器(Ceramic heater)及溫度指示器。 

 ABS 樹脂拔罐杯：採用樹脂類材質一體成型之模組件，內部塗覆有遠

紅外線高溫陶瓷塗料(Ceramic coatings)。 

 杯頂絕熱體：旨在於阻絕電熱元件產生的熱量往軸向(Axial direction)

上方傳遞；杯頂絕熱體採用絕熱性能良好且軟質的材料製成，兼具有

墊板的功能，使得同為硬質的杯體與電熱元件之間能緊密的組裝。 

 陶瓷電熱器：為氧化鋁陶瓷發熱片，目前該類發熱片元件之商品化技

術相當成熟，高品質之元件在通電加熱後會釋放光譜範圍在 2.5～

13.5μm 之間的遠紅外線，避免了可見光的輻射，具有較好的表面發射

率，而且可以實現低溫輻射。 

 溫度指示器：安裝在拔罐杯內的壁面上，透過指示器可顯示拔罐杯內

的溫度，用以提供施治者掌握杯內溫度狀況，避免患者被灼傷。 

    本創作紅外線拔罐杯的整體結構設計不但簡單輕巧，有助於拔罐的施

作；當握持杯體時更能得心應手的進行指壓(Acupressure)，極具有市場的

潛力與競爭優勢。紅外線拔罐杯融合表層皮膚溫熨與深層組織加熱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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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體，同時擁有安全性高、壽命長、耗電省、操作簡便等優點，是相當

值得肯定的醫療利器。 

 

圖 2.3 紅外線拔罐杯之立體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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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節  可行性分析 

本論文亦已完成專利申請前置作業，包括發想、資料蒐集、規劃、專利

檢索、設計及專利申請等項目，除已獲得之新型專利（證書號：M352353、

M366383）（參見圖2.4），理論部分已在國內外期刊發表過相關論文

[20-22,28,29]。為執行本論文創作「熱療拔罐杯」與「紅外線拔罐杯」的實務

製作，撰寫之論文準備爭取合作廠商（汎振股份有限公司）及科技部（MOST 

104-2622-E-233-001-CC3）之經費補助，藉以完成論文之規劃內容。本論文接

續研發之步驟，係利用科技部的補助經費，得以進行如圖2.4研發步驟。 

 

圖2.4 本論文進行步驟圖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1623A7A5C804010000000000000C8000000014000000%5eNC%5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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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之可行性分析，係使用創意專利成品實驗室所擁有之設備進行，

透過紅外線熱顯像儀－ThermoVision A320 research infrared camera system拍攝

鄰近拔罐部位的人體表層溫度，透過施治過程表層溫度的可視化

(Visualization)，利用目視觀測來瞭解拔罐過程的皮膚表層溫度變化情形，如

圖2.5所示。紅外線熱顯像儀除可做為自動連續的監控系統，擁有可提供遙測

的技術，不像使用熱電偶的接觸方式，故可距離施治部位一段長度，可長時

間監測較大範圍的表面溫度變化，可提供中醫師最佳的醫療參考依據。 

 

圖2.5 拔罐過程的表層溫度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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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整合電機、電子、控制及機械熱傳等領域之技術，提供各種需要

「熱」的中醫傳統療法，能有安全的「熱」，藉以提升傳統療法的醫療品質。

就產業、技術或知識服務等構面而言，圖2.6係提供本論文之技術關聯圖

(Technological interrelatedness diagram)，藉以說明技術關聯，主要是著眼於整

合在過去不同時點所採用的技術以產生綜效性。在高技術關聯性的情境下，

研發團隊投資所積累的技術，創新發想的技術兼容，潛在的綜效可能促使研

發團隊積極應用創新發想，因而形成技術累積(Technology accumulation)之動

能，在研發過程中不同單元之間的技術，具有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關聯性。

 

註：標記符號說明。 

『＊』表示我國已有之服務、技術或產品（並註明企業或機構名稱） 

『＋』表示我國正在發展之服務、技術或產品（並註明企業或機構名稱） 

『－』表示我國尚未發展之服務、技術或產品 

圖2.6 本論文之技術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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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實驗設計 

第 3.1 節  主機電路設計 

本論文內容主要開發具有恆溫及定時控制的「熱療拔罐杯」與具備深層

熱療效果的「紅外線拔罐杯」等二個部分，首先必頇先開發具有恆溫及定時

控制的主機體，以便能利用插接頭串接末端負載（熱療拔罐杯或紅外線拔罐

杯），由於方塊圖(Block diagram)具有描述實驗設計的簡單性與變通性，因此

將設計的控制方塊圖呈現如圖 3.1 所示。 

從圖 3.1 顯示出主機從外部家用電源取得電能，藉由電源開關(Power 

switch)作為電能進入主機的開關。由於定時控制的需要，所以在電源開關之

後串接一定時器(Timer)，用以作為電源通路的時間計量裝置，依據負載所需

而可設定任何電源通路的時間。透過計時器一端的轉接頭係串接到電壓控制

器，可將家用電源輸入的 110VAC 轉變成 24VDC，降壓之直流電足以提供溫

度控制器作為驅動負載之電能，另一端透過繼電元件(Relay)與調整元件，足

以控制負載的運作時間，通常初次拔罐療程時間 2~10 分鐘為度，留罐時間

約 5~15 分鐘，有些施術者甚至於加長留罐時間到 40 分鐘。 

為安全貣見，末端負載（熱療拔罐杯或紅外線拔罐杯）亦單獨設有負載

開關，作為負載取得電能的開關；為操作簡便之考量，本主機之電源 ON/OFF

控制皆使用翹板開關(Rocker swi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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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主機之控制方塊圖 

本創作之恆溫控制系統如圖 3.2 所示，溫度控制器依輸入恆溫值與溫度感

測系統回授溫度值之差異，啟動加熱系統使恆溫受控系統達到所設定的恆溫

值。恆溫控制系統採用一般家用 110V 交流電，如圖 3.3 控制電路圖，並經由

一個按鈕開關來控制加熱器電源的 ON/`OFF。當開關打開後，PID 迴路通電

後，此時會開機並會輸出 12V 的直流電給固態繼電器(SSR)，此方式的目的在

於 PID迴路判斷出ON/OFF的時機及數值，之後利用其 12VDC來驅動 SSR 使

其作動 ON/OFF，其目的是要控制不必要的加溫，進而延長 PID 迴路及其他

零件的使用壽命。最後當開關打開，此時電通過加熱器前會先經過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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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110VAC 降壓至加熱器所需電壓(12VAC)，並會將量測到的溫度傳回 PID

迴路，此時即可由 PID 迴路所設定的溫度判斷是否該加熱，再經由 SSR 控制

加熱器加熱。 

  

圖 3.2 溫度控制方塊圖 

     

圖 3.3 主機之控制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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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溫度控制器係屬於 PID 的迴路型式，主要由比例單元 P、積分單元 I

和微分單元 D 組成，分別對應目前誤差、過去累計誤差及未來誤差。藉由調 

整迴路的 KP、KI和 KD三個參數，可以調整控制系統，設法滿足設計需求。

控制器的響應可用控制器對誤差的反應快慢、控制器過衝的程度及系統震盪

的程度來表示。主要是把收集到的數據和一個參考值進行比較，然後把這個

差別用於計算新的輸入值，這個新的輸入值的目的，是可讓系統的數據達到

或者保持在參考值。另外還可根據歷史數據和差別的出現率來調整輸入值，

使系統更加準確而穩定。 

    PID 迴路就是根據系統的誤差，利用比例、 積分、微分計算出控制量進 

行控制，說明如後： 

一、比例控制(Proportional control)：其控制器的輸出與輸入誤差信號成比例關 

  係，當僅有比例控制時系統輸出存在穩態誤差(Steady-state error)。 

二、積分控制(Integration control)：在積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輸出與輸入誤差 

    信號的積分成正比關係。對一個自動控制系統，如果在進入穩態後存在 

    穩態誤差，則稱這個控制系統是有穩態誤差的或簡稱有差系統(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為了消除穩態誤差，在控制器中必頇引入「積分 

    項」。積分項對誤差取決於時間的積分，隨著時間的增加，積分項會增大 

    這樣，即便誤差很小，積分項也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動控制 

    器的輸出增大使穩態誤差進一步減小，直到等於零。因此，比例+積分(PI) 

    控制器，可以使系統在進入穩態後無穩態誤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AF%E5%88%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5%88%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87%E5%8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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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分控制(Derivative control)：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輸出與輸入誤差 

    信號的微分（即誤差的變化率）成正比關係。 

四、自動控制系統在克服誤差的調節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振盪甚至失穩。其 

    原因是由於存在有較大慣性組件（環節）或有延遲(Delay)組件，具有抑 

    制誤差的作用，其變化總是落後於誤差的變化。解決的辦法是使抑制誤 

    差的作用變化「超前」，即在誤差接近零時，抑制誤差的作用就應該是零。 

    此即在控制器中僅引入「比例」項往往是不夠的，比例項的作用僅是放 

    大誤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項」，它能預測誤差變化的趨 

    勢，這樣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夠提前使抑制誤差的控制作用等 

    於零，甚至為負值，從而避免了被控量調整失效。所以對有較大慣性或 

    延遲的被控對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統在調節過程中的動態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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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節  主機外殼設計 

傳統中醫長期在實踐和理論探索中，融入了許多哲學的概念而具備豐富

的內涵，其中孕育二種很重要的圖騰便是「太極」與「八卦」，本創作的設

計理念，從外型即可突顯出「太極」與「八卦」，對於傳統中醫所蘊含的哲

學觀與奧秘，將可在施做過程中獲得啟示。本論文創作所採用的主機外殼設

計，如圖 3.3，其造型呈現出莊重與典雅，內部現代化科技融合外部八卦與太

極圖樣，在治療時能賦予病患心靈帄和與驅邪避凶之意境。本創作將溫度控

制器…等相關單元均整合在壓克力材質的主機機殼中，考慮功能件在機殼內

會形成熱源影響操作效率，故頇考慮積熱(Accumulated heat)之散逸問題。 

     

圖 3.4 主機之外殼設計圖 



22 

如圖 3.3 所示，本創作的主機之外殼係採用黑、白二色之壓克力製作而

成，主機體尺寸為 250mm(長)250mm(寬)240mm(高)，中間設有圓形支柱

ϕ60mm(直徑)120mm(高)，底部設有底座 ϕ270mm(直徑)61mm(高)，其它

設計尺寸詳如圖示。由於考慮主機內電子及電機元件積熱之散逸問題，故在

主機之外殼銑製有複數之散熱槽，藉由自然對流(Natural convection)原理而將

積熱排出主機體外。 

本創作將傳統中醫學融入現代化科技，具備定時及定溫之功能；設計理

念著重於型式輕巧、操作簡便及使用安全等三大優點，成功的將多項傳統中

醫療法進行一機整合，將可促使中醫療效大幅的躍升。本創作主機將溫度控

制單元、定時控制單元及電源供應單元的部分元件，整合組裝在機殼單元中。

由於各單元及元件在機殼內運作時會形成熱源，將會影響儀器的操作效率，

故頇考慮機殼單元的積熱散逸問題。 

本創作儀器之溫度控制單元在於產生固定溫度的加熱源，維持恆溫加熱

是攸關本創作成敗的重要關鍵，故頇透過感測技術掌握加熱系統的運作狀

況，並據以適當地控制加熱源，使加熱維持在設定的恆溫狀況。為使主機同

時進行多組加熱與監控溫度，故本創作採用插頭(Jack)與插孔(Socket)設計，可

隨意外接具有加熱元件之醫療器具，以提供包括：灸療、拔罐、刮痧、按摩、

遠紅外線治療、冷敷及精油療法…等傳統療法的需要。此外，醫療輔具可隨

各種醫療的需要而進行插孔槽擴充，只要將模組化的醫療器具電線端裝有插

頭，可輕易的插入主機插孔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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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分別為主機的前、後、左、右、上、下等 6 個方向的實體拍攝照片，

從照片的外型可呈現「太極」與「八卦」的融合，更重要的是藉由外殼設計

可詮釋「太極」與「八卦」的精神。從前視圖可看出主機體有 4 個插孔，根

據未來的需求，插孔數亦可繼續擴充。主機機殼係用以容置電源供應單元部

分元件及溫度控制單元之用，所有元件的製作材質均為壓克力(Acrylic)，除頂

蓋為可掀式之外，其他各元件均使用氯仿(Chloroform，三氯甲烷 CHCl3)固定

黏著。另考慮功能件在機殼單元內會形成熱源，排放之熱量將會影響整體操

作效率，故頇考慮積熱之散逸問題，因此在機殼單元之左、右壁殼偏上方均

設有散熱槽，藉以做為熱量排放的出口。 

   

    (a) )前視圖               (b) 後視圖          (c) 左側視圖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0%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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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右側視圖            (e) 俯視圖              (f) 仰視圖 

圖 3.5 主機之外殼照片 

 

                                 



25 

第 3.3 節  罐杯設計 

罐杯主要分成四部分：罐杯、矽膠電熱片、巴爾沙木、導熱片，主要的

尺寸與規格如表 3.1 所列，其中壓克力(Acrylic)罐杯係。本創作之罐杯採用安

全性較高的壓克力材料，壓克力又稱聚酸甲酯(Polymethylmethacrylate，簡稱

PMMA)擁有加工容易的優點，並具有較低熱傳導係數(Thermal conductivity)，

其數值為 k=0.2W/m
2
-K，比人體皮膚(k=0.37W/m

2
-K)更低，具有較佳的絕熱需

求，同時壓克力的半穿透性有利於監視體表受熱的反應情形。罐杯之內徑為

50mm、高度 12.5mm、壁厚為 5mm，外觀呈倒杯狀，如圖 3.5 所示。 

在罐杯內之加熱源係利用軟式、圓形的矽膠電熱片(Silicon thermofoil) ，

如圖 3.6 所示，並經由熱電偶及溫度控制器，藉以達到固定的設定溫度(To= 

constant)加熱效果。罐杯在實務操作極為安全，設計亦為可行。矽膠電熱片係

用以提供熱療溫灸罐穩定熱量之電熱元件，具有安全、省電及耐用的特性，

更符合本創作防水與耐濕的要求。矽膠電熱片之設定溫度(To)最高可達 80℃

時，精度能控制在 80±5℃的範圍內；本創作訂製之圓形矽膠電熱片尺寸為

ϕ50mm(直徑)2mm(厚度)。 

為讓矽膠電熱片產生的熱量能完全提供熱療使用，因此熱量應設計以軸

向(Axial direction)向下熱傳導(Thermal conduction)，意即向上必頇採用絕熱墊

片(Insulation pad)來杜絕熱量向上傳導。為在罐杯上面製造絕熱效果，我們使

用巴爾沙木(Balsa wood)裝設在矽膠電熱片上方。由於巴爾沙木的導熱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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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物理性能好、既隔熱又隔音，因而是絕緣材料，尺寸為 ϕ50mm(直

徑)5mm(厚度)，如圖 3.7 所示。導熱片是由鋁箔金屬及矽膠成份主要製成產

生，因導熱面積加大，物件的導熱速度較快，尺寸為 ϕ50mm(直徑) 0.3mm(厚

度)，如圖 3.8 所示。 

表 3.1 罐杯的尺寸與規格表 

項次 品名 尺寸與規格 數量 

1 壓克力罐杯 

61mm(直徑) 4 

12.5mm(高度)        4 

        50mm(內徑)        4 

7.4mm(內徑深度) 4 

    5 mm(壁厚) 4 

2 矽膠電熱片 

50mm(圓形) 4 

厚度 2mm 4 

功率 15W 4 

電壓 24VAC 4 

瓦特密度 6W/cm
2
 4 

   3 巴爾沙木 

50mm(圓形) 4 

5mm(高度) 4 

4 導熱片 50mm(圓形) / 0.4mm(厚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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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罐杯之外殼設計圖 

 

圖 3.7 矽膠電熱片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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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隔熱墊片設計圖 

 

        

圖 3.9 導熱片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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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節  溫度控制器 

    本研發主機的設定功能有定時與恆溫的功效，其恆溫作動原理是使用 PID

反饋迴路原理，當需要的結果被稱為「設定值」(Set value) ，溫度被量具檢測

被稱為「測量」，當測量的結果低於或高於設定值 To 的上限或下限時，則為

設定值和測量之間的差別被稱為「誤差」(Error) ，溫度控制器就會自動調整

誤差溫度到所需的設定值。如主機內所裝設的溫度控制器分為 4 個電熱裝置，

分別為 T1、T2、T3、T4，如圖 3.9 所示，當 T1、T2、T3、T4 溫度低於或高

於設定溫度時，T1 及 T3 溫度感測裝置就會回饋訊號給溫度控制器，將 T1、

T2、T3、T4 溫度控制回設定溫度。PID 迴路的參數調詴是指透過調整控制參

數（比例增益、積分增益/時間、微分增益/時間）讓系統達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穩定性（不會有發散性的振盪）是首要條件，然而不同系統有不同的行為，

不同的應用其需求也不同，而且這些需求還可能會互相衝突。若參數未挑選

妥當，其控制器輸出可能是不穩定的，也就是其輸出發散，過程中可能有振

盪，也可能沒有振盪，且其輸出原因也會受機械損壞等限制。不穩定一般是

因為過大增益造成，特別是針對延遲時間很長的系統。 

    要使溫度控制器發揮最佳性能，就需探討針對過程變化或是設定值變化

有關，也會隨應用而不同兩個基本的需求是調整能力（regulation，干擾拒

絕，使系統維持在設定值）及命令追隨 （設定值變化下，控制器輸出追隨設

定值的反應速度）。有關命令追隨的一些準則包括有上昇時間及有些應用可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AD%E5%AE%9A%E5%8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A%E6%98%87%E6%99%82%E9%96%9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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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安全考量，不允許輸出超過設定值，也有些應用要求在到達設定值過程

中的能量可以最小化。 

 

                   圖 3.10 主機溫度控制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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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節  溫度量測 

本論文採用熱電偶式溫度計，利用熱電效應(Thermoelectric effect)所設計

的溫度感測器，其因體積小、可偵測的溫度範圍寬廣、準確度高及可記錄數

據等優點，故使用於加熱片及罐杯溫度量測。根據熱電效應所設計的熱電偶

可做為溫度感測器或真空度感測計，可將感測器所接觸到的溫度轉化成電位

勢(Electromotive potential)，再經由電位測量模組檢測得電位後，經溫度－電

位對照表的比對，即可獲知熱電偶感測器所偵測到的溫度值。 

熱電偶感溫計依照使用的金屬而有不同的類別，表 3.2 列出目前工業界常

用的 8 種不同型別的熱電偶溫度計及其正極導線(Conducting wire of positive 

electrode)與負極導線(Conducting wire of negative electrode)所使用的材料。每

一類別的溫度計係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局(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之規範標準所設計製造，並以大寫英文字母命名，如 J 型熱電偶是由鐵

質導線和康銅(Constantan)（一種鎳銅合金）導線焊接而成的感溫裝置。 

表3.2 各種不同型別之熱電偶溫度計 

類別 正極導線 負極導線 

B 白金-30%銠(Pt-30% Rh) 白金-6%銠(Pt-6% Rh) 

E 鎳鉻合金(Ni-Cr alloy) 鎳銅合金(Ni-Cu alloy) 

J 鐵(Fe) 鎳銅合金(Ni-Cu alloy) 

K 鎳鉻合金(Ni-Cr alloy) 鎳鋁合金(Ni-Al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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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鎳鉻矽合金(Ni-Cu-Si alloy) 鎳矽鎂合金(Ni-Si-Mg alloy) 

R 白金-13% 銠(Pt-30%Rh) 白金(Pt) 

S 白金-10% 銠 白金 

T 銅 鎳銅合金 

熱電偶感溫計與其他種類之溫度計比較，主要是該型具有下列諸多特性

及優點： 

1. 溫度感測速度快，電位信號響應(Response)迅速，因時間延遲(Time lag)所

產生的誤差小。 

2. 可使用不同的金屬材料組合，製作可測量不同範圍和具有不同優點的各種

不同型別的熱電偶；因應不同的感溫範圍和精確度需求，使用者頇選用適

當型別的熱電偶。熱電偶溫度計的溫度測量範圍寬廣，可測定-200℃到

1800℃的溫度範圍。 

3. 因實際感溫的熱偶接點很小，所以對特定點或微小面積的溫度可提高測量

的準確度和精確度。 

4. 由於溫度係以熱電動勢(Thermo electromotive force)檢出，所以溫度的測

定、調節、增幅、控制、變換等信號處理容易，且可透過電性信號進行溫

度的自動控制和調變。 

5. 熱電偶感溫計之結構堅固，可偵測的溫度範圍廣泛，容易取得，且易於維

修與維護，故即使套件含電位檢測模組，仍屬售價較低的感溫系統。 



33 

本研究進行實驗量測，有關加熱片溫度的量測係採用數位式溫度記錄器

(Temperature data logger)，溫度取樣率為1.25次/秒；有關溫度記錄器之規格如

表3.3所列。 

表3.3 溫度記錄器之規格 

項次 項目 規格 

1 感測器 K-type熱電偶 

2 顯示方式 4位數液晶銀幕顯示器 

3 顯示組數 3組顯示值 

4 測量範圍 -200~1370℃/-328~2498℉ 

5 解析度 0.1℃/-200~200℃；1℃/200~1370℃ 

6 輸入端保護 60VDC或24Vrms AC 

7 操作環境 0~50℃，0~80%RH 

8 使用電池 9VDC 

9 測量精度 

環境溫度23 5℃，環境濕度80%RH以下 

-200~200℃： 0.2% read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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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結果與討論 

第 4.1 節  實驗設計法 

溫度控制器(Temperature controller)是對溫度進行控制的計測元件，其

中，以電子方式進行測量的溫控器，主要分為電阻式和熱電偶(Thermocouple, 

TC)式。它透過感測器得到溫度變化的信號，將量測資料傳送至電子運算器處

理，再藉由輸出裝置，將其溫度的變化量控制在特定範圍之內，其溫度控制

器功能簡介如圖 4.1 所示。 

本研發主機搭配杯罐是要達到定時與恆溫的功效，當杯罐內的溫度低於

設定溫度(Set temperature)To
的下限時，溫度控制器就會自動調整將溫度提

升；而當溫度高於設定溫度的上限時，溫度控制器就會自動調整將溫度降低，

若下限溫度和上限溫度很接近時，就可使杯罐溫度控制在一個穩定的範圍。 

本研發主機的功能有：加熱時間設定、溫度設定、及溫度感測裝置，以 

下實驗說明，To
分別為 30℃、40℃、50℃及 60℃的狀況下，當 T1、T2、T3、

T4 溫度低於或高於設定溫度時，T1 及 T3 溫度感測裝置就會回饋訊號給溫度

控制器，將 T1、T2、T3、T4 溫度控制回設定溫度。 

    測詴結果顯示，熱電偶式溫度計量測到溫度後，會將紀錄值傳送到電腦

記錄及儲存，如圖4.1所示，執行情形分別如圖4.2~圖4.5所示，溫度測量時間

均取720秒。從所有圖的曲線分布可看出，雖然量測到的溫度均呈振盪現象，

但設定溫度的調控均具有穩定性的效果。為了要定量描述(Quantitativ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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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各組溫度控制的準確性，我們透過表 4.1 來列示各組溫度量測

數據的最大值、最小值、帄均值(Average value)、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SD)。標準偏差定義為變異數的算術帄方根，主要表示各組溫度量測數據之個

體間的離散程度；而標準差與期望值之比為標準離差率。 

   

圖 4.1 電腦溫控紀錄情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5%B7%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6%9C%AF%E5%B9%B3%E6%96%B9%E6%A0%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9F%E6%9C%9B%E5%8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5%87%86%E7%A6%BB%E5%B7%AE%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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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電熱裝置溫控情形(To=30℃) 

 

圖 4.3 電熱裝置溫控情形(T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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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電熱裝置溫控情形(To=50℃) 

 

圖 4.5 電熱裝置溫控情形(To=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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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組溫度量測數據統計表  

圖 TC 
設定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帄均值 

(℃) 

標準偏差 

(℃) 

4.3 

1 

30 

39.5 29.4 31.3 1.58 

2 40.6 33.3 35.2 1.15 

3 29.7 28.0 29.1 0.46 

4 31.6 28.9 30.6 0.57 

4.4 

1 

40 

44.1 38.3 39.4 1.00 

2 50.6 44.3 46.1 1.11 

3 38.9 37.3 38.3 0.41 

4 41.6 40.0 41.0 0.44 

4.5 

1 

50 

57.2 47.6 49.4 1.33 

2 63.6 55.1 57.5 1.08 

3 49.0 47.4 48.3 0.40 

4 53.0 50.9 52.2 0.40 

4.6 

1 

60 

59.5 57.7 58.8 0.53 

2 68.1 55.0 63.7 3.32 

3 58.9 57.6 58.4 0.37 

4 64.1 58.4 61.8 1.21 

簡單來說，標準偏差是一組數值自帄均值分散開來的程度的一種測量觀

念，一個較大的標準偏差，代表大部分的數值和其帄均值之間差異較大；一

個較小的標準偏差，代表這些數值較接近帄均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9D%87%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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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節 壓克力罐杯實驗 

此實驗目的是要證實有別於一般常使用的有竹罐、陶罐、玻璃罐、茶杯

或竹筒等材質，亦可達到加熱及治療效果，經調查後，選擇了壓克力材質，

因為它的優點如下：具有透明、質輕、耐撞擊、易於成型等優點，所以做為

此次罐杯的材質。 

本創作結合壓克力優點外，使用巴爾沙木，它的導熱係數低、物理性能

好、既隔熱又隔音，因而是絕緣材料、隔音設備、救生胸帶、水上浮標及製

造飛機的良材。又由於其木材容量最小，不易變形，體積穩定性較好，材質

均勻，容易加工，所以，選為本次主要隔熱材料，以確保當矽膠加熱片加熱

時的熱效能不易消散。將壓克力罐杯裏面放置電熱裝置（加熱片）、巴爾沙

木(隔熱)、及導熱片後，設定溫度(To)分別為 30℃、40℃、50℃及 60℃的狀

況下，溫控情形分別如圖 4.6~ 圖 4.10 所示，溫度測量時間均取 720 秒。從所

有圖的曲線分布可看出，雖然量測到的溫度均呈振盪現象，但設定溫度的調

控均具有穩定性的效果。為了要定量描述(Quantitative description)各組溫度控

制的準確性，我們透過表 4.2 來列示各組溫度量測數據的最大值、最小值、帄

均值(Average value)、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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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 裝置於杯罐內電熱裝置溫控情形(To=30℃) 

 

    圖 4.7 裝置於杯罐內電熱裝置溫控情形(T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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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8 裝置於杯罐內電熱裝置溫控情形(To=50℃) 

 

    圖 4.9 裝置於杯罐內電熱裝置溫控情形(To=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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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壓克力罐杯各組溫度量測數據的統計表  

圖 TC 
設定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帄均值 

(℃) 

標準偏差 

(℃) 

4.7 1 30 35.4 29.9 32.6 1.58 

4.8 1 40 42.9 39.3 41.1 1.00 

4.9 1 50 53.2 49.1 51.1 1.33 

4.10 1 60 62.8 58.8 60.8 0.53 

表 4.2 是使用壓克力罐杯的各組溫度量測數據統計表，實驗證實，壓克力

罐杯是可以作為日常生活醫療中的一部份；表列數據顯示，在設定溫度(To)

較低的情況下標準偏差較大，To
較高標準偏差反而較小；在設定溫度(To)分別

為 30℃、40℃、50℃及 60℃的狀況下，相對的標準偏差率分別為 5.27%、

2.50%、2.66%及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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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結論 

第 5.1 節  結果歸納 

本創作的設計構思著重於型式輕巧、操作簡便及使用安全等三大訴求， 

主要運用電機、電子、控制及機械熱傳等領域之技術，整合多重的傳統中醫

療法。 

就以外殼設計構思而言，主要是以安全及美觀為考量，安全的部份就是

要防止導電、質量輕、不易破碎、耐熱、硬度夠，而美觀部份，能依所需的

造型做出想要的成品，甚至於商品化，所以，為能達成以上目標，此次實驗

外殼設計的材料就選擇了壓克力，壓克力產品的種類繁多，如壓克力板、壓

克力塑膠粒、壓克力燈箱、招牌、壓克力浴缸、壓克力人造大理石、壓克力

樹脂、壓克力（乳膠）漆等等均是常用的材料。 

   另一方面，溫度控制器的電路控制原理是使用 PID 迴路，透過調整控制參

數（比例增益、積分增益/時間、微分增益/時間）讓系統達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如表 4.1 是各組溫度量測數據的統計表，為 T1、T2、T3、T4，4 個矽膠加熱

片經過 PID迴路控制原理，當設定溫度(To)分別加熱達到為 30℃、40℃、50

℃及 60℃的狀況下，使用熱電偶式溫度計所設計的溫度感測器連接電腦顯示

實際量測溫度並加以紀錄，如圖 4.1，紀錄出每秒量測溫度的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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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表 4.1 及表 4.2 實驗數據證明溫度控制器功能正常後，緊接著可做商

品化的設計，所謂商品化就是指矽膠加熱片加熱雖是商品的主要功能，但到

消費者端就需經過包裝及美化，諸如市場常見的按摩座椅、按摩棒等，所以，

在這個概念下，設計出表 4.2 壓克力罐杯實驗，本實驗主要目的是要證實以

矽膠加熱片如加上商品化的相關條件，還是可以達到加熱醫療效果，實驗的

材料組成是壓克力罐杯內加巴爾沙木及導熱片，而選擇壓克力罐杯的主因如

之前說明，另外，巴爾沙木經過調查及解析出是有隔絕熱的效果；加上導熱

片除了讓使用人接觸皮膚較舒服外，主要目的亦是將熱傳遞的功能發揮極致

而達到所謂的醫療效果，實驗證實，表 4.2 各組溫度量測數據的統計顯示了壓

克力罐杯的組成商品化實驗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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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節  總結 

中醫具有完整的理論背景與豐富的經驗傳承，獨特之處在於「天人合一」

的整體觀與「辨證論治」的務實觀，長久以來孕育出的各種療法，足堪為世

界文化的珍貴遺產，包括灸療等傳統的中醫療法，從古迄今名家輩出，學理

與技術皆臻成熟。拜科技進步突飛猛進之賜，促成理論創意推陳出新、技術

鑽研與日精湛，療效的精進令人耳目一新。在傳統中醫療法中，許多療法都

是透過「熱」的作用，藉由熱刺激作用而發揮治療功效，藉以達到恢復健康

的目的。惟因拔罐，在現今對於疏緩肌肉的彊硬疼痛，效果快速良好。也常

用於疲勞所致的膏肓緊崩疼痛。而配合刺血拔罐，更是民俗療法常見的手法。

但對於虛弱所致的疲勞痠痛，當以調理氣血為主，不宜頻繁反覆使用，中醫

院所根本難以施做；拔罐則頇使用酒精燈加熱，溫度難以掌控且迅速回溫，

目前絕大部分都改用真空吸力操作。傳統中醫療法在現今環境的侷限下，似

乎已面臨逐漸式微，甚至瀕臨失傳的危機。 

熱療最重要的功效有：減輕疼痛、降低肌肉痙攣、減輕關節的僵直感，

增進膠原組織的延展性，以增進關節活動度、增進血液循環。身體器官及組

織有其不同之物理性質和功能模式。當器官組織之物理特性改變時，其功能

模式便無法正常運作，而導致酸、麻、脹、痛、骨骼變形等各種症狀。物理

特性改變時，只有物理方式可以將其導正，化學方式(如藥物)只能暫時止痛無

法治癒疾病。物理治療師以適當之物理治療手法，回復器官組織之物理性質，

並使其運作之功能模式回復正常，以解除病患各種不舒服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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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以上介紹中醫的拔罐由來已久，以及說明熱療的功效等，是驅

動要做溫度控制器的原動力，現代人生活及工作環境不佳，造成過職業傷害

或過勞，希望此次的研究能夠守護著人類的健康，展望未來，將朝向與工業

4.0 作結合，所謂工業 4.0 就是能建構出一個有感知意識的新型智慧工業世界，

能透過分析各種大數據，直接生成滿足客戶的相關解決方案產品（需求客製

化），更可利用電腦預測部分原生狀況，例如天氣預測、公共運輸、市場調

查資料等等，及時精準生產或調度現有資源、減少多餘成本與浪費等等（供

應端優化），承接工業 4.0 的技術與精神設計出溫度控制器普級化希望未來能

實現。 

工業互連網是要將兩次重大轉型變革所帶來的發展成果匯集在一貣，工

業革命所帶來的眾多機器、裝置、及製造業大軍，與數位革命帶來的運算、

資訊、及通訊系統。依照 GE 的觀點，上述的成果結合將帶來三大要素，展現

出工業互連網的本質：智慧機器、先進分析、及參與工作者。 

相關連結，如圖 4.10 所示及說明如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5%B8%E6%93%9A


47 

 

圖 4.10 溫度控制器結合工業 4.0 

此次溫度控制器的設計，已達工業 4.0 基本條件之一，就是不需靠人調整

溫度，可自動偵測並控制溫度，展望未來，希望結合應用 CIM 遠端監控系統，

除了可同時監控多台溫控器設備，還可監控機台有異常時立即停機，保障人

在醫療時受到保護不被燙傷等，另外，可收集量測資料解析溫度需在設定標

準值內，若溫控器設備設定標準值偏上限或下限，進而提前維修以保障生命

財產安全，所以，溫度控制器結合工業 4.0 加以普級化能造福讓人們安心使

用，除了發揚中國中醫熱療治療功效外，還要邁向守護世界人類健康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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