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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久以來，人們對於「熱」的掌握與運用，在技術上已相當的成熟，

將「熱」運用到醫療的手法也相當的精湛，但運用到傳統醫療卻是相當罕

見。傳統的灸療法藉由燃燒艾草或藥草產生熱，經由穴位的熱刺激而促成

抗病的效果。古老的拔罐是利用杯體加熱進行醫療，頇將熱導入杯體或杯

器內，再迅速的罩在皮膚上。灸療與拔罐常配合針療同時施做，這些療法

具有的共通特性，尌是要運用熱。然而，灸療法在施做時會產生煙，造成

許多患者呼吸器官的不適；拔罐療法則會存在燒灼皮膚之虞。 

本論文提出利用電加熱片設計而成的新型電灸杯，具有灸療與拔罐的

雙重功效，數值模擬的電灸杯採用壓克力材質製成，易於加工且可透視皮

膚療效狀態。本論文以數值分析電灸杯內的熱傳遞，我們將電灸杯視為加

熱源在上方的密閉空間，考量變數包括電熱片的設定溫度(To)與室溫

(Ta)。我們利用高階塗彩及灰階等溫線圖，說明杯體內的熱傳遞狀況。 

研究焦點旨在強調「熱」在針灸醫療的運用；研究方法是利用 ANSYS

軟體進行數值計算，模擬分析施行溫灸療法與針罐療法時，在電灸杯內的

熱傳遞情形。在電灸杯的縱橫比 H/D=1.033 的幾何形狀下，控制溫度與外

界溫度比值 To/Ta<7.5 的範圍內。 

第一部分（溫灸療法）計算結果顯示，在相同的縱橫比(H/D)情況下，

在杯體內的溫度幾乎都是沿著軸線方向變化；垂直皮膚方向的熱傳導值

(Qcond)相當小，此意味主要的熱傳遞機構為熱對流效應。第二部分（針罐

療法）經由計算結果分析得知，電灸杯應採用絕熱材料，使熱量不會經由

杯體傳導而散逸至外界，可避免灸療施作時杯體會灼傷皮膚，熱療效亦可

大幅的提升。電灸杯的加熱源設計在杯器上方，由於頂部較疏的空氣重力

小於底部較密的空氣重力，故杯體內的空氣會呈現穩定狀態，熱傳導成為



 IV 

主要的熱傳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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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so known as TCM) make use of a 

number of treatments that utilize heat transfer principles. Theses 

thermal therapies affect biological tissues by changing therapeutic 

temperature. The typical TCM therapies includ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ese techniqu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amazingly 

rapid attainment of the desired results by the heat. 

Moxibustion therapy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echnique 

which applies heat produced from ignited moxa or mugwort herb over 

the skin to stimulate acupuncture points of the body for the 

prevention or treatment of disease. Cupping therapy is usually 

performed by introducing heat into a cup or similar object and placing 

it immediately on the skin. Moxibustion and cupping therapies are 

used along with acupuncture therapy. These techniqu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amazingly rapid attainment of the desired 

results by the heat.  

Because moxibustion often includes the burning of moxa or mugwort 

herb, patients who have respiratory problems should avoid the use 

of smoking moxa. With moxibustion, treatment is accomplished by 

heating certain areas of the external body, this therapy has a risk 

of burning the patient if not carefully executed. Cupping therapy 

has a risk of burning the patient if not carefully executed.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study on the heat transfer of heat therapies in 

moxibustion and cupping therap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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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instrument and 

the heat transfer of the human skin during thermal therap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using software of ANSYS to study the 

heat transfer in the warm-moxibustion cup, the investigated 

therapies about TCM focus on zhenjiuology. In this study, a new 

electro-moxibustion cup is designed. We can place the cup on the skin 

and gently heat the air in the cup with an electro-heater. An acrylic 

cup has been used for this purpose, because, one can see the skin 

within the cup and produce insulated boundary conditions. A numerical 

analysis is used to study the heat transfer of the 

electro-moxibustion cup. We focused on heat transfer in the electro- 

moxibustion cup, an enclosure heated from the top. 

The phenomena of natural convection in the enclosure are as 

varied as the heating temperature (To) and room temperature (Ta). 

The colorful temperature contours and isothermal lines are 

simultaneously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heat transfer within the cup. 

Subject to the same aspect ratio (H/D), the temperature within the 

cup is found to vary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The heat conduction 

normal to the skin (Qcond) is relatively small; hence, the heat 

transfer mechanism is dominated by heat convection. In the Part 2 

of the present paper, we have put great efforts into investigating 

the heat transfer in a new-designed warm-moxibustion cup. As a result, 

We find the cup subject to the aspect ratio H/D=1.033, and the 

temperature ratio To/Ta<7.5, the heat transfer mechanism is 

dominated by heat co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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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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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中醫在現代的發展史，無

論多麼用心，也遮掩不了在現代科技發展的潮流下，與科學尋求客觀統合

的研究方向背道而馳。如果能量無限的科學真能解決所有的健康問題，無

論病患或是醫師，其實只頇依循科技的指導原則即可。可惜在病因、病原

邏輯複雜的領域，科技的貢獻距離理想尚存在很大的落差。且看過敏、病

毒、衰老、失調、癌症等病症，至今仍缺乏徹底解決的方法。主宰現代的

科技既非全能，多元取向便有其必要，因此中醫便有了保存和發展的空間。 

中醫的現代發展史，實際是反映傳統醫療逐漸沒落的歷程，在現代科

技的助長下，西醫儼然呈現唯我獨尊之勢，除非傳統中醫療法能及時引進

科技、利用科學，否則將陷於自我封閉的境地。西醫盛行尌像科學實驗的

可重現性一樣，因為西醫醫療器材都是現代科技的結晶，這是中醫在過去

起跑領先西方醫學一千多年，當中忽略的一個重點，實在值得我們省思。 

世界各地古老文化傳承中，傳統醫療都是不可遺漏的一部分。然而傳

統中醫療法與其他原始醫學不同之處，即是善用各種天然器具而甚少使用

藥物，並以經絡與穴道為基礎。事實上，經絡與穴道之觀念，唯有藉著傳

統醫療才能發掘人體奇妙的潛力，亦可肯定傳統中醫在醫療方面的內涵。

在中國醫學史中，傳統療法的應用是民間醫療的主流，至今已累積相當豐

富的經驗與傳承。許多中醫療法的施作過程中，都是要透過「熱」的作用，

藉由熱刺激作用而發揮醫療的功效，且由熱激發抗病能力，藉以達到恢復

健康的目的。惟因傳統中醫療法常頇燃燒中藥草而產生燻煙，在現今的中

醫院所根本難以施作。傳統中醫療法的溫度難以掌控且迅速回溫，目前絕

大部分中醫診所都改用免「熱」方式操作，其實已經悖離原有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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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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罐、刮痧及按摩等傳統的中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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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療與拔罐都是透過「熱」的作用，藉由熱刺激作用

而發揮治療的功效，且由熱刺激效應激發抗病能力，藉以達到恢復健康的

目的。惟因灸療頇燃燒中藥草而產生燻煙，在現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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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電灸取代傳統艾灸，雖已成功的運用在灸療療程，但相關的學理

仍付之厥如。由於醫療儀器主要是運用在人體方面，所以必頇要具備極高

的安全性、可靠性及有效性，以期確保使用者的安全無虞。因此，本論文

將藉由ANASYS軟體從事數值解析，以便瞭解利用電熱片做為加熱源的方

式，從電熱片的溫度設定條件探討熱傳遞的情況，藉以瞭解電灸杯的加溫

效果。電灸杯具有灸療與拔罐雙效一體之融合功能，擁有安全與有效的加

熱源，並具備定時與恆溫的加熱效果，可有效的提升傳統中醫療法的治療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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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運用「熱」與「冷」作為醫療行為已相當的普遍(Okajima et al., 2009)，

熱療 (thermal therapy)是藉由溫度的改變去活絡生理的細胞組織

(Gutierrez & Vazquez, 2001; Ikeda et al., 2001; Imamura  et al., 2001; 

Biro, 2003; Masuda et al., 2005a; Masuda et al., 2005b; Masuda et 

al., 2005c; Tei et al., 2006; Masuda, Munemoto, & Tei, 2007)。冷

療(Hypothermia)則是透過冷卻方式，藉以降低溫度而從事醫療行為的方法

(Diao et al., 2003; Haugk, 2007; Ji & Liu, 2002)。雖然「熱」與「冷」

運用在醫療行為的技術已相當地成熟，運用在醫療器材的開發也相當地成

功，但是如何控制「熱」與「冷」的溫度，以便符合病患醫療之需求，目

前仍憑醫師或治療師的經驗較多。 

傳統中醫療法廣泛的運用「熱」，但相關的研究卻相當缺乏，不管是

皮膚上醫療器材之熱效能(thermal performance)，或皮膚下人體組織的熱

反應(thermal response)均是如此。由於維持人體體溫的機構相當複雜，

不但要考慮血液流動，且要考量熱產生狀況，對於生理細胞組織的熱反應

分析，其實存在相當高的困難度，但仍有許多生物熱傳遞模式提出（Khaleda 

and Vafai, 2003）。運用「熱」在醫療行為已相當普遍（Okajima et al., 

2009），熱療是藉由溫度改變去活絡細胞組織，其中使用最廣泛的是灸療

(moxibustion)，這是起源於東方醫學的傳統醫術，採用燃燒藥草來進行局

部加熱（Shen et al., 2006）。超熱療(hyperthermia)是使用電磁波來做

局部細胞組織的加熱（Brix et al., 2002; Thiebaut & Lemonnier, 2002）。

雖然「熱」運用在醫療行為的技術已相當成熟，運用在醫療器材的開發也

相當成功，但如何控制加熱的溫度以符合病患需求，目前仍僅憑醫師的經

驗較多。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22Munemoto%20T%22%5BAuthor%5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22Tei%20C%22%5BAuthor%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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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敷與熱療等物理治療法，在原理上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用，在運用上

則具備相輔相成之功效，故在技術上存在密不可分之實。目前，從中華民

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查閱的資料顯示，已知熱敷與熱療相關的先前技術，

大概可歸納成四大類，茲說明如後：第一大類是針對熱敷袋的改良與創新

設計，藉以提高袋體的固定效果，或提升袋體的使用功效，使袋體能牢靠

的固定在任何人體體位。此類技術例如本國公告的專利：「調整型行動冷

熱敷袋」(陳鼎祐, 2005)、「複合式保暖袋結構改良」(張淑芬, 2006)。

上述已知的專利，主要著重於袋體結構的改良與功能的增加，其實並無助

於迅速改變溫度的核心目的。第二大類的先前技術，則是在強調具備保溫

或蓄熱的裝置。此類技術例如中華民國公告的專利：「蓄熱/釋熱裝置」(王

韋勳, 2007)、「持溫保健袋」(李俊遠, 2008)、「熱移轉器材」(巫嘉雄, 

2008)。上述已知的專利，似乎能有效的保溫與蓄熱，但對於局部性只要持

續20至30分鐘尌能達到治療效果的熱敷，對於運動傷害、急性關節炎、解

熱或鎮痛的實質助益極為有限。第三大類的先前技術，旨在提出新型改變

溫度的裝置。此類技術例如中華民國公告的專利：「冷熱兩用敷袋及其裝

置追加(三)」(曾昭平, 2001)、「乾式保溫包」(曾輝, 2001)、「可藉由

微波爐加熱之保溫片結構」(盧南志, 2001)、「一種攜帶式急救冷熱敷包」

(廖文虎, 2002)、「保溫袋的溫度調節裝置」(張濃繽, 2004)、「冷卻加

熱裝置」(謝俊民, 2006)。上述已知之專利，不可否認是迅速改變溫度的

絕佳利器，但有的是結構複雜且成本高，有的是無法重複使用而不具備環

保的概念。第四大類的先前技術，主要是使用傳統的溫度提升之方法，特

徵是可運用在人體的特定部位。此類技術例如中華民國公開的專利：「護

眼罩之改良構造」(陳俊吉, 1996)、「水循環冰熱敷帶」(邱文雄, 2000)、

「人體功學按摩棍」(林琨訓, 2003)、「電子變溫塑胸裝置」(林瑞明, 

2003)、「美容保養保健面罩裝置」(許榮森 & 陳俊誠, 2002)。上述已知

的專利，顯然是單一用途的針對性較強，並無法廣獲青睞。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03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999b3e9bc8ee7a590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01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5bcb5e6b791e88aac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08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78e8be99f8be58bb3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08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78e8be99f8be58bb3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07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69d8ee4bf8ae981a0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06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5b7abe59889e99b84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1D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69bbee698ade5b9b3
http://twpat3.tipo.gov.tw/twcgi/twpat2?@119%5e1264983686%5e34%5e1%5e%5e13E69BBEE8BC9DEE8CA30@@799487
http://twpat3.tipo.gov.tw/twcgi/twpat2?@119%5e1264983686%5e34%5e1%5e%5e13E79BA7E58D97E5BF970@@527818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0B54F412B6D010100000000000300A00000003E00000000%5eR%5e0%5eIN:e5bb96e69687e8998e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0D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5bcb5e6bf83e7b9bd
http://twpat3.tipo.gov.tw/twcgi/twpat2?@119%5e1264983686%5e34%5e1%5e%5e13E999B3E4BF8AE590890@@622743
http://twpat2.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157DAAABE070100000000000100A00000000100000000%5eR%5e0%5eIN:e982b1e69687e99b84
http://twpat3.tipo.gov.tw/twcgi/twpat2?@119%5e1264983686%5e34%5e1%5e%5e13E69E97E790A8E8A8930@@390870
http://twpat3.tipo.gov.tw/twcgi/twpat2?@119%5e1264983686%5e34%5e1%5e%5e13E69E97E7919EE6988E0@@695823
http://twpat3.tipo.gov.tw/twcgi/twpat2?@119%5e1264983686%5e34%5e1%5e%5e13E8A8B1E6A6AEE6A3AE0@@220525
http://twpat3.tipo.gov.tw/twcgi/twpat2?@119%5e1264983686%5e34%5e1%5e%5e13E999B3E4BF8AE8AAA00@@786077


 17 

在傳統中醫療法中，針灸(Tang, 1996; Lee, 1997; Cardini & Weixin, 

1998; Fang et al., 1998; Sugai et al., 2004; Tsui & Cheing, 2004)

與拔罐都是透過”熱”的作用，藉由熱刺激作用而發揮治療的功效，且由

熱刺激效應激發抗病能力，藉以達到恢復健康的目的。惟因灸療頇燃燒中

藥草而產生燻煙，在現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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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原因頇歸咎於在施作時拋棄了「熱」的因子。 

針療(acupuncture)與灸療均屬於傳統中醫的外治療法（高宗桂、裴景

春, 2006; 傅彬貴、林昭庚, 2006; 施議強、吳中興, 2007），針療是用

各式灸針刺入人體穴道(acupoint)（施又文, 2001），施行特定運針法產

生刺激而激發經氣，達到治療病痛與恢復健康之功效。灸療則是採用特製

的藥草，在人體穴道的皮膚表面燒灼或薰熨，產生特有氣味與溫熱的刺激，

藉以調節生理機能，增進身體健康。針療與灸療具有相輔相成之醫療功能，

臨床上常合併運用或交替使用，合稱針灸(zhenjiuology)。倘若在留針狀

態下，將灸杯罩在皮膚表面上施行針上灸，此種治療方式即為傳統中醫療

法中的針罐療法(needle cupping)。 

由於傳統中醫的灸療是由灸火的「熱」穿透入肌膚，通過經絡以溫通

氣血。然而，燒灼與溫熨的不方便與不安全，促使本論文投入研究。近年

來，已有學者進行中醫技術的相關研究（Sugai et al., 2004），傳統中

醫的理論基礎具有獨特的哲學觀，主要以能量的形式在人體流通，意即俗

稱－氣(Qi)，評斷身體的健康狀態。在運用「熱」於傳統中醫療法，首要

目標尌是要考量到「熱」的安全性，目前亦有相關的研究提出（Jiang et al., 

2002）。在 Jiang 等人的研究（Jiang et al., 2002）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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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溫度為 44℃以上。除溫度因素外，曝曬時間也是造成熱傷害的要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9%AB%98%E5%AE%97%E6%A1%82&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8%A3%B4%E6%99%AF%E6%98%A5&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8%A3%B4%E6%99%AF%E6%98%A5&all=AU&la=c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5%82%85%E5%BD%AC%E8%B2%B4+%2B+Fu%2C+Pin-kuei&all=AU&la=c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5%82%85%E5%BD%AC%E8%B2%B4+%2B+Fu%2C+Pin-kuei&all=AU&la=c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6%96%BD%E8%AD%B0%E5%BC%B7&all=AU&la=c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5%90%B3%E4%B8%AD%E8%88%88&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6%96%BD%E5%8F%88%E6%96%87&all=AU&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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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人體體內的細胞組織只要在 58℃維持三分鐘，會造成細胞凝固性壞死

(coagulation necrosis)。「熱」穿透人體組織的深淺可分為淺層熱療

(superficial heat)及深層熱療。淺層熱療透熱深度小於 1cm；深層熱療又

稱為透熱療(diathermy)，透熱深度可深入 3~6cm（黃哲勳, 2002）。 

人類很早以前尌認識到「熱」對疾病的治療作用，長久以來，將「熱」

運用到醫術的手法也相當的精湛。當溫度高於身體中心溫度(37℃)時，身

體反應會自動加速血液循環以降低溫度，提高組織修復能力，並增進排除

代謝廢物的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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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熱」透

入皮膚組織使溫度達到 42℃，癌細胞會自然的消滅。如今拜現代科技進步

所賜，人們對於”熱”在醫療的掌握與運用，在理論與技術上已相當的成

熟，目前有許多數值結果提出(Jiang et al., 2002; Dilina et al., 2006; 

杜鳳棋 & 蔡源泰, 2008; 杜鳳棋 & 李宗翰, 2009a; 杜鳳棋 & 李宗翰, 

2009b;李宗翰等人, 2009; 葉雲熒 & 杜鳳棋, 2009），至於實務運用到傳

統中醫療法仍有(Kim et al., 2009)，但卻較為罕見。 

運用「熱」絕不能浮皮潦草，表熱裡不熱，結果達不到治療目的。近年來，中醫診

療雖有電熱代替艾灸的電灸，操作時在特製電熱器先通電，當達一定的溫

度後，即在施灸部位進行灸熨，但對加熱溫度與施作時間的掌握，仍缺乏

理論驗證支持。也有一些利用低週波或中週波原理製成的電子針療機，雖

可免於灸針刺入人體的恐懼，但卻缺少灸療的功效。 

傳統的灸療與拔罐療法，都是要透過熱傳遞的作用，將燃燒藥草或油

燈所產生的熱量，經由體表導入穴位，藉由熱刺激作用而減輕病痛並激發

抗病之能力，然而使用燃燒藥草之灸療法存在許多不便與缺失，採用油燈

加熱的拔罐療法也具有灼傷的危險。本論文將分成二個部分（溫灸療法與

針罐療法）來探討電灸杯的熱療遞原理，主要係利用軟式矽膠電熱片，並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9%BB%83%E5%93%B2%E5%8B%B3&all=AU&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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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熱電偶及溫度控制器，藉以達到恆溫的加熱效果。本論文加熱單元在

罐體內所產生的熱量，由於密封蓋絕熱襯墊能阻絕熱傳導(heat conduction)

效應，而罐體採用低熱傳導係數(thermal conductivity)的透明材質，故

熱量不易經由罐體壁面散逸，因此加熱單元產生的熱量可大部分會藉由熱

對流(heat convection)效應傳遞至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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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 3.1 節  溫灸療法的電灸杯之熱傳遞研究 

本論文在於解析電灸杯內的熱量傳遞，雖然數值解直接採用 ANASYS 軟

體（Moaveni, 2003）進行，但要驗證數值結果的正確性，我們仍頇對基本

的熱傳遞方法有所認知。本論文並不採用數值方法直接解統御方程式

(governing equations)，對於如何藉由 ANSYS 軟體探討加熱源的最佳化裝

置，以及如何透過 ANSYS 軟體解析加熱源在電灸杯內的加熱效應，並可深

入瞭解電灸杯內流動與熱傳遞的現象。 

傳統拔火罐的式樣均為口小肚大的玻璃罐，瓶口之邊緣宜向外翻，外

觀略呈鐘形(bell-shaped)而口略向外。本論文擬設計安全性較高的實驗型

電灸杯，幾何尺寸為內徑 30.5mm、高度 31.5mm、壁厚 3mm 之開口杯體，外

觀呈倒杯狀，如圖 3.1 所示；其中，杯罐內部高度 H 與內徑 D 的比值－縱

橫比(aspect ratio)AR=H/D=1.033，電熱片係安裝在杯罐上方高度 H 處，

主要是預留空間以便容置灸針，如圖 3.1 所示。電灸杯採可用丙烯酸(酯)

和甲基丙烯酸(酯)類化學物品（polymethylmethacrylate 總稱縮寫 PMMA），

俗稱壓克力(acrylic)材料製作。壓克力本身具有高透明度，透光率可達 92

％，有「壓克力水晶」之稱。使用透明壓克力製作而成的電灸杯，不但擁

有加工容易的優點，並具有較低熱傳導係數(ka≒0.2W/m.K)的特質，比人

體皮膚(ks≒0.37W/m.K)更低，在進行實驗時可較為近似絕熱的條件。 

圖 3.1 為實務製作所設計的電灸杯，加熱源為高功率矽膠電熱片

(silicon thermofoil)，設計規格為直徑 30mm、厚度 1~2mm、功率 15W、電

壓 12VAC、瓦特密度 6W/cm2)。電灸杯的加熱源可利用控制器依輸入恆溫值

與回授溫度值之差異，使電熱片達到所設定的恆溫值。在實際施行治療時

先通電讓電熱片開始加熱，當達到期望的溫度後，即可在施術穴位進行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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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炙熨或拔罐等治療。電灸杯可在針刺入穴位的留針過程（針罐療法）

中，將杯罐罩在露出皮膚面的針柄與針尾，藉此施予加熱而達到溫針之目

的。電灸杯亦可單獨將罩在穴位的皮膚上，再施予加熱作用而形成灸熨的

拔罐療效，這與目前絕大部分中醫診所使用的真空拔罐法，雖然使用的方

法迥然相異，但造成充血現象而達到治療的目的卻是相同，然而電灸杯卻

傳承利用「熱」做為醫療手段的傳統精髓。 

尌實際傳統的中醫療法而言，若單純只是進行灸熨或拔罐時，矽膠電

熱片裝置當然是完全以熱傳遞的效果為唯一的考量因素。但若進行溫針法

時，必頇先將灸針扎入穴位後，再將電灸杯罩在露出皮膚的針柄與針尾，此

時採用將電熱片裝置在電灸杯的上方，將會具有較大容置空間，故為安全

考量的較佳選擇。因此在我們的數值與實務研尌中，均將矽膠電熱片的安

裝位置固定在電灸杯的上方(z+H 處)。 

本論文的分析焦點，尌是從電熱片與室溫的設定條件，探討在杯體內

的熱傳遞的情況，藉以瞭解電灸杯的加溫效果；考慮的溫度變數包括電熱

片的設定溫度與室溫的變化。尌熱傳遞學而言，理論分析屬於在密閉空間

的自然對流(natural convection in enclosure)形態。自然對流又稱為自

由對流，由於溫度在等壓狀況下增加，促使空氣受熱的空氣開始膨脹，如

此會變的得較輕、較疏，因此會產生上升現象。在此同時，離開加熱源較

遠處的空氣，由於溫度較低密度較大，因此會下降。因此，在電灸杯內的

溫差將可能會形成流動的現象，部分的熱量亦將被帶動往下傳遞。 

在電灸杯內的流動與熱傳遞，主要是由電熱片加熱溫度上升而產生自

然對流效應，由於電灸杯罩在皮膚表面而形成一個密閉空間，所以自然對

流在電灸杯內所引起的流動屬於內流(internal flow)流動。在密閉空間的

自然對流是與周圍所有侷限的壁面進行熱交換中，有限尺寸流體系統

(finite-size fluid system)複雜的交互作用形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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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閉空間的自然對流現象，已經是熱傳遞領域相當成熟的領域，而

本論文存在類似的狀況，故可引用做為驗證研究數值計算的合理性與正確

性。若欲採用本論文的第二部份之電灸杯進行針罐療法，因為要將灸針扎

入皮膚後，再罩上電灸杯予以加溫而進行治療；或是將電灸杯直接罩在穴

道上進行拔罐治療，電熱片的設計應該是要避免接近皮膚。因此，我們將

採用電熱片設計裝置，可以確定的是加熱源必頇在密閉空間的上方，這種

狀況在熱傳遞學中是屬於從上方加熱的密閉空間(enclosure heated from 

above)。 

有關數值方法所頇設定的邊界條件，可將電灸杯的邊界條件以圓柱座

標(r,z)予以描述，如圖 3.1 所示。在電灸杯頂部加熱片的上方利用絕熱材

料充填，因此軸向的熱只能往杯內傳遞，因此邊界條件設定為 

z=H, T=To=constant (3.1) 

電灸杯之罐壁與空氣之間具有熱傳遞，因此內壁（r=R=D/2）與外壁（r=R+

τ）之徑向熱傳遞均頇予以設定，如下所列 

r=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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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r=D/2+τ, 












)(
)(




Rr
Rr

g Th
r

T
k  (3.3) 

式中 h 為電灸杯內空氣的熱對流係數(convection coefficient)，kg為電灸杯杯

體的熱傳導係數，而在本節設定杯體為玻璃材質。在電灸杯之底部，由於杯

體直接罩在皮膚上，故軸向的熱傳熱通量相等，意即傳導熱通量為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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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s 為皮膚的熱傳導係數。 

在計算範圍(computational domain)的任何位置，單位面積所承受的熱可提供做為

描述釋出或吸收的熱傳遞情況，此物理量稱為熱通量(heat flux)q”，依據傅立葉熱

傳導定律(Fourier's law of heat conduction)（Incropera & DeWitt, 

2002），可將傳導熱通量表示成 

i

j
x

T
kq



"  (3.5) 

式中 kj 為熱傳導係數(thermal conductivity)，T為溫度，xi為考慮的熱傳遞方向。 

通常，溫度達到 42℃癌細胞將會自然的消滅。此外，在人體體內的研

究方面，人體的組織細胞只要在 58℃維持三分鐘，即會造成細胞膜之脂質

雙層的破壞，細胞內蛋白質的變性，而導致細胞凝固性壞死（黃哲勳, 

2002）。可見掌控電灸杯內溫度的重要性，如何拿捏得宜全憑醫師根據病

患的需求予以設定，在本論文將設定進入皮膚溫度應介於 42℃至 58℃的安

全範圍內。在實際的電灸杯製作（杜鳳棋、吳泰達、李宗翰, 2008），只頇

在杯體開口緣加裝溫度感測裝置，並透過恆溫受控系統達到所設定的恆溫

值，將可使皮膚表面維持期望的溫度。 

數值分析首要的研究課題，尌是要探討電熱片裝置方式對於電灸杯內

溫度提升狀態的影響。在數值計算中，計算結果的準確性與可接受性，完

全端視數值解析中的參數而定。本論文的考量條件有：計算區域的元素分

割(meshing)數目 N 與暫態過程中的時間間距(time interval)Δt。將元素

分割得愈細，將會增加計算結果的準確性，但使用過細的元素會增加總元

素數，因此需要更多的計算時間與貯存空間，尌整體效益並不是最佳化的

狀態；時間間距的細分亦面臨同樣的情況。 

在本節的數值計算中，典型皮膚組織的熱物理性質（Dilina, Jiang, &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9%BB%83%E5%93%B2%E5%8B%B3&all=AU&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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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2006）的數據：密度ρ=1000kg/m3、比熱 c=4180J/kg.K、熱傳導係

數 ks=0.627W/m.K。此外，空氣的熱傳導係數 ka=0.0263W/m.K（@ 300K）、

玻璃的熱傳導係數 kg≒0.78W/m.K（@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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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節  針罐療法的電灸杯之熱傳遞研究 

本節旨在解析在施行針罐療法時，位於電灸杯內的熱傳遞，數值方法

同樣是採用 ANSYS 軟體進行運算，雖然不需要繁複的數值方法解複雜的統

御方程式，但卻需藉助 ANSYS 軟體配合適當的邊界條件設定，從溫度場探

討電灸杯內的熱傳遞情形。 

本節所有計算例，是探討在不同控制溫度 To 情況下，杯體內空氣與皮

膚組織的溫度變化情形。為簡化數學模式以利計算，本論文設定以下的假

設條件： 

■ 皮膚為單層具有等向性(isotropic)及均質性(homogenous)的特徵。 

■ 所有的熱物理性質(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與溫度無關。 

■ 不考慮新陳代謝(metabolism)的熱產生率。 

■ 最初體溫為 37℃（Zhang, 2005）。 

在傳統的拔罐療法中，普通拔火罐的式樣均為口小肚大的玻璃罐，瓶

口之邊緣向外翻，呈鐘形而口略向外，如圖 3.2 所示。本論文所設計電灸

杯的安全性高，杯體之幾何尺寸為：內部之直徑 D、高度 H、壁厚 t；罐底

具有凸緣。電灸杯之外觀呈鐘形，代表幾何形式的形狀比(aspect ratio)AR

為高度 H 與內徑 D 之比值，在計算例採用 AR=H/D=1.033。安裝在電灸杯內

的加熱源係利用矽膠電熱片，經由熱電偶及溫度控制器，可達到固定控制

溫度的加熱效果。有關數值方法設定的邊界條件，可將電灸杯的邊界條件

以圓柱座標(r,θ,z)予以描述，由於電灸杯的設計成軸對稱形式，故可簡

化成座標(r,z)來描述問題。 

在加熱片與皮膚表面，由於單位面積所承受的熱稱為熱通量(heat flux)q”，如

式(3.5)的定義： 



 2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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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q



"  

式中 kj 為熱傳導係數，T為溫度，xi為考慮的熱傳遞方向。 

數值方法所頇設定的邊界條件，可將電灸杯的邊界條件以圓柱座標描

述，如圖 3.2 所示。在電灸杯加熱片的上方，利用絕熱材料充填，因此軸

向熱只能往下傳遞，故邊界條件設定為 

z=H,t>0, T(x,H,t)=To=constant (3.6) 

式中 To 為控制溫度，可由溫度控制器設固定值。電灸杯之罐壁與空氣之間

具有熱傳遞，因此內壁（r=R=D/2）與外壁（r=R+τ）之徑向熱傳遞均頇設

定，如下所列 

r=D/2,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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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r=D/2+τ,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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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為熱對流係數(convection coefficient)，kg為電灸杯杯體的熱傳導係數。

在電灸杯之底部(z=0)，由於杯體直接罩在皮膚上，故軸向(z 方向)的熱傳熱

通量相等，意即傳導熱通量為 

z=0,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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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s 為皮膚的熱傳導係數。 

熱傷害對於人體是無可挽救的缺憾，可見掌控電灸杯溫度的重要性，

將是本研究的重要設定條件；施作時間則是另一個重要的設定條件。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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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分析中，將皮膚表面的期望溫度 Ts 選擇為 42℃的安全值；施作時間係

設為 20 分鐘。有關針灸所使用的灸針（吳齡幸, 1994），中醫師因習慣而

各取所欲之尺寸；早期的灸針係用金或銀製成。在本節的數值計算中，灸

針選用不銹鋼(kn=14.9W/m.K)材質，直徑 1mm、針長 30mm、扎入皮膚內的

長度為 12mm、留置在皮膚表面上的長度為 18mm。另外，典型皮膚組織的熱

物理性質（Dilina, Jiang, & Zhang, 2006）的數據：密度ρ=1000kg/m3、

比熱 c=4180J/kg.K、熱傳導係數 ks=0.627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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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 4.1 節  溫灸療法的電灸杯之熱傳遞研究 

有關數值分析所頇設定的邊界條件，參見式(3.1)~式(3.4)，可將電灸

杯的邊界條件以圓柱座標(r,θ,z)予以描述，由於電灸杯沿著中心軸呈現

軸對稱(axisymmetric)形式，故問題可簡化成(r,z)的形式描述。 

對於典型的電熱片裝置方式，圖 4.1係描繪出電灸杯內罐口中心點的溫度

上升狀態。在計算範例中，電熱片設定溫度(To)選擇 50、75、100、125 及

150℃等五種；室溫(Ta)假設為 20℃，計算結果以 Ts 表示在電灸杯杯體口

（皮膚表面）的中心點溫度。從圖中的曲線分布清楚可見，無論 To 設定值

為何，當電熱片開始加熱後，杯體內的溫度尌會迅速的上升。尌定量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而言，從圖中的曲線趨勢清楚可見，剛開始溫度

上升極為迅速，當上升溫度達到某一階段後才漸趨平緩。我們再進一步分

析可知，隨著設定溫度(To)的升高，溫度趨於穩定狀態(steady state)的時間越長

（To=50℃頇經過 150sec；To=150℃頇經過 210sec）；在此所謂穩定狀態定義為

前後的相對溫度變化小於 1%，即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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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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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圖 4.1 中之溫度上升可看出各曲線分別從 150~210sec 後便趨於緩

和，曲線逐漸呈水平狀態，此意味杯體內的溫度已達到穩定狀態。再從圖

中的曲線分布可知，除了 To=50℃的情況例外，其他矽膠電熱片在四種不同

設定溫度 To 的情況下，杯體內皮膚表面的溫度 Ts 達到高於體溫值(Ts>37

℃)，所需的操作時間至少為分別為 900、480、360及 270sec，顯然達到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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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時間隨著 To 提升而可大幅的縮短。 

圖 4.2 為溫灸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徑向溫度分布，由於在本節的物

理模式(physical model)係模擬溫灸療法，將加熱源裝置在電灸杯杯體上

方(z=H)，矽膠電熱片採用溫度控制器作定溫控制（To=constant=150℃）；

另外，在電灸杯杯體下方(z=0)係為皮膚表層，初始條件意亦設定為等溫狀

態（t=0: Ts=constant=37℃），由於杯體並非完全絕熱(adiabatic)，熱

會由杯體傳導散逸至外界，因此在杯體內中心軸的溫度最高，隨徑向距離

的增加而逐漸降低，持續到杯體處降到最低。進一步檢視圖 4.2 的溫度曲

線發現，隨著加熱時間的增長，皮膚表面感受到的溫度會越來越熱，此意

味杯體內的溫度變化尚處於暫態情況(transient state)。在圖中其他四條

曲線均呈倒 U 字形，電灸杯中心軸與杯體內面的溫度差分別為 0.99、1.30、

1.40 及 1.45℃。 

顯然隨著加熱時間的增加，杯體內皮膚表面呈現倒 U 字形狀仍持續擴

大，主要是因杯體內的溫度越高，從杯體散逸的熱量將會逐漸增加。為進

一步瞭解並掌握杯體散逸的熱量狀態，我們將透過式(3.5)的熱通量 q”定

義，以便定量的呈現隨設定溫度 To 與時間 t 的徑向熱通量。從圖 4.3所繪

示的曲線變化情形可清楚的看出，在開始加熱階段熱通量 q”上升極為迅

速，雖然在不同的設定溫度 To情況下，當時間歷經約 600秒左右，熱通量

q”曲線變化率會有遞減的趨勢，但熱通量 q”增加率仍都在 3.2%以上。 

圖 4.4 為溫灸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徑向溫度分布，曲線呈現的狀態

與圖 4.3 極為相似，均呈倒 U 字形。同樣是杯體中心軸的溫度最高，隨著

徑向距離的增加而逐漸降低。尌定量分析而言，電灸杯中心軸與杯體內面

的溫度差值，隨設定溫度 To 分別為 75、100、125及 150℃的情況，對應的



 30 

溫度差值分別為 0.53、0.84、1.14 及 1.45℃。 

圖 4.5 用以反映罐杯中心點與皮膚接觸面溫度，達到高於人體最初體

溫為 37℃所需的時間。從數值分析的結果得知，電熱片的設定溫度 To 愈高，

則電灸杯貼緊於皮膚的溫度尌愈快的達到期望溫度值。再從圖中的曲線變

化可看出，設定溫度 To大約達到 108℃以上時，曲線幾乎成為線性遞減趨勢。

這正足以顯示，若皮膚表面要透過電灸杯達到期望值，設定溫度應該高於 108

℃以上為宜；若以相對溫度 To/Ta 表示，則設定溫度應該是在 To/Ta>5.4 的範

圍，而達到期望值（Ts>37℃）的時間則可在 400sec 之內完成。對於一般

的傳統中醫療法，每次療程若頇耗時 15~20 分鐘，然而採用本節設計之電

熱片低溫加熱灸療方式，皮膚是慢慢的感受到漸進溫熱治療，達到完全刺

激活化每一個穴道的效果；不像傳統艾草在燃燒時，高達 140℃的落火會有

灼傷的危險性。顯見電灸杯不但具有安全的加溫效應，而且可恒溫的持續

加熱到療程結束，對於療效將會有莫大的助益。 

為進一步瞭解溫灸療法杯體內的熱傳遞現象，圖 4.6 顯示在杯體中心

軸的溫度分布，從曲線分布可看出，由於加熱源為電熱片係位在杯體內的

頂部(z/H=1)，空氣的熱傳遞效果較差，故在中心軸線從頂部加熱片安裝處

（z/H=1）至杯體底部皮膚表層處（z/H=0），溫度呈線性隨高度 z 減小而

呈遞減的趨勢。再從圖 4.7 探討杯體中心軸的溫度分布，其中設定溫度 To

為 150℃、室溫 Ta 為 20℃的情況。經由曲線分布得知，溫度分布顯然與圖

4.6 極為類似，都是隨高度 z 減小而呈遞減的趨勢。若將圖 4.6 與圖 4.7 做

一比較發現，雖然各曲線分布趨勢相似，但卻具有相當大的量化差異。 

本論文直接採用 ANSYS 套裝軟體建立數學模型，最後亦以等溫環狀線

(contour)的高階塗彩方式，呈現在電灸杯中的溫度變更狀態。電灸杯內的

塗彩方式對於問題的可視化(visulization)相當有幫助，本論文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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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 程式提供的軟體，加強可視化結果的呈現，使各時間間距的溫度變化

狀況清楚呈現出來，塗彩部分設定均從 20℃至 150℃，由於我們所關心的

溫度是在 42℃到 58℃之間，因此塗彩從 26~40℃之範圍間的顏色變換較為

密集，40℃以上顏色變換區域較大，例如 40~60℃的範圍使用綠色，60~100

℃的範圍則是採用黃綠色，100~150℃的範圍使用黃色，150℃以上則使用

紅色，溫度分布塗彩在電灸杯下方即可判別，由此可清楚觀察到杯體內的

暫態溫度變化情形。 

圖 4.8 為溫灸療法杯體內，在電熱片開始通電加熱後，在不同的設定

溫度 To情況下，室溫 Ta 假設為 20℃，時間 t=30sec 的溫度變化情形。在本

計算例中，每一個圖表示在電灸杯內暫態的溫度變化狀況。在電熱片剛開

始加熱後，由於熱氣流的密度低，故會導致鄰近電熱片的熱空氣往上升。

由於在電灸杯內的電熱片原本既設計偏上（參見圖 3.1；H/D=1.033），當

電熱片開始作用後的 30 秒內，電灸杯內部上方的空氣既已迅速的升溫至

50℃以上（綠色區域），從圖 4.8 可清楚的看出在電灸杯內的溫度變化。

由於電灸杯頂部加熱片係為等溫狀態，而電灸杯底部的皮膚表層亦為等溫

狀態，由於熱空氣將會引致浮力效應，導致高溫空氣向上流動，因此電灸

杯頂逐漸累積熱空氣，由於熱量很快的傳輸到鄰近分子，因此從圖 4.8 已

顯示出綠色較高溫區已呈平緩向下擴張，而且幾乎呈現水平等溫線逐漸向

下擴散。 

圖 4.9 為溫灸療法杯體內，在電熱片開始通電加熱後，在不同的設定

溫度 To情況下，室溫 Ta 假設為 20℃，時間 t=1200sec 的溫度變化情形。尌

定性分析而言，本計算例與圖 4.8 的熱傳遞機構完全相同，惟一差異是本

計算例是在加熱時間達到 1200sec 之後，在杯體內的熱傳遞現象顯然比圖

4.8 的描述狀態更趨於穩定。然而在此期間之電灸杯内部溫度的變化，係藉

由各種熱傳遞機構作用所形成的結果，至於何種熱傳遞機構的效應較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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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我們將透過定量分析予以探討。 

在本節所探討的電熱片裝置方式中，杯體內的縱橫比為 AR=H/D= 

1.033，電熱片直接裝置在杯體內的頂端(z=H)，加熱源在杯體內的位置明

顯的偏上(參見圖 3.1)。對於影響電灸杯熱傳遞的一個重要變數，尌是電灸

杯內的室溫(或稱外界溫度)Ta；由於外界溫度反映在自然對流變化現象極

為敏感，對於數值計算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例如，在數值計算中所需的

熱物理性質，通常以即平均溫度 Tm=(To+Ta)/2 為計算基準，但在不同的外

界溫度 Ta 狀況下，所有的熱物理性質將會有相當大的差異。另外，有關溫

差ΔT=Ts-Ta 的定義公式連帶亦受到極大的影響，如瑞里數(Raleigh 

number)RaH與葛羅夏夫數(Grashof number)GrH等二個無因次參數（Bejan, 

1984; Incropera & DeWitt, 2002），即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由此可見，

只要外界溫度 Ta 變化稍大，結果將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在基本熱傳遞學均有定義無因次比值－瑞里數(Raleigh number)RaH，

主要用以做為判別自然對流之邊界層流動形態的依據，如式(4.1)所列 

 

mm

asa HTTTgTHg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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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 



  (4.1) 

若引用本計算例子的所有相關數據，其中β為定壓狀況下的體積熱膨脹

係數(volumetric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對於理想氣體而言，β

=1/Ta；計算所需的熱物理性質：熱擴散係數(thermal diffusivity)α、運

動黏度(kinematic viscosity)ν 係以平均溫度 Tm 為基準（在本計算例子

Tm=60℃=333K），故下標均加註”m”。將所有已知數據代入上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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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計算數據可清楚的看出，本計算例子的瑞里數 RaH 僅為 1.661*10-4，此

數值屬於低瑞里數的邊界層流動形態。基本上，此階段在電灸杯內的熱傳

遞機構，主要是為熱傳導主宰的形式。 

接著，我們再從葛羅夏夫數(Grashof number)GrH探討電灸杯內的熱傳

遞模式。其中，瑞里數與葛羅夏夫數存在的關係為 RaH =GrH.Pr，既然瑞里

數已計算出，而對應於平均溫度 Tm 的普朗特數(Prandtl number)Pr 由查表

可得(Pr≒0.702)，因此 

Pr
H

HRa
Gr 

 

4
4

H 10366.2
702.0

10661.1 





Gr  

經計算的結果得知，本計算例子的葛羅夏夫數 GrH相當小。由此足見，此階

段在電灸杯內的熱傳遞模式，主要是浮力遠小於黏性力的形態，意即自然

對流效應相當微小。 

再繼續從圖 4.10 與圖 4.11 分別觀察在二個極端的設定溫度 To 情況下

（To=50℃及 To=150℃），室溫 Ta 假設為 20℃，時間 t 分別在 300、600、900

及 1200sec 的杯體內溫度變化情形。顯然在杯體內從頂部高溫區域緩慢的

接近電灸杯底部，高溫區域大致呈直線狀向下移動。先前我們經由分析(參

見圖 4.1)已得知，電熱片在開始加熱階段的溫度上升極為迅速，除了 To=5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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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例外，其他矽膠電熱片在四種不同設定溫度 To 的情況下，杯體內皮膚

表面的溫度 Ts 達到高於體溫值(Ts>37℃)，所需的操作時間至少為分別為

900、480、360 及 270sec。 

若以熱傳遞效果來評估電熱片安裝方式的良窳，首要的考量因素為熱

傳遞效率。由熱傳遞的基本原理可知，加熱源若位在電灸杯的下方，此意

味電灸杯內頂部溫度將小於底部溫度( 0/T  z )，因此在電灸杯內的空氣

密度在重力方向( kzg


 )呈遞減的趨勢( 0/  z )。由於在頂部較密的空

氣重力大於底部較疏的空氣重力，迫使頂部較重的空氣下降；底部較輕的

空氣上升，形成對流的移動現象，故在電灸杯內的空氣將呈現不穩定狀態

(unstable state)，最後逐漸發展成不穩定環流(unstable circulation)。

在此種電熱片安裝方式中，主要的熱傳遞機構為熱對流 (thermal 

convection)。 

假使加熱源位在電灸杯的上方，此意涵著電灸杯內頂部溫度將大於底

部溫度( 0/T  z )，因此在電灸杯內的空氣密度在重力方向呈遞增的趨勢

( 0/  z )。在此狀況下，由於頂部較疏的空氣重力小於底部較密的空氣

重力，故電灸杯內的空氣會呈現穩定狀態，不會再有以上所描述的容積流

體移動(bulk fluid motion)現象。在此必頇要特別強調，此種電熱片安裝

方式中，主要的熱傳遞機構為熱傳導(thermal conduction)。 

由以上推論可知，在電熱片裝置的電灸杯內，由於杯體內的初始空氣

為靜止狀態，而電灸杯的材質為玻璃，故壁面仍會有熱傳遞的效應，這部

分已在圖 4.3 中說明。由於電熱片的裝置在杯體偏上的位置，因此電熱片

開始通電加熱後，在電灸杯內主要的熱傳遞機構始終為熱傳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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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節  針罐療法的電灸杯之熱傳遞研究 

本論文在執行數值計算所設定的參數，計算區域的元素分割數

(element meshing)採用總元素數為 N=36,163 個；暫態(transient state)

溫度變化的過程的時間間距Δt 取 1sec。本論文直接採用 ANSYS 套裝軟體

建立數學模型，再以等溫環狀線(isothermal contour)的高階塗彩方式，呈

現在杯體與皮膚組織的溫度變化可視化(visualization)，對於問題剖析相

當有幫助，塗彩顏色隨著控制溫度 To 與外界溫度 Ta 而定，範圍從 20~150

℃不等，由於我們關心的溫度是介於 42℃到 58℃，由此可清楚的觀察在任

何時刻，杯體內的暫態溫度變化情形。 

從圖 4.12 的曲線分布情形清楚可見，無論 To 設定為若干℃，當電熱

片開始加熱後，杯體內的溫度尌會迅速的上升；加熱時間約經過 360sec，

溫度上升便趨於緩和，曲線逐漸呈水平狀態，此意味杯體內的溫度已趨穩

定狀態。再從圖中的曲線分布可知，矽膠電熱片在五種不同控制溫度的情

況下，杯體內皮膚表面的溫度達到高於體溫值(Ts>37℃)，所需的操作時間

至少為 129sec，顯然時間隨著 To 提升而縮短。 

傳統灸療利用燃燒時火焰的熱力，迅速排除杯體內空氣的原理迅速吸

附在皮膚上，常會使患者灼痛過緊而感到不適。透過圖 4.12 的說明可知，

電灸杯採用電熱片加熱之低溫灸療，皮膚是慢慢的感受到漸進溫熱治療，

達到完全刺激活化每一個穴道的效果；不像傳統艾草在燃燒時，高達 140

℃的落火會有灼傷的危險性。 

圖 4.13 為杯體內皮膚表面的溫度分布。由於數值模擬針罐療法，在電

灸杯中心軸留置灸針，故杯體上方加熱源的熱量，較容易從灸針傳導入皮

膚組織，加上杯體並非絕熱，熱會由杯體傳導散逸至外界，因此在杯體內

中心軸的溫度最高，隨徑向距離的增加而逐漸降低，持續到杯體處降到最

低。檢視圖 4.13 的皮膚表面溫度，除在 t=300sec 時，僅在中心軸(r/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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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微的溫度上升，杯體處(r/R=1)溫度略為下降，皮膚表面的溫度曲線幾

乎呈水平狀，此意味杯體內的溫度變化尚處於暫態情況。在圖中其他三條

曲線均呈倒 V 字形，電灸杯中心軸與杯體內面的溫度差分別為 4.5、4.9 及

5.1℃。顯然隨著加熱時間的增加，杯體內皮膚表面呈現倒 V 字形狀雖持續

擴大，但變化程度已趨於和緩。 

圖 4.14 是探討杯體內皮膚表面所呈現的溫度，曲線呈現的狀態與圖

4.13 相似，均呈倒 V 字形。同樣是杯體中心軸的溫度最高，隨著徑向距離

的增加而逐漸降低。尌定量分析而言，電灸杯中心軸與杯體內面，溫度差

最大達 5.1℃。 

為進一步瞭解留針狀態的熱傳遞，假設在皮膚表面上的留針長為

18mm(z/H=0.57)，扎入皮膚組織的針長為 12mm(z/H=-0.38)。圖 4.15 顯示

在杯體中心軸的溫度分布，從曲線分布可看出，除在 t=300sec 尚處於暫態

情況，杯體內空氣部分(0.57<z/H≦1)的溫度出現急遽下降外，在針身部分

(-0.38<z/H≦0.57)的溫度幾近於相同。由於加熱源為電熱片係位在杯體內

的頂部(z/H=1)，空氣的熱傳遞效果較差，故在中心軸線從 z/H=1.0~0.57

處，溫度呈線性遽降情形，尌定量分析而言，溫度降至少達 102.7℃以上；

從 z/H=0.57~-0.38 處，由於針身具有高熱傳導係數，使溫度幾乎呈線性遞

減，針尾(z/H=0.57)與針頭(z/H=-0.38)的溫度降至少為 7.3℃。 

再從圖 4.16 探討杯體中心軸的溫度分布，顯然溫度分布與圖 4.15 極

為類似，都是在空氣段(z/H=1~0.57)呈遽降的情形，針身段(z/H=0.57~ 

-0.38)則呈線性的遞減情況。若將圖 4.15 與圖 4.16 做一比較發現，雖然

各曲線分布趨勢相似，但在空氣段則具有相當大的量化差異。進一步分析

可知，位於中心軸線 0.72<z/H≦1 的空氣段，溫度隨著 z 減小而幾近於線

性遞減(  T/  z>0)。再從量化數據分析得知，在中心軸線空氣段，遽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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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大達 47.3℃；在中心軸線針身段，溫度幾乎同樣呈線性遞減，針尾與

針頭的溫度降分別為 2.5、4.3、6.2 及 8℃。 

若採用式(3.5)計算在各種 To 情況下，在鄰近杯體中心軸處(r=0)，電

熱片(z/H=1)產生的熱通量 q”值及皮膚表面(z/H=0)所承受的熱通量 q”。

從圖 4.17 可見，二者均呈線性遞增的趨勢。從計算數據將可瞭解，提高 To

有助於提升電灸杯的熱效能，但卻需更大的電熱片熱通量，對於安全性及

設計成本勢必要相對的增加。反觀控制溫度 To 從 75℃增加至 150℃，皮膚

表面承受 q”僅分別為 1.78、3.16、4.55 及 5.93W/m2。 

再由圖 4.17 可看出，二條直線的距離隨著 To 的增加逐漸擴大，這意

味熱效能並不因 To 增加而提升。顯然電熱片產生的熱通量，經杯體內的空

氣傳遞至皮膚表面的效果相當有限。由於玻璃的熱傳導係數遠大於空氣的

值，因此熱經杯體散逸至外界，比透過空氣傳遞至灸針容易。據此，電灸

杯應當使用絕熱材料，以便阻絕徑向(r-direction)熱傳遞，使電熱片產生

的熱僅能由軸向(z-direction)傳遞至皮膚組織。 

由熱傳遞的原理可知，加熱源在電灸杯下方，杯體頂部溫度小於底部

溫度 ( z /T <0)，因此杯體內的空氣密度在重力方向呈遞減趨勢

( z / >0)。由於頂部較密的空氣較底部較疏的空氣重，迫使頂部較重的

空氣下降；底部較輕的空氣上升，形成對流的移動現象，故杯體內空氣會

呈現不穩定狀態(unstable state)，最後發展成不穩定環流(unstable 

circulation)，此種電熱片的安裝，主要熱傳遞機構是熱對流(thermal 

convection)。由於本論文的數學模式是加熱源位在杯體的上方，杯體內頂

部溫度將大於底部溫度( zT  / >0)，空氣密度在重力方向將呈遞增趨勢

( z / <0)。在此狀況下，頂部較疏的空氣重小於底部較密的空氣重，故

杯體內的空氣會呈穩定狀態(stable state)，不會有容積流體移動(bu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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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 motion)的現象，此種電熱片安裝方式，主要的熱傳遞機構是熱傳導。 

接著我們將利用等溫環狀線的高階塗彩方式，檢視在電灸杯內的溫度

變化情形。在電熱片開始加熱後，由於鄰近的空氣立即隨著熱的產生，引

致溫度迅速上升。加熱源若未在杯體上方，主要熱傳遞機構為熱傳導。皮

膚表面加熱係透過軸向的熱傳遞，主要的媒介是空氣；罐體熱散逸係徑向

熱傳遞，主要的媒介是玻璃杯體，根據式(3.5)可知，熱量經由杯體散逸至

外界，比透過空氣傳遞至皮膚表面來得多。 

從圖 4.18 可見，在杯體上方因鄰近電熱片，故空氣溫度急速的上升。

由於熱空氣累積在頂部，部分藉傳導效應向下傳遞，部分由杯體往外傳遞。

在杯體底部與皮膚表面交接面，杯體內初始溫度為 20℃，皮膚表面則是 37

℃。在杯體的空氣受上方加熱源與下方皮膚組織交互作用，使針身至杯體

間出現環狀的低溫區，如圖 4.18(b)-(d)所示。隨著時間增加，杯體上方的

熱逐漸向下傳導，皮膚組織的熱量逐漸向上傳導，環狀低溫區很快的消失。

再從圖 4.18 可看出，杯體內緊鄰電熱片的等溫線較為密集，此意味溫度梯

度(gradient)較大，即熱通量值 q”較大；遠離電熱片接近皮膚表面的等溫

線較為疏散，表示溫度梯度較小，意味 q”較小。 

接著我們將要探討在加熱時間歷經 1200sec 之後，在針罐療法杯體內

的溫度變化情形，如圖 4.19 所示。在此計算例中，設定溫度 To 分別為 75、

100、125及 150℃，室溫 Ta 假設為 20℃，時間 t=1200sec。從圖的塗彩結

果清晰可見，從杯體頂部加熱片開始加熱之後，熱傳遞方式與圖 4.18 相似，

唯一差別的是在圖 4.18 之加熱時間 t=30sec，杯體內的熱傳遞尚處於暫態

情況，但圖 4.19 是在加熱歷經 1200sec 之後，依據圖 4.12 所獲致結果顯

示，熱傳遞已處於穩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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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從圖 4.20 來探討在設定溫度 To為 50℃的低溫情況，室溫 Ta 假設

為 20℃，在時間 t 分別為 300、600、900 及 1200sec，在杯體內的溫度變

化情形。尌彩色圖呈現的狀況顯示，開始加熱直到 300sec，等溫線仍出現

水平狀態緩慢的向杯體下方移動，再仔細觀察圖 4.20(a)黃綠色區塊的溫度

（37~40℃）前緣在 z/H≒0.62，顯然仍未到達針尾的上方(z/H=0.57)。隨

著時間繼續增加，從加熱片產生的熱量透過杯體內的空氣逐漸向下傳遞，

當時間增加到 600sec，如圖 4.20(b)所示，黃綠色區塊的溫度前緣已達到

針身，但由於金屬針身開始吸收周遭的熱量，使得原先水平狀的等溫環狀

線產生變化，變成以針身為中心的倒 V 字形現象。然而，隨時間再持續的

增加，從圖 4.20(c)可看出倒 V 字形的等溫環狀線前緣，又逐漸的回復成水

平狀。當時間繼續進行到 1200sec 時，從圖 4.20(d)可看出藉由金屬針身的

熱傳導效應，將可有效的將熱傳遞至人體更深層，使得等溫環狀線前緣逆

轉成正 V 字形。 

圖 4.21 為針罐療法杯體內等溫環狀線的高階塗彩，從彩色圖可清楚顯

示鄰近電灸杯的溫度變化，其中設定溫度 To為 150℃，室溫 Ta假設為 20℃。

在開始加熱後(t>0)，熱由傳導與對流往杯體下方傳遞，同時經由杯體傳遞

至外界而散逸。圖中顯示在杯體上方，鄰近電熱片的等溫環狀線幾乎呈水

平狀，溫度由上至下呈遞減；直到接近針尾的上方(z/H≒0.65)，等溫環狀

線才出現弧狀。隨著時間的增加，弧狀的等溫環狀線緩慢的杯體向下方移

動，雖然效果不甚明顯，但熱透過針身傳遞至皮膚組織的範圍卻逐漸的擴

大，此種效應相當的顯著，且隨時間增加，加熱會擴散到整個電灸杯覆蓋

的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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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展望 

第 5.1 節  溫灸療法的電灸杯之熱傳遞研究 

在本節的物理模式係模擬溫灸療法，將加熱源裝置在電灸杯杯體上方

(z=H)，矽膠電熱片採用溫度控制器作定溫控制）；另外，在電灸杯杯體下

方(z=0)係為皮膚表層，初始條件意亦設定為等溫狀態，由於杯體並非完全

絕熱，熱會由杯體傳導散逸至外界，因此在杯體內中心軸的溫度最高，隨

徑向距離的增加而逐漸降低，持續到杯體處降到最低。 

溫灸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徑向溫度分布均呈倒 U 字形。同樣是杯體

中心軸的溫度最高，隨著徑向距離的增加而逐漸降低。電灸杯在開始加熱

階段熱通量 q”上升極為迅速，雖然在不同的設定溫度 To 情況下，當時間

歷經約 600秒左右，熱通量 q”曲線變化率會有遞減的趨勢，但熱通量 q”

增加率仍都在 3.2%以上。 

從數值分析的結果得知，電熱片的設定溫度 To 愈高，則電灸杯貼緊於

皮膚的溫度尌愈快的達到期望溫度值。從定量的計算結果得知，設定溫度

To 大約達到 108℃以上時，曲線幾乎成為線性遞減趨勢。這正足以顯示，若皮

膚表面要透過電灸杯達到期望值，設定溫度應該高於 108℃以上為宜；若以相對

溫度 To/Ta 表示，則設定溫度應該是在 To/Ta>5.4 的範圍，而達到期望值

（Ts>37℃）的時間則可在 400sec 之內完成。 

從等溫環狀彩繪圖可清楚的看出在電灸杯內的溫度變化，由於電灸杯

頂部加熱片係為等溫狀態，而電灸杯底部的皮膚表層亦為等溫狀態，由於

熱空氣將會引致浮力效應，導致高溫空氣向上流動，因此電灸杯頂逐漸累

積熱空氣，由於熱量很快的傳輸到鄰近分子，因此從等溫環狀彩繪顯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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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較高溫區已呈平緩向下擴張，而且幾乎呈現水平等溫線逐漸向下擴散。 

由以上推論可知，在電熱片裝置的電灸杯內，由於杯體內的初始空氣

為靜止狀態，而電灸杯的材質為玻璃，故壁面仍會有熱傳遞的效應。由於

電熱片的裝置在杯體偏上的位置，因此電熱片開始通電加熱後，在電灸杯

內主要的熱傳遞機構始終為熱傳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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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節  針罐療法的電灸杯之熱傳遞研究 

在本節的物理模式係模擬針罐療法，將加熱源裝置在電灸杯杯體上方

(z=H)，矽膠電熱片採用溫度控制器作定溫控制；另外，在電灸杯杯體下方

(z=0)係為皮膚表層，初始條件意亦設定為等溫狀態，由於杯體並非完全絕

熱，熱會由杯體傳導散逸至外界。本節與上一節最主要的差異，在於上一

節類似於拔罐療法，而本節則是聚焦於留針後，再配合電灸杯同時進行灸

療，對於物理模式的差別是有沒有針具的存在，在數學模式則會有截然不

同的熱傳遞效果。 

本節採用ANSYS軟體配合適當的邊界條件，分析針罐療法之電灸杯內的

溫度分布，藉以研究杯體內的熱傳遞現象。數值結果得知，在剛加熱階段溫

度上升極為迅速，時間歷經約360秒左右，溫度變化率尌呈線性遞減，此意味電灸

杯內的熱傳遞已呈穩定狀態。由於電灸杯體高度 H與內徑 D的比值

H/D=1.033，經由數值分析所獲致的結論可歸納出，在控制溫度To介於

75~150℃的範圍，外界溫度Ta設定在20℃，控制溫度與外界溫度比值To/Ta< 

7.5的範圍內，因頂部較疏的空氣重力小於底部較密的空氣重力，故杯體內

的空氣會呈現穩定狀態，熱傳導為主要的熱傳遞機構。 

傳統灸療以火燃燒藥草，若採用無間隔加熱（直接灸），落火常造成

皮膚 1 到 2 度的治療性燒燙傷。若使用隔熱片（間接灸），雖避免燙傷之

虞，但大幅降低皮膚的熱感受度，減弱治療效果，加上受熱面積窄小，更

降低治療成效。傳統灸療多為暫時性溫熱有感治療，但常會灼熱疼痛，造

成皮膚感染。本論文電灸杯的加熱片設計在杯體上方，溫和漸進式的加熱

完全符合人體的適應性，能有效的疏導筋絡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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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節  未來展望 

本論文雖然已完稿付梓告一段落，相關的研究也在研討會及專利公開

發表，但本論文的研究工作將會持續的進行，對於可延續的研究內容，我

們的研究團隊會將焦點集中在杯體的改良，希望能從加熱方式的改進、抽

真空的融入或遠紅外線加熱的方向深入的探討，藉以提升拔罐、灸療等傳

統中醫的療效。我也將研究心得與經驗，援例傳承給學弟妹，使我們的研

究團隊能更加茁壯與成長。 

由於醫療儀器主要是運用在人體方面，所以必頇要具備極高的安全

性、可靠性與有效性，以期確保使用者的安全無虞。我的論文係藉由數值

方法研發核心部分－電灸杯的熱傳遞狀況，以便做為本研究團隊在開發新

式電灸杯的參考依據，從結論中我們也確實得到許多寶貴的數值計算結

果，對於未來接續的研發工作都有極大的助益。 

傳統的拔火罐式樣均為口小肚大的玻璃罐，瓶口之邊緣宜向外翻，外

觀呈鐘形而口略向外。本論文設計安全性較高的實驗型電灸杯，幾何外觀

呈倒杯狀，其中杯體的縱橫比 AR=H/d 近似於 1，顯見杯體充分考慮到預留

空間以便容置灸針的安全性，同時也兼顧到熱傳遞效果的實務性。電灸杯

的材質設計原本採用玻璃（kg≒0.78W/m.K，@20℃），但從數值計算中也

察覺徑向熱通量散逸的熱量仍相當大。因此，在未來的數值計算或實務製

作中，我們的電灸杯將會強力建議採用壓克力製作，主要考量要素為加工

容易，並具有較低熱傳導係數（ka≒0.2W/m.K）的特質，比人體皮膚（ks

≒0.37W/m.K）更低，在進行實驗時可較為近似絕熱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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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溫灸療法電灸杯的幾何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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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針罐療法電灸杯的幾何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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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溫灸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溫度上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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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溫灸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徑向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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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溫灸療法杯體的徑向熱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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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溫灸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徑向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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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溫灸療法杯體內中心達到期望值（Ts>37℃）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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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溫灸療法杯體內中心軸的軸向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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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溫灸療法杯體內中心軸的軸向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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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50℃                        (b)To=75℃ 

   
(c)To=100℃                     (d)To=125℃ 

 
(e)To=150℃ 

圖 4.8 溫灸療法杯體內的溫度變化情形(t=3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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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50℃                        (b)To=75℃ 

   
(c)To=100℃                        (d)To=125℃ 

  
(e)To=150℃ 

圖 4.9 溫灸療法杯體內的溫度變化情形(t=120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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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300sec                              (b)t=600sec 

   
(c)t=900sec                        (d)t=1200sec 

圖 4.10 溫灸療法杯體內的溫度變化情形(To=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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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300sec                              (b)t=600sec 

   
(c)t=900sec                        (d)t=1200sec 

圖 4.11 溫灸療法杯體內的溫度變化情形(To=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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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針罐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溫度上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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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針罐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徑向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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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針罐療法杯體內皮膚表面的徑向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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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針罐療法杯體內中心軸的軸向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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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針罐療法杯體內中心軸的軸向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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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針罐療法電熱片及皮膚表面的熱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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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75℃                        (b)To=100℃ 

   
(c)To=125℃                            (d)To=150℃ 

圖 4.18 針罐療法杯體內的溫度變化情形(t=3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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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75℃                        (b)To=100℃ 

   
(c)To=125℃                            (d)To=150℃ 

圖 4.19 針罐療法杯體內的溫度變化情形(t=120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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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300sec                              (b)t=600sec 

   
(c)t=900sec                        (d)t=1200sec 

圖 4.20 針罐療法杯體內的溫度變化情形(To=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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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300sec                       (b)t=600sec 

   
(c)t=900sec                      (d)t=1200sec 

圖 4.21 針罐療法杯體內的溫度變化情形(To=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