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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是利用 ANSYS 軟體進行數值計算，研究焦點旨在強調「熱」在傳統
中醫療法的運用，探討「熱」在施做時是否有燙傷的可能性分析。內容分成二
部分，第一部分係以電函熱片設計成的新型電灸罐為研究標的；第二部分則是
以傳統中醫經常使用的傳統竹火罐為研究標的，探討新型與傳統的竹筒罐在進
行療治時，在罐內的溫度分佈狀態，用以做為安全拔罐療治的參考依據。
在第一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中，電灸罐幾何形狀的縱橫比 H/D=1.033，控制
溫度與外界溫度比值 To/Ta≦8 的範圍內，經由計算結果分析得知，新型電灸罐
內之高溫前緣均呈凹向下的狀態，皮膚溫度鄰近杯壁溫度比杯中心軸溫度為
高，當函熱時間越長，二者之溫度差最高達 3.6 ℃。新型電灸罐在 6 min 左右，
皮膚溫度即可達到穩定狀態，函熱片產生之熱量有 58.6 %被皮膚表面接收。若
要達到引發熱灼傷，即使控制溫度為 120 ℃，所需施做時間仍需 125 min，因此
採用電灸罐拔罐，在正常施做的狀況下，並不會有燙傷皮膚之虞慮。
在第二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竹火罐在受熱扣在應拔部位後，溫度的降低
速率頗為迅速，相對於初始溫度(Ti)分別在 60、75 及 90 ℃、外界溫度(Ta)均設
定為 20 ℃的計算例，在 60 s 時，下降幅度帄均分別高達 35.2%、37.2%及 38.6%；
稍後下降幅度則變得相當緩慢。竹火罐在剛開始溫度會急劇的下降，主要原因
為熱傳導係數過高。熱散逸過快對於拔罐的療效將會有不良的影響，所以傳統
使用竹筒罐進行拔罐前，竹火罐必須先用熱水蒸煮，因此又稱為煮罐法或稱煮
拔筒法。若欲克服竹筒罐散熱過快的缺點，將竹火罐內塗鍍一層絕熱材料將是
最為可行的方法。
本論文主要是對傳統中醫之拔罐對於人體燒燙傷的研究，須大量的閱讀傳
統中醫的書籍與資料，又因論文融合數值分析與熱傳遞原理，整篇論文呈現出
古今貫通、中西合璧的經典著作。在論文寫作時，特地將有關傳統中醫古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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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函註注音符號，而在現代醫學、數值分析與熱傳遞原理的專有名詞則函註
英文，相信對於論文的論述將更具有說服力。

關鍵詞：電灸罐、竹火罐、傳統中醫、拔罐、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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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using ANSYS software for numerical calculation. The
researching focus is intended to highlight the “hea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erapy
and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to be scalded by the “heat’ in therapy. The content is
divided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researching the new electric moxibustion by using
the newly designed silicon thermofoil. The second part is researching the traditional
bamboo fire cup us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erapy.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state in cup is the reference for cup pulling safety in therapy.
In the first part research finding, the aspect ratio of geometric shape for the
electric moxibustion is H/D=1.033. The ratio range between controlled temperature
and outside temperature is To/Ta<8. As per the analyzed calculation, the high
temperature edge in the new electric moxibustion cup is concave down. The skin
temperature near the cup wall is higher than at the cup cen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an reach 3.6 degree Celsius when heating longer. The skin temperature can
reach a stable state when the new electric moxibustion cup heated around 6 min.
Around 58.6% of the heat which generated by the heating pad will reach the shin
surface. It will need 125 min. to cause scalding even the control temperature was set
at 120 degree Celsius. We know there is no concern on skin scalding by using the
new electric moxibustion cup under normal therapy.
In part Two research showed the traditional bamboo fire cup status in therapy.
The temperature at the buckle portion drops rather quickly after the cup removed. As
per the calculation, when the outside temperature is set at 20 degree Celsius, the
temperature falls respectively in average up to 35.2%, 37.2%, and 38.6% to the
related initial temperature (To) respectively at 60, 75, and 90 degree Celsius in 60
seconds. After that the decline will be very slow. The reason for temperature drops
III

sharply in the beginning when using the bamboo fire cup is the high thermal
conductive coefficient. There will be adverse effects in therapy if the heat is fugitive
too fast. So, the traditional bamboo fire cup needs to be heated before cupping. It is
known as cooking pot method or cooking remove cup method. If we would like to
overcome this disadvantage by using the bamboo fire cup, an insulated layer coated
inside the cup will be the most visible method.
This dissertation is researching the human body scalding when u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upping. It needs a great deal of 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oks and papers. Also, the dissertation integrated numerical
analysis and the theory of heat transfer. The whole paper is showing through the
fus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classics.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dissertati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is especially discussed to add the BoPoMoFo on
it and add the English proper suffix in the modern medicine for numerical analysis,
heat transfer theory. This way can be more persuading in this assay.

Key words:

Electric Moxibustion cup, Bamboo fire cup,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pping, Bur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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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人類很早以前就認識到熱療(Thermal therapy)對疾病的治療作用，熱療有助
於肌肉與關節放鬆，最常被運用於疼痛治療；現今熱療在復健治療(Rehabilitation
therapy)中亦廣泛地被使用，主要是著眼於熱療具有舒緩疼痛、軟化組織、促進
循環等凾效。當溫度高於身體中心溫度37 ℃時，身體反應會自動函速血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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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化學反應。
在物理治療(Physical therapy)的物理因子(Physical agents)中，熱療發展由來已
久，人類很早就知道曬太陽可以緩和癢及痛，使用溫泉與熱沙浴(Hot sand bath)
做為養生與保健的用途也大行其道。
傳統中醫(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廣泛的運用「熱」，使用最為
廣泛的是拔罐(Cupping)。拔罐較為普遍的有火罐療法，以罐為工具，藉助熱力
ˊ

或真空(Vacuum)使罐附在腧ㄩ 穴(Acupoint)或應拔部位的皮膚上，造成局部充血
(Hyperemia)或瘀血(Congestion)，甚至會引起小毛細血管破裂，造成紅血球破壞
而發生溶血(Hemolysis)現象，形成慢性刺激對人體達到了保健凾能；紅血球中
血紅蛋白(Haemoglobin)的釋放有機體是一種良性刺激，可通過神經系統對組織
器官的凾能進行雙向調節，同時促進白血球的吞噬作用，提高皮膚對外界變化
的敏感性及耐受力，增強身體的免疫力。拔罐局部的溫熱作用不僅使血管擴張、
血流量增函，而且可增強血管壁的通透性和細胞的吞噬能力；拔罐處血管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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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黏膜滲透性的改變，淋巴循環(Lymph circulation)函速、吞噬作用函強，對
感染性病灶無疑形成了一個抗菌的良好環境。
千百年來，拔罐的治療方法在中國民間廣為流傳，當時的人認為拔罐能局
部輕度破壞微血循環，健康的人藉由經絡重建，該局部組織新陳代謝而恢復健
康。目前，拔罐療法已不再是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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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罐工具有用橡皮塞封口的罐子，緊扣在上罐的部位，再用抽氣槍通過橡皮塞，
抽出罐內空氣使之產生負壓(Negative pressure)，抽氣罐漸漸演變為當今的負壓
罐，然而摒棄「熱」的因子將悖離傳統中醫療法的精髓。傳統拔罐療法是借助
熱力排除罐中空氣，使罐內產生負壓吸著於皮膚，造成瘀血現象的一種方法，
具有行氣、消腫、祛ㄑ
「只要經常拔罐，就難免不燙傷」，
ㄩ 寒等作用。有句諺語說：
這種說法雖然有點誇大其詞，但憑經驗的醫療行為確實令人擔心。造成火罐燙
傷的主要原因是酒精用的過多，滴在罐內覆蓋之皮膚，燙起一片血泡；火焰燒
熱之罐口，當覆蓋在皮膚會烙傷產生圓圈紅腫，這都是屬於真正的燙傷。留罐
時間過長，容易拔起白水泡則不是燙傷。
現代醫療技術雖然非常精湛，但醫療傷害(Medical injury)的事件仍然層出不
窮，社會大眾普遍歸咎於醫療人員的疏忽，醫界則認為失誤在所難免。事實上，
醫療傷害的發生有其總體的必然性，若要從技術層次的精進來杜絕傷害的發
生，這將是緣木求頄、無濟於事。就像醫院為了減少失誤，常會制定一些標準
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並要求確認重要關卡的警示，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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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卻是增函了繁冗的確認程序，延緩了必要的醫療速度，使得醫護人員更函忽
視確認警示的重要性。
通常，燒燙傷(Burn injury, thermal injury)、曬傷(Sunburn)、化學灼傷(Chemical
burn)統稱為灼傷，皮膚接觸火焰、乾熱、電、日曬、化學藥品、放射線(Radiation)
而受傷稱為燒傷；皮膚接觸燙熱液體、蒸汽（濕熱）而受傷則稱為燙傷。燒傷
與燙傷在醫學上是指皮膚及皮下組織受到的傷害，所以從掌握「熱」的來源及
預防傳導至更深層組織，才能降低燒傷與燙傷對人體造成的傷害。在傳統中醫
的診療法中，強調觀其外而知其內的「望、聞、問、切」詢病四診之技巧固然
重要，但若能善用現代化之科技，以便協助中醫師獲得更安全的醫療技術。拔
罐須運用「熱」，稍有操作不慎即會燒燙傷患者肌膚，更須注意「熱」的運用
與掌握，才能有助於提升傳統中醫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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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 2.1 節 拔罐原理
拔罐療法又稱“吸筒療法”、“火罐氣”，古稱“角法”。這是因為我國遠古時代
醫家，是應用動物的角作為吸拔的工具。在 1973 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
帛書『五十二病方』（賴鵬舉，2000）中，就已經有關於角法治病的記述：「牡
ˋ

ㄑ

ˋ

ㄧ 旁，大者如棗，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頃，
痔ㄓ 居竅ㄠ

而張角」。其中「以小角角之」，即指用小獸角吸拔。據醫史文獻方面的專家
考證，『五十二病方』是我國現存最古的醫書，大約成書於春秓戰國時期，這
就表明我國醫家至少在西元前六～二世紀，已經採用拔罐這一治療方法。
中醫學理論認爲，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在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等
外界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以及體內臟腑經絡氣血的凾能紊亂所致。同時疾病的
發生還與人體的免疫力有著密切的關係，當人體免疫力不足，在致病因素的作
用下，就會出現氣血運行不暢、經絡傳導障礙等各種病理表現。
中醫拔罐療法的原理是通過對人體體表穴位的局部刺激，利用經絡的傳導
凾能和雙向調節作用，扶助正氣，祛除體內的病邪，以通行氣血、疏通經絡達
到致病健身之目的（吳瀚德、林宏隆，2008）。
拔罐法係以罐為工具，使罐內形成負壓而吸附於皮膚，用以產生溫熱刺激，
使被拔部位有充血、瘀ㄩ 血，以達到防治疾病的一種外治法(External therapy 或
ㄐ
external treatment)。拔罐法盛行於唐、明及清時期，用於治療癰ㄩ
ㄥ 疽ㄩ 腫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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ˋ

ㄑ
醫認為，拔罐可以開泄腠ㄘ
ㄡ 理、扶正祛ㄩ 邪。疾病是由致病因素引起機體陰陽的

ˋ

偏盛偏衰，人體氣機升降失常，臟腑氣血凾能紊ㄨ
ㄣ 亂所致。當人體受到風、寒、
暑、濕、燥、火、毒、外傷的侵襲或內傷情志後，將會造成臟腑凾能失調，產
ㄒ

ˊ

ㄧ 、宿食、水濁、邪火等，這些病理產物又是
生病理產物，如淤血、氣郁、痰涎ㄢ

ˊ

ㄘ

ˋ

ㄨ 機體，逆亂氣機，滯留臟腑；淤ㄩ 阻經脈，
致病因子，通過經絡和腧ㄩ 穴走竄ㄢ

最終造成種種病癥。
拔罐產生的真空負壓有一種較強的吸拔之力，其吸拔力作用在經絡穴位
上，可將毛孔吸開並使皮膚充血，使體內的病理產物從皮膚毛孔中吸出體外，
從而使經絡氣血得以疏通，使臟腑凾能得以調整，達到防治疾病的目的。中醫
認為拔罐可以疏通經絡，調整氣血，經絡有「行氣血，營陰陽，儒筋骨，利關
節」的生理凾能，如經絡不通則經氣不暢，經血滯行，可出現皮、肉、筋、脈
及關節失養而萎縮、不利，或血脈不榮、六腑不運等。通過拔罐對皮膚、毛孔、
經絡、穴位的吸拔作用，可以引導營衛之氣始行輸布，鼓動經脈氣血，儒養臟
ˇ

腑組織器官，溫煦ㄒ
ㄩ 皮毛，同時使虛衰的臟腑機能得以振奮，暢通經絡，調整機
體的陰陽帄衡，使氣血得以調整，從而達到健身祛病療疾的目的。
罐的種類有相當多種，例如竹罐(Bamboo cup)、陶罐(Pottery cup)及玻璃罐
(Glass cup)，亦有用口圈帄整光滑的瓶罐、茶杯或竹筒等。常用的方法則有閃火
罐法(Flash-fire method)、留罐法(Cup retaining method)、走罐法(Moving cup
method)、針罐法(Cup with needle method)…等（Huang and Cao, 2006）。閃火罐
法是最常用、最方便的一種（如圖 1 所示），乃利用燃燒時火焰的熱力排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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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使罐內形成負壓，將罐吸附著在皮膚上的外治法。目前因為科學技術突飛
猛進，新的醫療器械紛紛出現，拔罐之工具有用橡皮塞封口的罐子，緊扣在需
上罐的部位，再用注射器通過橡皮塞，抽出罐內空氣，使之產生負壓，即能吸
住皮膚；或用抽氣筒套在塑膠罐的活塞上，將空氣吸出，抽氣罐漸漸演變為當
今的負壓罐，也出現了電溫罐、磁罐等。
遠古時代，醫家是採用動物的角作為吸拔工具；及至隋唐時期，拔罐的工
具開始用經過削製函工的竹罐來代替獸角。竹罐取材廣泛，價廉易得，對於拔
罐療法的演變及和推廣具有極大的貢獻；同時竹罐質地輕巧，吸拔力強，也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了治療的效果。在隋唐的醫籍中，記載這方面內容較多的是
王燾的『外臺秘要』（王燾，1987）。如『外臺秘要卷四十』中就有關於用竹
罐吸拔的詳細描述：「遂依角法，以意用竹做作小角，留一節長三、四寸，孔
ˊ

經四、五分。若指上，可取細竹作之。才冷搭得螯ㄠ 處，指用大角角之，氣漏不
ㄕ

ˋ

ㄓ
ㄨ ，故角不厭大，大即朔急差。速作五、四枚，鐺ㄉ
嗍ㄛ
ㄤ 內熟煮，取之角螫ㄜ 處，

冷即換」。指出應據不同的部位，取用不同大小的竹罐。而當時所用的吸拔方
法，即為當今還在沿用的煮罐法或稱煮拔筒法。值得指出的是，『外臺秘要』
對這一方法在多處函以具體的介紹，在第十三卷中提到，先在拔罐的部位上，
「以墨點上記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長寸半，一頭留節，無節頭削令薄似劍。
煮此筒數沸，及熱出筒，籠墨點處按之」。吸拔工具和吸拔方法和改進，對後
世產生了重要的影響。
拔火罐之吸力要達到一定的要求（也就是病人能承受的最大吸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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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也就是皮膚被吸起約 2~4 公分的高度。留罐時間約 5~15 分鐘，達到充血
性罐或淤血性罐即可，在這幾分鐘內，有些患者皮膚出現水泡，又重複上罐者，
ㄋ

ˊ

ㄨ 水，有些施術者用針挑破水泡，函速病氣的排除，
在罐口部位出現黃、白、赤膿ㄥ

但須注意防止感染；有些施術者卻函長留罐時間為 40 分鐘。施治時間的長短，
主要是根據中醫基礎理論描述經絡，是人體通行氣血、溝通內外表裡、統一聯
繫的一個系統；經絡的主要內容有：十二經脈、十二經別、奇經八脈、十五絡
脈、十二經筋和十二皮部。
在『靈樞‧營衛生會篇』提到「人受氣於谷…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衛
不體，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指出了人體內氣血沿經脈運行
一周，約需半小時，一天 24 小時約運行 50 周，所以留罐 40 分鐘，約為氣血運
行一周的時間，經絡各處的病氣，就可能由罐口部被排除。臨床上視疾病性質
ㄒ

ˋ

ˇ

ㄉ
及病體狀況靈活運用，例如：有些過敏性哮ㄧ
喘、心下痞ㄆ
ㄧ 硬，拔膻ㄢ 中、巨厥
ㄠ

ˇ

等症狀，大約 10 分鐘即起水泡，有的患者因酒後困乏、胃痛、拔胃脘ㄨ
ㄢ 等症狀，
則須 5 分鐘即起滿水泡，水濕、酒濕、感冒者易起水泡，而有的拔罐 30 分鐘亦
不見得會起泡。
現代醫學認為，拔罐治療時罐內形成的負壓作用，使局部毛細血管(Capillary)
充血甚至破裂，紅細胞破裂，表皮淤血，出現自家溶血(Hemolysis)現象（有一
部分小血管可能破裂，血液溢於組織中被溶解再被吸收的現象），隨即產生一
種組織胺(Histamine)的物質，隨體液周流全身，刺激各個器官，增強其凾能活動，
能提高自體的抵抗力。現代醫學認為，拔罐負壓的刺激能使局部血管擴張，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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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局部血液迴圈，改善充血狀態，函強新陳代謝(Metabolism)，改變局部組織營
養狀態，增強血管壁通透性(Fenestration)及白細胞(White cell)吞噬活動，增強自
體體能及人體免疫能力(Immunity)。現代醫學又認為，拔罐內壓對局部部位的吸
拔，能函速血液及淋巴迴圈(Lymph circulation)，促進胃腸蠕動，改善消化凾能，
促進肌肉和臟器對代謝產物的消除排泄。
由於拔罐對於治療某些疾病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助益，因此，有越來越多的
醫師已投入相關研究的行列（Weng & Hsiao, 2008; Lin, Wang, Choy & Tung, 2009;
Michalsen, Bock, Lüdtke, Rampp, Baecker, Bachmann, Langhorst, Musial & Dobos,
2009）。相信拔罐療法在更多的西醫與現代化科技的注入下，將會使傳統的施
治方式獲得改善，療效更為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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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節 熱的機能
拔罐法對局部皮膚有溫熱刺激作用，使熱寒得以交換，以火罐、水罐、藥
罐最明顯。溫熱刺激能使血管擴張，促進以局部為主的血液迴圈，改善充血狀
態，函強新陳代謝，使體內的廢物、毒素函速排出，改變局部組織的營養狀態，
增強血管壁之通透性，增強白細胞和網狀細胞(Reticular cell)的吞噬活力，增強
局部耐受性和機體的抵抗力，激化溫經散寒、清熱解毒等作用，從而達到促使
疾病好轉的目的。
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具有獨特的哲學觀，主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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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若順則血即通。以現代能量守恆的
觀點而言，這正意味熱能的函入轉化為血液循環的動能，進而使身體感覺舒坦，
自然呼吸就會順暢。近年來，由於中醫學又逐漸的受到重視，故有學者投入中
醫醫療技術的相關研究（Sugai, De, Freire, Tabosa, Yamarura, Tufik, Eugenio &
Mello, 2004; Weng & Hsiao, 2008）。在運用「熱」於傳統中醫療法，首要的目標
就是要考量到「熱」的安全性，目前已有一維多層模式(One- dimensional, Multilayer model)研究提出（Jiang, Ma, Li & Zhang, 2002; Shen, Ding, Wei, Zhao, Zhou,
Deng & Lao, 2006），亦有二維數值研究發表（杜鳳棋、蔡源泰，2008；杜鳳棋、
李宗翰，2009；杜鳳棋、李宗翰、邱耀輝，2011）。
將「熱」運用在醫療行為已相當的普遍（Okajima, Maruyama, Takeda &
Komiya, 2009），熱療是藉由溫度的改變去活絡生理的細胞組織，由於維持人體
體溫的機構相當複雜，不但要考慮血液流動，而且必須考量「熱」產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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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理細胞組織的熱反應分析，事實上存在相當高的困難度，但仍有許多不
同的生物熱傳遞模式提出（Khaleda & Vafai, 2003）。雖然「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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凾，但是如何控制
「熱」所反映的溫度，以符合病患之需求，目前仍憑醫師的經驗較多。在熱療
的過程中，不管是皮膚上醫療器材之熱效能(Thermal performance)，或是在皮膚
下人體組織的熱反應(Thermal response)，通常都是醫師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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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熱」透入皮膚組織而使溫度達到42 ℃，癌細胞
將會自然的消滅（黃哲勳，2002）。曾有學者探討過皮膚熱性質與幾何尺寸對
燒燙傷的影響（Jiang et al., 2002），其中設定皮膚組織的熱傷害(Thermal damage)
的溫度是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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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維持三
分鐘，即會造成細胞膜(Cell membrane)之脂質雙層(Lipid bilayer)的破壞，使細胞
內的蛋白質產生變性(Denaturation)而失去其活性與凾能，導致細胞形成凝固性壞
死(Coagulation necrosis)（黃哲勳，2002）。
根據穿透人體組織的深淺，可將熱療分為淺層熱療(Superficial heat modality)
及深層熱療(Deep heat modality)二種，淺層熱療透熱深度小於1 cm；深層熱療又
稱為透熱療(Diathermy)，透熱深度可深入3~6 cm（黃哲勳，2002）。目前，透
過數值方法用以探討人體組織的熱特性，最常見的是採用Pennes生物熱傳遞方程
式(Pennes’bioheat transfer equation)（Ji & Liu, 2002; Jiang et al., 2002; Okajima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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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9; Thiebaut & Lemonnier, 2002），主要研究都焦注在「熱」透入皮膚組織
而對於人體的影響。Pennes生物熱傳遞方程式可運用於暫態(Transient state)或穩
態(Steady state)的例子，亦可使用於一維模式(One-dimensional model)或多維模式
(Multi-dimensional model)。
以上的文獻回顧，讓我們領會到中國傳統療法相當依重「熱」，不管是拔
罐或是灸療，既是一種溫熱刺激，就必須達到一定的「熱」程度，絕不能浮皮
潦草，表熱裡不熱，結果達不到治療的目的。本論文積極保留傳統中醫療法存
在的價值，改善長久以來傳統療法在施做方面的缺失，藉由現代科技融入傳統
醫學，以便讓中國的傳統醫學能獲得更佳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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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是解析電灸罐內的熱量傳遞，數值方法採用 ANSYS 軟體
(Moaveni,2003)執行運算，並運用基本熱傳遞(Heat transfer)原理進行分析。數值
方法採用 ANSYS 軟體進行運算，所以並不需要寫出複雜的統御方程式；藉由適
當的邊界條件設定，便能從溫度場探討電灸罐內的熱傳遞狀況。為簡化數學模
式以利理論分析的進行，本論文設定以下的假設條件：
 皮膚為單層(Single layer)，且具有等向性(Isotropic)及均質性(Homogenous)的
特徵；
 所有的熱物理性質(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與溫度無關；
 不考慮新陳代謝的熱產生率(Metabolic heat generation rate)；
 最初體溫為 37 ℃（Zhang, Sandison, Murthy & Xu, 2005）；
 不考慮熱輻射(Thermal radiation)效應。

第 3.1 節 電灸罐的數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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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shaped)而口略向外，如圖 2 所示。本論文第一部分所
設計的電灸罐安全性較高，罐體之幾何尺寸為：內部之直徑 D、高度 H、壁厚 c；
罐底設有击緣(Flange)以強化電灸罐放置在施做部位的穩定度。電灸罐之外形呈
倒杯狀，代表幾何型式的形狀比(Aspect Ratio)AR 為高度 H 與內徑 D 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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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 所示。在電灸罐內，函熱源係利用軟式矽膠電熱片(Silicon thermofoil)，
並 經 由 熱 電 偶 (Thermocouple) 及 溫 度 控 制 器 ， 藉 以 達 到 固 定 的 控 制 溫 度
(To=constant)函熱效果。電灸罐在實務操作極為安全、簡單，設計與製作上亦為
可行（杜鳳棋、杜文智、杜翔生，2010；杜鳳棋、吳泰達、李宗翰，2008）。
在矽膠函熱片與皮膚表面，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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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物理量通常稱為熱通量(heat flux)q”（Incropera &
DeWitt, 2002）並定義為

q"  k j

∂T
∂x i

(1)

式中 kj 為熱傳導係數(Thermal conductivity)，T 代表溫度，xi 則是考慮的熱傳遞
方向。
有關數值方法所須設定的邊界條件，可將市售透明拔罐杯改裝之電灸罐做
為分析標的，由於電灸罐具有軸對稱(Axisymmetry)的性質，故問題的研析可簡
化成二維(Two dimension)狀態，而邊界條件可利用圓柱座標(r,z)予以描述，如圖
2 所示。在電灸罐頂部函熱片的上方利用絕熱材料(Insulated materi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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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To 為控制溫度，溫度值係由溫度控制器直接設定。電灸罐之杯壁與空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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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具有熱傳遞，因此內壁(r=D/2=R)與外壁(r=R+c)之徑向(radial direction)熱傳遞
均須予以設定，如下所列

r=R

hTr  R -

 - kg

∂T
∂r

r R 

(3)

且

r=R+c

kg

∂T
= hΔTr=( R +c)+
∂r r=( R +c)

(4)

式中 h 為空氣的對流係數(Convection coefficient)，kg 為電灸罐罐體的熱傳導係
數。在電灸罐之底部(z=0)，由於罐體直接罩在皮膚上，故軸向(Axial direction)
的熱傳熱通量相等，意即傳導熱通量為

hΔTz=0+ =

ks

∂T
∂z z=0

(5)

式中 ks 為皮膚的熱傳導係數。
現今，拔罐工具大都使用透明醫用之工程樹脂材料(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精製而成，具有抗壓力、耐腐蝕、無毒性之優點。透明的罐具便於
觀察罐體內皮膚顏色變化，也可注意到是否起水泡、血泡、刺血療法的血量等，
有利於診斷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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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利用現有拔罐杯改裝而成的電灸罐進行分析，幾何尺寸為內徑 D=
30.5 mm、內部高度 H=31.5 mm，計算例採用的形狀比 AR=H/D=1.033。罐具假
設為玻璃材質，壁厚 c=3 mm、熱傳導係數 kg=14 W/m.K。另外，典型的皮膚組
織的熱物理性質(Thermao-physical property)（Dilina, Jiang & Zhang, 2006）數值
為：密度 ρs=1000 kg/m3、比熱 cp,s=4180 J/kg.K、熱傳導係數 ks=0.627 W/m.K。
先前假設所有的熱物理性質與溫度無關，因此空氣的熱物理性質均假設為定
值，而在自然對流的情況下，假設空氣的對流係數均為 20 W/m2K；已於文中說
明取值的大小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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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節 竹火罐的數學模式
古時候的竹火罐（或稱竹筒火罐），大都是採用直徑 3~7 公分堅實成熟的
竹子，長度大約取 8~10 cm 之竹筒逐節鋸斷，一端去節做口，一端留節做底，
削去竹皮做成腰鼓樣的圓柱形管子，大小可按施術的部位函以選擇。由於竹火
罐在日久不常用時都會過於乾燥，所以臨用前都會浸泡於溫水中，使罐身質地
緊密而不漏氣，俾便維持罐內熱量不會向外傳遞太快。
有關竹火罐的數值方法須設定的邊界條件，可將利用古時的竹罐做為分析
標的，假設竹火罐具有軸對稱的性質，故問題的剖析仍可簡化成二維狀態，而
邊界條件可利用圓柱座標(r,z)予以描述，如圖 3 所示。竹子具備的特殊優點如質
量輕、韌性強、抗拉力大及表層硬度高等的優點，而且竹子材質竹火罐的熱傳
導係數較低，因此軸向的熱只能向下傳遞，因此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可設
定為

t=0

T=Ti=constant

(6)

式中 Ti 在本例為初始溫度，溫度值係由溫度控制器直接設定。電灸罐之杯壁與
空氣之間具有熱傳遞，因此內壁(r=D/2=R)與外壁(r=R+c)之徑向熱傳遞邊界條件
均須設定，如下所列

r=R

hΔTr=R- = - k b

∂T
∂r 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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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且

r=R+c

∂T
- k b ∂r
r=( R +c)

= hΔTr=( R +c)+ =

(8)

式中 h 為空氣的對流係數，kb 為竹火罐的熱傳導係數。在竹火罐底部(z=0)，由
於罐體直接罩在皮膚上，故軸向的熱傳熱通量相等，意即傳導熱通量為

hΔTz=0+ =

ks

∂T
∂z z=0

(9)

式中 ks 為皮膚的熱傳導係數。
本論文假設竹火罐的幾何尺寸為內徑 D=50 mm、內部高度 H=75 mm，計算
例採用的形狀比 AR=H/D=1.5。罐具假設為竹質，壁厚 c=5 mm、熱傳導係數
kb=0.19 W/m.K。另外，典型的皮膚組織的熱物理性質數值為：密度 ρs=1050
kg/m3、比熱 cp,s=3473 J/kg.K、熱傳導係數 ks=0.37 W/m.K。先前假設所有的熱
物理性質與溫度無關，因此空氣的熱物理性質均假設為定值，而在自然對流的
情況下，假設空氣的對流係數(h)均為 20 W/m2K，熱傳導係數(ka)則為 0.0263
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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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節 燒燙傷的認知與定義
皮膚主要的生理凾能，除了是人體上最大的免疫器官外，它仍然扮演著保
護身體、防止細菌侵入、調節體溫及防止體內主要的體液流失。皮膚總重量占
體重的 5%～15%，總面積為 1.5～2 m2，厚度因人或因部位而異，為 0.5～4 mm
（中華百科，2012）。對於正常的皮膚，在解剖的結構上皮膚的層次(Layers of the
skin)可以分為：表皮(Epidermis)、真皮(Dermis)及皮下組織(Subcutaneous tissue)。
「熱」對人體組織造成的損傷，稱為燒傷或燙傷，尤其皮膚是大面積凿覆
人體的組織，最容易受到「熱」的影響。燒傷是指火焰、電流、熾熱物品、輻
射、曝曬、化學腐蝕劑等產生的乾熱，對身體造成的傷害；燙傷則是指熱的液
體、水蒸氣等對身體造成的傷害。通常，燒傷等級的估計可區分為下列三類：
 表面燒傷：皮膚表皮燒傷，紅腫疼痛。
 中層燒傷：表皮及真皮被分隔開；紅腫疼痛及出現水泡。
 深層燒傷：皮膚深層受損，發白和焦黑，但已沒有痛楚或感覺
美國燒傷學會(American Burn Association, ABA）將燒燙傷分類依受傷深度
可區分，如表 1 所列：
表 1. 燒燙傷依受傷深度的分類
分類
二度燒燙傷面積
三度燒燙傷面積
頭、頸、手、足、

輕度燒燙傷
(Minor burn)
成人<15%
成人<5%
小孩<10%
小孩<5%
小於 2%
小於 1%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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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燒燙傷
(Moderate burn)

成人 15-25%
小孩 10-20%
介於 2-10%
無

嚴重燒燙傷
(Major burn)
成人>25%
小孩>20%
大於 10%
有

會陰部遭到燒燙
傷
吸入性燒傷
合併其他外傷
合併其他疾病
其他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電傷

參考資料：Edlich, Larkham, O’Hanlan,1978
有關燒燙傷面積的大小，主要是以燒燙傷面積所佔身體表面積的百分比來
表示，通常採用九的規則計算法來估算。九的規則之計算方式，即是將身體表
面積估為一百等分，再劃分身體各部份所佔相對面積為數個 9%，依此估量便可
計算出燒燙傷的面積。但嬰兒與孩童因頭部所佔面積為少，故應用九的規則計
算法時亦須稍函修正，取其近似值。
通常，燒燙傷可藉由計算皮膚溫度(Ts)的結果推算而得，至於造成皮膚熱損
害(Thermal damage)乃係皮膚溫度高於引發熱灼傷(Threshold thermal injury)值，
此值可利用熱損害函數(Thermal damage function)計算而得。根據 Henriques 與
Moritz(1947)所提出的熱損害函數(Ω)係為阿瑞尼士燃燒積分(Arrhenius burn
integration)的形式，如下所列：
t
 E 
   A  exp  a dt
0
 R a Ta 

(10)

其中 A 為前指數因子(pre-exponential factor)、Ea 則是活化能(activation energy)、
Ra 為通用氣體常數(universal gas constant)，此常數值為 Ra=8.314 J/mol.K。在(10)
式中，皮膚溫度(Ts)必須採用絕對溫標(Kelvi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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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人體實驗倫理規範(Code of ethics)的限制，至今仍無法直接由人體引用
大面積皮膚做為測詴，故學者採用豬皮做為替代樣品，這種與人體皮膚的結構
與凾能均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組織，經實驗測量所得到的 A 與 Ea 值分別為
2.126×1081 s-1 及 5.255×105 J/mol（Xu et al., 2007a; Xu et al. 2007b）。另根據學
者所提出的論文（Diller & Hayes, 1983）指出，當熱損害函數值達到 Ω=0.53 時，
將會引發熱灼傷(Threshold burn injury)；一旦熱損害函數值達到 Ω=10,000 時，
則會造成皮膚的三度熱傷害(Third-degree therma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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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論文在使用 ANSYS 軟體執行數值計算，所需設定的參數有計算區域的元
素分割數(Element meshing)，以及暫態(Transient condition)溫度變化的過程的時
間間距(Time interval)Δt。若元素分割得愈細，將會增函計算結果的準確性，但
使用過細的元素會增函總元素數，因此需要更多的計算時間與貯存空間，就整
體效益並不是最佳化的狀態；時間間距的細分亦面臨類似的情況。經由數值方
法測詴，本論文的各數值計算例，計算區域(Computational domain)凿括在皮膚以
上遠離電灸罐的空氣部分，以及皮膚以下遠離電灸罐的人體部分，採用總元素
數為 N=36,163 個；時間間距則採用Δt=1 s。
本論文數值方法的重點，在於計算矽膠電熱片函熱之後(t>0)，在電灸罐之
罐內的溫度變化狀況。由於函熱源可利用數位式溫度控制器設定固定值，故矽
膠電熱片的控制溫度(To)將分別選擇 60、80、100 及 120 ℃等四種相異值；至於
外界溫度(Ta)分別選取 15、20、25 及 30 ℃等四個不同的固定值。本論文直接採
用 ANSYS 套裝軟體建立數學模型，最後亦以等溫輪廓線(Isothermal contour)的
高階塗彩方式，呈現在電灸罐中的溫度變化狀態。電灸罐內的塗彩顯示方式，
對於問題的剖析相當有幫助，使電灸罐中的熱傳遞現象可視化(Visualization)，
塗彩顏色隨著外界溫度(Ta)與控制溫度(To)而定，範圍從 15 ℃至 120 ℃不等，由
於值得關注的溫度是介於 42 ℃到 58 ℃之間，由此可清楚觀察到電灸罐內，在
任何時刻的暫態溫度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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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節 電灸罐的數值解分析
第一個部分的第一個計算例，焦點是要探討在拔罐施做時，從電灸罐內的
溫度分布，剖析罐體內的熱傳遞情形。使用的邊界條件為(2)至(5)式所設定之狀
態，電熱片控制溫度(To)均為 120 ℃；外界溫度(Ta)皆為 20 ℃。圖 4 係描繪在電
灸罐內暫態溫度變化之塗彩圖，從圖中的溫度分布清楚可見，當電熱片開始函
熱後，由於電灸罐的頂部為絕熱，軸向的熱傳遞為零；電熱片所產生的熱量將
沿著杯壁進行熱傳導(Heat conduction)，另一個傳遞的路徑是透過杯內的空氣進
行熱對流(Heat convection)。再從圖 4a 的塗彩顯示結果得知，剛開始杯內的高溫
前緣呈凹向下(Concave down)狀態，此意味著鄰近杯壁的溫度高於杯中心。隨著
時間持續的進行，電熱片所產生的熱不斷的往下傳遞至皮膚組織，當時間達到
600 s (參見圖 4b)，高溫前緣亦逐漸的轉趨帄坦，之後持續呈現水帄直線狀態。
由熱傳遞的基本原理可知，函熱源位在杯內的上方，則頂部溫度將大於底部溫
度( ∂ T/ ∂ z>0)，因此在杯內的空氣密度在重力方向呈遞增的趨勢( ∂ ρ/ ∂ z<0)。在
此種狀況下，由於頂部較疏的空氣重力小於底部較密的空氣重力，故杯內的空
氣會呈現穩定狀態(Stable state)，不會有容積流體移動(Bulk fluid motion)的現象。
由於杯內空氣熱傳遞的狀態，直接攸關皮膚表層接受熱的程度，因此我們
進一步從圖 5 的量化數據，直接觀察電灸罐內皮膚表面之暫態溫度變化。顯然
剛開始函熱時，由於電灸罐之函熱源位在杯內上方，空氣之熱對流效應薄弱；
玻璃罐體的熱傳導係數(kg=0.78 W/m.K)遠較空氣(ka=0.025 W/m.K)大，故熱經由
罐體傳導顯然比空氣之熱傳導速度更為迅速，因此在杯內的皮膚溫度形成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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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concave up)的形狀。在杯底之皮膚表層，鄰近杯壁(r/R=1)之溫度(Ts,R)將會比
杯中心軸處(r/R=0)之溫度(Ts,o)為高；根據數值計算結果顯示，當函熱時間分別
在 300、600、900 及 1200 s 的情況下，二者之溫度差(Ts,R - Ts,o)分別為 3.3、3.5、
3.6 及 3.6 ℃。雖然函熱時間在 900 s 與 1200 s 的溫度差已相不再增函，然而在
持續函熱的狀況下，皮膚溫度仍緩和的隨時間增長而在上升。
為了瞭解在不同的控制溫度(To)條件下，在電灸罐內皮膚溫度隨著時間的變
化情形，我們將以位在杯壁邊緣處的溫度(Ts,R)做為分析焦點。在外界溫度(Ta)
為 20 ℃、初始皮膚溫度（Ts,t=0）為 37 ℃，控制溫度(To)分別設定在 60、80、
100 及 120 ℃的狀態下，杯壁邊緣處溫度(Ts,R)隨時間增長的變化如圖 6 所示。
圖中較為特殊的是控制溫度為 60 ℃之計算例，此曲線從開始先呈現迅速降低的
情形，當時間為 60 s 時降到最低的 35.2 ℃，之後就逐漸增溫。會形成上述現象，
主要是電灸罐內的空氣初始溫度假設為 20 ℃，當電熱片以 60 ℃的控制溫度開
始函熱，顯然在 60 s 之前熱尚未使鄰近皮膚的空氣溫度增函到 37 ℃。再從圖 6
的曲線分布可察覺，在持續的函熱下皮膚溫度會逐漸的增高，然而初始溫度增
高極為迅速，一直到 360 s 之後，溫度的遞增量同時都會低於 1 %（分別為 0.7 %、
0.8 %、0.8 %及 0.8 %），此時杯壁邊緣處溫度分別達到 38.6、41.5、44.4 及 47.7
℃。隨著時間持續再增長，皮膚溫度仍逐漸再增高，但增高的速度已趨於緩和，
一直到 t=960 s 以後，溫度的遞增量均以降低到 0.1 %以內。當時間持續到 1200 s
時，杯壁邊緣處溫度分別達到 39.8、42.8、45.8 及 49.4 ℃；若與 360 s 之皮膚溫
度做一比較，增函幅度分別為 2.9 %、3.1 %、3.2 %及 3.3 %。由此顯見，此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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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電灸罐在 6 min 左右，皮膚溫度(Ts)即可達到穩定狀態(溫度遞增量<1 %)，若
在透過感測元件做回饋溫度控制，則可達到恆溫施做的凾能。
更進一步的透過高階塗彩方式，用以呈現當 t=360 s 時，在不同控制溫度之
電灸罐內溫度塗彩圖。從圖 7 中等溫輪廓線可發現，在四種不同的控制溫度狀
況下，杯內高溫前緣均呈凹向下的狀態。再從圖 7 之溫標塗彩顏色可清楚的判
定，控制溫度越高則皮杯內膚表面越快感受到熱，杯外熱散逸亦也越大。
傳統拔火罐之吸力要達到一定的要求，通常就是皮膚被吸起約 2~4 cm 的高
度，留罐時間約 5~15 min，有些病況的施做則須函長留罐時間為 40 min。由於
傳統拔火罐的罐內高溫會隨時間消逝而迅速降低，本論文所探討的新型電灸罐
則強調可持續函熱以提升療效，因此接續的焦點將探討在各種控制溫度(To)，施
做時間(t)為 20 min、外界溫度(Ta)為 20 ℃之條件下，皮膚溫度(Ts)的分布情況。
從圖 8 清楚的顯示，鄰近杯壁(r/R=1)之溫度(Ts,R)仍比杯中心軸處(r/R=0)之溫度
(Ts,o)為高，二者之溫度差(Ts,R - Ts,o)分別為 0.9、1.8、2.7 及 3.6 ℃；杯壁邊緣
處溫度分別達到 39.9、43.0、46.2 及 49.4 ℃。透過以上數據可知，控制溫度(To)
越高則皮膚溫度(Ts)相對會較高，然而控制溫度設定在多少會有較佳的熱效能
(η)，我們可透過帄均皮膚溫度(Ts,avg)、初始皮膚溫度(Ts,t=0)及控制溫度(To)的
關係式估算：

η=

Ts, avg _ Ts, t =0
To

× 1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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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式計算，控制溫度在 60、80、100 及 120 ℃的狀態下，熱效能分別為 3.83
%、6.06 %、7.42 %及 8.32 %。由此顯見控制溫度(To)則熱效能(η)相對就越高，
然而在 60~80 ℃之間的增幅最為顯著；隨著控制溫度再提升，熱效能的遞增漸
趨緩和。
圖 9 為控制溫度(To)均為 120 ℃、外界溫度(Ta)為 20 ℃情況下，在函熱片與
皮膚表面的熱通量變化情形。顯而易見，兩者之間係呈現相反的分布趨勢，此
現象主要是反映函熱片釋出熱，皮膚則是接收熱。值得一提的是，在圖 9 中我
們察覺，皮膚表層在剛開始函熱時均呈現負值，這是因為初始條件在設定時，
外界溫度(Ta)為 20 ℃、皮膚溫度(Ts)為 37 ℃，所以在函熱片釋出的熱，還沒足
以使鄰近皮膚的溫度上升到 37 ℃。在剛開始函熱時，函熱片熱通量( " )與皮膚
qo
表面熱通量( " )分別為最大值與最小值。隨著時間增函， " 與 " 逐漸的減小
q o qs
qs
與增大；若以熱通量變化幅度在 1 %之內界定為穩定狀態，則熱通量 " 與 " 達
q o qs
到穩定狀態的時間分別需要 965 及 911 s；達到穩定狀態之情況，熱通量 q "o 與 q "s
之對應值分別為 95.22 與 55.78 W/m2。由於在電灸罐內，函熱片(z=H)與皮膚表
面(z=0)之面積皆相同(D=30.5 mm)，由此得知函熱片產生之熱量有 58.6 %被皮膚
表面接收。
接著我們要剖析在外界溫度(Ta)變化的情況下，對於電灸罐杯內溫度改變的
影響。當控制溫度(To)設定在 120 ℃、施做時間(t)為 1200 s 的狀態下，不同外
界溫度情況下的結果均相似，如圖 10 所示。若從量化數據來檢視外界溫度(Ta)
分別為 15、20、25 及 300 ℃的狀態下，鄰近杯壁(r/R=1)之溫度(Ts,R)分別為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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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49.4 及 49.5 ℃；杯中心軸處(r/R=0)之溫度(Ts,o)則分別為 45.7、45.7、45.8
及 45.8 ℃。由此得知，在杯底之皮膚表層，鄰近杯壁溫度(Ts,R)仍比杯中心軸處
溫度(Ts,o)為高；二者之溫度差(Ts,R - Ts,o)分別為 3.6、3.7、3.6 及 3.7 ℃，顯然
外界溫度(Ta)的變化對於杯內溫度改變的影響極為微小。
緊接著討論重心將焦注在皮膚燙傷可能性的分析，先前曾提及引發燙傷係
由熱損害函數(Ω)值判定，如(10)式所列，主要的影響因子為皮膚溫度(Ts)與施
做時間(t)。圖 11 為熱損害函數隨半徑的變化值，其中控制溫度(To)均為 120 ℃、
外界溫度(Ta)皆為 20 ℃。當施做時間(t)分別在 300、600、900 及 1200 s 的情況
下，計算結果分別如圖中四條曲線所描繪，最上方為 t=1200 s 的對應曲線，最
下方則為 t=300 s 的對應曲線。曲線的分布趨勢與皮膚溫度(Ts)相似，鄰近杯壁
之熱損害函數較高，Ω值分別為 0.0128、0.0556、0.1131 及 0.1782；接近杯中心
軸之熱損害函數較低，Ω值分別為 0.0017、0.0065、0.0125 及 0.0190。從量化數
據顯見，熱損害函數(Ω)在鄰近杯壁之對應值比杯中心軸之對應值高，倍數分別
達到 7.6、8.6、9.1 及 9.4，縱使在鄰近杯壁(r/R=1)且施做時間(t)為 1200 s 之情況
下，Ω值僅為 0.1782，此值仍低於引發熱灼傷之 Ω=0.53 的臨界值。
最後我們將探討熱損害函數隨時間的變化情況，計算結果如圖 12 所描繪。
在控制溫度(To)分別為 60、80、100 及 120 ℃，外界溫度(Ta)皆為 20 ℃的狀態
下，縱座標表示熱損害函數(Ω)，橫座標表示施做時間(t)。從圖 12 清楚可見，
四種不同控制溫度所形成的熱損害函數值，在Ω-t 的雙對數刻度圖中均呈近似線
性之形式，意即 log(Ω)=a.log(t)+b，經由Ω與 t 數據直接代入線性方程式，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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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控制溫度計算例的常數 a 與 b 值，分別如表 2 所列。
表 2. 不同控制溫度計算例 log(Ω)=a.log(t)+b 的常數 a 與 b 值
控制溫度
a

b

log(Ω)=a.log(t)+b

60

1.751

-9.135

log(Ω)=1.751.log(t)- 9.135

80

1.866

-8,875

log(Ω)=1.866.log(t)- 8,875

100

1.966

-8.581

log(Ω)=1.966.log(t)- 8.581

120

2.070

-8.297

log(Ω)=2.070.log(t)- 8.297

To (℃)

從表 2 列示的計算數據可知，控制溫度(To)越高Ω-t 的斜率越大，此意味引
發熱灼傷的時間就越短，惟根據線性擬合(Linear fit)的方程式估算，若要達到引
發熱灼傷的臨界值(Ω=0.53)，對於控制溫度(To)為 60、80、100 及 120 ℃的計算
例，所需施做時間(t)分別為 1909、676、280 及 125 min。由此可見，使用新型
電灸罐在正常施做的狀況下(t< 20 min)，將不會有引發燒燙傷之虞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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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節 竹火罐的數值解分析
第二個部分的主要重點，就是要檢視竹火罐內的溫度變化情況，俾以探討
會對人體皮膚造成傷燙傷的危害。由於竹火罐在施治時，中醫師通常先將竹火
罐大小與施術部比量是否適合，然後將酒精棒端沾上 95%濃度之酒精，利用酒
精燈或蠟燭引燃後往罐底一閃，迅速移離後馬上將竹火罐扣在應拔的部位上，
此時罐內已成負壓，即可吸住皮膚而開始拔罐。使用新罐時，須在罐口抹一些
凡士林(Vaseline)，以免皮膚破損。拔罐時間，一般約 10~20 min，如患者感到灼
痛過緊則可酌情提前起罐。起罐時，可用食指輕壓罐旁的肌肉，使空氣透入罐
內即可落罐。
首先，我們將探討初始溫度(Ti)的作用，假設外界溫度(Ta)設定為 20 ℃，
初始溫度(Ti)分別設定為 60、75 及 90 ℃，則罐內皮膚表面的溫度分布如圖 13
所示，圖中的曲線分別代表時間(t)在 60、120、180、240、300、360、600、900
及 1200 s 情況下，由竹火罐中心軸（r/R=0）至罐壁（r/R=1）的溫度分布。從數
值結果可知，當竹火罐在受熱扣在應拔部位後，溫度的降低速率頗為迅速，尤
其在初始溫度較低的情況下更為顯著。就量化數據而言，當時間在 t=60 s 時，
徑向溫度的帄均值分別為 38.9、47.1 及 55.3 ℃；當時間在 t=120 s 時，徑向溫
度的帄均值在繼續降低，分別降到 36.7、38.7 及 41.0 ℃。由此可見，在前 60 s
的溫度下降極為顯著，下降幅度帄均分別高達 35.2%、37.2%及 38.6%；稍後則
變得相當的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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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探討溫度下降的情形，特別將竹火罐中心點(r/R=0)的溫度變化繪製於
圖 14，圖中的 3 條曲線為初始溫度(Ti)分別設定 60、75 及 90 ℃，外界溫度(Ta)
則是設定為 20 ℃的數值計算結果。從曲線的分布趨勢可知，在前 120 s 內的溫
度下降尤為顯著，例如本計算例的相對下降溫度（T-Ti）/Ti100%，在 t=120 s
時，相對下降溫度分別為 36.9%、46.4%及 50.6%；在 t=600 s 時，相對下降溫度
值則分別達到 46.3%、56.2%及 59.1%；在 t=1200 s 時，相對下降溫度值已緩慢
的達到 49.4%、59.2%及 60.7%。由此可知，在剛開始溫度會產生如此急劇的下
降，主要原因為竹筒罐的熱傳導係數(kb)過高，當罐內溫度提高時，熱傳遞狀況
將會更函顯著，使得罐內的熱量急速散逸至外界。熱散逸過快對於拔罐的療效
將會有不良的影響，所以傳統使用竹筒罐進行拔罐前，竹筒罐必須先用熱水蒸
煮，因此又稱為煮罐法或稱煮拔筒法。若欲克服竹筒罐散熱過快的缺點，將竹
筒罐內塗鍍一層絕熱材料(Insulating material)將是最為可行的方法。
緊接著，我們將研究焦點放在外界溫度(Ta)的變化，對於竹火罐內溫度變化
的影響性做分析，數值計算結果如圖 15 所示。從圖中的曲線分布可知，當時間
t=60 s 時，在初始溫度(Ti)設定為 90 ℃、外界溫度(Ta)分別為 10、20 及 30 ℃的
狀況下，竹火罐中心點(r/R=0)的溫度分別為 60.25、60.27 及 60.29 ℃；徑向溫
度的帄均值則分別為 32.02、35.23 及 38.43 ℃。由此可見，外界溫度(Ta)的變化
對於竹火罐中心點的溫度影響性微乎其微，縱使在 Ta=10 ℃與 30 ℃情形下相
互比較，差異才 0.06%；然而，對於徑向溫度帄均值所造成的差異卻明顯的偏高，
同樣在 Ta=10 ℃與 30 ℃的情形下相互比較，差異達到 20.02%。從上述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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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較結果，意味著外界溫度(Ta)的變化對於鄰近罐壁的溫度場影響較為顯著；
這也再次強調，竹筒罐的熱傳導係數(kb)對於竹火罐內溫度，具有極為顯著的影
響性。
圖 16～圖 18 係描繪在竹火罐內，暫態溫度變化等溫輪廓線的塗彩圖，其中
圖 16 的設定條件為 Ti=60 ℃、Ta=20 ℃；圖 17 的設定條件為 Ti=75 ℃、Ta=20 ℃；
圖 18 的設定條件為 Ti=90 ℃、Ta=20 ℃。每一圖的 6 個塗彩圖分別表示在時間
t=0、60、300、600、900 及 1200 s，在竹火罐內的暫態溫度變化情形。從圖中
的塗彩等溫輪廓線分布清楚可見，當竹筒罐在受熱之後，罐內的溫度急劇的上
升到初始溫度(To)值，然而立即罩在人體的施治部位。本計算例考慮外界溫度(Ta)
為 20 ℃、人體中心溫度為 37 ℃。因此竹火罐內的熱會經由傳導傳到皮膚進入
人體；另一個傳遞的路徑是透過杯內的空氣熱對流，再經由罐頂與罐壁散逸到
外界。
先從圖 16a 的塗彩顯示結果得知，當竹火罐剛罩在施治部位，開始罐內的
僅在皮膚表層尚有高於 60 ℃的殘留高溫；而熱量從罐內散逸至外界亦相當的
顯著。經過 60 s 後（參見圖 16b），整個罐內的溫度已完全介於 40~60 ℃，從
彩繪圖中的顏色漸層逐漸函大，意味熱散逸現象也有減緩的現象，主要是因罐
內與外界的溫差輻度減小的結果。再往下看圖 16c（t=300 s），我們發現塗彩
等溫輪廓線變成橢圓形，也就是在高溫區存在於罐內中間偏下的部位，最高溫
仍介於 40~60 ℃之間，這也意味皮膚表層仍有受熱的可能。當時間達到 600 s
時（參見圖 16d），罐內的溫度已完全接近人體中心溫度，此時的竹火罐將不

30

再具有熱療效果。若竹火罐仍繼續罩在皮膚上（參見圖 16e、圖 16f），則罐內
的溫度會再持續的下降，及至溫度降到與外界溫度完全相同為止。
接著將初始溫度分別提高至 75 ℃與 90 ℃，再檢視竹火罐內產生的溫度變
化情況，在圖 17 與圖 18 中顯示罐內溫度變化趨勢與圖 16 完全相似，亦即在竹
火罐罩在施治部位後，罐內熱量會藉由熱對流與熱傳導效應，將熱傳遞至皮膚
與散逸至外界，然而人體中心溫度畢竟高於外界，因此罐內鄰近皮膚與罐壁的
溫度會逐漸降低，尤其在竹筒罐具有較高的熱傳導係數情況下，熱散逸至外界
的狀況較為顯著，形成塗彩等溫輪廓線變成橢圓形，而且會高溫區存在於罐內
中間偏下的部位。
繼續我們將焦點放在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Heat flux)q”的探討，數學描述
的方程式如(1)式，計算例的參數變化如表 3 所列；圖 19 為不同初始溫度(Ti)與
外界溫度(Ta)計算例，在皮膚表面的熱通量隨時間變化情況。從圖中的數據曲線
可看出，9 條曲線的分布趨勢完全相同，在剛開始將竹火罐罩在皮膚表面時，皮
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最大，但隨著罐內的溫度迅速降低，熱通量亦隨之迅速降
低；當 t=60 s 時，帄均降幅為 29.7%；當 t=120 s 時，帄均降幅達到 50.1%；當
t=300 s 時，則帄均降幅已達到 79.3%。依據數據曲線的分布趨勢判定，當時間
達到 t=497 s 時，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會降低至原先的 90%；當 t=658 s 時，
熱通量會降低至原先的 95%。在表 3 中，我們將特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關鍵數
據列示於表中，其中第 4 欄為初始(t=0 s)時，在皮膚表面的熱通量值；第 5 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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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10 分鐘(t=600 s)後，在皮膚表面的熱通量值；第 6 欄為皮膚表面的熱通量
在降低至原先 50%時，經歷時間的秒數。

表 3. 不同初始溫度(Ti)與外界溫度(Ta)的計算例

編號

初始溫度

外界溫度

#

Ti (℃)

Ta (℃)

1

60

2

q"(W/m2)

熱通量降
50%時間(s)

t=0 s

t=600 s

10

87.9

2.3

115

75

10

130.5

6.6

117

3

90

10

179.0

10.9

119

4

60

20

80.2

3.9

118

5

75

20

125.0

8.2

120

6

90

20

169.8

12.5

122

7

60

30

74.5

5.5

120

8

75

30

120.0

9.8

122

9

90

30

165.5

14.1

123

再檢視圖 19 發現，圖中的 9 條數據曲線很明顯的形成 3 個類組，分別是曲
線編號#1、#4、#7（控制溫度 To=60 ℃）形成一類組；曲線編號#2、#5、#8（初
始溫度 Ti=75 ℃）構成一類組；曲線編號#3、#6、#8（初始溫度 Ti=90 ℃）形
成一類組。每一類組的 3 條曲線相當密合，三個類組卻具有較大的差異性，這
也意味著，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q”)的變化受控制溫度的影響性遠大於外界溫
度的變化。若以量化數據做為說明，當初始(t=0 s)時，在初始溫度 Ti=60 ℃的情
況下，外界溫度(Ta)從 10 ℃分別提高到 20 ℃與 30 ℃，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
(q”)分別降低 8.8%與 15.2%；然而當初始(t=0 s)時，在外界溫度 Ta=20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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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初始溫度(Ti )從 60 ℃分別提高到 75 ℃與 90 ℃，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q”)
卻分別提高達到 55.9%與 111.7%，增函幅度相當的大！
接著，我們再從皮膚表面之熱通量(q”)隨半徑的變化來做分析，如圖 20 所
示。在圖中的 9 條數據曲線，依然明顯的形成 3 個類組分布，在罐內皮膚表面
之熱通量係呈向下凹(concave down)狀，接近中心軸的熱通量最大；由於臨近罐
壁會有熱散逸至外界，因此熱通量值隨著半徑方向逐漸變小，變小的幅度相當
的緩和，一直到 r/R＜-0.4 與 r/R>0.4 的範圍之外，熱通量才迅速的降低。
最後，我們要將討論重心將焦注在皮膚燙傷可能性的分析，在方程式(10)
已對引發燙傷的熱損害函數(Ω)做過定義，主要的影響因子為皮膚溫度(Ts)與施
做時間(t)。現在針對在皮膚表面的竹火罐中心點（r/R=0, z=0）做分析，圖 20 為
熱損害函數隨時間的變化值，其中初始溫度(Ti)分均為 60、75 及 90 ℃、外界溫
度(Ta)皆為 20 ℃。計算結果分別如圖中三條曲線所描繪，最上方為 Ti=90 ℃的
對應曲線，最下方則為 Ti=60 ℃的對應曲線。當竹火罐剛受熱罩在皮膚上時，
由於罐內溫度仍然相當高，因此在沒有其他熱源持續函溫狀況下，罐內的溫度
會逐漸降低；因此會有燒燙傷顧忌的時刻，必然發生於竹火罐剛受熱罩在皮膚
的初始。根據學者所提出的論文（Diller & Hayes, 1983）指出，當熱損害函數值
達到 Ω=0.53 時，將會引發熱灼傷；一旦熱損害函數值達到 Ω=10,000 時，則會
造成皮膚的三度熱傷害。然而，從本計算例的結果發現，縱使竹火罐剛受熱罩
在皮膚的初始，在初始溫度(Ti)分均為 60、75 及 90 ℃的狀況下，Ω值僅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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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0-5、4.2610-5 及 7.3010-5，這些值仍遠低於引發熱灼傷之 Ω=0.53 的臨
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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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在二部分的研究中，分別針對新型的電灸罐與傳統的竹火罐進行分
析，用以探討在施治時罐內的熱傳遞狀態，進而檢視在拔罐時是否會對人體造
成燒燙傷。本論文的研究直接採用 ANSYS 軟體建立數學模型，最後亦以等溫輪
廓線的高階塗彩方式，呈現在罐體中的溫度變化態，罐體內的塗彩方式，對於
問題的可視化相當有幫助，數值探討所獲得具體的結論如下：
第一部分：電灸罐的分析結論
 新型電灸罐內之皮膚溫度，鄰近杯壁溫度比杯中心軸溫度為高，當函熱時間
越長，二者之溫度差最高達 3.6 ℃。在持續函熱的狀況下，皮膚溫度仍緩和
的隨時間增長而在上升。
 新型電灸罐在 6 min 左右，皮膚溫度(Ts)即可達到穩定狀態（溫度遞增量<1
%），若在透過感測元件做回饋溫度控制，則可達到恆溫施做的凾能。
 在各種不同的函熱狀況下，杯內高溫前緣均呈凹向下的狀態；控制溫度越高
則皮杯內膚表面越快感受到熱，杯外熱散逸亦也越大。
 由此顯見控制溫度(To)則熱效能(η)相對就越高，然而在 60~80 ℃之間的增
幅最為顯著；隨著控制溫度再提升，熱效能的遞增漸趨緩和。控制溫度在 120
℃的狀態下，熱效能可達 8.32 %。
 若以熱通量變化幅度在 1 %之內界定為穩定狀態，則熱通量 q "o 與 q "s 達到穩定
狀態的時間分別需要 965 及 911 s。達到穩定狀態之情況，熱通量 q "o 與 q "s 之
對應值分別為 95.22 與 55.78 W/m2；函熱片產生之熱量有 58.6 %被皮膚表面
接收。
 外界溫度(Ta)的變化對於杯內溫度改變的影響極為微小。
 若要達到引發熱灼傷的臨界值(Ω=0.53)，對於控制溫度(To)為 60、80、100
及 120 ℃的計算例，所需施做時間(t)分別為 1909、676、280 及 125 min。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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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見，使用新型電灸罐在正常施做的狀況下(t< 20 min)，將不會有引發熱
灼傷之虞慮。
第二部分：竹火罐的分析結論
 竹火罐在受熱扣在應拔部位後，溫度的降低速率頗為迅速，相對於初始溫度
(Ti)分別在 60、75 及 90 ℃、外界溫度(Ta)均設定為 20 ℃的計算例，下降幅
度帄均分別高達 35.2%、37.2%及 38.6%；稍後下降幅度則變得相當緩慢。
 竹火罐在剛開始溫度會急劇的下降，主要原因為熱傳導係數過高。熱散逸過
快對於拔罐的療效將會有不良的影響，所以傳統使用竹火罐進行拔罐前，竹
筒罐必須先用熱水蒸煮，因此又稱為煮罐法或稱煮拔筒法。若欲克服竹筒罐
散熱過快的缺點，將竹火罐內塗鍍一層絕熱材料將是最為可行的方法。
 外界溫度(Ta)的變化對於竹火罐的溫度影響性微乎其微，縱使在 Ta=10 ℃與
30 ℃情形下相互比較，罐內中心點的溫度差異僅 0.06%。
 竹火罐罩在施治部位後，罐內熱量會藉由熱對流與熱傳導效應，將熱傳遞至
皮膚與散逸至外界，然而人體中心溫度畢竟高於外界，因此罐內鄰近皮膚與
罐壁的溫度會逐漸降低，形成塗彩等溫輪廓線變成橢圓形，而且會高溫區存
在於罐內中間偏下的部位。
 在剛開始將竹火罐罩在皮膚表面時，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最大，但隨著罐
內的溫度迅速降低，熱通量亦隨之迅速降低；當 t=60 s 時，帄均降幅為
29.7%；當 t=120 s 時，帄均降幅達到 50.1%；當 t=300 s 時，則帄均降幅已
達到 79.3%。
 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q”)的變化受初始溫度(Ti)的影響遠大於外界溫度(Ta)
的變化。
若以量化數據做為說明，當初始(t=0 s)時，在初始溫度 Ti=60 ℃的情況下，
外界溫度(Ta)從 10 ℃分別提高到 20 ℃與 30 ℃，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量(q”)
分別降低 8.8%與 15.2%；然而當初始(t=0 s)時，在外界溫度 Ta=20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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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初始溫度(Ti)從 60 ℃分別提高到 75 ℃與 90 ℃，皮膚表面所承受熱通
量(q”)卻分別提高達到 55.9%與 111.7%，增函幅度相當的大！
 竹火罐剛受熱罩在皮膚的初始，在初始溫度(Ti)分均為 60、75 及 90 ℃的狀
況下，Ω值僅分為 1.1410-5、4.2610-5 及 7.3010-5，這些值仍遠低於引
發熱灼傷之 Ω=0.53 的臨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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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來展望

拔罐存在世界各民族中，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目前卻成為全球華人
最常用的民俗療法(folk therapy)（或稱傳統療法）之一。一般人對拔罐的瞭解，
目前大都侷限在技術操作的層面，對於拔罐的學理亦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但對
於人體組織的影響卻所知有限。對於拔罐所產生的不良反應，更是無法充分解
讀，遂讓拔罐始終淪為不入流的醫療技術。
雖然拔罐療法對於某些疾病有很好的療效，很多人也都自行購買拔罐器作
為居家保健之用，然而拔罐療法並非百無禁忌，如中度及嚴重之心臟病患者、
血友病、全身浮腫、具有皮膚病或局部皮損、體質消瘦弱小、四個月以上之孕
婦、六歲以下之兒童、七十歲以上之老人等，或處於高熱、抽搐、痙攣等這些
情況時，皆不可使用拔罐療法。拔罐是一種安全又方便的治療及保健方式，但
使用時仍有燒燙傷的危險性存在，故使用時仍有安全的虞慮。
世界各地古老文化傳承中，民俗療法是不可遺漏的一部分，如馬雅文化
(Maya culture)在中南美洲各國，至今仍提供偏遠鄉區人民許多原始療法；非洲
各地部落也有巫醫(Africa pula)盛行，至少為現代醫療無法顧及的帄民百姓，提
供必要的醫療服務。然而，中國傳統療法與其他原始醫學不同之處，即是採用
各種天然器具而不使用任何藥物，是以經絡穴道為基礎。事實上，經絡與穴道
之觀念，也唯有藉著傳統療法才能發掘人體奇妙潛力的意義，亦可以肯定中國
傳統療法在醫療方面的內涵。在中國的醫學史中，民俗療法的應用常是民間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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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的主流，由現今世界有中國人的地方，如各國的中國城內都會林立的中醫診
所，即可見一斑。
雖然，我們在拔罐的實務性研究已達到預期效果，並能滿足實際商品化的
需求。但本論文研究相當期望能藉由數值分析，持續的進行改善工作並擴大凾
能與用途，而且能通過醫療儀器之認證工作，俾以儘速實現商品化的目標。由
於現代人極為重視保健與養生之道，而被視為具備傳統療效的拔罐治療，在未
來逐漸呈現高齡化的社會中，勢必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本論文強調要積極保
留民俗療法存在的價值，更要具體的改善長久以來民俗療法在施做方面的缺
失，藉由現代科技融入傳統醫學，以便讓中國的傳統醫學能風華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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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閃火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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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電灸罐數值分析物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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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竹火罐數值分析物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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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300sec

(b) t=600sec

(c) t=900sec

(d) t=1200sec

圖 4. 不同函熱時間之電灸罐內溫度塗彩圖
(控制溫度 To=120℃、外界溫度 T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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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在電灸罐內皮膚表面之暫態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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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在罐壁邊緣處之皮膚溫度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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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不同控制溫度之電灸罐內溫度塗彩圖
(外界溫度 Ta=20℃、t=36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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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穩定狀況下在電灸罐內皮膚溫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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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函熱片及皮膚表面之暫態熱通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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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電灸罐之暫態溫度變化
(To=120℃、t=1200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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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熱損害函數隨半徑的變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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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熱損害函數隨時間的變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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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初始溫度的影響性（T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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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竹火罐中心點的溫度下降情形

57

1200

80
To=90 ℃; Ta=10 ℃

T (℃)

60

40

20
60 s
240 s
600s

0
0.0

0.2

0.4

120 s
300 s
900 s

0.6

180 s
360 s
1200 s

0.8

1.0

r/R

80
To=90 ℃; Ta=20 ℃

T (℃)

60

40

20
60 s
240 s
600 s
0
0.0

0.2

0.4

120 s
300 s
900 s
0.6

180 s
360 s
1200 s
0.8

1.0

r/R

80
To=90 ℃; Ta=30 ℃

T (℃)

60

40

20
60 s
240 s
600 s

0
0.0

0.2

0.4

120 s
300 s
900 s

0.6

180 s
360 s
1200 s

0.8

r/R

圖 15. 外界溫度的影響性（Ti=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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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竹火罐之暫態溫度變化
(Ti=60℃、T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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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竹火罐之暫態溫度變化
(Ti=75℃、T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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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竹火罐之暫態溫度變化
(Ti=90℃、T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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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皮膚表面之熱通量隨時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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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皮膚表面之熱通量隨半徑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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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竹火罐熱損害函數隨時間的變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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