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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inciple of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detection technology is describe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ystem of unknown disease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is introduced and the role of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is also elaborated. In addition, the developing prospect of this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is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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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红外热像检测技术原理，介绍了现代中医未病诊疗系统，以及红外热像在现代中医检测中

的作用，并对该技术在现代中医的应用前景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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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结合，通过对人体温度分布显示(热图像)，显现人
体温度分布的变化、变化部位以及程度。在观察分析

随着科学的发展，一些医疗设备能够透视到机体

热像图像和定量测出温度差值后，根据解剖学、病理

内部，甚至达到全方位的透视，比如，磁共振成像，

学和临床经验，可诊断有无病症、病灶的位置、性质

超声成像，X 光，CT 成像等，且能提供一些有关生

及其程度，尤其对各类非器质性改变的功能性疾患的

化和病理信息，但是这些技术都有一个根本的制约，

诊断、对研究中医八钢辨证论治及针灸与经络理论方

那就是他们只能显示机体组织形态的变化，却不能完

面的应用时非常独特的，是其他诸如 B 超、CT、核

全反映出机体组织的功能性变化。医用红外热像技术

磁等现代先进影像诊断仪器所不能代替[1]。

是将光学、精密机械、电子学以及计算机图像处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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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是指数字中医理论、红外中医理论、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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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中医理论替代传统中医的哲学理论。红外热像中医

四经脉的通畅程度；能预测未来疾病的发展趋势。

诊疗手段是现代中医诊疗手段之一，它能够有效的知

治未病系统是当今医学领域唯一的功能性疾病

未病，从而达到调理、治疗疾病的目的。本文通过介

标准化的治疗技术，它填补了传统中医的经验不能传

绍红外热像检测技术原理，并通过病例说明在现代中

承，哲学没有量化，中医治疗方法没有标准的医学空

医中红外热像诊断技术的优势，最后对现代中医未病

白，使中医学实现可视化和标准化，打破了约束中医

诊疗系统进行展望。

事业发展的瓶颈，使中医学踏上了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2. 红外热像检测技术的原理及优势
人体是一个天然的生物发热体，正常人体的温度
分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对称性，但是由于解剖结构、
组织代谢、血液循环及神经状态的不同会造成机体各

红外热像检测技术就是一种现代化功能性的治疗手
段之一，通过温差提示患者出现的状况，并针对性的
对其进行治疗。文章提供几个典型病例采用红外热像
检测前后来说明问题(图 1)。
治疗前颈椎部位红色(表示温度高)范围大，治疗

部位温度有所差异。当机体某组织发生病理改变时，

后的颈椎部位红色退去，这说明采用红外热像技术检

体内及体表的温度就随着改变，皮温的异常变化往往

测出来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治疗(图 2)。

表明皮下潜伏着病变，因此测定人体温度的变化，也
就成为临床医学诊断疾病的一项重要指标。
红外热像技术是将光学、精密机械、电子学以及
计算机图像处理有机结合，将人体辐射的远红外光波
经滤波聚集、调制及光电转换，变为电信号，并转换
为数字量，经多媒体图像处理技术处理，以热图形式
显示人体温度分布的变化、变化部位以及程度，从而
对某些疾病做出诊断。
医用红外热像技术是继 X 光、B 超、CT、磁共振

治疗前后脑部位红色(表示温度高)范围大，治疗
后的后脑部位红色减弱(表示温度降低)，这说明采用
红外热像技术检测出来的问题，经过调理后病症减少
很多。

4. 展望
红外热像检测技术最早用于乳腺癌诊断，位于身
体的其他部位的浅表肿瘤，用红外热像检测技术不是
很明显，原因在于它的浅表肿块发病率比乳腺肿块低，

和核显像之后的又一项医学影像诊断新技术，在医学
诊断上具有很多优点：1) 能在疾病的早期即可发现病
灶的存在，对检查人体健康有着预警作用；2) 真正的
无害检测，成本低，检查方便、迅速；3) 适用范围非
常广泛。对多种疾病来说，凡是能够引起人体组织热
功能改变的疾病都可以用它检查。这就从根本上决定
了医用红外热像仪适用种类非常广泛的疾病检查。

3. 现代中医未病诊疗系统

Figure 1. The resul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conditioning
图 1. 颈椎病调理效果图

现代中医的核心竞争力是超越现代医疗科技水
平的未病诊疗系统，该系统是由知未病系统和治未病
系统组成。
知未病系统是当今医学领域唯一的功能影像诊
断技术，它填补了西医结构影像学只能量化晚期(器质
性)疾病，不能量化早、中期功能性病因和病症的医学
空白，如能提前 10 年预警潜伏在人体内的中风、心
脏病和肿瘤隐患；能量化人体阴虚或者阳虚体质；能
辨证五脏虚实功能；能辨证六腑寒热功能；能辨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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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sult of apoplectic prodromes
图 2. 中风先兆调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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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的形成的热图比较简单，不像乳腺热图那样复
[2,3]

气，消除五脏功能失衡导致的“喜、怒、忧、思、悲、

。血管疾病用红外热像检测仪来检查也是人们最

恐、惊”之七种“情致之极”，有效降低人体中风、

先想到的方法之一,肢体的某一血管分枝由于病变而

心脏病和肿瘤等疾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遗传性

杂

[4,5]

引起血液减少，温度降低，形成冷区

疾病的发病率，有效阻止疲劳症、痛症、三高症等各

。

目前，红外热像仪广泛应用于内外科、五官科、
皮肤科、等等各科疾病的诊断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不仅能使人类少生病而且还可
以逆转疾病，延缓衰老。

[6,7]

最令人关注的是在中医研究方面的成果

。中医对脏

腑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和经络的表达，无法用客
观的量化的指标显示出来。虽然现代的一些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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