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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支援跨平台系統(Widnows/Mac)，提供各種專業分析圖表，供專業研究人士自行分析判

讀。多國語言介面即時切換，無檢測人數限制、無檢測筆數限制。雲端即時同步，多台電

腦、多人即時檢測。可自訂經絡參數、客戶紀錄欄位。備份舊版Access檔案匯入，匯出資

料檔案。

開發架構基本概念

沒有網路連線時

沒有網路連線時，您可以在Windows 或 Mac 電腦進行檢測，資料儲存於單機電腦。雲

端中醫經絡檢測單機版在無法上網時，在單機資料存取操作。



有網路連線時

 有網路連線時，您可以在Windows上進行檢測，也可以在另一台Mac 或Linux電腦上進

行檢測，資料可即時同步，多台電腦也可以同時即時進行檢測。

注意：沒有資料整合需求的使用者，可以永遠不需要開啟雲端同步功能！

安裝檢測硬體

使用雲端中醫經絡檢測系統非常簡單，透過線上購買即可取得經絡檢測硬體，1分鐘快

速安裝之後連接電腦軟體即可開始使用。 



取得檢測硬體

 使用雲端中醫經絡檢測系統的方法非常簡單，只要您在官網 (CLOUDTCM.COM) 透過

線上金流系統，付款之後即可取得雲端中醫經絡檢測硬體。不論使用者全世界任何一個

角落，皆可在 5-10天之內收到經絡檢測硬體。

雲端經絡檢測系統硬體組成

當您收到的經絡檢測硬體之後，可檢查以下物件組成，在您收到包裹後若發現組成遺漏

，請直接與我們聯繫。

 
安裝檢測硬體

1. 將Y型傳輸線插入檢測硬體後端 [Probe] 接孔，Y型線之大香蕉端子連接「檢測

棒」，小香蕉端子連接「檢測握把鋁棒」。

2. 將USB線插入檢測硬體後端 [USB] 接孔，另一端插入電腦USB連接埠。

安裝單機網路兩用版軟體

http://www.cloudtcm.com/


請到官網下載自己需要的電腦系統版本(Windows/Mac)，滑鼠快速點選該檔案兩次，程

式便會開始自動執行安裝程序。 

Windows 版本安裝程序 

請至「雲端中醫官網」下載Windows 版本安裝檔案，這是一個適用於Windows 系統的

EXE安裝檔案。滑鼠快速點選該檔案兩次，程式便會開始自動執行安裝程序。

安裝完之後開啟程式即可使用，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下面的警告訊息，只要點選其他資訊

，就會出現仍要執行，即可繼續安裝成功。

特別注意：市面上各式各樣的 Windows 防毒軟體，幾乎都會阻擋

程式安裝，安裝軟體前請先移除或關閉防毒軟體，之後再進行設定

不要阻擋。

Mac 版本安裝程序 

請至「雲端中醫官網」下載 MAC 版本安裝檔案，解開壓縮檔之後會看到 CloudtTCM
PC.app ，這是一個適用於MAC 系統的檔案，只要將檔案移至「應用程式」目錄下即可。

https://cloudtcm.com
https://cloudtcm.com


注意：macOS Catalina 以後的版本由於官方提高安全性要求，第一次開啟時必須在應

用程式中，找到 Cloudtcm PC ，點選滑鼠右鍵，按下打開，重複這個動作兩次之後才可

以順利開啟使用。

 操作軟體程序

雲端中醫經絡檢測系統軟體介面主要有兩個系統組成：1. 客戶管理系統 2. 經絡檢測系
統。 

客戶管理系統

客戶管理系統人數無限制，使用者可以透過客戶管理系統，新增客戶，修改客戶資訊。



 快速新增客戶

 您可以點選左上角的新增客戶小圖示，可自行新增客戶。(暱稱與性別為必填欄位)



搜尋客戶

透過客戶管理介面，您可以看到所有的客戶列表，要尋找任何客戶，只要在搜尋框中輸

入任何關鍵字，不論是輸入序號、姓名、暱稱、性別、生日，都可以快速過濾以方便找到

該客戶。

取得客戶資訊

透過客戶管理介面找到客戶之後，您可以點選編輯客戶ICO進入客戶資料頁面，點選右
上角編輯小ICON 可開始進行編輯客戶資訊。



編輯客戶資訊

可依照自己的需求編輯客戶相關資訊，編輯完成之後請記得按下儲存。



準備濕棉花

正確的準備與安裝濕棉花，可以延長檢測棒的使用壽命

程序一：準備一個大小適當的棉球 

關於棉球的大小，太大或太小的棉球都不適合作為檢測的導體，理想的棉球大小為塞滿

整個檢測棒，並突出約 1-2 厘米的高度最為適當。 

注意：請自行從市面上購買「消毒棉球」，自行調整適當大小塞

入檢測棒。

棉球沾濕後，導電性愈強的棉球愈好，請勿使用衛生紙、化妝

棉...等等導電性不佳的檢測傳導物！

程序二：以普通的水(自來水)將棉球沾濕

沾濕程度以棉花不自動流出水為原則。有些良導絡使用者建議使用生理食鹽水可以增

加導電度，由於食鹽會腐蝕檢測棒金屬，反而減少其使用壽命，因此不建議使用。

程序三：安裝濕棉球

檢測棒朝下，棉球往上塞，這樣可以預防液體流進檢測棒內部而影響彈簧，這樣安裝棉

花可以延長檢測棒使用壽命。



經絡檢測

直接選擇客戶之後，即可進入經絡檢測頁面，進行經絡檢測 。



啟動經絡檢測 

當您在客戶列表介面中找到該客戶之後，只要在該客戶列表右方點選 [經絡檢測] 的小
圖示，即可進入經絡檢測頁面。

USB連線沒有偵測到檢測硬體

在開始進行經絡檢測之前，如果您的檢測硬體USB連線並沒有連接到電腦，或是沒有開

啟經絡檢測介接程式，程式會出現「找不到量測主機」的訊息，請記得將USB線連接電

腦。如果是USB線或檢測硬體損壞亦會出現此訊息，遇到此狀況時請直接與我們聯繫！ 

開始進行濕棉花校正

當您的 USB線與電腦連線沒有任何問題時，系統會自動跳出校正棉花的訊息，請點選

[開始校正]按鈕，即可進行棉花校正。請依照正確的方法進行濕棉花填塞與校正，這是取



得正確檢測數值的重要途徑！每次檢測前都要進行濕棉花校正

注意：由於每次更換新棉花後，棉花的濕度都會改變，因此系統預設要校正棉花濕度，避

免因為棉花導電度改變而影響檢測數值結果。開始檢測前，系統會自動要求進行校正，

點選開始之後，請將檢測棒的濕棉花接觸檢測鋁棒握把，直至校正結束，全程大約三秒

鐘，校正棉花的手勢與方法如下：



進行經絡檢測

檢測時，被檢測者的一支手握著金屬握把，檢測者依序完成穴位檢測。 我們所提供的檢

測棒大約是130-160 g/平方公分的壓力，檢測時請用正確的姿勢並把檢測棒的彈簧壓到

底，以保持一定的檢測壓力。當然，雖然我們提供恆壓式檢測棒，過度的壓力依然是被

禁止的。



注意：經絡檢測時，被檢測者的一隻手要握著鋁棒，另一隻手放在穴道上，

這樣才有迴圈，才會產生檢測數值！

完成經絡檢測程序 

請依照圖示依序完成經絡檢測，檢測數值將會自動存放至該穴位的檢測欄位。量測作業

完成之後，請點選「儲存」按扭，系統會自動儲存該經絡檢測數值儲存至單機資料檔。



經絡分析圖表

單機板預設的經絡圖表是十二經絡虛實圖˙，若需要不同經絡圖表可自行選擇加入

加入更多經絡圖表分析

 使用者可以選擇加入更多的經絡分析圖表，只要選擇該圖表名稱，點選加入[ + ]小圖示

，系統便會將該圖表加入經絡分析頁面中。



列印經絡圖表 

每張經絡分析圖右上方都有一個印表機ICON，點選即可下載PDF 檔案進行列印或以電

子郵件寄送該檔案。

切換/刪除檢測紀錄

 如果您想要取得過去某一個日期的經絡檢測資訊，請點選[切換日期]，系統會跳出日期

選單，還有所有檢測紀錄清單，您可以點選該日期進入該檢測頁面。



 刪除檢測紀錄 

如果您想要刪除某次的經絡檢測紀錄，只要點刪除 ICON 即可立即刪除



多國語言切換

單機板提供中文繁體、中文簡體、英文操作介面即時切換  

● 使用者可以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切換系統語言，

● 可以切換中文繁體、中文簡體與英文介面。

進階設定功能

匯入Access資料庫

舊版單機板使用Access資料庫，若欲將舊版資料匯入新版單機板，必須使用此功能。本

功能僅提供過去舊版 Windows 用戶匯入資料使用

注意：匯入舊版Access資料，只能在Windows 環境下操作！  

請在之前安裝過Windows舊版的電腦系統裡安裝新版檢測軟體，請點選Browse按鈕，

選取舊版Access資料庫，舊版Windows預設路徑是：

 



C:\Program Files (x86)\CloudTCM\CloudTCM_PC\Data 

選擇好路徑之後，按下「開始轉移」，即可順利將資料匯入。

雲端即時同步

雲端即時同步的功能，提供多台電腦之間資料即時同步功能。開啟此功能後，在沒有網

路連線時資料不會同步，上網後資料立即同步，所有資料進行整合不漏失。

注意：雲端伺服器僅提供多台電腦間溝通同步的服務，將定期清除同步紀錄，每位使用

者依然必須定期備份資料。 

註冊/登入雲端即時同步功能 

第一次使用開啟雲端即時同步時，必須先進行註冊，只要輸入電子郵件與密碼，按下

「註冊」按鈕即可在三秒鐘之內快速完成註冊，系統會立即登入，從此以後除非有特殊原

因，否則從此不需要再進行登出！請保存並紀錄自己的密碼，提供其他電腦登入時使

用。



開啟雲端即時同步功能後，在沒有網路連線時資料不會進行同步，依然可以進行檢測。

當有網路連線時，資料會立即同步，所有資料進行即時整合。

 是否保留本地資料？

特別注意：當您登入時，系統會立刻詢問是否保留本地資料，選擇「否」會清除本機全部

資料，選擇「是」會保留本機全部資料。如果不了解其中的定義，請按下「是」以免造成資

料損失！ 

 

同步狀態顯示

 若登出之後，可輸入帳號與密碼再次進行登入，若系統登入之後，右上角會看到 「已啟

用」的訊息，也可看出系統最後同步時間。 

連線狀態如果是 True 代表正在連線，如果是 False 代表沒有連線，只要關閉檢測系統

再次打開即可連線。最後同步時間顯示最後與伺服器同步資料的時間，可提供資料比對



時使用。

注意：如果您匯入之前的Access資料且總檔案超過200M，將無法完整進行線上同步，請

直接與我們聯繫尋求解決方案：support@cloudtcm.com

雲端硬碟非即時同步

此功能適合單一個人使用者，在兩台電腦以上資料進行同步。只要將系統資料置放在雲

端硬碟資料夾，依賴雲端硬碟的同步技術進行同步。必須要注意的是，這種同步方法不

能兩台電腦以上即時操作(例如兩個不同的人存取同一個雲端硬碟資料)，否則會產生資

料衝突，甚至造成檔案損壞。

特別注意：雲端硬碟的同步屬於「非即時同步」，若兩台電腦同時開啟此功能進行即時操

作，將會遇到衝突，甚至導致檔案損壞，以致資料無法挽回！如果您有兩台電腦，兩個

人以上「即時操作與同步資料」的需求，請勿開啟此功能！此功能僅適合單一使用者操

作使用。

安裝雲端硬碟 

使用者請先安裝自己喜歡的「雲端硬碟」在電腦系統，例如：Google Drive,
OneDrive,Dropbox,iCloud,box...等等

mailto:support@cloudtcm.com


選擇更改路徑

 系統會讀取「雲端硬碟」資料夾裡面的檔案資料，由雲端硬代為同步、備份此檔案。 

自定經絡參數

自訂經絡參數功能主要是提供極端少數經絡研究者使用，若沒有學術研究需求者，請勿

修改經絡參數。

注意：若使用者不清楚經絡參數的用法，請使用預設參數，不需要更改經絡參數！ 

使用者可自訂經絡參數，只要在設定頁面，點選「自訂參數」，直接修改經絡參數之後，

即可即時更換參數。使用者只要點選「預設」按鈕，即可隨時切換至預設參數。



什麼是經絡參數？經絡檢測所紀錄的是原始數值，而經絡圖上的數值並不是原始數值，

而是經過校正後的數值。雲端中醫經絡圖「預設經絡參數」採用原始良導絡理論的經絡

參數。

備份/匯出資訊

備份所有資料

若您需要備份所有的客戶資訊、經絡檢測資訊，可以點選按下[備份]按鈕即可備份所有

資訊

經絡檢測單機板的所有資料皆儲存於 CloudTCM.dat 檔案，您必須定期備份此檔案以

避免資料流失。只要點選「備份資料」按鈕，選擇想要備份的目的地資料夾，即可快速備

份資料。 

手動將資料轉移至另一台電腦

一般而言，不同電腦之間的資料移轉，可以透過雲端資料「即時同步」、「非即時同步」。

若您想要手動資料移轉至預設的資料夾，程序有一點複雜，方法如下：

Windows用戶

1. 在設定頁面，按下「備份資料」按鈕，此檔案為系統自動命名為 CloudTCM.dat ，
此將檔名改為userdata.dat

2. 在新電腦先安裝單機網路兩用版軟體，安裝完後請關閉軟體(不要保持開啟狀

態)。將檔案複製取代至這個路徑==> C:\Users\使用者名稱

\AppData\Roaming\cloudtcm-pc\userdata.dat
3. 這個路徑在Windows 是隱藏的，必須在「檔案總管」檢視，點開「隱藏的項目」，才

可以看到這個路徑

Mac用戶



1. 在設定頁面，按下「備份資料」按鈕，此檔案為系統自動命名為 CloudTCM.dat ，
此將檔名改為userdata.dat

2. 在新電腦先安裝單機網路兩用版軟體，安裝完後請關閉軟體(不要保持開啟狀態)
，將檔案複製取代至這個路徑==> /Users/使用者名稱/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cloudtcm-pc/userdata.dat

3. 這個路徑在Mac是隱藏的，必須在「Finder」檢視，按下鍵盤上的  Command +
Shift + .（dot）來顯示隱藏檔案/檔案夾。

匯出客戶資料/匯出檢測資料

按下[匯出客戶資料]按鈕或[匯出檢測資料]按鈕，即可匯出所有資訊。匯出之CSV檔案可

使用Excel 開啟，即可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

良導絡基本理解

經絡檢測環境需求

檢測者請盡可能依照此環境需求進行檢測 

1. 電腦儀器所使用的電源插座儘可能單獨使用，並避免與電熱器、磁氣床、大型馬

達、電視、冷氣等共用，以防止電源干擾。如果使用筆記型電腦檢測，建議插上電

源以免因電池電力不足影響檢測結果。

2. 大型彩色電視、電熱器、抽水馬達、日光燈（含檯燈）、大型電扇、捕蚊燈、冷氣、

磁氣床、負離子座墊、大型變壓器等設備，請距離經絡檢測硬體1公尺以上，以防

止環境電場的干擾。

3. 測量環境中，請避免將檢測儀器本身置於潮濕環境或陽光直射處，以免影響儀器

本身的穩定度。

4. 儘可能不要將電腦與儀器本身長時間放置於地下室等潮濕環境，如無法避免，亦

需加裝空調或除濕設備。

5. 為免受測者的情緒起伏，影響量測結果，測量環境應乾淨、明亮、無壓迫感、無刺

鼻異味，並保持安靜。

對檢測者的要求

檢測者請盡可能依照這些原則進行檢測 



1. 測量時不得赤腳接觸地面或牆壁，至少做到基本的隔離，以免手握探測棒時受干

擾，無法測量。

2. 以探測棒接觸受測者之後，應避免另一支手碰觸受測者身體各部位皮膚，以免影

響測值。

3. 八小時內不能進行第二次經絡檢測，因為第一次測量時，每一個穴位已經受到電

流的影響，第二次的檢測將不準確，第一次量測所得的數據將具備相對合理的準

確度。建議在每天同一個時間進行檢測，一日檢測一次將會有較穩定的測量結

果。

4. 測量時避免與受測者交談，並維持其情緒平穩。

對受測者的要求

請盡可能要求被受檢測者依照這些原則進行檢測 

1. 受測前一天及當天不可喝酒、咖啡、服食安眠藥或調整神經興抑的藥物，否則會

影響量測的結果。而吃、睡等作息不正常也會反應至量測結果中。

2. 飯後及沐浴後至少一小時後才可以測量(進行研究實驗時例外)，否則會影響測

值。

3. 激烈運動後（包括游泳、健美操、跑步等..），需休息一小時後始得測量。練氣功者

也會影響檢測結果，將造成過於完美或高體能數值的檢測結果。

4. 患者至診療處所後，需平靜休息15分鐘以上始得測量。

5. 流汗或手腳潮濕會影響皮膚表層的傳導係數，應避免在此時檢測。

6. 除去身上所有的金屬物質，如手錶、戒子、項鍊、眼鏡…等。

7. 測量時全身各部位嚴禁碰觸地面、牆壁或金屬製成的桌、椅等。雙腳離地，並墊

以隔離效果良好之物品。（如塑膠小椅子等製品，至少需離地面 5 公分以上）

8. 各測定點先以藥用酒精擦拭，因為酒精為揮發性溶劑，可以將皮膚表面的油脂、

水分去除，以進一步確保測量品質。

9. 讓受測者平躺之後檢測，可取得更穩定的數值。

系統障礙排除

無法連接硬體

有時候會出現找不到檢測硬體的訊息，依照以下的檢測程序進行確認



只有三種可能將出現[找不到硬體]錯誤訊息： 

1. USB 檢測線沒有連接電腦：請將USB線連到電腦

2. USB Port 損壞或USB線損壞：請嘗試使用其他的 USB Port 或更換 USB 線材

3. 檢測硬體損壞，發生機率大約 1%，請直接與支援部門聯繫：

support@cloudtcm.com

校正濕棉球失敗

只有三種可能將出現校正濕棉球失敗錯誤訊息：

 棉球不夠濕，請加強濕棉球的水分，這是最常發生的一種現象。

1. 檢測棒損壞，發生機率不到1%，請直接與支援部門聯繫

2. 檢測Y型線損壞，由於此線材屬於耗材，請直接與支援部門聯繫以購買新的檢測

線：support@cloudtc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