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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学实验测量原理设计方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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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测量原理是实验的基础，其设计既遵循一定的原则，也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思想方法。
充分了解和掌握实验测量原理的基本设计方法，对学生实验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
义。结合物理学专业开设的基础性热学实验，从特点、出发点和常用思想方法等几个方面对热学实

验测量原理的设计进行深入阐述。研究结果可为热学设计性实验的开发、教学和学习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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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验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运用仪器、设备使各种物理现象直观呈现，进而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其

进行观察和测量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主要特点是具有可控性和可重复性。实验测量原理是实验的基础，为了

测定某个物理量，首先要根据基本的物理学概念、定理和定律，结合具体的物理过程和理想模型，给出待测

物理量与其它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式，后者一般是在实验中能直接测得的量，称为直接测量量。实验测量原理

设计的目的就是给出待测量的测量关系式及直接测量量的测量方法。热学实验测量原理的设计遵循一定的规

律，也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思想方法。充分了解和掌握实验测量原理的设计方法，对学生实验设计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物理实验设计的思想方法[1-2]、中学物理实验设计

思想方法[3-4]或者某一种设计思想方法的阐述[5-6]，专门针对大学热学实验设计方法方面的研究还很少。本文

结合物理学本科师范专业开设的基础热学实验，对热学实验测量原理的设计方法进行深入阐述，为热学实验

的开发、教学和学习提供有益参考。

1 热学实验测量原理设计的特点
热学实验以量热学、固体热膨胀、相变、气态变化、液体粘性及表面张力等热现象及其基本规律的验证

为主要研究内容。在物理学本科专业开设的基础热学实验中，主要是测量物质的某种热力学性质，如物质的

比热容、金属的线膨胀系数、水的比汽化热、液体的表面张力系数、流体的粘性系数、不良导体的导热系数

等。在遵循实验设计一般原则的同时，热学实验测量原理设计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第一，在热学实验中，

一般需要直接测量的基本物理量主要有温度、压强、长度、速度、质量、时间、力等，因此热学实验设计综

合性较强，主要围绕如何精确测量这些物理量展开。第二，在很多热学实验中，要求系统与环境是绝热的或

环境温度恒定不变，而这些严格的条件在通常的实验教学中都是难以完全满足的；另外，由于热量的传递需

要一定的时间，在测量液体或固体系统的温度时通常也难以满足系统处于热平衡态这一理想条件。这些因素

都会给测量结果带来较大的系统误差。所以，热学实验测量原理设计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如何减小系统误

差。

2 热学实验测量原理设计的出发点
2.1 从定义式出发

从待测物理量的定义式出发进行实验测量原理设计，是最直接、最便于应用的设计思路。例如，为了测

量物质比热容的大小，首先考虑比热容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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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温度 T、质量 m都可以直接测量，但热量 Q不可直接测量，之后的实验设计就是围绕如何测得 Q展开。

再如，对于稳定态的热传导情形，傅里叶定理的数学表达式中引入了热导系数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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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体的横截面积均匀且截面上各点温度梯度相同，如图 1所示，则该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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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稳态法测导热系数原理图

根据(3)式，为了测量λ，需要测量导体两端面的距离 h、横截面积 S以及两端面的温度 T1、T2，这些量是

可以直接测量得到的。由于热量是不能直接测量的量，进一步的实验测量原理设计就是围绕如何测得导热速

率∆Q/∆t展开[7]。

又如，金属线膨胀系数α的测量实验，测量原理设计的出发点是定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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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θ和 p分别表示金属棒的长度、温度和外界压强。焦耳热功当量 J的测量实验，测量原理设计的出发

点是定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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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8]。

2.2 从物理过程出发

从与待测物理量有关的某个物理过程出发推导出待测量的测量关系式，是实验测量原理设计的一种常用

方法。例如，准稳态法测导热系数和比热实验利用了自无限大不良导体平板两侧对称地施加热流密度而引发

的热传导过程，焦利氏称拉脱法测量液体的表面张力系数实验利用了准静态拉膜过程，落球法测量流体的粘

度系数实验利用了小球在流体中的匀速下落过程，测量空气的比热容比实验利用了大空气瓶细玻璃颈中小球

快速振动引起的瓶中空气的绝热膨胀过程等等。这些过程遵循某个力学、热力学定理或定律，从而可以列出

等式，推导出待测物理量的表达式。

在选取了待测物理量的定义式或利用某个与待测物理量有关的物理过程给出待测物理量的表达式后，接

下来的实验测量原理设计，主要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将式中的不可测量转换为可测量的直接测量量以及准确、

方便、快捷地测量出直接测量量。

3 热学实验测量原理设计的常用思想方法
在热学实验测量原理设计中，常用的思想方法主要有平衡法、转化法、比较法、放大法、等效替代法、

控制变量法以及补偿法等[1-2]。

3.1 转化法

在物理学中，对一些无形的、不可见的或不可直接测量的物理量，需要将其转换成可以显示表达或可以

直接测量的物理量进行间接地测量，这就是转化法的实验设计思想方法。例如，根据比热容定义式(1)测物质

比热容时，由于热量 Q是不可直接测量的量，通常的实验设计思想是借助一个已知比热容的物体，使其和待

测比热容的物质在绝热容器内进行热交换，根据热平衡原理

放吸 QQ  (6)

列方程，得到测量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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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将不可直接测量的热量 Q转化成两个物体的质量 m、m 测以及热交换过程引起的两个物体的温度变化

∆T、∆T 测等可测量。又如，在热学实验中常用的扩散硅压力传感器是将机械量转为电学量，温差电偶、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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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温度传感器 AD590是把热学量转换为电学量，焦利氏称则是把力的大小转换为弹簧的伸长量，等等。

3.2 平衡法

利用平衡状态测量待测物理量的方法，称为平衡法。例如，在混合法测定金属的比热容、水的比汽化热

以及电热法测热动当量等实验中，都利用了热学平衡原理，在拉脱法测液体表面张力系数σ、落球法测蓖麻

油的粘滞系数等实验中，都用到了力学平衡原理，等等。

3.3 比较法

比较法是物理的测量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方法。一是直接比较法。它是指将被测量与同类标准量具进行

比较而得到测量值的方法。例如，用天平测质量、用刻度尺测长度、用秒表测时间、用温度计测温度等。二

是对比实验法。设计物理实验时，利用对比实验，找出物理现象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从而揭示物理现象

的本质。例如，在冷却法测量金属比热容的实验中，使标准物体和待测物体的形状尺寸、表面状况都相同（如

涂层、色泽等），从而热交换系数、表面积都相同，于是当周围介质温度不变（即室温θ0恒定），两样品又

处于相同温度θ1=θ2=θ时，通过比较两物体冷却至相同温度时所用的时间∆t 测和∆t，即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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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放大法

进行物理实验设计时，在物理现象或待测物理量非常微小的情况下，常将物理现象或物理量按一定的规

律放大后再进行观测，这种实验设计思想方法称为放大法。

在“布朗运动”的实验中，由于难以观察到液体分子的运动状态，为达到清晰明了的实验效果，在实验设

计时通过放大法观察悬浮在液体上的花粉或其它各种不同的悬浮粒子，从而观察得到液体分子做永不停歇的

无规则运动。液体温度越高，悬浮粒子运动越快即说明液体分子运动越剧烈，布朗运动间接反映并证明了分

子的热运动，这类放大可称为模拟放大。又如，金属杆线膨胀系数的测量实验中，用千分尺的螺旋测微原理

或利用杠杆推动指针的角度放大原理来测量金属杆的微小伸长量。再如，实验中一些微小量的测量，如纸厚、

金属丝直径等，可先测得若干个数量之和，然后除以给定的个数，这类放大可称为叠加放大。

3.5 等效替代法

等效替代法是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等效是指不同的物理现象、模型、过程等，在物理意义、作用效果

或物理规律方面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而保证结论不变。等效的方法是在面对一个较为复杂的问

题时，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案或设想，而使它们所达到的效果完全相同，从而将问题化难为易，求得解决。

在导热系数测定实验中，关系式（3）中的∆Q/∆t代表待测物体的导热速率，是不能直接测量的量，如何

测得该值是实验测量原理设计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图 1中，热量是沿着圆柱形装置的轴线方向由上向

下传递，显然，达到稳定态时，根据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通过下铜盘向周围散发热量的散热速率应等于中

间待测物体轴向的导热速率[7]，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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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可以测量的，因此，可据此运用等效替代法，通过测量下铜盘在空气中的散热速率来测量中间待测物

的导热速率。

需要指出的是，在物理实验中，等效替代法和转换法都是将无法直接观察或测量的物理特征、过程和变

量转换成其它可观察和测量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但两种方法是不同的。就测量物理量来讲，等效替代法

中相互替代的两个量种类相同且大小相等，而转换法中的两个物理量有因果关系，并且性质往往发生了改变。

3.6 控制变量法

自然界中发生的各种物理现象都是由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实验设计时必须有逻辑地寻找出这些

量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些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性质不同，通常将这些量分为：自变量、因变量和独立变量。

自变量是在实验过程中要对其进行实际测量的量。因变量指因为自变量或实验环境的变化而导致某些量随之

发生改变的量。独立变量，即一个量改变不会引起除因变量以外的其他量改变。物理学中对于多因素（多变

量）的问题，常常采用控制因素（变量）的方法，即把多因素的问题变成多个单因素的问题。每一次只改变

其中的某一个因素，控制其余几个因素不变，从而研究被改变的这个因素对事物的影响。对各因素分别加以

研究，最后再综合解决。无关因素是在实验中不应该涉及到的无关量，但如果实验时不对无关量进行控制，

会大大地影响实验的有效性、准确性。因此在实验设计中应该对此量进行把握，尽量将其影响力控制到最低。

根据研究目的，采用控制变量法对影响事物变化规律的因素加以人为控制，只改变某个量的大小，从而观察

http://www.so.com/s?q=%E7%89%A9%E7%90%86%E7%8E%B0%E8%B1%A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8%A1%E5%9E%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9%8B%E9%97%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B%93%E8%AE%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9%A9%E7%90%86%E5%AE%9E%E9%AA%8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9%A9%E7%90%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9%B9%E5%BE%8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F%87%E7%A8%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9%A9%E7%90%86%E9%87%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98%E9%87%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98%E9%87%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B%A0%E6%9E%9C%E5%85%B3%E7%B3%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0%A7%E8%B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4

得出相应的物理结论。该方法是一种最常用的、非常有效的探索客观物理规律的科学方法。如考查液体表面

张力系数随温度、浓度、种类等的变化规律，以及实验误差来源因素等探究性实验的设计中，都要使用控制

变量法。

3.7 补偿法

在物理实验的测量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可能会使原有测量状态受到影响。补偿法就是制造另

一种因素去补偿不合理因素的影响，使这种影响减弱或对测量无影响。补偿法大多用在补偿测量和补偿校正

系统误差两个方面，在测量中是一种常用的精密测量方法。

例如，在混合法测量物质比热容、熔解热、汽化热或电热法测量焦耳热功当量的实验中，通常都要把待

测物质放入量热杯中，将进行热交换的实验系统作为一个理想的绝热系统来处理。但实际上，由于绝热条件

难以满足，实验系统和环境交换热量难以避免，使得高温物体释放的热量不严格等于低温物体吸收的热量。

对于实验系统的初、终态温度便于把控的情况，由此产生的系统误差可以采用冷热补偿法进行修正[5-6]。下面

以实验系统的降温过程为例对冷热补偿法原理进行说明。

假设开始时向量热器内杯加入比环境温度高的水，水、量热器内杯、搅拌器等构成热交换系统的高温系

统，初温为 T1，然后将温度低于室温θ的低温系统（如冰块）与水混合，热交换过程完成后系统终温为 T2，
低于室温θ。在此过程中，水温 T随时间 t的变化曲线示意图如图 2所示。

图 2 冷热补偿法原理

t1至 tθ(对应着初温 T1至θ)时间内，T－θ＞0，实验系统散热，对应于图 2中面积 S1。根据牛顿冷却定律，

这段时间系统散失的热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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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θ至 t2(对应θ至 T2)时间内，T－θ＜0，实验系统吸热，对应图 2中面积 S2，这段时间系统吸收的热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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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0)，(11)两式可知，系统散热、吸热的多少分别与面积 S1，S2成正比。若 S1≈S2，系统吸热和散热就可以

相互抵消。实际操作中，在对实验精确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常取 T1－θ=θ－T2来进行近似修正。必须明确

指出的是，(10)和(11)两式只是在 T与θ较为接近的情况下才成立，因此加入冰块质量与高温的选定尤为关键。

4 结束语
物理实验设计具有高度的综合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加强物理实验设计思想方法的探索和教学，提高学

生实验设计能力，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本文结合本科物理学专业开设的基础热学实验，深入阐

述了热学实验测量原理设计的基本思想方法，这些方法在力、电、光等物理学科的实验设计中也有广泛的应

用，值得在今后的普通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中做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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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Measurement Principle in Therm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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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principle is the foundation of experiment, and its design not only follows
certain principles, but also contains abundant scientific ideas and method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asic design of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principl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xperimental desig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thermal experiment of physics major, the
design of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 is expound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starting point and common thinking
method.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thermal designing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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