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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质的热容测试对热分析数据有着重要影响，也是物质本身固有属性的重要表征特性，因此热容的测定得
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本文通过介绍连续测试热容法、阶梯测试热容法、液体热容测试法和滴落测试热容法等多
种热容测试方法，展示了热容测试技术的发展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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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s 的样品。每次试验都使用程序控温模式，以恒
定加热速率β从初始温度 Ti 加热至终止温度 Tf，如
图 1 所示，计算公式如下：

定义

在热分析领域，物质的热容会对测量结果有很
大影响，尤其涉及到物态变化时，热量计算不能
直接用 Q=cmΔt，因为不同物质的热容一般不同，
发生物态变化后，物质的热容也会发生变化。尤
其是在安全领域和新物质研究领域，有时必须得到
物质的热容，而物质的热容测试是一项很复杂的技
术，容易受到各种实验因素的影响。

 H 
 。
 T  P

样品的热容定义为： Cp  

如果根据单位摩尔的样品计算其热容，则称为
“摩尔热容”，其数值单位为 J mol-1 K-1。
如果根据单位质量的样品计算其热容，例如以
每克的样品计算热容，则称为“质量热容”
，其数值
-1 -1
单位为 J g K 。
如果根据单位体积的样品计算其热容，例如以
毫升的样品计算热容，则称为“体积热容”
，其数值
-1
-1
单位为 J mL K 。
这三种不同的方式都可以用于表示热容，以下
我们就连续测试法、阶梯测试法和滴落测试法分别
来介绍热容的测试方法。前两种方法适用于固体和
液体的热容测量，滴落测试法仅适用于固体热容测
量，液体热容测试法在其后也会有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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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连续测试法

Cp 

As  Ab
ms  

式中，Cp 单位为 J g-1 K-1， As 和Ab 单位为 W，

ms 单位为 g，β单位为 K s-1。
注意：曲线必须要有足够长的恒温阶段，使得
程序升温前和升温后得到稳定的信号。

连续测试法

2.1 利用卡尔维式焦耳效应的仪器校准法
连续测试法仅可用于使用焦耳效应进行校准的
仪器，如 C80，HT1000，BT2.15，Alexsys，MicroDSC
III 以及 MicroDSC VII。
这一测试方法需要样品池和参比池这 2 个测试
池运行 2 次实验。第 1 次实验时使用两个空测试池
进行空白基线实验，第 2 次测试时样品池放入质量

（1）

图 2 焦耳校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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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用标准物质的仪器校准法

Jun. , 2010

2.3 曲线校正

图 3 利用标准物质的连续测试法

图 5 曲线校正

另一类仪器，如 DSC131，multi-HTC 和平板
DSC 等通常采用标准物质的熔融进行校准。这种校
准方式适用于熔融或相变等热反应，但是对于 Cp
测量来说这种校准方法的准确率太低。在这种情况
下进行 Cp 测量，则必须用已知比热的标准物质进
行校准。
这种校准方法需要样品坩埚和参比坩埚 2 个坩
埚来进行 3 次实验。第 1 次实验用两个空坩埚做，
即空白实验，第 2 次实验时样品坩埚放入质量为 ms
的样品，第 3 次实验时放入已知 Cp 的校准物质，
质量为 mc。每次实验都采用程序升温模式，以恒定
加热速率β从初始温度 Ti 加热至终止温度 Tf，如图
3 所示。

实际实验中，曲线的恒温段通常不会像图 1 和
图 3 中那样理想，即 Ti 和 Tf 都是零。因为这个原因，
操作软件中的 Cp 测量模块包含对实验曲线的初步
校正，根据相应的差值 A-A’代替原始数据 A，可以
用于处理样品空白基线，如图 5 所示，之后再将得
到的相关数据代入公式 2。

3

阶梯测试法

该方法需要更长的实验时间，但可以得到更加
准确的实验数据。

3.1 利用卡尔维式焦耳效应的仪器校准法

Ab，As 和 Ac 分别代表空白实验数据、样品实
验数据和已知 Cp 的校准物质的实验数据，则热容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Cp  Cpc 

mc  ( As  Ab )
ms  ( Ac  Ab )

（2）

式中， Cp 和 Cp c 单位为 J g-1 K-1，Ab，As 和
Ac 单位为μV， ms 和 mc 单位为 g。
注意：1）加热速率对热容测量的结果没有影响，
因为三次实验中使用了相同的加热速率。2）每一次
实验都要进行校准，以便得到需要代入公式的相关
数据，标定方法将于 2.3 介绍。3）必须要有足够长
的恒温阶段，使得程序升温前和升温后得到稳定的
信号。

图 4 参比坩埚和样品坩埚

图 6 阶梯测试法

该测试法可用于使用焦耳效应进行校准的仪
器，如 C80，HT1000，BT2.15，Alexsys，MicroDSC
III 以及 MicroDSC VII。
这一测试方法需要样品池和参比池这 2 个测试
池运行 2 次实验。第 1 次实验时使用两个空测试池
进行空白基线实验，第 2 次测试时样品池放入质量
为 ms 的样品。
每次实验以恒定加热速率β连续升高固定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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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ΔT），在每次升高ΔT 之后，等待一段时间，
使得得到的信号稳定，如图 6。每段曲线都表现出
连续升温，并且可以利用软件自动积分，将于 3.3
详述。
Qb 和 Qs 分别为空白试验和样品实验测量到的

Qs  Qb
ms  T

Cp  Cp c 

mc  (Qs  Qb )
ms  (Qc  Qb )

式中， Cp 单位为 J g-1 K-1，Qb，Qs 和 Qc 单位
为μV s， ms 和 mc 单位为 g。
注意：ΔT 对热容测量的结果没有影响，因为
三次实验中使用了相同的升温值。

热量（mJ）
，热容的平均值 C p 为：

Cp 

Jun. , 2010

（3）

式中，Cp 单位为 J g-1 K-1，Qb 和 Qs 单位为 J，

ms 单位为 g，ΔT 单位为 K。
3.2 利用标准物质的仪器校准法
另一类仪器，如 DSC131，multi-HTC 和平板
DSC 等通常采用标准物质的熔融进行校准。这种校
准方式适用于熔融或相变等热反应，但是对于 Cp
测量来说这种校准方法的准确率太低。在这种情况
下进行 Cp 测量，则必须用已知比热的标准物质进
行校准。

图 8 Labsys 专利 Cp 测量杆

3.3 曲线积分

图 7 利用标准物质的阶梯测试法

这种情况下，测试方法需要用样品坩埚和参比
坩埚 2 个坩埚进行 3 次实验。第 1 次实验用两个空
坩埚做，即空白实验，第 2 次实验时样品坩埚放入
质量为 ms 的样品，第 3 次实验时放入已知 Cpc 的
校准物质，质量为 mc。每次实验都采用阶段升温模
式，以恒定加热速率β升高ΔT 的温度。每次升温
结束后，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使得信号稳定，如图 7。
每段曲线都表现出阶段升温，并且可以利用软件自
动积分，将于 3.3 详述。
Qb，Qs 和 Qc 分别代表空白实验数据、样品实
验数据和已知 Cp 的校准物质的实验数据，则阶段
温升的平均热容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图 9 曲线积分

阶梯测试法测定热容需要对热流曲线进行积
分。通常来说，每一个不同阶梯温度如 Ti 和 Tf，它
们的稳定升温热流信号是不同的，考虑到这些不同，
两个连续的恒定温度间选用直线基线进行积分，如
图 9 所示。如果温度 Tf 是个恒定值，那么这个基线
可以选用水平基线。

4

液体热容

4.1 液体比热
液体比热荣可以通过之前描述的所有方法进行

第1卷 第2期

Vol. 1 No. 2

2010 年 6 月

比热测试技术

测试，但实验必须使用密封性极好地密闭反应池。
只有这样，对实验数据的分析才能够不受液体蒸汽
的影响。出于这种考虑，液体的汽化通常被忽略不
计，也可以在已知蒸发热和蒸发压力的情况下，采
取修正蒸发因子的方式减少影响。

4.2 液体体积热容
为了避免样品池内液体蒸汽压的影响，塞塔拉
姆为 C80、BT2.15 和 MicroDSC III 特别设计了“液
体比热测量池”
，可以通过管子和注射器使样品池充
满液体，从而测定液体体积热容。
为了得到更好的准确度，我们推荐采用阶梯测
试法进行热容测试，当样品池容积的准确度不高时，
阶梯测试法可作为标准测试法使用。
液体的阶梯测试法需要用样品池和参比池 2 个
池子进行 3 次实验。第 1 次是使用两个空池子做空
白实验，第 2 次在样品池中装好试样，第 3 次则在
样品池中装好已知体积热容为 Cpvc 的标准样品。
每次实验都采用恒定的加热速率β升高 ΔT 的
温度，每次升温后，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以得到稳定
的信号，如图 6 所示。每段曲线都表现出阶段升温，
并且可以利用软件自动积分，参看 3.3。
Qb，Qs 和 Qc 分别代表空白实验数据、样品实
验数据和已知 Cpv 的校准物质的实验数据，则阶段
温升的平均体积热容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Cpv  Cpvc 

Qs  Qb
Qc  Q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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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落测试法

滴落测试法仅可用于 Alexsys 和 multi-HTC，因
为只有这两款仪器配备有特殊的样品导入装置。
将质量为 m1 的样品通过温度为 T0 的样品导入
器丢入温度为 T1 的量热仪中，量热仪会记录下热流
峰值数据并根据以下公式进行积分计算：
T1

T1

T0

T0

H 1   m1C p dT  m1  C p dT
取质量为 m2 的同种样品，同样通过温度为 T0
的样品导入器丢入温度为 T2 的量热仪中，量热仪将
会记录下热流峰值数据并根据以下公式进行积分计
算：
T2

T2

T0

T0

H 2   m2 C p dT  m2  C p dT
根据其差值，我们可以利用下式计算出 T1 至
T2 温度区间样品的平均热容：

H
H 
1
C p   2  1  
 m2 m1  T2  T1
式中， Cp 单位为 J g-1 K-1，H1 和 H2 单位为 J，

m1 和 m 2 单位为 g，T1 和 T2 单位为 K。
在滴落测试法中，量热仪通常采用滴落已知热
容的标准物质进行标定。
注意：滴落测试法还可用于测定两种物质相互
作用的放热情况。

式中，Cpvc 单位为 J g-1 K-1，Qb，Qs 和 Qc 单位
为μV s
注意：1）ΔT 对热容测量的结果没有影响，因
为三次实验中使用了相同的升温值。2）液体的体积
热容需要除以它自身的密度，才能得到相应的比热
容。

图 11 滴落测试量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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