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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热力学温度是一切温度测量(包括国际实用温标)的基准，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基本的温度。声学温度计

足测量中低温区热力学温度精度最高的肯法之一，也是定容理想气体温度}r最有效的替代力法之一。综述了声学

温爱计i》|；}量热力学温度的研究进展，分析T目前建立声学温霞计散最主要方法一球共鸣声学法的浏量原理殛其进

展．并对声学温度计的未束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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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尔文勋爵于1848年首先提出把温度数值与

可逆理想热机的效率相联系，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米定义温度的数值，得到温度定义与物质性质无关，

即为热力学温度。它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基本的温

度，也是制定国际实用温标的基础。

准确测量热力学温度是_卜分精细而且复杂的工

作，目前争世界只有少数儿个国家的计。量科学院和

实验室具备这样的条件。测_景热力学温度的温度计

主要有定容理想气体温度计、声学温度计、噪声温度

计、全辐射温度计等，其中声学温度汁是当前最准确

的热力学温度汁，不仅能做相对法测鼍热力学温度，

也能利用绝对法—【作方式来准确测量定义国际计量

单位升尔文所需的玻耳兹曼常数。

鉴于热力学温度测量对制定国际温标和玻耳兹

曼常数测量对定义温度单位开尔文的重要性，国际

计量局(BIPM)要求有能力开展热力学温度方面研

究的实验室，要开展测量玻耳兹曼常数和热力学温

度的研究，为下一步定义温度申位jI：尔文和制定新

的同际温标提供数据支持。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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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建立声学温度计来测鼍玻耳兹曼常数和热力学

温度方面的研究，本文也由此刚颐和分析了声学黼

度计的测量原理、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2基本原理

卢学温度计主要是通过精确测最在封闭砼体内

声波的传递傩质来测量热力学温度的方法。在某种

气体介质t}J'南于声波速度较快，热量来不及向外界

传递，因而可视为绝热过程，卢波的速度可以由下式

表示：

c2=㈢。一，2㈢； (1)

式中：c为声速，Ill-s；P为压力，Pa；P为密度，kg·

m；口为比容，m3·kg～；s为熵，J．nlo】～·K～。

剐于实际气体的状态，可用维啦方程表示成如

下的形式：

P=R。r(p+印2+cP3+⋯) (2)

式中：口为第二维里系数，m3·tool～；C为第三维里

系数，廿·tool～，它们都是温度r的函数。R。为通

用气体常数，J·mol‘。·K。

结合式(1)和(2)可得到实际气体声速表达式如

下：

C2：掣[，+等≥+锵hP川2—j『一【1+]矛≯+静 +⋯J

(3)

．1j=中：A．(r)和4：(r)分别为第：和第三声学维里

系数，学位分别为m3·kg“和矗·b·Pa一，它们都

与维里系数有着密切的关系，7。为理想气体的绝热

指数，M为分子量，g·mol。

在实验中，如果能够测量物质在同一温度不同

压力F的声速，然后就每条等温线按多项式的形式

进行拟合：

c2=co十clp+172P2+‘·‘ (4)

式中：‰、c。和c2为拟合系数。

比较式(3)和(4)等式右边的系数可得；

兰曼M』：。。 (5)～。u ⋯

R。：≯M可1 c。 (6)

由分子运动论可知，单原子分子气体的绝热指

数的精确值为yo=5／3，只要能精确地知道村、，和

c。就能确定通用气体常数R。，从而进一步确定玻耳

兹曼常数^。。利用式(5)还可以绝对地确定热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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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这种方法也是日前国际上测量通用气体常数

最为常用的方法，测量精度也最高。如果同时测量

两个温度下单原子气体的声速，则由式(6)可以得

到：

cf}，1 Tl ⋯
_-=下 L／J
00 2 1 2

如果我们选择水三帽点做参考点，则可由上式

崩相对法米测量热力学温度。

3研究进展

3．1测量方法

声学温度计因为测量声速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主要分为变程和定程两种。在早期主要以圆柱肜变

程干涉法为主，这种方法在封闭腔体内安装两块平

行板，在甲板上分别安装发射和接收声波信号的换

能器，发射端同定，接收端叫以移动来接收信号，但

是这种方法测量精度比较低，需要修正位移带来的

偏差。

定程法是通过测最固定腔体内稳定的十涉波信

号从而得到声速的--}t'测量方法，避免j，变程干涉

法中位移的测量偏差。这也是日前建立声学温度计

最为常用的方法。

1894年，Rayleigh⋯就得到了理想状态下不同形

状内的波动方程的精确解，但足婴在实际中』、t用还

需要一定的非理想因素修正。

1973年，Cdclough”3证明球共鸣声学法比圆杵

形的测量声速的精度更高，这也为后来建立定程的

球共鸣法奠定了基础。1978年，Mehl口1对共振驻波

的测量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些用于表述驻

波频率信号的线性和非线性数值算法，其算法能够

很精确地再现测量的背景信号、声波频率和宽度。

1979年，Moldove，41详细阐述r球共呜声学法研

究材料热物性的相关理论和相应测量系统的误差理

论，使球共鸣声学法建立声学温度讣越来越接近实

际。1982年，Moldove，“进一步建立了球共鸣器，在

测量的准确度上有很大的提高，这就使得利用球其

呜声学法建直声学温度计成为了可能。Mehl“7o对

球体加工时的非理想性对测量径向和非径向频率的

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给出了柏应的计算公式。

如果球体半径加工能到20脚，则对频率的影响非
常小。对(o，2)相位的频率影响只有0．7×10～．对

(0，3)到(0，6)相位的影响都小于0．1×10。

1986年，Moidoyer 83进一步总结了8种非理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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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和修止方程，包括热边界层影

响、粘度边界层影响、主体能量耗散、壳体和气体振

动的耦合、球壳L的，I|：孔、非理想球形、上下半球的

结合缝和内部表面的粗糙度，进一步完善r球共鸣

声学法的测茸理论，奠定了后来声学温度计测量的

理论模型。Ewing”1对热边界层的影响进行r详细

的探讨，并由此修正_厂氩气在273 16 K r的不同压

力r的声速，取得r不错的效果。

Mehl和Moldover““提出用声波和微波在球形腔

体的共振频率米测量声速和光速比，从而可以提高

测量声速、热力学温度的精度，并从理论上分析了用

微波替代水银测量球体特性尺寸的可能性。

1988年，Moldover““在肼"Rev Lett杂忐上报

道了他用建成的声学温度计测量通用气体常数R

=8．314 471±0 000 014 J·mo]-K。1(1．7×10 6)、

玻耳经曼常数^。=(1．380 651 3±0．000 002 5)x

10“J·K。1(I．8 X10“)和斯蒂芬一玻耳兹曼常数D

=(5．670399±0．000038)×10～W-tn～-K“(6．8×

10“)的结果，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精确的测量结

果。“。随后Moldover““义详细给m了其测量基本物

理常数的完整过程，其球共鸣腔如图1所示。

图1球形共鸣腔示意幽”

他还进一步由此测量了镓二相点的热山学温

度⋯1，取得了非常精确的结果。他在确定球体半释

时，是用水银测球体体积的方法确定的，测量体积的

不确定度要小于0 8×10。Ewing‘151和Moldover。1

也提出利用微波技术来测量球体的半径和体积，为

声学温度计向更高精度方ffif发展给出r方向，

跏，Ⅻ_15还刖微波在球腔tp的共振来实际洲罱r在

小同温度F球体体积的热膨胀，其结果与水银测鼍

的结果取得了一致，并指出用微波测量球体体积的

不确定度为30×10．还有进+步提高的可能。在

2000年，Ewing⋯在英国也建立了套声学温度计

装置，测量半径利用的就是微波。但是对于球体而

言，微波在某几个相位是重叠的，这也给微波测量球

体特性方面的应用带来的障碍。

N[ST的Pdpple口”等人进一步设汁的新的传声

器，扩展了其声学温度计的测量范围。MoIdove√”1

进·步提出了一种准球形的方法，用一个近似椭球

的共鸣器来替代原有的球体，这样不仪可以很容易

地分开所需相位的微波，而且对声波的测鼍也有很

大的改进。2006年，Pitre和Moldovero。利用这个思

想建立了相应的声学温度汁装置，图2给出了他们

没计的准球形的形状，也是山r F两部分组成，但是

在赤道和巾问部分多了两个圆柱带，圆柱带分别与

球壳相切。在形状1．来沈就是4个四分之一的球壳

分别嵌入到两个圆柱环中。这样的设计可以很容易

分丌不同相位的微波，而且可以避开测量球体特性

尺寸的麻烦，在测量热力学温度时H需要确定卢波

和微波频率的比率就可以得到。

图2准球形共鸣腔示意图“9

3 2测量的数据

精确的热力学温度的数据是人们}人识物质客观

世界的基础，也是建立新国际温标的基础。毕竟测

量热力学温度是一项非常繁琐和十分精细的工作，

到日前为止，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达国家的计

量标准实验室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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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mb2“首先提H{了用圆柱形共鸣腔建市声学

温度计的想法，山声波的波长来确定声速。

Colc]ough4_干4用圆柱形共鸣腔建立r一套声学温度
计装置，并测量了4．2～20 K的热力学温度，其小确

定度为1～4 mK。Colclough也利用这套装置测量水

j相点下的声速，并由此测得通用气体常数R。利

用球共鸣声学法建立声学温度计来测量热力学温度

首先是从美国NIST J『：始的，Moldove，”’“J在1988年

用一个3 L的不锈钢共鸣器重新测量了通IRj气体常

数R和玻耳兹曼常数k。，其测量不确定度达到1．7

×10～，所用的T质为氲，共鸣器的内径大约为178

rfml，外径大约为216 m。他还进一步测量了镓三
相点热力学温度。

1999年，Moldover∞1测量r在217，234，253，293

和303 K附近的热力学温度，他用微波技术测量了

球共鸣腔的体积膨胀，在测量时用微波的发生和接

收|』替换声波的发生和接收rl，单独测量其体积膨

胀的变化。

英国的Ewing和TruslerL”1建立的声学温度计的

共鸣腔所用的材料是锚，球壳内径约为80 nlnl，厚度

为10 Enin，他们测量了，=90～300K之问的热力学

温度，所用的恒温槽在30 min内稳定性为±0 2

mK，在24小时内为±2 mK，所用的声学换能器为月

行设计的电容式传声器。

2003年，Slmuse”J对NIST原有的声学温度汁的

球共鸣腔进行了改进，重新设计了声学换能器，提高

了其工作的温度范围，并把声波和微波的发生器和

接收器同时装于球共呜腔上，能同时测罱声波和微

波的共振，球体体{{}{约为3 L，他由此测量了273 K

到505 K的热力学温度，最大的不确定度为3 nrK。

2004年，意大利计量院(IMGC)的Benedetto∽1等

建立了一个不锈钢的球共鸣腔，体积大概在3 L左

右，测量了从汞三相点到380 K间的热力学温度。

他的球共鸣腔的声波和微波的发牛器及接收器都在

一起，与Moldover在1988年的设计一样。实验前先

独立测量球体的体积膨胀特性，然后再测量声波的

速度以获得热力学温度值。珊GC所用的恒温槽能

在室温到200℃范同内使稳定性达到±0 5 mK。

2006年，NIST的Pitre等人!”l建立了一个铜的

准球形共鸣器，内径约为100 mill，外径为120 nm。

球共鸣腔r有6个开孔，两个用于声波的测革，两个

用于微波的测量，一个用于充入气体，一个用于放
气。并测量了低温下的7 K到273 K的热力学温

度，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表1总结rj丘年来不同机构用球共鸣声学法测

量热力学温度结粜，其中d一为测量热力学温度的
最大偏差，图3给出r热力学温度和ITS一90温标

问的差别，其中z0为水i相点温度。

表1不同机构测量热力学温度总结

3 3最新研究方向

声学温度计测量玻耳兹曼常数和热力学温度具

有最高的精度oJ，表2总结了不同基准温度的温度

计测量玻耳兹曼常数的现有精度和到2011年的预

期精度。但是定义温度单位开尔文需要玻耳兹曼常

数测鼍精度达到0．1×10“(日前足l 7 X10“【l“)，

因此目前在国际计量局(BIPM)已经正式建立了讨

论小组定期讨论声学温度计以及测量玻耳兹曼常数

的研究进展，各个国家都致力于在2011年以前把声

学温度计测量玻耳兹曼常数的精度提高到1 x

10。Moldover”7总结了他在1988年测量的玻耳兹

曼常数的结果，并提出了在体积测量、温度测萤、氩

气纯度和理想气体声速方面进行改进，在2008年前

町以把测量精度提高到0．97×lO一，他还进一步讨

论了用准球形测量玻耳兹曼常数的可能性⋯。意

大利计量院的Marcarino“也总结了在恒温槽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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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x’-t2]报道』，其测量玻耳兹曼常数的进展和讨论

了球体定位对测黾精度的影响。法国的Pitre”3对

测量球体体积的3种方法(微波、坐标测量仪和正十

三烷)进行了讨论。对十一个0．5 L的准球形，微波

测帚体积最高可达3×10，用正l三烷测量最高

可达到2×10～。要把玻耳兹曼常数的测龟精度提

高一个数量级，最主要狂于对于温度测昔、恒温控制

和体积测量这儿个力而。这也是日前符"NN家计量

院研究的重点方向。

，}i。"NISTO NIST闽1999) } +十+a9 r ( | f ++
△

s}l：M盯NIST㈣(200筇6){ {。++。l }审 l f△。

《3}{：器黑l i筠t l l+呲c鲫㈣} i+。
辛。砖二———生～]__一——～
包3} 飞 。妒}

：[ 鼍猡即々 {，k
．12 L——————上———L——J———L—2二L——』———L——J

o ∞ 1∞
"o∞_，P

300 350 400 韩。

圈3热力学温度与ITS一90间差别

轰2不同测量跛耳兹曼常数的不确定度总结 x10≈

4结论和展望

声学温度计是测量玻耳兹曼常数和热力学温度

的最为精确的方法之一，随着对热力学温度测量水

平要求的提高，利用准球形的共鸣腔柬测量热力学

温度，尤其是测量玻耳兹曼常数已经成为计量学的

研究热点和难点。利用准球形共鸣腔来建立声学温

度计来测鼍基本物理常数和热力学温度也足tp国汁

量科学研究院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之。

[参考文献]

。1]Rayleigh J W S Theory of S3ural[M]New York：Dover，

1894

’2] Colclough A R Systemaha：erfl)[3 ha pfimary acoustw mer

mometrvinthe range
2 K一20 K[J]胁№6础，1973，9：

75—98

[3]Mehl J B Atmlysis of mⅫⅢme standing⋯e m㈣一
ments[J]JAconst SocAm，1978，64(5)：1523～1525

『4]Maidowr M R，Waxmml M，Greenspon M Spherical aEOLIS

tic l}Fa3llatorg for temperahtre and them*ophysical properly

measuremems[J]H／gh Temp—High Press，1979，11：75

～85

『5]Miqueu C．Mcndiboure B，Graciaa C，Laclmise J Modelling

打the surface tension of binary and ternm)'nfixtures with lhe

gradient theoⅣof fluid integaces!J]Fluid Plunge Equilib—

ria，2004，218：189—203

『6]Mehl J B Acoustic m∞∞Ⅲfiequencies ofdeformed sph,Ⅲ一

cal㈣am：J]，Acoust sDcAm，1982，71(5)：1109～

1113

。7]Mehl JB AcOusIic re80nan∞frequenciesof deformed spheri—

nal resonatorsⅡ[J]J，Acoust跏Am，1986，79(2)：278
～285

r8]MoldoverMR，Mehl J B、Greemf“nM Gas—filleA spheri—

cal Iesonators：Theory and experiment：J]J Acoust融

Am，1986，79(2)：253～272

[9]Ewing M B，IucGls．shan M L，Tmsler J P M—The tempera。

tore—jump effect and the theory of the themral boundary

lmr for a 8pherkⅫd resonator驯of sound in argon at

273 16 K[J]Metrdogin，1986，22：93—102

[10]Me}11 J B，Maldover M R Measurement of the ratio of the

8lx：'ed of∞andtothe speed oflight[J]．PhysRexA，1986，

34(4)：3341—3344．『11]Moldo㈣M R Tnu,ler J P M，Fm'ards T J，MeN J B，

Davis R S．Me．asmement ofthe universal g∞cotl!sLm／tRmi“g

a曲erical acot]slJc r～[1ator[J]Phys胁肪f，1988，60

(4)：249～252．

f12]Molar P J，Taylor B N CODATA r#oI|lmmend values of tile

fundamental physical consimtis：2(iff2[J]脑，Mod确”

2005．77(1)：101—107

『13]Moldover M R，Trusler J P M，Edwards|r J，Mehl J B，

DavHR S Measm'ementofthe univers—gas constantR using

a g曲㈣al acoustic Tesonam[J]，Res Ngll Bur鼬d，

1988．93(2)：85—144．

『141 Moldover M R，1"hiderJ P M Accurate acotmtic thetanome一

”I：thetriple point of gallium[J]．胍∞垤面，1988，25：

  万方数据



6 计 量 学 报 2057年9月

165—187

115]EwesM B，Mdfi J B，MoldoverM R，Ttusler J PM№-

crowave measurements of the thcmud exFlansion of a sphedca2

㈨ity[J]．Metro咖，1988，25：211～219
[16 J Moldover M R Acoustic and microwave m∞rⅫm applied

∞measuring the gas constant and the thermodylmaic temper-

atm[J]1EEE TranshzstnonMaze，1989，38(2)：217～

224

I 17]E)dng M B，Tmsler J P M PI嘶acoustic thermometry

between 71=90 K and T=300 K[J]JChem Tbemzo@n，

2000．32：1229～1255

l 18 J Ripple D c．Defiba,01 D R，Mol&wer M R．Slwuse G F

Techniques for pfinmI，"acoustic thermometry to 800 K[A]

Ripple D C，Temperature：Its Measuremeca and Control in

Science arm Industry．8th IIlteHHⅡond Temperature Sympos—

iurn[C]，Chicago：AIP，2002，25—30

119J Mehl J B，Mddov日MR，PitreL脑1删quasi—spher-
ical resonators for acoustic thermometly[J]Metrofog／a，

2004，41：295～304

【20j PiIre L Moldover M R，Tew W L-Acoustic thermometr',：

nwm池from 273 K to 77 K and progress towards 4 K

【J]．Metcologia，2006，43：142—162

121 J Plumb H H，Ca【aland G Acouaical lhellllOnleter and the

mtioIml bureau 08 standards provisional tempemtme scale 2—

20(1965)[I]．Ma,dogh，1966，2：127—139

[22]Colclough AR Low脚l。cy acattstic thermome竹in the

range 4．2 K一20Kwithimp]ieatiomforthe value of‰学
constant[J]胁聊跏London，1979，AM5：349—
370．

【23 J Moldover M R，Boyes
S J，Meyer C W，Goodwin A R H．

Thennodynmnic tertrpomtwes of the mde points of mercury

and galliⅧandintheinterval 217 Kto 303 K[J]，鼢
NodInst Stand Technol，1999．104(1)：11～45

【24j Stmuse G F，Defibau曲D R，Moldover M R，碰刚e D c．

rIogre衢in pn瑚8工y acoustic thermometry at NIST：273 K to

505 K[A]Ripple D c，Temperatm℃：Its measurement and

eomrt)l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c]，New York：船，
2003

125 J Benedetto G，camo∞R M，Spagnolo R，Matearlno P，

Medone A Acoustic measmements of the menIlodv∞|l】io

temperature betwccn the triple point of mercury and 380 K

lJ J．Metrologia，2004，41：74～98

126]Fellmuth B。Gmser C，Fisher J Detemfilmfion ofthe Bdtz—

lllanil constant—status and prospects[J]Meas Sci Techml，

2006，17：R145一RJ59．

[27]Moldover M R．Acoustic determination of the BoltⅫ
COILsIaII[at NIST in 1988[A]．Workshop on methods for tlf!w

determmatimrs of the Boltmtatm constaql[C]Berhn：PTB，
2005

128 J Moldover M R Can㈣IlrB the B0lt口u锄conmam l“一

jl】gⅢ∞capacitors aiM／or qu,asi—spheres?[A]Workshop
on progress in detem,ining the／3dtnnatm eonstmlt[c]B*

lin：P'I'B，2()06

[29] Marcarmo P Acotlsfic／micmwave d咖H面枷oⅡ0f the山一

ver&ai gas constant R at IEN／IMGC(INRIM)Past 1：

Prioress in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measm-ements[A]

WnTkshop“progress in determining the Boltmmnn consmnt

[C]．Berlin：P／'B，2005

【30J Gavioeo R M Acc¨sfic，microwave deteminmfion of the unl．

versal gas constant R at IEN／IMGC(INRIM)．Part 2：

h停％in acoustic and microwave rrmasurements[A]

Workshop G13
progress

in determinirlg the Boltmmn eOllStallt

lC]．Berlin：[rib．2005．

131 J GaviosoRM Current progress ofHn exl3ectmentforⅡ"de-

tennimtfon of the gas constant R at蚴[A]WbrkshOp
on progress in detemfitfing the BoltmⅡarm colmtant[C]Bet．

h：IrfB．2006．

132J Merlol_le A Experiment for the detcmfina]ion 0fthe gas{3011-

slant R at矾R咖[A]．Workshop tin
pmgms8 in determir,mg

the BoltzmaJm constant[C]Berlin：PrB，2006

133 J Pitre L，Sparasei F，Richard A，Guiaavarch C New deter-

minafion of the Bo|tmaeam COIISLaDX“th a11 improved aeous]ic

method：towardm definition of the Kelvin[A]Work．

shop on progress in deklⅫ面i g the Boltmmral corlstmlt[c]

Bexlin：PIB．2006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