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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氩气等单原子气体的折射率，是检验量子力学从头算理论的重要参数。基于圆柱微波谐振法，精确测量

了２３４～３０３Ｋ、０～７５０ｋＰａ范围内氩气的折射率。测量了圆柱腔内不同压力下４种横磁 （ＴＭ）模式的微波谐振频
率，对谐振频率进行非理想因素修正后，结合真空下的微波谐振频率获得氩气的折射率。圆柱腔内微波谐振频率

测量不确定度为２×１０－８，４种模式获得的氩气折射率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１×１０－６。通过氩气的折射率计算获得
了氩气的第一介电维里系数，与国际上已发表的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基于建立的实验系统，后续可开展其他

气体的折射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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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气体折射率是表征物质光学特性的基本物理

量，是气体成分和密度的函数。在计量领域，利用气

体折射率可开展玻尔兹曼常数测量、热力学温度测

量、压力基准建立、气体热值推算等研究。常温常压

下气体的折射率接近于１，直接利用折射定律或者



反射定律测得的结果误差较大，需要借助精密测量

仪器或者方法才能测得。目前气体折射率的测量主

要包括光学测量法（如干涉法）、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法、电容法、光纤法和微波谐振法等。干涉法的测量

原理是将测量系统的压力由待测压力至真空状态不

断变换，记录干涉光程差变化时的干涉条纹数以计

算得到气体折射率［１］；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是利用金

属表面自由电子的密度波动随金属表面气体介质折

射率的变化而变化的性质，计算得到气体折射

率［２］；电容法是以气体作为电容填充介质，通过测

量电信号得出气体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然后根据

ＣｌａｕｓｉｕｓＭｏｓｓｏｔｔｉ方程可以计算得到气体折射率［３］；

光纤法是依据菲利尔原理，将纤芯作为探头伸入气

体介质中，被测介质的折射率变化将会直接影响纤

芯的光传输功率，根据光传输功率可以计算得到气

体折射率［４］；微波谐振法测量气体折射率是一种新

兴的测量方法，其测量原理是利用微波谐振腔内微

波谐振频率与气体折射率的变化进行测量，该方法

具有测量结果精度高、操作简便的优点［５］。

近年来，随着量子力学“从头算”法（ａｂｉｎｉｔｉｏ
ｍｅｔｈｏｄ）的发展，通过计算可以获得具有较高精度的
单原子气体物性参数，如对氦气的计算结果已高于

目前最高精度的实验测量［６］。然而，对于氩气计算

精度尚有限；氩气物性的精密测量，可作为检验理论

计算的重要依据。圆柱形微波谐振腔具有结构简

单、稳定等优点，已被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用于玻尔

兹曼常数测定、热力学温度测量以及流体物性测量

等研究［７～１０］。基于此，本文开展了圆柱微波谐振法

测量氩气折射率的研究，测量了２３４～３０３Ｋ范围内
８条等温线的氩气折射率。

２　测量原理

气体介质的折射率与气体所处的温度、压力状

态有关。对于各向同性、均匀、线性的气体介质来

说，折射率 ｎ与相对介电常数 ε和相对磁导率 μ存
在如下关系：

ｎ＝
ｃ０
ｃ＝槡εμ （１）

式中：ｃ０为真空中光速，是２９９７９２４５８×１０
８ｍ／ｓ；ｃ

为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通常情况下，气体

介质的相对磁导率 μ非常接近于１，因此可以通过
气体折射率的测量获得气体的相对介电常数。气体

介电常数是气体重要的介电性质，依据 Ｃｌａｕｓｉｕｓ
Ｍｏｓｓｏｔｔｉ方程可以获得气体的介电维里系数：

ε－１
ε＋２

１
ρ
＝Ａε＋Ｂερ＋Ｃερ

２＋… （２）

式中：ρ为气体密度；Ａε，Ｂε，Ｃε，…分别为气体的第
一、第二、第三维里系数。通过气体的介电维里系数

还可以获得气体的密度维里系数，该系数是气体性

质及状态方程研究的重要手段。

微波谐振法测量气体折射率是通过测量电磁波

在气体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实现的。圆柱形微波谐振

腔可以看成１段两端短路的圆柱微波波导。对于由
理想导体组成的微波谐振腔，如图１所示，根据电磁
场波导理论［１１］，微波谐振频率 ｆ０与腔体内电磁波
传播速度存在的关系为：

ｆ０ｓｐｑ ＝
ｃ
２
!

ｓ
!( )Ｌ
２
＋ χｐｑ( )Ｒ槡

２

（３）

式中：ｃ为电磁波在腔体内介质中的传播速度；Ｌ和
Ｒ分别为圆柱腔体的长度和半径；ｓ＝０，１，２，…，ｐ
＝０，±１，±２，…，ｑ＝１，２，…，分别为电磁场轴向、
角向和径向的驻波半波数，表示该方向上驻波半

波长的个数；Ｊｐ（ｘ）为 ｐ阶柱 Ｂｅｓｓｅｌ函数，对于横磁
波（ＴＭ）模式，χｐｑ为 ｄＪｐ（ｘ）／ｄｘ＝０的第 ｑ个根；对
于横电波（ＴＥ）模式，χｐｑ为 Ｊｐ（ｘ）＝０的第 ｑ个根。
结合式（１），气体折射率可以通过真空状态和待测
压力状态下腔体内同一谐振模式（ｓｐｑ）的微波谐振
频率得到：

ｎ（Ｔ，ｐ）＝
ｆ０ｓｐｑ（Ｔ，０）
ｆ０ｓｐｑ（Ｔ，ｐ）

（４）

式中：ｆ０ｓｐｑ（Ｔ，０）和 ｆ
０
ｓｐｑ（Ｔ，ｐ）分别为真空状态和压力

为ｐ时腔体的理想谐振频率。这就是圆柱微波谐振
法测量气体折射率的基本原理。

图１　圆柱形微波谐振腔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微波谐振频率的准确测量是微波谐振法测量气

体折射率的关键。理想状态下，圆柱形微波谐振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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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波谐振频率为某一确定的频率值 ｆ０，而在实际
腔体中，腔体壁面的有限电导率引起的趋肤效应、微

波天线对腔体内电磁场能量的激励和耦合、腔体气

体导管开孔、腔体的非理想几何形状以及腔体内表

面介电层等非理想因素会改变谐振腔内原有的边界

条件，打破谐振腔内电场能量和磁场能量的平衡，引

起微波谐振腔内电磁场的分布和电磁场能量的变

化。谐振腔内电场和磁场在重构平衡态的过程中，

使得实际微波谐振频率 ｆＮ偏离了理想谐振频率
ｆ０，微波能量的耗散使得谐振峰变成有一定宽度的
尖峰。实际测量的微波谐振频率可以用复数表示为

ＦＮｍ ＝ｆ
Ｎ
ｍ ＋ｉｇ

Ｎ
ｍ ＝ｆ

０
ｍ ＋∑

ｎ

ｉ＝１
（Δｆｍ，ｉ＋ｉΔｇｍ，ｉ）（５）

式中：ｆＮｍ 为实际测量得到的微波谐振频率；ｇ
Ｎ
ｍ为实

际测量的共振峰的半宽，定义为共振峰测量信号振

幅衰减为最大值１／槡２时距离中心频率的距离，通常
代表该共振模式总的能量损耗；下标“ｍ”代表测量
的微波的谐振模式；Δｆｉ和ｇｉ分别代表第ｉ种非理想
因素引起的微波谐振频率的偏移及其引起的共振峰

半宽的增加。

通常情况下，非理想因素引起的谐振腔内电磁

场变化较小，与无扰动的理想谐振腔体内电磁场区

别不大；即使非理想因素引起局部电磁场有较大的

变化，但是相对整个谐振腔内的电磁场来说该区域

非常小。非理想因素引起的谐振腔内电磁场分布和

能量的变化可以采用微扰原理进行处理。Ｅｗｉｎｇ

等［１２］、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等［１３］、Ｒｏｙａｌ等［１４］、Ｚｈａｎｇ等［１５］分

别根据微波一阶近似获得了趋肤效应、微波天线激

励和耦合、导管开孔、腔体内表面介电层、腔体非理

想几何形状的修正模型。由于腔体材料的弹性特

性，即使在同一等温线上不同压力下测量时，伴随着

压力的改变，腔体的形状也会发成变化。根据一阶

微波微扰理论，可以得到腔体等温压缩对微波谐振

频率的影响：

Δｆｐ
ｆ０
＝ χｐ
１－χｐ

（６）

式中：Δｆｐ为压力为ｐ时腔体等温压缩引起的谐振频

率的变化；χ＝１３ｋＴ＝
１－ν
Ｅ ，ｋＴ为等温压缩系数，Ｅ

为腔体材料的弹性模量，ν为腔体材料的泊松比。
腔体材料的弹性系数 Ｅ及其随温度的变化可以采
用超声共振声谱法精确地测量得到［１６，１７］。

３　实验系统与测量方法

３１　实验系统
基于实验室建立的定程圆柱基准声学温度计热

力学温度测量系统开展气体折射率的测量研究。实

验系统主要由实验本体、微波谐振频率测量系统、温

度测量与控制系统、压力测量与控制系统、真空与高

纯气路控制系统以及数据采集分析与自动化系统组

成。图２给出了实验系统的示意图［８］。

图２　实验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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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本体主要由微波谐振腔和压力舱组成。
圆柱形微波谐振腔由圆柱主体和２个端盖３部分
组成，圆柱形谐振腔内部设计名义长度 Ｌ为
８０ｍｍ，半径 Ｒ为４０ｍｍ，端盖厚度２０ｍｍ。为了
降低趋肤效应对微波谐振频率的影响，实验中选

用了高导电的无氧铜材料加工微波谐振腔；谐振

腔３部分均取自同一块无氧铜棒料，采用超高精
宝石刀切削工艺进行加工，加工表面粗糙度为

００１μｍ。采用陶瓷管为绝缘材料设计了针形天
线进行谐振腔内电磁场的激励与耦合；微波激励

和耦合天线均布置于上端盖。为了减小重力引起

的腔体形状的变化，谐振腔通过圆盘支撑悬挂于

压力舱中，压力舱由 ３１６Ｌ不锈钢加工而成，设计
耐压２ＭＰａ。

矢量网络分析仪产生的微波信号，经过半刚

性微波同轴电缆又经压力舱转接后传输至微波激

励天线；微波激励天线将电磁波辐射进入微波谐

振腔，在腔体内建立起电磁驻波场；微波耦合天线

将接收到的电磁信号再经过微波同轴电缆传输至

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测量。矢量网络分析仪采用

ＧＰＳ铷钟产生的１０ＭＨｚ标准信号作为参考频率，
为避免矢量网络分析仪频率测量的内部系统误

差，在测量过程中采用电子校准模块对矢量网络

分析仪内部信号电路进行定期校准；微波频率信

号的稳定性优于５×１０－８。
实验本体置于高精度恒温浴中，经过测试，恒

温槽温场均匀性和稳定性优于 ±５ｍＫ。谐振腔温
度采用工作基准级别长杆铂电阻温度计通过在谐

振腔壁面的温度计阱直接测量；为了提高谐振腔

的温度稳定性，在谐振腔外缠绕薄膜电阻加热带，

通过改进的 ＰＩＤ控制策略进行谐振腔温度的主动
控制［１８］。实验测量谐振腔的 １９ｈ温度稳定性优
于 ±０１ｍＫ。

实验中通过纯金属隔膜压差计来测量共鸣腔

与压力舱之间的压力差，结合高精度数字压力计

测量的压力舱内气体压力，间接测量共鸣腔内气

体压力，有效避免压力测量设备非金属密封材料

对待测气体的污染。真空系统由涡轮分子泵机组

以及无油真空泵提供，极限真空度为１×１０－６Ｐａ。
为避免待测气体的污染，高纯气路系统由１／４

ｉｎｃｈ（１ｉｎｃｈ＝２５４ｃｍ）内抛光不锈钢管、全金属气
动阀门以及全金属连接部件；在气路系统设计上，

共鸣腔和压力舱气路系统相对独立，在共鸣腔上

下端盖分别设计了气体流入和流出双气体导管结

构。实验中采用气体的流动方式，持续不断地用

新鲜气体对共鸣腔内气体进行置换，通过高精度

气体质量流量计控制气体流量，通过 ＰＩＤ主动控
制腔体内部气体压力，保证谐振腔内压力的稳定。

实验测量得到腔体内气体压力的１３ｈ稳定性优于
±１０Ｐａ。
３２　测量方法

圆柱形微波谐振腔通常可以看成二端口网

络，通过散射参量 Ｓ２１的测量得到待测模式的微波
谐振峰。微波谐振频率是通过对微波谐振峰拟合

得到的。在单次谐振频率测量中，以理论预测或

初测的谐振模式的基本频率落点 ｆＮｍ为中心，在ｆ
Ｎ
ｍ

±１０ｇＮｍ的范围内对２０１个等分频率点进行测量。
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的中频半宽（ＩＦ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设
定为２０Ｈｚ，既能保证测量的精度又能有足够的测
量速度。微波谐振频率 ｆＮｍ 和测量半宽 ｇ

Ｎ
ｍ是通过

对复数散射参量测量得到的４０２个频率信号响应
值，以及 ２０１个 测 量 频 率 点，采 用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算法依据式（７）进行拟合得到的：

Ｓ２１（ｆ）＝ｕ＋ｉｖ＝
ｉＡｆ
ｆ２－Ｆ２

＋Ｂ＋Ｃ（ｆ－ｆ
～
）（７）

式中：Ｆ＝ｆＮ＋ｉｇＮ为测量模式的复数谐振频率；Ａ，

Ｂ，Ｃ，…为复数拟合参数；ｆ
～
为任意频率，通常设定

为测量的中心频率；ｆ为实验测量的频率点。拟合
参数Ｂ，Ｃ代表了测量中相邻共振峰的影响对测量
谐振峰的“拖尾（ｔａｉｌｓ）”现象以及拟合的背景噪声的
影响。通常采用能量品质因数 Ｑ来表示谐振时能
量的强弱，能量品质因数定义为Ｑ＝ｆ／（２ｇ）。

微波谐振频率测量的不确定度可以由式（８）计
算得到［１９］：

δｆＮｍ
ｆＮｍ
＝ １２Ｑ

１
ＲＳＮ

（８）

式中：ＲＳＮ ＝ Ｒｅ２（Ａ）＋ｌｍ２（Ａ槡 ） （２ｇＮｍＲＥＳ），其中
ＲＥＳ为测量值与拟合值之间的均方根差。

为了避免模式之间过度重合的影响，本文选择

了较低频率范围３～８ＧＨｚ之间的４种非缔合横磁
模式ＴＭ１０１，ＴＭ２０１，ＴＭ３０１和 ＴＭ４０１。４种模式谐
振频率较低，模式之间的重叠几率较小，更容易准确

确定其谐振频率。图３给出了ＴＭ１０１模式在２７３Ｋ
时真空状态下微波谐振频率测量的结果。通过

８２２ 计 量 学 报 　 　 ２０１９年３月



式（７）进行计算，拟合值与测量值之间的偏差在
±０００２以内，微波谐振频率测量的相对不确定度小
于２×１０－８（ｋ＝１）。

图３　ＴＭ１０１模式的微波谐振频率测量结果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ＴＭ１０１ｍｏｄｅ

４　测量结果

氩气作为一种重要的惰性气体，其性质稳定、分

子结构简单，便于分子势能模型的计算，常用作实验

测量的参考流体；对其热物性精密测量以及状态方

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工程应用前景。

本文依据所建立的实验系统，采用微波谐振法开展

了氩气折射率的测量研究。

实验所采用氩气为Ａｉ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ｃ公司提供
的高纯氩气，其标称纯度为９９９９９９９７％。测量了
２３４～３０３Ｋ范围内８条等温线０～７５０ｋＰａ时圆柱
形谐振腔的微波谐振频率，结合趋肤效应等非理

想因素的修正，获得了氩气的折射率，测量结果示

于图４。
本实验中，在最大密度ρ＝３６４ｍｏｌ／ｃｍ３时，采用

４种不同谐振模型 ＴＭ１０１，ＴＭ２０１，ＴＭ３０１，ＴＭ４０１，
测量得到的气体折射率 ｎｍｅａ与计算值 ｎｃａｌ

［８］的差异

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４种模式的折射率测量结
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１×１０－６。

气体的介电常数是气体重要的介电性质，通

过介电维里系数可以获得气体的密度维里系数等

性质。本文依据所测量的气体折射率根据式（２）
和式（３）获得了氩气的第一介电维里系数 Ａε，如表
１所示；其氩气的密度根据测量的温度、压力，通过
国际标准状态方程获得［２０］。

图６给出了本文测量的氩气第一介电维里系
数与目前已经发表的文献值［２１－２６］的对比结果，可

图４　氩气折射率测量结果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ａｒｇｏｎ

图５　不同模式折射率测量结果与计算结果的差异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ａｍｏｎｇｍｏｄｅｓ

以看到本文测量结果与已经发表不同方法的测量

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表１　氩气第一介电维里系数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ｉｒ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ａｒｇｏｎ

Ｔ／Ｋ Ａε／ｃｍ
３ｍｏｌ－１

２３４２２ ４１３８６±０００１４

２４５１１ ４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０

２５８０８ ４１４１０±００００９

２７３１６ ４１３９９±０００１９

２８３２１ ４１４０４±００００６

２８８２２ ４１４０２±０００１７

２９２６９ ４１３９４±００００９

３０３０３ ４１４１２±０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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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氩气第一介电维里系数比较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ｉｒ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ｆｏｒａｒｇｏｎ

５　结　论

本文研究了圆柱微波谐振测量气体折射率的测

量方法，依托实验室建立的实验系统，通过４种微波
谐振模式测量了２４３～３０３Ｋ、０～７５０ｋＰａ范围内氩
气的折射率，其中微波谐振频率测量相对不确定度

优于２×１０－８，采用不同模式获得的氩气折射率的
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１×１０－６；依据氩气折射率测量
结果获得了氩气的第一介电维里系数，与国际上已

发表的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后续可开展其他气

体的折射率及其介电常数测量。

［ 参 考 文 献 ］

［１］　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Ｓ，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Ｃ，ＰｅｔｒｏｖＶ，ｅｔａｌ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ｋｅｙｅｄ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５，４４（２２）：４６５９

－４６６５

［２］　陈强华，罗会甫，王素梅，等基于相位测量的角漂

移自适应结构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气体折射率测量系

统 ［Ｊ］．光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２）：１６５－１７１

ＣｈｅｎＱＨ，ＬｕｏＨＰ，ＷａｎｇＳＭ，ｅｔａｌＧａｓ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ａｓｍｏｎ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ｏｒ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Ａｎｇｌｅ

Ｓｈｉｆｔ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１２，

３２（１２）：１６５－１７１

［３］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ＤＲ，ＲｕｔｔｅｒＥ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ａｒｇｏｎ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ｌａｙ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ｇｏｕｇｅ

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ｔ２０℃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２０００，１０５（Ｂ７）：１６４１５－１６４２６

［４］　徐彦德，王政平，梁艺军用光纤测量气体折射率的

研究［Ｊ］．光学仪器，１９９４，（２）：１－４

ＸｕＹＤ，ＷａｎｇＺＰ，ＬｉｎｇＹ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ｅｒ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Ｇａｓ

［Ｊ］．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１９９４，（２）：１－４

［５］　ＲｏｕｒｋｅＰＭＣ，ＨｉｌｌＫ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ｏｗａｒ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ｅｆ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ｇａｓ

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ｒｙａｔＮＲＣ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６（２－３）：２０５－２２８

［６］　ＡｚｉｚＲ Ａ，ＪａｎｚｅｎＡ Ｒ，ＭｏｌｄｏｖｅｒＭ ＲＡｂｉｎｉｔｉ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ｅｌｉｕｍ：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５，７４

（９）：１５８６－１５８９

［７］　ＦｅｎｇＸＪ，ＺｈａｎｇＪＴ，ＬｉｎＨ，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ｇａｓ

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ｒｙ：ｎｅｗａｎｄ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Ｊ］．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７，５４：７４８－７６２

［８］　张凯定程圆柱基准声学温度计研制与热力学温度

测量 ［Ｄ］．北京：清华大学，２０１７

［９］　崔劲，冯晓娟，林鸿，等单圆柱微波谐振法测量热

力学温度的研究 ［Ｊ］．计量学报，２０１８，３９（２）：２５５－

２６１

ＣｕｉＪ，ＦｅｎｇＸ Ｊ，ＬｉｎＨ，ｅｔａｌ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Ｊ］．Ａｃｔａ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８，３９（２）：２５５－２６１

［１０］　郑荣伟，冯晓娟，伍肆，等近临界区二氧化碳声

速的精密测量研究 ［Ｊ］．计量学报，２０１７，３８

（１）：１－６

ＺｈｅｎｇＲＷ，ＦｅｎｇＸＪ，ＷｕＳ，ｅｔａｌＳｏｕｎｄＳｐｅ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Ｎｅａｒ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

（１）：１－６

［１１］　ＭａｈｍｏｕｄＳ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ＩＥ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９１

［１２］　ＥｗｉｎｇＭ Ｂ，ＲｏｙａｌＤＤＡｈｉｇｈｌｙｓｔａｂｌｅ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ａｖｉｔｙ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ｇａｓｅｓ［Ｊ］．ＪＣｈｅｍ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

２００２，３４（７）：１０７３－１０８８

［１３］　ＵｎｄｅｒｗｏｏｄＲＪ，ＭｅｈｌＪＢ，ＰｉｔｒｅＬ，ｅｔａｌ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ｑｕａｓ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ａｖｉｔｙ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ｓ

［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１

（７）：０７５１０３

［１４］　ＲｏｙａｌＤ Ｄ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ｏｆｓｉｍｐｌｅ ｇａｓ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ａｖｉｔｙ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ｓ［Ｄ］．

０３２ 计 量 学 报 　 　 ２０１９年３月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０
［１５］　ＺｈａｎｇＫ，ＦｅｎｇＸＪ，ＺｈａｎｇＪＴ，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ｇａｓ
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ｒｙ［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２８（１）：６－１５

［１６］　ＭｉｇｌｉｏｒｉＡ，ＳａｒｒａｏＪＬ，ＶｉｓｓｃｈｅｒＷＭ，ｅｔａｌＲｅｓｏｎａｎｔ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ｉ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Ｂ，１９９３，１８３：
１－２４

［１７］　鲍静，冯晓娟，林鸿，等可变温的固体材料弹性参
数测量系统研究 ［Ｊ］．计量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５）：４４９
－４５４
ＢａｏＪ，ＦｅｎｇＸＪ，ＬｉｎＨ，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ｕｐ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Ｊ］．Ａｃｔａ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
３６（５）：４４９－４５４

［１８］　张凯，冯晓娟，张金涛，等声学温度计中共鸣腔精
密控温技术研究 ［Ｃ］／／第七届全国温度测量与控制
技术学术会议杭州，２０１５：１７－２０

［１９］　ＭｏｌｄｏｖｅｒＭＲ，ＴｒｕｓｌｅｒＪＰＭ，ＥｄｗａｒｄｓＴＪ，ｅ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ｇａ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ｕｓｉｎｇａ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８，９３（２）：８５－１４４

［２０］　ＬｅｍｍｏｎＥＷ，Ｓｐａｎ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ｒ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２０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Ｆｌｕｉ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２００６，５１（３）：７８５－
８５０

［２１］　ＥｗｉｎｇＭ Ｂ，ＲｏｙａｌＤ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ｉｒｉａ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ｔＴ＝２８３４０１Ｋ
ａｎｄＴ＝３０３４０９Ｋ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ａ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ａｖｉｔｙ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３４（１２）：１９８５－１９９９

［２２］　ＧｏｏｄｗｉｎＡＲＨ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ｏｆｓｏｕｎｄ［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８８

［２３］　ＯｒｃｕｔｔＲＨ，ＣｏｌｅＲＨ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ｐａ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ｒｇ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１９６５，３１（１２）：１７７９－１７９１

［２４］　ＭｏｌｄｏｖｅｒＭＲ，ＢｕｃｋｌｅｙＴＪ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
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ｒｏｓ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２（３）：８５９－８８５

［２５］　ＢｏｓｅＴＫ，ＣｏｌｅＲＨＤｉ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ｉｒｉａ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ＧａｓｅｓＩＩＣＯ２ !

Ａｒｇｏ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７０，５２
（１）：１４０－１４７

［２６］　ＶｉｄａｌＤ，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ｕｓｉｕｓ
!

Ｍｏｓｓｏｔ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ｎｏｂｌｅｇａｓｅｓ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ｎｅａｒ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７６，６４（１１）：４２９３－
４３０２

作者简介：陈伟（１９９３－），男，江苏泰
州人，长春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

方向为电子科学与技术。

Ｅｍａｉｌ：９５３６３９６３２＠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张金涛（１９６４－），男，湖北
武汉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从事开尔文重新定义、材料热物

性测量和新型精密测量方法与技术的

研究。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ｔ＠ｎｉｍ．ａｃ．ｃｎ

１３２第４０卷　第２期 陈　伟等：圆柱微波谐振法测量氩气折射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