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闪光法测定不良导体的热导率 
    
    测固体材料热导率的方法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稳态法，另一类是非稳态法。由于式样的

性质、形状、测试温度范围、加热方式以及测定传递热量的方法各不相同又有许多不同的具

体方法，非稳态法用的是非稳态导热微分方程，测量的量是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得到的

是热扩散率，利用材料的已知密度和比热容，可以求得导热率。 
 
【目的要求】 

1. 测定不良导体热导率； 
2. 了解一种测定材料热物性参数的方法； 
3. 了解热物性参数测量中的基本问题； 
4. 学习正确使用高压脉冲光源和光路调节技术以及用微机控制实验和采集处理数据。 

 
【仪器用具】 

闪光法热导仪（包括高压脉冲灯和光源，光学调节系统，待测样品（酚醛胶布板、大理

石、瓷砖各一片—），P-N 结温度传感器，放大电路，AD/DA 卡，微机，软件等）。 
 
【原   理】 
    热传导是指发生在固体内部或精静止流体内部的热量交换过程。其微观机制是，由自由

电子或晶格振动作为载体进行热量交换的过程。宏观上是由于物体内部存在温度梯度，发生

从高温区向低温区域传输能量的过程。 
    1822 年傅里叶首次在他的著作《热的理论分析》中阐述了导热热流和温度梯度的正比

关系。傅里叶导热定律，用热流密度的矢量形式表示为 
                            q =-λgradT， 
其中 q 为热流密度矢量，表示在单位等温面上沿温度降低方向单位时间内传递的热量；λ是

热导率，显然是反映物质导热能力的重要参数，其物理含义是：每单位时间内，在每单位长

度上温度降低 1K 时，每单位面积上通过的热量。在 1994 年实施的国家标准《量和单位》

一书中定义热导率为面积热流除以温度梯度，单位为 W/（m·K）。 
    近年来，由于测量技术的进步，非稳态法因其测量时间短而得到大力发展。采用非稳态

法测不良导体热导率在科研和生产中已有应用。本实验采用闪光法，它是测定热扩散率最常

用的一种方法。采用圆形薄试样，其一面有一个脉冲型的热流加热，根据另一方面温度随时

间的变化关系，可确定热扩散率 a，进而由公式 
                                  λ=apc， 
可以得到热导率λ，其中 p 和 c 分别为材料的比热容和密度。原理示意图 1。假设有一束能

量为 Q 的脉冲在 t=0 时刻照射在试样表面（试样为薄片状，脉冲光沿垂直于圆面的轴线方向

辐照），且被试样均 吸收，可以认为在距表面的微小距离 l 内样品温升为 

T( x,0)=Q/ρcl    （0<x<l）, 
T( x,0)=0        （ l<x<L）,          (1) 

其中 Q 为单位面积吸收的能量，L 为样品厚度（L<< l）。当试样周围热损很小以至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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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其物理过程，其中 a 就是试样材料的热扩散率。由式（1）所列的边界条件和初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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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2）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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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样背面 x= L 处温升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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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5）式作图表示，见图 2。 
令V=1/2，求得ω=1.38。将对应的时间记为t1/2，可得扩散率 
                      a=1.38L2/π2

t1/2，                                （6） 
进而有热导率 
                          λ=1.38ρL2/π2

t1/2。                                             （7） 
    上述处理过程要满足的条件是：试样面积〉〉厚度，则侧面散热可忽略，可视为一维热

流；试样温升小，则向环境的散热可忽略不计；试样材料均 ，各向同性；试样一面受光辐

照，在极薄层内吸收并转化为热量；光辐照时间远远小于热量在试样内传播的时间，等等。 
    闪光法也可用来测量试样的比热容。具体方法是用一个已知比热容的试样作为参考样



品，使它和待测样品的表面都涂有吸收率相同的极薄涂层（一般用胶体石墨），分别进行两

次同样的闪光加热，测出两次实验的最大温升及表征激光能量大小的信号，可得待测样品比

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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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x, cr分别为待测和已知（参考）比热容，M为质量，ΔTx,m,ΔTr,m分别为待测和已知是最

大温升值，Qx,Qr是表征闪光能量大小的信号。 
本系统用于测定不良导体的热导率，还可以同时测定不良导体的热扩散率和比热容。此

方法特点是：试样尺寸可以做得很小（如直径为 1cm）；测量周期短（约十至几十秒）；待测

温度为相对测量的量，故测温仪器不需做绝对定标；测温元件灵敏度高，响应时间短；处理

数据方法简便，使用危机采集和处理数据快捷。 
 

【仪器描述】 
本实验装置分为三部分，装置框图见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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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测量系统示意框图
 

1. 光学系统 
   包含高压脉冲氙灯、氙灯电源、椭球反光镜、样品和样品盒、氙灯及样品的三维调节装

置。实验所用的高压脉冲氙灯形状为直管式，如图 4 所示。当电极两端加高压 600~1000V，

极间放电发出耀眼的白光（切勿用肉眼直视）。本实验利用氙灯的瞬间放电对试样进行加热。

闪光脉冲宽度约为 0.2 ms，脉冲能量最高达 150 J/次（电源电压为 1.0kV，加 300μF 电容时），

氙灯寿命达 105次（工作电压高，则氙灯寿命变短）。高压脉冲电源输出电压可调范围为 0~1.0 
kV（因实验电压无须太高，故实验室对电源输出电压做了限制，在 0.8 kV以内）。椭球反光

镜的作用是聚集氙灯发出的光线，提高对样品的辐照效率，其光路图如图 5 所示。椭球反光

镜由玻璃制成，内表面镀铝薄层，铝层表面是SiO2膜，起保护作用。椭球镜的大口直径为 77.8 
mm，小口直径 20.0 mm，深度为 52 mm，第一焦点F1距小口 15.0 mm，第二焦点F2距大口

图  4  脉冲疝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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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椭球反光镜的光路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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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 mm，椭圆度误差<0.5 mm。氙灯三维微调架沿氙灯轴线方向调节范围 0~30 mm，上下、

左右调节范围各为 0~5 mm。 

2. 测温系统 

包括PN结温度传感器（BTS202，粘贴在试样背面）、测温电路板（插于微机主机中）、

试样等。传感器 2 只，均为 1 级互换水平。灵敏度为-2 mV/C，响应时间<<0.1s。它的作用

是将其对温度变化的响应以电压形式输出。为了能被微机识别，需将输出信号放大。两只温

度传感器的作用分别是作为测温元件和用于补偿电路中。放大电路中所用放大器为低噪声场

效应运算放大器，其信噪比高，放大两只温度传感器的作用分别是作为测温元件和用于补偿

电路中。倍数在 1~102之间可调。试样为酚醛胶布板、大理石、 

瓷砖，形状为薄圆片，尺寸为直径约 14 mm，厚度分别为酚醛树脂胶布板（3.01±0.01）mm、

大理石（2.94±0.02）mm、瓷砖（2.92±0.02）mm。   C胶布=0.25cal/g·c
0
 ， C大理石=0.16 

cal/g·c
0
，C瓷砖=0.17 cal/g·c

0

3. 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 

包括微机、多通道高速 AD/DA 转换卡、软件等。本实验测量样品温度随时间变化的规

律全过程仅十几秒，时间短，使用微机能快速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本实验对微机要求为

80486 以上，考虑到一机多用，选用了 Intel800MHzCPU, 128MB 内存，20GB 的硬盘和 40 倍

速的光驱。 

使用 AD/DA 转换卡，A/D 功能是将模拟量（即电压信号，它来自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

转换为数字量，使微机能识别，其分辨率有 12 位数，增益为 15 倍（以调好），转换时间为

10μs，输入电压幅度可达 10V。此 AD/DA 转换卡为 16 路多路转换，用这个卡可以实现多路

信号采集，还可以做其他实验用，做到一卡多用。D/A 转换功能用于输出 5V 电压去触发高

压脉冲电源，使氙灯极间放电发出闪光。实验中利用 D/A 转换功能触发光脉冲，同时用 A/D

转换功能采集由 PN 结温度传感器接受到的样品背面的温升信号，由微机屏幕显示出温升曲

线。软件为自编软件（见本实验附录），操作系统是 Windows95/98，用于数据采集和处理的

全过程。 

 

【实验内容】 

1. 认识和调节测量系统 

(1) 识测量系统：先不动手，认真仔细观察测量系统的每个部分，考虑清楚各部分的作

用以及使用注意事项后方可进行实验内容（2）。 

(2) 调节光学系统：实验室已组装好光路的光学系统。 

(a) 调节氙灯的三维微调架上有刻线，以便较快调节光学元件的共轴，使氙灯的电极中

心位置在距反光镜底口约 15 mm 处。（光学架装有标尺，光学元件已基本调好并用螺丝固定，

可先使用，待熟练后再自行调节。） 

(b) 样品已被事先装入样品架内，调样品架位置距反光镜大口距离约为 96.6 mm，则样

品位置距反光镜大口 106.6 mm。（实际由于很难准确调节氙灯发光部位在反光镜的第一焦点

上，往往需要进行实验去找到样品实际接受最大光强处。用软件中的“模拟聚焦“功能可知，

偏离焦点微小距离可造成反光镜会聚光线位置的极大改变。） 

(c) 高压脉冲电源已由实验室接通氙灯阴、阳极。测量时先开启微机，开启电源开关，

用面版上的多圈电位器将高压调到 600V 左右。按下“触发”钮，此时氙灯会打火并闪光。

如有可能，可以使用感光纸或热敏纸找到一个被氙灯辐照能量最大的位置（通过调节光学系

统），将样品置于此位置。若无上述条件，则判断光路调节的好坏就要依据实测样品温升的

结果了。 

(3) 实验电路已由实验室事先连接好，放大电路板及 AD/DA 卡都已置入微机中。同学们



只需将测温二极管与补偿二极管用专用线接入放大电路。 

(4) 了解数据采集的过程：在桌面上找到“TC-Ⅱ闪光法热导仪实验系统”点击两下，

则进入程序。从主菜单中选“文件”，在“文件”菜单中选“新建”项，则当前屏幕的主窗

口中新开一个子窗口，包括数据区和图像区。再选择主菜单中“数据”项中的“选项”，设

置 AD/DA 卡参数，再选择“采集与报警”，确定后，再打开主菜单中“数据”，点击“开始采

集”项，则窗口中显示出实时采集的“温升-时间”图像。若在“采集与报警”中设置“外

触发脉冲”为“5V”，高压脉冲电源将自动触发氙灯打火辐照样品，同时采集一幅“温升-

时间”图像，这就是由样品背面采集的温升曲线。 

2. 测量待测样品的温升曲线，每隔 10 分钟测一次，共测 3 次，求出值。样品的厚度已

在前面给出（因样品已固定于样品架中，不易取出测量），计算试样材料的热导率。密度和

比热容可利用厂家给出的材料样品自己进行测量，实验室提供测量装置如天平、尺、量热

气  、温度计等。 

3. 对同一样品在不加热的情况下取其“温升-时间”曲线（此曲线为“本底”），观察由

于环境温度的波动、二极管本身的热噪声等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给出评价。 

4. 请你设计用常规方法测定试样的密度和比热容。 

5. 取一参考样品（已知比热容），用比较法测定待测试样比热容。 

        （4.5 依据教师要求确定是否选做）。 

 

【注意事项】 

1. 实验室电网地线接地要良好，否则噪音较大。 

2. 高压脉冲电源接线柱的裸露部分及氙灯电极不能用手触摸。未接氙灯时不要按“触

发”，否则损坏电源！！！使用完毕将电源开关关闭。 

3. 安装和调节光学系统时，动作要轻，要小心，氙灯易碎，旋紧或旋松螺丝时要特别

小心，避免由于氙灯管受力不均而破碎；椭球镜为玻璃材料，内表层镀铝，表面最外层为保

护层，为保证反光良好，请勿用手或其他材料触摸；氙灯触发丝一端接阳极，另一端接阴极

金属帽 1 以上，否则极间放电时金属丝与阴极金属帽导通，氙灯不工作。更换待测样品簇插

拔样品盒时小心，不要触碰灯管以免损坏氙灯或触电。 

4. 样品加热前，先看样品的饿本底温升，最好在 0℃附近（微机机箱后面版设有电位

器可调零点，仪器出厂前已基本调到 0℃附近，在加温测量以后就不要再调零，以免引起超

量程）。 

5. 每一次测量后最好等 10 分钟，待样品温度下降后再进行下一次测量，避免超量程（温

升±1.67C），避免测温温度传感器噪声的影响；以及由于样品温度升高，热损不能忽略，造

成对测量结果的较大影响。 

6. 温度传感器表面没有封装（为减小传感器本身热容），引线极易折断，实验中若样品

脱落，需要重新安装时，注意温度传感器引线根部不被扭折。 

7. 由于本实验使用高压脉冲电源，电源线（棕色）尽可能远离测量专用线（黑色），不

可交叠，测量线本身也要理顺，否则将给测量带来较大噪声。 

8. 不要带电插拔连接到微机上的任何信号电缆。 

 

【数据处理要求】 

1. 直接从微机屏幕上用光标读取T0（样品初始温度）和Tm（样品最大温升），算出（Tm+T0）

/2，再用光标读取对应的t1/2。 

    2. 用“数据平滑”功能平滑曲线，用“数据拟合”功能对实验数据进行多项式拟合，

从拟合曲线上求出t1/2，与上面直接读取的t1/2结果相比较。 



    3. 试从实验曲线估计试样对环境的散热给实验结果带来的影响，并取若干数据点实测

散热速率并对实测曲线进行散热修正，与程序中自动进行“散热修正”的结果进行比较，读

取t1/2 修正值。 

    4. 由t1/2 修正值及ρ,c,L计算λ。 

    5. 试分析热导率的测量误差，并评价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 

 

【附  录】 

1. 实验软件使用说明 

软件名称：AD/DA 转换卡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操作系统：Window95/98 

安装程序：setup.exe 

可执行文件：mdiapp.exe（注：如果程序提示 Windows 注册表有错，请执行 sd.reg 文

件） 

主菜单： 

·文件（Alt-F），编辑（Alt-E），数据（Alt-D），窗口（Alt-W），帮助（Alt-H） 

  ·文件 

    新建（Ctrl-N）      在当前主窗口中新开启子窗口，包括数据区和图像区。开始

采集数据的同时显示图像；横坐标轴标号司时间，纵轴表示

样品温升；鼠标移到图线上时，光标变成十字状，相应点的

坐标在主窗口下的状态栏中显示。 

        打开（Ctrl-O）      弹出一对话框，从中选择数据文件后，新建一子窗口，显示

数据和图像。 

        关闭（Ctrl-C）      关闭当前激活的子窗口。 

        关闭全部（Ctrl-L）  将主窗口中所有子窗口关闭。 

        保存（Ctrl-S）      将当前子窗口的数据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如果不存在已有文

件，将弹出对话框，从中指定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退出（X）           退出应用程序，关闭主窗口。 

        打印（Ctrl-P）      将当前子窗口的数据曲线打印输出， 

      ·编辑       

        剪切（Ctrl-X）      将当前数据区内选定内容剪切到剪贴板上，该区域清除。 

        复制（Ctrl-C）      将当前数据区内选定内容复制到剪贴板上，该区域保留。 

        粘贴（Ctrl-V）      将剪贴板上内容取代当前数据区内选定内容。 

      ·数据 

        开始采集（F2）       按系统设置中的采集参数进行数据采集，在当前子窗口的

数据区和图像区中同时显示结果。 

        结束采集（F3）       结束正在进行的采集工作，而不论预定采集时间是否已到，

在触发采集过程中按ESC键也可达到同一效果。 
        放大图像（I）        将当前子窗口中的数据图像放大显示，纵坐标与横坐标同

时放大。 
        缩小图像（O）       将当前子窗口中的数据图像缩小显示，纵坐标与横坐标同

时缩小。 
        刷新（R）           将当前子窗口中的数据图像按相应数据重新绘制显示。 
        曲线平滑（M）      将采集的数据曲线进行平滑。 
        数据拟合（D）      弹出数据拟合对话框，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能够指定次数的多



项式拟合。 
        散热修正（I）       采用牛顿冷却定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逐点修正，也可选择

对平滑后或拟合后的数据进行逐点拟合。 
        模拟聚焦（S）       弹出模拟聚焦对话框，演示灯丝偏离椭球镜焦点时的聚焦

情况。                              
系统选项设置        弹出系统选项设置对话框，用于 AD/DA 转换卡参数、采集

参数及图像的设置。 
      ·窗口    
        平铺                将各子窗口在主窗口中依次平铺显示，彼此大小相等且互不

重叠。 
        重叠                将各个子窗口在主窗口中依次重叠显示，上面的窗口将遮住

下面的窗口。 
        图标                将所有子窗口缩小成图标在主窗口底下排列显示。 
    2. 放大电路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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