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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學實驗四 熱功當量 

1.目的： 

測量熱功當量。 

 

2.簡史[2]：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人們才瞭解熱量是能量的一種形式。 

  1798 年 Count Rumford 發現在製造大砲的過程中熱量可以無中生有，他提出把熱視為

運動的一種形式。但他的觀點並未立刻得到支持。 

  1830 年 Carnot 首先確立熱功相當的思想，他的結果直到 1878 年才發表，因此，歷史

上並未將熱力學第一定律歸功於 Carnot。1842 年 Mayer 提出熱量和機械能的相當性和可

轉換性。1847 年 Helmholtz 用理論證明普遍的能量守恆原理，所考慮的能量形式包括機械

能、電磁能和熱能。 

  1841～1878 年間，Joule 做了四百次以上有關熱功當量的實驗，其中包括電流生熱

（Joule 定律 RIP 2 ）及著名的漿輪實驗 [2]。在 1849 年的階段總結中提出相當於

1cal=4.154J 的熱功當量值，與今日數值相較，誤差僅約 1%，令人嘆服！一般認為 Mayer、

Helmholtz 及 Joule 為建立熱力學第一定律的三大功臣。 

  對“熱”的完全瞭解要等到 Maxwell、Boltzmann 及 Gibbs 等人的統計力學之後，才

能確定宏觀熱現象與微觀粒子運動之間的關係。 

  早期常用的熱量單位是卡(cal)及 BTU，1948 年國際度量衡大會決議採用焦耳(J)為能

量、功和熱量的共同單位。卡有三種不同的定義： 

 IT 卡(International Table calorie) = 4.1868 J 

 熱化學卡(Thermochemical calorie) = 4.1840 J 

 15°卡 = 4.1860 J 

在物理實驗中的卡多數指 15°卡。 

  本實驗以相當簡單的方式，讓同學體驗 Joule 的歷史性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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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理：  

     在功 W 轉變為熱 H 時，總能不變，由於單位的不同，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比值，即 

W=JH                    (1) 

比例常數 J 稱為熱功當量，顯然地，此比值的大小與採用的單位有關，但與測量情況無關。

換句話說，測量熱功當量是熱力學第一定律的一種鑑定。 

當電阻 R 歐姆在 V 伏特的電壓下通過Ｉ安培的電流，t 秒後消耗在電阻的總電能是 W 焦耳  

VItRtIW  2               (2) 

其次考慮熱能增加情形，設卡計的當量為 C ( CJoule 0
)，水的質量為 M 克，溫度在 t 秒內

由 oT 升到 AT ，則卡計系統所吸收的熱量為 

)]([ oA TTsMCH   

因水的比熱 Cs  克卡/1 ，故 

))(( oA TTMCH            (3) 

將式(2)、式(3)代入式(1)，則 

))(( oA TTMCJVIt           (4) 

))(( oA TTMC

VIt
J


   此值即為熱功當量 (5)  

 

卡計當量的計算方法： 

設卡計為銅製，質量為 Sm ，溫度計插入水中的體積為 V(1ml)，則 

VmC S 45.00925.0            (6) 

在實際的實驗中，當卡計的溫度比周圍溫度高時會因散熱而損失一部分能量，所以真正應

該得到的溫度比測量的溫度稍高，我們可以利用牛頓冷卻原理來加以修正。 

圖 4-1 指示物體從初溫 oT 均勻加熱到 AT ，停止供應電流後，逐漸冷卻，當然在 oT 到 AT 的

期間卡計也在散熱。在冷卻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計算出任意點 B 的冷卻率 Br ，即 B 點的切

線斜率(如圖 4-2)。從牛頓冷卻原理知冷卻率與溫度差成正比，所以在 A 點的冷卻率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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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oT 到 AT 的平均冷卻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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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散熱的情形下，溫度上升應為 

A)( rtTTTT oAoF             (9) 

所以實際上的總熱能為 

))(( oF TTMCH                (10) 

))(( oF TTMC

VIt
J


              (11) 

 

4.儀器： 

卡計、電熱器、安培計、三用電表、直流電源供應器、計時器、L 形溫度計、電子秤、 

量筒、香蕉接頭連接線、升降座。 

 

5.步驟： 

(1)  量測並記錄卡計、盛水銅杯與攪拌器的質量 Sm (參看木盒上的標籤)。 

(2)  以量筒取室溫的水，倒入銅杯內，確認淹過加熱金屬絲的水量即可。記錄水的質量 M。 

(3)  靜置 5 分鐘待銅杯內之水與室溫達到熱平衡，將此時之水溫記為 oT 。 

(4)  固定電源輸出電流為 0.8 安培，記錄此時的電壓（加熱過程中不改變電流、電壓。攪

拌時電壓、電流小幅跳動是正常的。） 

(5)  每 2 分鐘記錄一次溫度，直到 45℃左右。 

(6)  關掉加熱電源，記錄用電時間 t。謹慎觀察溫度計，務必記錄最高溫度 AT 與此時時間 At 。 

(7)  每 20 秒記錄一次降溫，記錄 10 次。如圖 4-2 所示，從降溫的速率求得散熱損失以修

正溫度差，代入（11）式，求熱功當量並修正。 

※實驗過程中，攪拌銅杯內的水時要用手壓住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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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驗紀錄： 

升溫記錄 

時間(min) 溫度(℃) 時間(min) 溫度(℃) 

    

    

    

    

    

    

    

    

    

    

    

    

    

※表格 1 視助教要求增加列數。 

(量測時間約 50 分鐘，時間長短加熱器電壓而決定，電流固定 0.8A 請勿調大) 

降溫記錄  

時間(sec)           

溫度(℃)           

At :___________ sec 

 

原始數據 

電壓(Volt) 電流(A) 時間(sec) C(cal/℃) M(g) AT  (℃) 0T  (℃) 

 0.8      

熱功當量 J =                  (J/cal) 

 

牛頓冷卻原理修正 

電壓(Volt) 電流(A) 時間(sec) C(cal/℃) M(g) AT  (℃) 0T (℃) 
BT  (℃) 

 0.8       

冷卻率
br  =              (℃/sec) 平均冷卻率 r =            (℃/sec) 

溫度差 AF TT   =           (℃) 溫度差 
0TTF   =           (℃) 

修正後熱功當量 J =          (J/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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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問題： 

(1)  試比較熱功當量在實驗值與公認值 4.1860J/cal 的誤差。列舉可能的誤差來源並估 

 計其大小。 

(2)  在此實驗中周圍環境的溫度保持一定嗎？試解釋之。 

(3)  熱功當量可否用來計算從一定量的熱能可以得到多少功？何故？ 

 

8.延伸閱讀與參考資料： 

(1) 普物課本 Serway’s principles of physics ,fourth edition,p532-p536. 

(2) 郭奕玲、沈慧君著，物理通史，凡異，新竹，1993。 

(3) 物理史上的重要實驗，國興，新竹，1989。 

          

圖 4-1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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