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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學實驗五 熱輻射 

前言： 

所謂的熱(heat)是指系統與環境溫度不同時所轉移的能量。熱輻射係指特定溫度下的物

體藉由電磁波和環境作能量交換。如果一個物體的溫度比外界高，釋放能量就會大於吸收

能量，使其溫度降低。熱平衡時，即表示熱的吸收率=放射率。物體的熱輻射譜是連續的，

並且和物質本身的種類無關，只和溫度有關。所謂的黑體係指，照射在物體上面的電磁波

會被該物體完全吸收。 

 

1.目的： 

驗證熱輻射定律 4TM e  ，比較不同表面的熱輻射。 

 

2.原理： 

名詞定義： 

 輻射度(radiance)
eM =物體表面溫度 T 在單位時間內，單位面積所發射的總能量 

 輻照度(irradiance)E=在單位時間內，照射在單位面積上的總能量 

 反射比(reflectance)ρ=反射與輻照功率比 

 吸收比(absorptance)α=吸收與輻照功率比 

足標定義： 

e：發射率 (emissivity)，B：黑體(black body)，r ：室溫 (room temperature)， 

D：偵測器(detector) 

物體表面都會發射電磁波，輻射度與表面的溫度及性質有關，吸收比α=1 的物體叫黑體，

由實驗或統計力學計算知黑體的輻射度為 

4TM B   

上式稱為 Stefan-Boltzmann 定律，T 為物體絕對溫度， BM 為黑體的輻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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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為 boltzmann 常數、為 planck 常數除以 2π、c 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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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非黑體的輻射度常用以下近似關係描述： 

4TM e   

ε與表面性質有關，稱為輻射比(emissivity)，由定義，黑體ε=1。 

假設物體不透明，並與環境達到熱平衡，吸收和放射的能量相等 

Ber MEMME  
 

，當物體為黑體時 BME  （熱平衡）。 

E 為環境之輻射，假設環境表面積遠大於輻射體表面積，E 受物體影響極微，將黑體換成

非黑體時 E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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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任意物體在熱平衡時   ， 1010   ，黑體也是同溫度的物體中，輻射度

最高者。 

測量熱輻射時，除了待測輻射體之外，感測器本身也有熱輻射，而其電壓正比於吸收與發

射輻射量之差。假設感測器是黑體，待測輻射面之大小遠大於感測面之大小及二者間之距

離，輻射面平行於感測面，則由對稱性，輻射流垂直於感測器接收面，所測得的輻射通量

MA 為 

AMAMMA De   

A 為感測器接收面面積，
eM 、 DM 及 M 分別為輻射體、感測器及實驗所測得的輻射度。

感測器在室溫( rT )時 

4

rD TM   

故                         
44

rTTM    

在高溫時， 4   , TMMTT er  。 

 

3.儀器： 

(1)  熱輻射立方體，有四個輻射面－黑面、白面、亮鋁面及粗鋁面，黑面可近似為黑體。 

(2)  Stefan-Boltzmann 燈：鎢絲燈，燈絲溫度 T 與電阻之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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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T 為室溫， rR 為燈絲在室溫下之電阻，鎢的電阻溫度係數 13105.4  Kk ，燈

絲容許的最高電壓為 13V。 

(3)  輻射感測器：適用波長 0.5～25μm，輸出為 22mV/mW (三用電錶上 22mV 的電壓表示

輻射感測器接收到 1mW 的輻射功率)。 

(4)  三用電錶。 

 

4.步驟： 

I. 低溫熱輻射： 

(1)  組裝系統如圖 5-1。 

(2)  關閉輻射體之電源，測量熱平衡時室溫的熱敏電阻器(Thermistor)電阻。 

(3)  量測時，以遮板隔開輻射體與感測器，反射面朝向輻射體。 

(4)  開輻射體電源開關，功率調到最高刻度，從三用電錶讀取熱敏電阻器的電阻值(參考電

阻與溫度對照表)。由 38℃開始，每增加 4℃，記錄黑面輻射能量數值，直到溫度上升

至 102℃。接著進行降溫，每下降 4℃記錄輻射能量數值，直到溫度下降至 38℃。 

注意：1.輻射體加熱後溫度升高，注意避免燙傷。 

   2.只有在測量時移開感測器遮板，請務必放回遮板。 

3.測量中，輻射體及感測器保持固定位置。 

II. 不同面的輻射： 

(5)  至 102℃時，觀察是否達熱平衡(熱敏電阻是否在固定值上下跳動)。 

(6) 若達熱平衡點，分別記錄輻射體四面的輻射量後，再記錄一次黑面輻射量，確認系統

穩定。測量時讓感測器靠近輻射面中央，前端短棒輕觸輻射面，以確保距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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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驗紀錄： 

表格 1. 低溫熱輻射 ( 初始溫度 rT  = ________°C = ___________ K) 

溫度 T(℃)/

電阻值(Ω) 

升溫電壓

(mV) 

降溫電壓

(mV) 

溫度 T(K) 44

rTT   

(K4) 

升溫功率

(mW) 

降溫功率

(mW) 

38 / 55,685 

42 / 46,863 

46 / 39,605 

50 / 33,591 

54 / 28,590 

58 / 24,415 

62 / 20,919 

66 / 17,980 

70 / 15,502 

74 / 13,405 

78 / 11,625 

82 / 10,110 

86 / 8,816.0 

90 / 7,707.7 

94 / 6,755.9 

98 / 5,936.1 

102/ 5,228.1 

      

初始溫度與電阻值表： 

 

 

表格 2. 不同面的輻射 

不同面 電壓(mV) 輻射功率(mW) 輻射度 M (
sec2 m

W )   

黑    1 

白     

霧     

亮     

※
44

rTTM    

6.計算： 

(1)  用步驟(1)～(5)的數據計算 )(
44

rTT  （絕對溫度），以功率為縱軸， )(
44

rTT  為橫軸 

 作圖，求斜率。 

(2)  用步驟(6)的數據計算各面的輻射度。 

(3)  以黑面為黑體，計算其他三面的輻射比。 

溫度 T(℃)/電阻值(Ω) 溫度 T(℃)/電阻值(Ω) 溫度 T(℃)/電阻值(Ω) 溫度 T(℃)/電阻值(Ω) 

21 / 120,810 

22 / 115,190  

23 / 109,850 

24 / 104,800 

25 / 100,000 

26 / 95,447 

27 / 91,126 

28 / 8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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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問題： 

(1)  計算(1)中的圖形是否為直線？討論可能的誤差來源。 

(2)  計算(1)中的斜率有何意義？若要由實驗決定 Stefan-Boltzmann 常數，還需要知道或 

 測量哪些數據？ 

(3)  黑體輻射有一定頻譜，查閱資料寫出此頻譜分佈。分佈中強度最大之波長 max 滿足 

 Wien 位移定律 kmT  3

max 10898.2 。 

 陽光之 max =5100
o

A ，估計太陽表面的溫度。求室溫時的 max 。 

(4)  黑體是黑的嗎？一般物體（室溫）能用視覺判別那一個比較接近黑體嗎？請說明。 

(5)  一般透明玻璃可透射可見光，但吸收紅外光。說明溫室的原理。解釋地球大氣的溫 

室效應，你知道哪些溫室氣體？沒有溫室效應，地表平均溫度將是-18℃，而非 15℃， 

冰凍的地球不會有生物。(參閱 Halliday, Resnick, and Walker: Fundamentals of Physics, 4th 

ed., Essay-7.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1993。) 

(6)  比較 25℃及 33℃黑體的輻射度。估計一般紅外線熱像儀或夜視器中感測器能鑑別 

 的輻射度差異 ΔM。 

 

8.延伸閱讀：普物課本 Serway’s principles of physics ,fourth edition,p557-p558, p938-p941,  

p937, p973-974 

 

 

 

 

 

 

 

  
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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