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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 测量等压热容影响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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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介绍了利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ifferential sanning calorimetry，DSC）中的连续测试法测量等压热容
的基本原理，实验分析了恒温段的设定条件、升温速率、样品致密度、样品特性等因素对等压热容结果的影
响。最终得到了一组通用且合理的实验参数，为后续采用 DSC 测量不同体系的等压热容数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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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easurement of isobaric heat
capacity by 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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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ntinuous test method in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DSC) for
measuring isobaric heat capacity was briefly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setting conditions in the
constant temperature section, heating rate, sample density and sampl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isobaric heat
capacity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experiments. Finally, a set of general and reasonable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was obtained,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DSC measurement of isobaric
heat capacity data in the differ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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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等压热容（Cp）是常见的热力学数据，也是热力学优化的必要数据。等压热容的测定方法有很多，

常见的有连续测试法、阶梯测试法、滴落测试法。三种测定方法均可测量固体的等压热容，前两种也可
对液体进行测量。DSC 是一种新颖且有效的热分析技术[1]，即在程序控制温度下，通过将热量输送给样
品或参比物以保持样品温度与参比物的温度相等，并实时记录保持这些等温条件所需要的热量随时间或
温度的变化关系。其基本应用包括材料的熔点测定、结晶度测定和待测样品比热测量，被广泛应用于材
料、冶金、催化剂、石化、食品药品等[2~4]领域。DSC 仪器具有使用温度范围宽、分辨率高和试样用量
少的优点[5]。但由于其易受环境因素、人为因素等 [6]的影响，不同的实验环境和实验参数会对实验结果
产生较大影响。为提高 DSC 测量等压热容的准确性，合理充足的预实验是必要的。通过对实验结果的总
结分析，找到产生偏差的规律和原因，规范测试操作，对以后 DSC 测量不同体系的等压热容具有普遍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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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1.1

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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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通过标准物质校准的连续测试法进行等压热容测量。选择 α-Al2O3 粉末（99.99%）作为
参比物。连续测试法需进行三次实验才能通过已知标准物质的等压热容求得待测样品的等压热容。三次
实验分别为：首先第 1 次用两个空坩埚做空白实验；在进行第 2 次实验时样品坩埚放入质量为 ms 的待测
样品，参比坩埚为空坩埚；第 3 次实验时放入质量为 mc 的 α-Al2O3 粉末校准物质。三次实验运行过程均
是在室温保温一段时间后，以某一加热速率从初始温度 T 加热至终止温度，如图 1 所示。Ab、As 和 Ac
分别代表空白实验数据、样品实验数据和已知等压热容的校准物质的实验数据，则等压热容计算公式为

C p = C pc ×

mc × ( As − Ab )
，
ms × ( Ac − Ab )

（ 1）

其中，Cpc 为参比等压热容，Cp 和 Cpc 的单位为 J·mol−1 K−1；Ab、As 和 Ac 单位为 μV；mc、ms 的单位为 g.
1.2

实验仪器
差示扫描量热仪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功率补偿型和热流型[7~8]。本实验使用的是法国塞塔拉姆仪器公

司（Setaram）生产的 LABSYS 功率补偿型差示扫描量热仪，如图 2 所示，其测试的最高温度可达 1 600℃.
实验过程中使用 LABSYS evo 3D Cp 杆进行等压热容的测量。设备参数如下：升温范围为室温至最高温
度（1 600±1）℃，扫描速率为 0.01～100℃/min，最大平衡容量为 20 g. 3D Cp 杆利用热电偶的热传导从
坩埚底部以及四周同时吸热，相比于普通平面 Cp 杆（只有底部可吸热），其能更精确地测量样品在加热
过程中释放的热流，得到更准确的等压热容数据。

图1
Fig. 1

1.3

图2

利用标准物质校准的连续测试法
Continuous test method using standard
substance calibration

Fig. 2

LABSYS 差示扫描量热仪

LABSYS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er

实验内容
通过实验分析总结了恒温段的设定条件、升温速率、样品致密度及样品特性等因素对 DSC 测量等压

热容结果的影响。

2

结果与讨论
差示扫描量热仪是一种灵敏度极高的设备，对房间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实验设备的运行环境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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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湿度的要求较高，环境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实验基线数据的不稳定，从而使实验结果出现较大偏
差，影响准确性。基线是坩埚在不加任何样品时加热到一定温度所得到的曲线。基线不是一条平滑的直
线，而是一条基本无规律可循的曲线。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在确定基线的稳定性时，不能直接用新坩埚
测试所得第一次与第二次的结果进行对比，因为新坩埚第一次加热时，曲线是不稳定的，所以最好是将
坩埚重复加热 3～5 次，来确定基线的准确性。工作带来的震动也会对基线产生显著的影响，过大的噪音
还有大幅度的动作均会导致曲线的抖动非常严重。
2.1

恒温段的设定条件
在实验程序运行前，设备恒温段的设定条件也会影响实验结果。由大量实验观察得到，初始恒温段

的设定条件会直接影响加热过程中热流的稳定性，而热流的稳定性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以 V2O5
为例，采用相同的升温速率 10℃/min，不同的初始恒温段（30℃）预热时间，对其等压热容进行测试，
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不同预热时间的热流差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图3
Fig. 3

Heat flow curves for different preheating time
表1

Tab. 1

不同预热时间的热流曲线

不同预热时间的热流差

Heat flow difference for different preheating time

恒温段预热时间/min

热流差/μV

热流稳定性

恒温段预热时间/min

热流差/μV

热流稳定性

10

1.02

不稳定

20

0.72

不稳定

15

1.27

不稳定

30

0.18

稳定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很直观地得到如下结论：随着恒温段预热时间的不断延长，热流的稳定性不断提
高。预热时间在 30 min 时，热流差为 0.18 μV，热流基本稳定。因此，在每一次实验加热前均需要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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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恒温加热，使得实验过程中得到更光滑的曲线，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2.2

升温速率
在加热过程中，升温速率的快慢会对等压热容的测试产生影响。升温速率太快会导致分辨率下降，

温度滞后；升温速率过慢则会降低实验效率，同时也可能导致曲线波动较大、数据不稳定。空白坩埚分
别以不同升温速率进行实验的热流曲线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不同升温速率的空白坩埚热流曲线

Heat flow curves of blank crucible with different heating rates

热流具有很好的重复性是保证等压热容测试结果准确的重要因素。由图 4 可以看出，升温速率越大，
重复性越差。升温速率的大小也会直接影响热流曲线的光滑程度，因此实验中选择合适的升温速率显得
尤为重要。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当以 10℃/min 的升温速率加热时，得到的空白热流曲线的可重复性最好。
同时发现升温速率越大，粉末样品热滞后越严重，热流比实际值偏小，使等压热容偏小；升温速率越小，
粉末样品有足够时间吸热，但同时空隙也会吸收热量，热流比实际值偏大，导致等压热容偏大。
2.3

样品致密度
传热的方式有三种，分别为传导传热、对流传热、辐射传热[9]。对于本实验所用的固体粉末来说，

传热方式的适用性按照传导传热、对流传热和辐射传热的顺序依次递减。
实验过程中发现当直接将样品装到坩埚中时，由于样品的致密度不均匀，颗粒之间的空隙不一致，
使得热流不稳定（可能偏大或偏小），最终导致等压热容测试数据不准确。测试准备过程中，样品应当充
分与坩埚内壁接触。如果样品与坩埚内壁之间有间隔，或者样品四周不光滑以及质量太少，会使热电偶
无法精确接收到加热过程中样品释放热流的信号。还应注意的是，样品过多会导致分辨率降低，过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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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灵敏度下降。因此，实验过程中样品的质量和体积均需要严格控制。
坩埚中放置样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模具压成圆柱状放入坩埚内进行测试，另一种是将样品直
接放入坩埚并使用与坩埚直径相似的铁棍进行压实（保证粉末颗粒之间有相似的致密度），然后进行测试，
其他实验条件都相同。
以 Fe2V4O13 粉末为例，在除样品 Fe2V4O13 放入坩埚的状态不同，其他实验条件均一致的情况下，不
同样品致密度测量等压热容的结果与 CHESHNITSKII 等[10]的实验结果对比如图 5 所示。根据实验结果可
知，由铁棍进行压实比由模具进行压实的样品致密度更好，前者结果与 CHESHNITSKII 等[10]的实验结果
一致，而后者则相对小一些。即样品致密度越好，测量的等压热容结果越准确。
2.4

样品特性
恒温段的设定条件、升温速率、样品致密度这些影响等压热容测定结果的因素均是人为操作的外在

因素，样品自身的吸水性等内在特性同样也会影响等压热容的测试结果。样品粉末如果吸水或者本身不
够干燥会导致样品吸收的水分在加热过程中放出更多的热量，从而使实验值远远大于真实值，未经干燥
的 Al2O3 粉末与 Al2O3 的等压热容标准值的对比结果如图 6 所示。

[10]

图5

Fe2V4O13 等压热容结果与 CHESHNITSKII 等[10]的实
验结果对比

Fig. 5 Comparison in isobaric heat capacity result of
Fe2V4O13 and experimental result of CHESHNITSKII et al[10]

图6

实验所得未经干燥的 Al2O3 的等压热容与标准值比较

Fig. 6 Comparison in the isobaric heat capacity of the undried
Al2O3 obtained from the experiment with the standard value

根据实验结果发现，未经干燥的样品测量的等压热容值与标准值相差很大。因此，在样品测试前一
定要对其进行干燥，或者将样品一直放置于干燥器皿中，在准备测试时再放入坩埚中进行实验操作，这
样才能使实验测得的等压热容数据更加接近真实值。

3

结论
本文通过实验对 DSC 测量等压热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对样品干燥和装样方式提出了要求。同

时确定了在初始恒温段（30℃）预热 30 min，并以 10℃/min 的升温速率进行加热得到的等压热容实验数据
与标准值吻合更好，为后续采用 DSC 测量不同体系的等压热容数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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