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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今年夏天天氣炎熱，爸爸心血來潮做了冰淇淋給我吃，看見爸爸用簡單的冰

塊和鹽，神奇的變出冰淇淋，我不禁要問為什麼，為什麼在冰塊上灑鹽就會降低

溫度？到底多少鹽和冰的效果最好？到底能降到幾度呢？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冰和鹽的降溫原理。 

二、冰和鹽的最佳比例。 

三、冰和鹽最低能降到幾度。 

    四、冰和鹽的降溫原理在生活上的運用。 

 

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冰塊(自行以冰箱冷凍室製作)、鹽(超商賣的精鹽)、塑膠量杯、金屬杓、金

屬攪拌棒、酒精溫度計、電子溫度計、鐵鎚(碎冰用)、碼表、紀錄紙、筆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溫度計的選擇： 

選擇溫度計時，我們考慮到了兩個要素（一）準確度（二）最低溫

的限制，而學校教具室裏只有酒精溫度計最低只有攝氏零下二十度，無

法完全達到我們所需要的兩個要素，所以我們決定選擇最低溫可以到非

常低的電子溫度計（最低溫可測達-40℃）。 

二、冰塊的大小的選用： 

我們有想過各種冰塊的大小，可能會影響實驗的結果，最後決定，

以冷凍庫拿出來的冰，裝進塑膠袋裡，用鐵槌加以敲碎，讓冰塊的大小

適合進行實驗。 

三、鹽和冰的混合方式： 

我們測試發現了，冰和鹽混合時，在不加蓋的燒杯中，短時間內受

室溫的影響並不大，所以我們決定不加蓋，如此一來我們也可以持續觀

察，量杯裡的各種變化，同時也能隨時觀察溫度下降的情形。 

四、溫度計測量方式： 

        由於研加入冰塊後，用金屬攪拌棒攪拌均勻後，溫度馬上急速的下

降，並且分散的冰塊會馬上重新凝結成一團，因此我們將溫度計的探針

放進冰塊當中之後，便不再變動，直到觀察時間結束。 

    五、數據的記錄及記錄時間的長短： 

根據我們的初步試驗，發現溫度變化最劇烈的時段大部分在前六分

鐘，然後溫度變保持非常和緩的上升。因此將觀察時間定為480秒，每

10秒記錄一次。 

     



六、實驗過程設計： 

            從冰箱冷凍庫拿出結冰盤，將冰塊倒入塑膠袋，用鐵鎚敲打十下，

再倒入量杯之中，以磅秤量取300公克冰塊，立刻倒入事先量好重量的

鹽，迅速攪拌均勻，插入溫度計，開始計時及紀錄溫度，每十秒紀錄一

次溫度變化，總共觀察480秒。 

            冰塊保持300公克不變，鹽則由25公克起，每次加25公克，計有25、

50、75、100、125、150、175、200、225、250、275、300公克十二種組

合。 

            分別記錄完成後，取溫度降到最低的前五組實驗再做一次，最後取

最佳冰與鹽比例，並以最佳比例挑戰最低溫紀錄。 

 

伍、研究結果 

實驗一：冰和食鹽不同比例混合的降溫實驗 

 

實驗編號 冰塊重量 g 鹽重量 g 最低溫 10 20 30 40 50 

1 300 25 -10.9 -1.3 -2.1 -3.5 -6.3 -7.3 

2 300 50 -17.5 -3.7 -4.6 -10.3 -14.2 -15.5 

3 300 75 -18.5 -1.5 -2.3 -9.7 -11.1 -12.3 

4 300 100 -19.6 -1 -2.8 -8.1 -12.5 -15.4 

5 300 125 -17.3 -4.7 -6.3 -10.1 -12.5 -13.5 

6 300 150 -19.7 -6.9 -11.6 -15.5 -17.3 -17.9 

7 300 175 -21 -6.6 -11.1 -14.9 -17.1 -18.3 

8 300 200 -18.7 -1.7 -8.6 -10.3 -11.6 -13.2 

9 300 225 -16 -1 -3.5 -7.3 -13.5 -14.9 

10 300 250 -20 -12.9 -14.3 -15.4 -17.2 -17.8 

11 300 275 -15.6 -3.7 -9.6 -10.8 -11.7 -12.4 

12 300 300 -19.9 -1.7 -7.4 -11.4 -14.6 -16.5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7.9 -8.5 -8.9 -9.4 -9.7 -9.9 -10.1 -10.3 -10.5 -10.6 -10.8 

-16.4 -16.9 -17.4 -17.5 -17.4 -17.3 -17.3 -17.3 -17.3 -17.3 -17.3 

-13.5 -14.1 -14.7 -15.4 -15.7 -16.1 -16.3 -16.4 -16.5 -16.6 -17.2 

-17.2 -18.1 -18.8 -19.3 -19.4 -19.5 -19.6 -19.6 -19.6 -19.5 -18.9 

-14.4 -14.7 -15.2 -15.2 -16.5 -16.6 -16.6 -16.7 -16.9 -17.1 -17.1 

-18.5 -19.1 -19.3 -19.5 -19.6 -19.7 -19.7 -19.7 -19.7 -19.5 -19.5 

-19.3 -20 -20 -21 -21 -21 -21 -21 -20.8 -20.8 -20.6 

-14.3 -15.3 -15.9 -16.4 -16.8 -17.1 -17.3 -17.4 -17.6 -17.8 -17.9 

-15.1 -15.1 -15.3 -15.4 -15.6 -15.7 -15.8 -15.9 -16 -16 -16 

-18.2 -18.2 -18.5 -18.9 -19.2 -19.6 -20 -20 -20 -19.2 -17.9 

-12.8 -13.1 -13.4 -13.6 -13.8 -14 -14.2 -14.3 -14.6 -14.7 -14.8 

-17.2 -17.6 -18.1 -18.7 -19.2 -19.4 -19.6 -19.7 -19.8 -19.8 -19.8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10.9 -10.9 -10.9 -10.9 -10.5 -10.1 -9.8 -9.5 -9.2 -8.9 -8.4 

-17.3 -17.2 -17.2 -17.1 -17.1 -17 -16.9 -16.9 -16.8 -16.8 -16.7 

-17.5 -17.7 -17.9 -18.1 -18.2 -18.2 -18.3 -18.3 -18.5 -18.5 -18.4 

-18.8 -18.7 -18.7 -18.4 -18.5 -18.5 -18.6 -18.6 -18.6 -18.6 -18.6 

-17.2 -17.3 -16.4 -15.9 -15.4 -15.1 -14.9 -14.9 -14.7 -14.7 -14.7 

-19.4 -19.4 -19.4 -19.4 -19.3 -19.3 -19.3 -19.3 -19.3 -19.3 -19.3 

-20.6 -20 -19.9 -19.7 -19.6 -19.6 -19.5 -19.4 -19.4 -19.4 -19.4 

-18 -18.1 -18.2 -18.3 -18.3 -18.5 -18.5 -18.6 -18.6 -18.6 -18.6 

-16 -16 -16 -16 -15.7 -15.5 -15.3 -15.2 -15.2 -15 -14.7 

-17 -17.1 -17.5 -17.6 -17.8 -17.9 -17.9 -18 -18.1 -18.1 -18.2 

-14.9 -15 -15.1 -15.1 -15.1 -15.1 -15.4 -15.5 -15.5 -15.5 -15.5 

-19.8 -19.8 -19.9 -19.9 -19.6 -19.2 -18.6 -18.3 -18.1 -17.9 -17.8 

 

 

 

 



 

28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8.2 -8 -7.8 -7.5 -7.5 -7.1 -6.6 -6.6 -6.6 -6.1 -5.5 

-16.7 -16.6 -16.6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6 -18.7 -18.7 -18.7 -18.6 -18.6 -18.6 -18.6 -18.5 -18.5 -18.5 

-14.7 -14.7 -14.7 -14.7 -14.7 -14.7 -14.9 -15 -15.1 -15.1 -15.4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1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18.6 -18.6 -18.6 -18.7 -18.7 -18.7 -18.7 -18.7 -18.7 -18.7 -18.7 

-14.4 -14.1 -13.6 -13.4 -13.2 -13 -12.9 -12.9 -12.8 -12.8 -12.7 

-18.2 -18.2 -18.2 -18.3 -18.3 -18.3 -18.3 -18.3 -18.5 -18.5 -18.5 

-15.6 -15.6 -15.6 -15.6 -15.6 -13.9 -12 -9.8 -8.9 -8.2 -7.8 

-17.8 -17.5 -17.3 -17.2 -17.1 -16.6 -16.4 -15.9 -15.7 -15.8 -15.8 

 

 

 

 

390 400 410 420 430 440 450 460 470 480 

-4.9 -4.5 -4.5 -4.5 -4.3 -4.3 -4.3 -4.3 -4.3 -4.3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16.5 -16.4 -16.4 -16.3 

-18.4 -18.4 -18.4 -18.4 -18.2 -18.2 -18.2 -18.2 -17.9 -17.8 

-18.5 -18.5 -18.4 -18.4 -18.4 -18.3 -18.3 -18.3 -18.2 -18.2 

-15.4 -15.4 -15.5 -15.5 -15.5 -15.5 -15.5 -15.5 -15.5 -15.5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19.4 -19.3 -19.3 -19.3 

-18.7 -18.7 -18.7 -18.7 -18.7 -18.7 -18.7 -18.7 -18.6 -18.6 

-12.6 -12.5 -12.4 -12.3 -12.2 -12.2 -12.2 -12.1 -12.1 -12.1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18.4 

-7.8 -7.6 -7.5 -7.4 -7.4 -7.4 -7.2 -7.2 -7.1 -7.1 

-15.1 -14.9 -14.8 -14.7 -14.6 -14.5 -14.4 -14.2 -14 -13.9 

 

 

 

 

 



 

各實驗溫度記錄折線圖 

 
實驗一                            實驗二 

 

 

實驗三                            實驗四 

 

              實驗五                            實驗六 

 

 

 

 

 

 

 



 

 

 

實驗七                            實驗八 

 

              實驗九                            實驗十 

 

             實驗十一                          實驗十二 

 

 

 

 

 

 

 



 

實驗二：冰和食鹽五種良好比例混合的降溫實驗  

        從實驗一中選出最低溫排名前五組，分別是編號第4、6、7、10、12，

再進行一次實驗，希望能更精確地找出最佳比例。被選出來的五組如下表： 

實驗編號 冰塊重量 g 鹽  重量  g 最低溫 

4 300 100 -19.6 

6 300 150 -19.7 

7 300 175 -21 

10 300 250 -20 

12 300 300 -19.9 

 

    實驗記錄如下： 

實驗編號 冰塊重量 g 鹽重量 g 最低溫 10 20 30 40 50 

4 300 100 -19.9 -1 -2.8 -8.1 -12.5 -15.4 

6 300 150 -19.7 -6.9 -11.6 -15.5 -17.3 -17.9 

7 300 175 -20 -6.6 -11.1 -14.9 -17.1 -18.3 

10 300 250 -19.6 -6.9 -11.6 -15.5 -17.3 -17.6 

12 300 300 -19.6 -5.9 -10.6 -13.5 -15.3 -16.9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2 -18.1 -18.7 -19.1 -19.4 -19.5 -19.6 -19.7 -19.7 -19.8 -19.9 

-18.5 -19.1 -19.3 -19.5 -19.6 -19.6 -19.6 -19.7 -19.7 -19.7 -19.7 

-19.3 -19.5 -19.5 -19.7 -19.7 -19.8 -19.9 -20 -20 -20 -20 

-17.9 -18.5 -19.1 -19.5 -19.6 -19.6 -19.7 -19.7 -19.7 -19.7 -19.7 

-17.5 -18 -19.1 -19.5 -19.6 -19.6 -19.6 -19.7 -19.7 -19.7 -19.7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19.9 -19.9 -19.9 -19.9 -19.9 -19.9 -19.9 -19.9 -19.8 -19.8 -19.8 

-19.7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5 -19.3 -19.3 

-20 -19.9 -19.9 -19.9 -19.9 -19.9 -19.8 -19.8 -19.8 -19.8 -19.6 

-19.7 -19.6 -19.6 -19.6 -19.6 -19.6 -19.5 -19.5 -19.5 -19.4 -19.4 

-19.7 -19.7 -19.7 -19.6 -19.6 -19.6 -19.6 -19.6 -19.5 -19.3 -19.3 

 

 



 

28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19.7 -19.7 -19.7 -19.7 -19.7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1 

-19.6 -19.6 -19.6 -19.6 -19.6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4 -19.4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1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1 

 

390 400 410 420 430 440 450 460 470 480 

-19.6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4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5 

-19.1 -19.1 -19.1 -18.9 -18.9 -18.9 -18.9 -18.9 -18.9 -18.9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19.1 

 

    前五名實驗溫度記錄折線圖 

 

實驗編號 4  300克冰和和100克鹽    實驗編號 6   300克冰和和150克鹽 

 

 

實驗編號 7   300克冰和175克鹽      實驗編號 10  300克冰和250克鹽 

 



 

實驗編號 12  300克冰和和300克鹽 

 

將上列五個實驗，綜合在一張折線圖，並且觀察他們在零下15℃以後的表現。 

 

討論： 

    1.溫度降到最低的前三名是175公克鹽的-20℃，100公克鹽的-19.9℃，150

公克鹽的-19.7℃。 

    2.前60秒都是呈直線方式迅速降溫，175公克鹽那組在130秒降到-20℃，直

到170秒，共維持了40秒；100公克鹽那組在160秒時降到-19.9℃，直到220

秒，共維持了60秒。 



陸、討論 

一、冰和鹽能降溫的原理 

經過我們網路搜尋的結果，找到很多資訊，以我們能理解的內容整理起

來，與大家分享： 

冰塊需要吸收附近的熱量來使自己融化。 

鹽也需要吸收水中的熱量來使自己完全溶解在水中。 

冰鹽混合，冰塊熔成0℃的水，這些水立刻被鹽奪走水分用來溶解，冰

塊不斷的吸收附近的熱量，鹽不斷的吸收冰塊才剛剛熔化的水拿來溶化自

己，這樣持續的作用，直到冰完全熔化，或直到食鹽完全溶解。由於冰、鹽

溶化時都會吸熱，所以溫度會降到0度以下，直到這過程結束。 

二、蒐集到的資訊裡有關冰和鹽的最佳比例是 3 : 1 ，我們做出來的實驗結果

最佳比例是 3 : 1.75，差距很大，相信一定有許多實驗變因沒有注意到，

例如：冰塊的大小、食鹽的種類及顆粒大小、冰和鹽混合後要不要持續攪拌、

溫度計放的位置等等，這將是我們需要再接再勵的目標。 

三、以本實驗的最佳比例300公克冰和175公克鹽進行最低溫挑戰，作了三次，都

只能降到-20℃，雖然插在一旁的酒精溫度計曾經顯示-22℃的最佳成績，

但是本實驗設計是採用電子溫度計，因此只能宣佈挑戰失敗。 

 

柒、結論 

一、冰和鹽能降溫的原理 

冰塊需要吸收附近的熱量來使自己融化。 

鹽也需要吸收水中的熱量來使自己完全溶解在水中。 

冰鹽混合，冰塊熔成0℃的水，這些水立刻被鹽奪走水分用來溶解，冰

塊不斷的吸收附近的熱量，鹽不斷的吸收冰塊才剛剛熔化的水拿來溶化自

己，這樣持續的作用，直到冰完全熔化，或直到食鹽完全溶解。由於冰、鹽

溶化時都會吸熱，所以溫度會降到0度以下，直到這過程結束。 

二、本次實驗冰和鹽最佳比例是300公克冰塊和175公克鹽這組，可以降到-21

℃，讓我們驚訝不已。 

三、冰和鹽最低能降到幾度我們重複做了幾次實驗，最低只到 -21℃，但是曾經

在酒精溫度計出現 -22℃，可惜酒精溫度計只是輔助性的，誤差也沒有經

過校正，只好捨棄不算。 

四、冰和鹽的降溫原理在生活上的運用其實很多，最明顯的是海水不結冰，因為

海水是鹹的，含有鹽分啦！ 

        緯度高的國家，冬天裡為了預防道路結冰，影響行車安全，因此會在馬

路上灑鹽，使道路不容易結冰、減少車輛打滑的機會，並且會比較容易清除

積雪。 

        火鍋店或海產餐廳長鯨生鮮食物擺在碎冰塊上保鮮，店員都會在冰塊上

灑鹽，使冰塊溶化變慢，溫度保持在低溫，不但聰明而且省電省能源呢。 



        夏天大家喜歡買的冰品----搖搖冰及芋頭冰的原理，也是利用冰和鹽的 

    作用原理製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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