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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 BGO晶体Y探测器试测了高能Y射线，北京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拥有兰州重 

离子加速器装置 (HIRFL)，并将在未来五年 

内建成冷却储存环装置 (CSR)，这些装置为 

我国原子核物理 原子物理 、生物物理、材 

料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和机 

遇．国际上也只有美 国、德国、法国、日本 、 

意大利等国家拥有此类装置，人fi']xg-这些装 

置寄予厚望 ，期待做 出重 要的物理成果．一 

个核物理实验 能否获得理想的结果 ．取决于 

高品质的加速器、高性能的探测器以及新颖 

的物理思想．由于缺乏经费 ，我 们无法像 国 

外同类型实验室那样制作性能非常先进的探 

测器 ，如高分辨4n带 电粒子撵测系统 、v球、 

中子球等，而且现有的探测器质量和数量也 

不尽人意，但还是初步开展了高能 v的实验 

研 究工作 ，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我们还立 

足于可能的探谢条件与 HIRFL和 CSR的加 

速能力 ，探讨 了未来可以开展的高能 Y实验 

2 近物所 GDR实验概况 

自从1988年 KIRFL装置 出束后 ，近物 

所就尝试在一些 中能重离子反应(如二分裂 

三分 裂 以及 四 分裂 实验 )中利 用 六组 l 0 

大学技术物理系江栋 、叶沿林 等也在 HIR 

F'L装置上使用两组 75 BGO 晶体 探测器 

研究热核偶极 巨共 振(GDR)衰变 ．1995年 

近物所开始利用 GDR-f多重性和带电粒子多 

重性研究裂变延迟 ，1996年完成了相关实验， 

同时也完成了一个热核 GDR实验．实验采 

用．t5 1 00 NaI晶体探测器和由江梳兴、叶 

沿林提供的两组 75 BGO晶体探测器测量 

高能 (>d M eV)Y． 

2．I 裂变动力学系统性研究 

实验 目的在于利用 GDRy多重性 和带 电 

粒子多重性研 究裂变延迟并提取裂变时标． 
一

些熔台裂变实验结果表明，裂前的中子 多 

重性 悯 、带电粒子多重性 以及 GDRy多 

重性 一均高于统计 蒸发模型所给出的计算结 

果．这说 明裂变延迟了 ，复合核有充足的时 

间发射更多的中子 、带 电粒子和 Y．裂变延迟 

也可 以解释为由于摩擦 ，裂变系统越过裂变 

位垒的时l 增加了，或者说是 由于摩擦或粘 

滞性造成大范围的质量扩散引起的．扩散过 

程造成质量通量在位垒处折射 回来．裂变宽 

度 由于质量扩散或粘滞性而减 小，裂变 寿命 

延长．以前实验分别利 用中子 多重性 、带 电 

粒子 多重性或 Y多重性来研究裂变 延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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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实验条件不尽相 同 ，分析模型互有差 异， 

实验结果也不 尽相 同．鉴于此 ，我们利用现 

有条件，同时测量带电粒子和 Y，设法使用 同 
一 模型分析实验数据 ， 便对裂变延迟作综 

合分析．近来 Hinde等 人甩同时测量带 电粒 

子多重性和 中子多重性方法研究裂变延迟． 

考虑延迟后 ．裂变寿命一般为10一。s．而准裂 

变的寿命 为l 0 。s口一． 

现 已完 成 一个裂变 延迟 实验．实验 用 

HIRFL提供的l 36 MeV “O轰击 Au靶 ，6 

块 PPAC用于测量裂变碎 片，4套 l 00 NaI 

品体探测器和2套 75 BGO品体探测器测量 

高能 Y，6组半导体测量轻粒子．高能 探测 

器放置在垂直于束流方 向的平面内，以便使 

多普勒效应最小．对 Y实验数据 的分析结果 

表 明，反应 系统不存在裂变延迟．由于我们 

实验的入射能 比Hinde和 Paul等 凡的低．这 

说 明裂变延迟只是在激发能增高到一定程度 

后才 出现的 我 们将进一步改变入射能，以 

便能够系统地研 究裂变 随激发能的演化 特 

别是研究裂变延迟如何 随激发能变化 ，对原 

子核 的粘滞性有更多的了解 ，对 于复合核或 

热棱在退激过程 中各种 衰变道之间的竞争 ． 

如 Y、n、P、轻 的带 电粒子发射以及裂变 等， 

有进一步的认识． 

为此 ，需要编写一个蒸发裂变模型程序 

考虑轻粒子 、Y、裂变等衰变道 ，以及裂变碎 

片的进一步退激发 ，以便能够 同时分析带电 

粒子 多重性与 GDR Y多重性并提取裂受 时 

标 ． 

2．2 热核 GDR实验 

与 上述裂变延迟实验不同，高温 (T一5 

MeV)GDR实验着重研 宄重离子桉反应 中布 

居于高温热核上的 GDR性 质随激发能或棱 

温度的变 化．在裂变延迟实验 中，测量裂 片 

+轻粒子 、裂 片+T的符台事件 ，而在热核 

GDR实验中则测量余桉 -_Y及余核+轻带电 

粒 子符合 事件．实验 选取 的反应 系统为 2 

M eV Ar+ Nb，在擦边角附近放置了两块 

平行板 雪崩 电离室 (PPAC)测量余 核，探测 

高能 Y的两套 75 BOO和 d套 l 00 NaI放 

置在 垂直于束流方向的平面 内，另有若干组 

半导体探测器探测轻带 电粒子 ，分离扇加速 

器 高频 (RF)作为起始信号．实验结 果 已发 

表口：．根据线动量转移 LMT对熔合核质量 

作出选择并得到相 应的符合 Y能谱 ，采用统 

计蒸发模型程序 CASCADE E 拟台分析 实验 

数据．我们也发现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热桉 

巨共振实验结果 ，这一点与 GANIL的 GDR 

实验相同 ] 若 固定 GDR宽度 ，则不能得到 

较好的拟台 ，若假定激发能高于250 MeV时 

无 GDR Y发射口一，则可得 到较好 的拟合 ]． 

实验显示激发能很高(>250 M eV)时 ，GDR 

发射几率变得很小． 

2．3 复杂粒子发射对热核巨共振性质的影响 

问题 的提出基于这样一个考虑 ，即理论 

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高温热核巨共 振实验结 

果．事实上 ，激发能较低时(T<3 MeV)，统 

计蒸发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复合核衰变实验 

数据，包括 GDR Y能谱．随着激发能增加， 

模型计算结果逐渐偏离实验数据．从衰变机 

制考虑 ，在低 能核反应 中，复合核仅通过发 

射 、轻粒子及发生裂变等方式退激发 ，仅考 

虑这些退激方式 的统计蒸发模型程序就能很 

好地解释实验现象 ，也能成功地解释巨共振 

实验数据．相比之下，热核衰变要复杂一些． 

高温 热核 不仅要发 射 n、P、d、t、q等轻垃 

子，还要发射 其它复杂粒子 ，甚至发生多重 

碎裂，GDR 衰变 只是 其中的一个 衰变 道 ， 

而且激发能越高 ，复杂垃子发射几 率越大． 

然而，在分析高温热核 GDR 能谱 时，统计 

蒸发模型的程序 CASCADE并未考虑复杂粒 

子(z>2)发射 ，这可能是造成计算结果偏离 

实验结果的一个原因．要较好地解释这一问 

题 ，需要从理论与实验两方 面着手．实验 上 

除测量余棱+ 符合事件外 ，还需要同时测 

量余核+带电粒子包括与复杂粒子 的符合事 

件，这样才有可能研 究复杂粒子发射对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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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核 GDR性质 ，特别是对 巨共振宽度的影 

响．理论上还需要在模型程序中加入复杂粒 

子发射机制 (无须考虑裂变 的竞争)，另外也 

需要讨论影 响 GDR宽度的其它因素及其机 

制 ． 

热核的激发能与温度需要独立测量 ，热 

核质量数的确定也需要提高精度 ，复杂粒子 

能谱与 Y能谱的统计性要高．这些对带电粒 

子探测器与 Y探测器 的质量与数量都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我们谋求与国内其它单位以及 

国外实验室合作 ，共同完成这一实验． 

3 未来 GDR实验 

3．1 GDR消失与原子核相变 

GDR是原子核的一种集体运动模式 ，需 

要一定时 间方能形成并有一 定的寿 命．热棱 

寿命 随激发 能增 加 而缩 短 ，当热核 寿 命 比 

GDR形成时间还要短时，意昧着 GDR将消 

失．如果 GDR形成 时削也随激发能增 高而 

缩短 ，GDR根可能在原子核发生相变前就 已 

形成 ，也可能在相变或碎裂发生之前还来不 

及衰变．因此 ，对具有很高激 发能 的热核甜 

言，GDR的消失可能意昧着多重碎裂或相变 

发生 ，理论 上则可将 多重 碎裂 、相变 与集体 

运动消失及混沌状态联系在一起． 

实验首先要求反应系统的激发能不断增 

高，使反应 系统状态从液态发展到相变 ．实 

验 不仅需要 HIRFL能够提供产生高温热核 

的束流 ，也能提供产生相变 的更高能量的束 

流．以 Ar为 例 ，要 求 束 流 能 量 达 到 l00 

MeV／u．以 GDR为探针实验研 究原子核相 

变 ，要求带 电粒子探测器与 Y探测器所覆盖 

的立体角都尽可能要大．由于高能 Y的来源 

比低能反应时复杂得 多，因此实验数据的分 

析处理 同样会遇到困难 ，在理论方面需要作 
一

些必要的准备．总之 ，这一实验相当复杂 ， 

需要更先进的探测分析设备 ，但其结果具有 

更重 要 的意义． 

3．2 GDR 对 同位 旋 的依赖 性 

放射性束为研究各种同位旋效应提供了 

有力工具．无论核反应截面对 同位旋 自由度 

的依赖 ，还 是 GDR性质或其它模式 的巨共 

振如 GalIlov Teller巨共 振对同位旋 自由度 

的依赖 ，都 能够提供核力对同位旋 自由度 依 

赖信息．拟议建造的法 国 PIAFE项 目口 ，将 

GDR对同位旋 自由度 的依 赖作为一 个主要 

物理 目标．HIRFL开展这方面的实验研究也 

是可能的 ，目前可 以通过 两种途 径来实现． 
一

种是利用稳定核束流，选择可 以实现的极 

端丰中子 或缺中子弹靶组台 ，以便形成质量 

数在一定范 围的极端丰中子或缺 中子的复合 

核或类熔台核．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束流 

强度大、能量发散小 ，而缺 点是所形成的复 

合核或类熔台核的中质 比变化范围不大．另 
一

种方法是利用次级束装置完成实验 ，反应 

形成的复台核或类熔 合核的中质 比变化范丽 

较大 ，但是次级束流强较 小 ，能量发散也 比 

较大． 

研 究结果表 明 GDR能量随质量数 A规 

律性变化 ，但对同位旋的依赖不大．一些计 

算 表 明同 位 旋 对 GDR 能 量 的 影 响 不 大． 

GDR对同位旋 的依 赖很可能体现在 巨共振 

宽 度上 ，这需要通 过研 究系 统平衡 态 时 的 

GDR性质对 同位旋 自由度 的依 赖关 系加 以 

验证．因此 ，最初的实验以选择低 能复合核 

反应为 宜，一方面反应机制 比较简单 ，另一 

方面预平衡粒子发射少 ，复台核或熔合棱仍 

基本保持原有的中质 比，这样可以集中研 究 

GDR的同位旋效应．这类实验 比较精细 ，粒 

子鉴别与余核质量数的确定都需要有较高的 

精度 ，对探铡器的质量要求很高． 

4 CSR能区高能 v实验 

正在建设中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 

存 环 (CSR)，设 计 加 速 能 量 为 400～ 900 

MeV／u的全离子．利用 CSR能够 开展 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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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实验研 究 在原子核物理方 面，物理 目 

标主要锁定于放射性束物理．利用放射性束 

能够 对 不稳 定核 的性 质 以 及 由不 稳定 核 引起 

的核反应 ，诸如天体演化过程中的一些尚未 

完全 了解 的关键性棱反应进行研究．同时还 

可以利用 CSR放射性束和普通束开展一些 

重要的高能 实验． 

4 1 轫致 辐射 与核 内核 子相互作 用 

从经典 电动力学知道 ，荷 电粒子只要有 

加 速 度，就 会 产 生 电 磁 辐 射．轫 致 辐 射 

(Bremsstrahlung)就是荷 电粒子 困 斫产 

生的电磁辐射．中高能核 反应 中轫 致辐射 Y 

产生于核碰撞早期阶段的核子 核子碰撞 ，主 

要来 自n—P碰撞口 ．轫致辐射 光子能量很 

高，一般在30到几百 MeV之『可．我们认为研 

究核 反应轫致辐射至少有益于对两个问题 的 

认识．(1)核力性质 ，轫致 辐射来源于核 子 

核子碰撞 ，它能够提供介质 中核子一核子相互 

作用的直接信息．核力是强相互作用 ，而强 

相互作用是 自然界中唯一尚未完全了解 的相 

互作用．(2)非平衡态演化 ，轫致辐射发生在 

核碰撞 的早期 阶段 ，反应系统 尚处于非平衡 

状态 ．因此也能够提供非平衡态演化的信息． 

穗国 GS[已经对核反应轫致辐射作 了一 

些研究．巨共振和轫致辐射是荷兰 K VI新建 

造 的超导 回旋加速器 AGOR 的主要物 理 目 

标[“ ．KVI目前拥有两套测 量高能 谱 仪 ． 

即 SALAD (Small-angle Large·acceptance 

Detector)和 TAPS(TWO·arm Photon Spec 

trometer)，前者结构稍微简单一些 ，由KVI 

独 家 制 作 ，后 者 由 GANIL(Caen)、GSI 

(Darmstadt)、KVI(Groningen)、IFIC (Va— 

lencia)、NPI(Rez)、PIG(univ．Gissen 等合 

作研制 ，并 在欧洲一些 实验室流动使 用．意 

大利 Catania南方实验室的 MEDEA d 探测 

器也用于研究轫致辐射．MEDEA 曾用于 27 

M ev，u Ar+“zr热核巨共振实验0】． 

HIRFL+ CSR 覆 盖 单 核 子 能 量 数 十 

MeV 到数百 MeV 的能 区，是研 究轫致辐射 

比较理想的设备．我们可以先考虑简单 的弹 

靶组合系统的轫致 辐射 ，如用 C轰击 碳氢 

靶 ，然后再研 究复杂的弹靶组合系统．覆盖 

较大立体 角的高能 Y探测器是 实验 的关键 ， 

制作一个高性能的4 Y探测器是必要的． 

4．2 原 子核 多声子 态 

原子核 巨共振模式很多口 ，一般根据极 

性 (AL)、自旋取 向(电的 △S=0及磁的 △ 一 

1)、同位旋性质 (同位旋矢量 AT—l，同位旋 

标量 △ 一0)分类．通常所说 的 GDR就是 电 

的同位旋矢量偶极 巨共振 (Electric isoveetor 

giant dipole resonace，IVGDR ，△S= 0，△ 

— l，△ —1)．实验 已发 现 了单极 巨共 振 

GMR、GDR、四 极 巨共 振 GQR，Gamov 

Teller巨共振 GTR等巨共振模式．实验证实 

Brink—Alex假设Ⅲ 是正确的，即巨共振可以 

建立在原子核任何状态上．巨共振不仅 能够 

建立在原子核基态上，还 可以建立在原子 核 

激发态上 ，如热核 GDR，甚至还能够建立在 

其它巨共振态上 ，如 GDR@GDR 及 GQR@ 

GQR．在微观模型中，巨共振通常描述 为众 

多彼此靠近 的lp一1h激发态 的相干态．单 阶 

巨共 振也可理解为单声子激发 态，相应地多 

阶巨共振理解为多个声子的共 同激发 ，即为 

多声子激发态． 

最早 的 GDR@GDR是在 介子双 电荷 

交换反应中观察到的口 ． 介子束是次级束 ， 

流强和束流品质要差一些．但 介子有三种 

电荷 态，仍不失为研 究同位旋矢量巨共振的 

有效手段．GANIL和 GS1分别利用 谱 仪 

TAPS对 GDR0GDR 进行 了研究．SIS／GsI 

在 l GeV／u Bi ∞Pb[ ]及0．7 GeV／u 。Pb 

+ 。 Pb[ ]反应 中观测到 了 由于库仑激发 使 

Pb处于 GDR@GDR．激 发态．也有 实验 观 

；捌到了 GQR0GQR口 ．GDR．QGDR 的共振 

能量为 GDR 能量的 2倍 ，而 宽度则 是√ 2 

倍 ，这一点理论与实验一致 】．理论也探讨 

了其它双声子 态的性质，如 GDR固GQR、 

GDR0GMR 等 ．库仑激发与 介 子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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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交换反应都是研究双声子态的有效手段 

在 CSR 能区，既可利用单核子能量为几 

百 MeV 的普通束通 过库仑激 发产生双声 予 

态，也可利用 CSR产生的 介子次级柬来实 

现双声子激发． 

5 GDR宽度 

GDR宽 度仍 将是 巨共 振理论 与实验 研 

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巨共振能量相对于质量 

数而言具有很 强的规律性 ，也基本不随桉温 

度变化_2 ，而宽度则不然 ，随温度增大而 

增大，随后又出现饱和[25Z．其实 即便是基 

态巨共振的宽度也未认识清楚．巨共振态是 

众多1p1h激发态的相干态，其宽度是各lp]h 

激发态相 干叠加后形 成的包络线的宽度 ，因 

此与这些lp]h激发态的分散程度有关．巨共 

振宽度又可分为逃逸宽度 F’与展宽宽度 ，‘ 

两部分．前者是1Plh与连续态耦合的结果 ， 

它是轻 核 巨共振 宽度的 主要 成分．后者 是 

1p1h与一些多粒子多孔穴 np—nh激发态耦合 

的结果 ，造成粒子蒸发 ，接近于统计 或蒸发 

宽度．影 响巨共振宽度变化的因素很 多，以 

下列举几 个主要 方 面． 

(1)基 态形 状 对 宽 度影 响 明显．基 态 

GDR能量不存在壳效应 ，但宽度与壳效应有 

关，确切地讲 ，与基 态形状有关 ，轻核尤为 

明显 球形核 GDR宽度比变形核的要小．变 

形核巨共振有两个成分 ，造成了强度展宽． 

(2)形状 涨落是决定热核 GDR宽度的 

主要因素 GDR宽度 随核温度先是增大继而 

饱和．一些理论将其解释为 由于角动量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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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Energy Gamma Experiments at H IRFL and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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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T hc experiments olx giant dipole resonance performed at HIRFL of the Insti- 

tute of M odern Physics are reviewed． At H IRFL and CSR the prospective high energy gaal 

ala experim ents on double phonon s rate，Brem strahlung，the connec~ion between disappear 

ante of collective m otion and phase transition ，and so on，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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