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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 了中高能核数据评价和建库的国际概况，较细致地讨论 了中高能核反应实验测 

量、理论计算、积分检验、评价和建库等，并对我国今后中高能核数据工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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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中高能核反应 

早在 2O世纪 8O年代 ，美国国家核数据 中心主 

任 Dr．Perlstein[1]就提出了做中高能核数据库的必 

要性 ，并进行了系统学研究．1991年 ENDF／B-6中 

就有了 n+ C， Fe， ∞Bi等靶核直到 GeV 的中 

高能核数据．近几年以来，由于加速器各种应用的 

需要，特别是加速器驱动嬗变系统(ADS)，还有先 

进的粒子束治癌、材料科学、核天体 以及空间科学 

研究(例如，单粒子效应)等[2]，中高能核数据有了 

新的发展．在这些中高能应用中，在 ADS研究 中需 

要的数据大部分是质子和中子数据 ，此外中高能重 

离子核数据逐渐增加 ，应用需求 已经显露．值得注 

意的是 ，入射粒子能量的“中高能”标准是大于等于 

2O MeV／u，它相应于现在的裂变堆和聚变堆数据 

的上限．在中高能范围需要的主要核数据如下例所 

示 引： 

(1)有关粒子输运计算的截面，如全截面、弹 

性散射截面、双微分粒子产生截面；(2)剂量和活 

化用的同位素产生截面 ；(3)材料损伤评估用的气 

体产生截面． 

核数据评价工作通常基 于实验测量和理论计 

算．然而 ，不仅 中子的中高能实验数据稀少 ，而且 

质子的中高能数据也没有进行过足够的系统性实验 

测量．因此，核理论模型计算和改进在建立中高能 

核数据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计算结果的优劣 

还要用实验测量作判据． 

2．1 实验测量进展 

(1)中高能区实验数据近几年急剧增长，其中， 

n+ 。。， 。 ， 38U， Th， 。。Pu，Pb，Bi，Cu，Fe和 C 

等反应 已积累了许多实验数据．美 国、欧洲、日本 

和韩国等都开始建立 中高能核数据库和／或废物嬗 

变用数据库． 

(2)近期出现了一批新的实验设备和新的实验 

方法．例如，欧洲 CERN 的高通量 、宽能 区、高分 

辨中子飞行时间谱仪(n_TOF)已经开始物理工作 ， 

日本 JAERI-KEK的高强度质子加速器 (HIPA)联 

合计划业已启动 ，日本理化所的放射性核束流装置 

计划也在顺利进行 ，德国 GSI的逆反应 (IKR)技术 

等．此 外 ，日本 NCD 的高 分 辨 高 能 光 子谱 仪 

(HSS)，美 国 LANL 的先进 中子 俘 获实 验装 置 

(DANCE)和快 中子产生 射线观测仪 (FIGARO) 

等新的大型设备也向人们展示了强大的测量能力． 

(3)实验数据 的系统学研究取得 了不少成果 ， 

并用于数据评价．例如 TOTELA和 GMA程序． 

(4)对特殊需要材料的宏观截面测量数据(积 

分)增多．例如 Li，Fe和 Cu． 

2．2 理论计算模型 

中高能核反应特点[2]是：(1)预平衡过程和碎 

裂等动力学过程 占优势的结果．而且质心速度增 

加，出射粒子角分布十分向前 ；(2)反应产物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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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宽的质量和原子序数范 围；(3)兀介子和激发 

了的核子的 自由度随着入射能量增大变得重要了． 

因此 ，需要考虑核子多体之外的强子多体系统． 

中高能核数据评价需要可靠 的理论模型．它能 

够很好地包括这些核反应特点并覆盖一个宽的入射 

能量范围，诸如预平衡过程的统计多步模型，由于 

多散裂引起的强子反应分子动力学而应用的模拟方 

法，等等． 

3 国际中商能核数据评价和建库 

3．1 概 况 

根据我们的调研 ，现有的主要国际评价中高能 

核数据库列在表 1． 

表 1 主要的中高能核数据库 

(1)MENDL-2(Medium Energy Nuclear Data 

Library) 
’  

由Shubin等 妇在 俄 罗斯 IPPE利用 ALICE- 

IPPE程序完成 ，目的是用于 中高 能粒子辐照的材 

料活化和嬗变研究． 

(2)W IND(W aste Incinerati0n Nuclear Data) 

推荐数据由 Konobejev等 。 (俄罗斯 Obninsk) 

取 自理论计算 ，原计划是为长寿命放射性材料嬗 

变，即核废物处理研究用． 

(3)BISERM 

Korovin等 于 1997年完成 ，只有反应截面数 

据 ． 

(4)ECN—HE 

荷兰能源研究中心(ECN)[ 与美国洛斯阿拉 

莫斯国家实验室(LANL)合作完成． 

(5)ENDF／B-6．6(包含 LA150) 

由 Chadwick和 Young等 。 在美 国 LANL利 

用 FKK／GNASH／GSCAN 程 序，并 部 分 同荷 兰 

ECN的 Petten合作完成的． 

(6)JENDL—HE 

日本 1994年开始 ，2001年完成 ． 

(7)NRG／CEA 

欧洲正在进行 的合作研究计划． 

直到 现在 ，ECN—HE和 BISERM 尚未公 布， 

JENDL-HE定于 2002年释放．NRG／CEA正在按 

新的合作研究计赳 HINADS[I,~ 进行． 

3．2 评 价方法 
’ 

_I 

上 述 7个 国际 评 价 中 高能 核 数 据 库 中 以 

JENDL-HE为最新最完善．下 面，我们将着重 以 

JENDL-HE为例 。 ]，介绍中高能核数据评价方 

法． 

(1)概 况 

在 JENDL7HE中所包含的靶核数现有 123个， 

入射中子和质子能量上 限 3 GeV．全截面、弹性散 

射截面及其角分布、粒子产生截面和双微分截面的 

评价都是基于实验测量数据和理论计算．这些截面 

以 ENDF-6格式入库． 

(2)评价方法 

通常的评价过程包括 ：1)尽可能齐全地收集有 

关的中高能实验测量数据；2)从测量方法、实验装 

置和误差来源等方面对实验测量数据进行分析 比 

较 、择优录取 ，经过必要 的各项修正和数据处理 ， 

推荐出较为可靠准确的测量数据 ；3)在必要和可能 

时进行实验数据的系统学研究 ；．4)根据推荐的实验 

数据进行理论模型计算 ；5)选取与实验数据符合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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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理论模型计算数据和系统学结果 ，经适 当的自 

洽性处理得到所需的全套推荐数据；6)通过必要的 

格式和物理检查程序检验后 ，数据正式登记入库． 

JENDL-HE的中高能理论模型计算程序系统 

详见图 1．按照不同入射能量应用不同的理论模型， 

分为：(A)中能区 2O一25O MeV，(B)高能区 150 

MeV 一 3 GeV．在 中能 区 应 用 的 主要 程 序 是 

GNASH[1̈ ，它基于统计 的 Fause~Feshbach加预 

平衡模型．其他的程序，如 EXIFON Ll引，部分地用 

于 N和 。等轻核的评价．程序 ECIS[”]或 OPT— 

MAN[14]被用于光学模型计算．必须指出的是程序 

ECIS加 GNASH 系统基本上与 LAI50评价所用的 

一 样．在高能区应用的程序是 JQMD[ ]，它基于量 

子分子动力学 (QMD)和统计衰变模型 (SDM)．同 

样地，系统学程序 ToTELA[1 ]被用作高能区全截 

面、弹性散射和质子反应截面的评价工具． 

在重叠能区 15O一25O MeV，JENDL-HE将中 

能区和高能区的计算结果平滑地联接起来．同位素 

图 1 中高能理论模型计算程序系统 

Neutron energy／MeV 

图 2 68 MeV中子通过铁屏蔽实验的中子泄漏谱 

一_．0 r，．_． ，I． ．—IIu．1r一＼)c芦嵋lro 芦 乏 

http://www.cqvip.com


原 子 核 物 理 评 论 第19卷 

产生截面用程序 GMA["]评价 ，该程序基于普适的 

最小二乘法或经验拟合大量可利用的实验数据． 

3．3 积分检验 

积分检验是利用有关的入射粒子轰击大体积靶 

物质所造成的宏观(积分)效应来检验微观核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 性．中高能核数据积分检验 已经开 

始[1 ．首先 ，用 NJOY99．24程序将评价库的微观 

数据处理成 MCNP工作库；然后用程序 MCNPX 

进行计算 ，并与宏观测量数据比较 ，观察二者符合 

情况，以便于改进微观核数据． 

宣 
＼  

盘 

．2 
艺 
U  
∞  

器 
0 

【) 

3．4 评价与实验测量数据的比较 

在 JENDL-HE中目前已完成了入射 中子能量 

为 43 MeV 和 68 MeV 轰 击 Fe靶 核 的积 分 检 

验[1 ，如图 2(前页)所示． 

某些核的实验数据与各评价 中高能核数据库 

(如ENDF／B一6．6和JENDL-HE)之问的 比较也完 

成了．例如 ， C， AI，。。Si， Fe和 。 Cu等靶 

核[1 ，如图 3—5所示．可见 ，评价与实验测量数据 

的主要部分是符合 的，但在许多部分，还远不能满 

足需要． 

／(。) 

图 3 测量和计算的 Si(n，n) 。Si及 Si(p，p) 。Si弹性散射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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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energy／MeV 

图 5 Si(p，xp)反 应 双微 分截 面 

4 结论和建议 

最近几年来 ，中高能核数据研究 由于 ADS等 

需求的牵引 ，出现了一批新的实验设备和新的实验 

方法，大型实验设备和大型项 目的国际合作 日益加 

强． 

相应的中高能核反应理论模型研究和程序的发 

展也非常活跃．但 多数属 于原有模 型的应用 和改 

进，或改版 ，也有一些新模型和程序出现． 

由于大量中高能核数据实验结果的出现和积 

累，使得中高能核数据评价有 了更加可靠的基础． 

由于中高能区很宽 ，包含的核反应机制多种多样 ， 

按照不同入射能 区要用不 同的理论模 型和计算程 

序 ，中能区和高能区的计算结果在重叠能区必需平 

滑衔接起来．实验数据的系统学程序 已成为中高能 

区重要的评价工具．因此 ，中高能核数据评价方法 

也有 了新 的发展 ． 

现在 ，国际上已建立了一些专用中高能核数据 

库．但都在起步阶段 ，还很不完善．从表 1不难看 

出，ENDF／B-6．6和 JENDL-HE库相对于其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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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nuclear reaction；nuclear data；medium-high energy；evaluation；database construction 

· Foundation item：Major State Bas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G19990226)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