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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Ｆ理论对 Ｎ＝６０同中子核素形状演化的研究

周健虹，郭健友，方向正

（安徽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利用形变约束的相对论平均场理论系统研究了Ｎ＝６０同中子核素的形状演化，给出了这
些核的基态结合能、形变、单粒子能级以及形变激发的位能曲线。通过比较和分析发现，随着质

子数的增加，Ｎ＝６０同中子核的基态形变向轴对称形变方向演化，１１４Ｘｅ和１１６Ｂａ位于球形Ｕ（５）和
轴对称ＳＵ（３）的过渡区，存在形状相变的临界点结构，这些结果与实验观测一致。
关 键 词：相对论平均场；四级形变；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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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目前原子核结构中的临界点对称性已经引起了

许多人的关注。一些物理体系（原子核、分子和原

子结团等）在它们的平衡态结构的形状上有一定的

特征，这些核的形状在有些情况下是刚性的，然

而，在少数几种情况下核的结构是非常松软的。当

前，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去描述相变点的

特征。

在传统的相互作用玻色子（ＩＢＭ）模型下［１］，原

子核的结构可以被看作是由 Ｕ（６）对称的玻色子组
成的系统，它存在 ３种动力学对称性：Ｕ（５），
ＳＵ（３）和Ｏ（６），几何学上分别对应为球型振动、轴
向形变旋转和 γ不稳定旋转。在 ＩＢＭ模型下，
Ｘ（５）对称是介于Ｕ（５）和ＳＵ（３）对称之间的临界点
结构，而Ｅ（５）对称可以描述 Ｕ（５）和 Ｏ（６）动力学
对称之间的相变区域。Ｘ（５）［Ｅ（５）］临界点对称可
以应用到原子核的球形和γ不稳定对称之间的第１
或第２形状相变 ［２，３］。

近年来，相对论平均场（ＲＭＦ）理论在描述原子
核的性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许多人已把 ＲＭＦ
理论应用到原子核形状演化的研究中［４—６］。孟杰

等［７］已经把ＲＭＦ理论应用到 Ｓｍ同位素链的研究
中，并且指出 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２Ｓｍ具有介于球形 Ｕ（５）和轴

对称ＳＵ（３）之间的临界点结构。以往的研究大多以

等质子的同位素链为研究对象，文中将选择 Ｎ＝６０

的等中子核素，利用 ＲＭＦ理论对其进行系统的

研究。

２理论框架

为了用ＲＭＦ理论分析原子核的形状演化，我

们采用了微观的方法。在ＲＭＦ理论框架中，核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通过交换介子来实现：标量介子σ提

供介子之间的中程相互吸引部分，矢量介子 ωμ提

供核子间的短程排斥相互作用，而ρμ介子提供了代

表核性质的同位旋相关性，所以有效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密度可以表示为

　Ｌ＝珚Ψ（ｉλμμ－Ｍ）Ψ＋
１
２μσμσ－

１
２ｍ

２
σσ
２－

１
３ｇ２σ

３－１４ｇ３σ
４－ｇσ珚ΨσΨ－

１
４Ｗ

μνＷμν＋

１
２ｍ

２
ωω

μωμ－ｇω珚Ψγ
μωμΨ＋

１
４ｇ４（ω

μωμ）
２－

１
４Ｒ

μνＲμν＋
１
２ｍ

２
ρρ
μρμ－ｇρ珚Ψγ

μτρμΨ－

１
４Ｆ

μνＦμν－ｅ珚Ψγ
μ１－τ３
２ ＡμΨ。 （１）

　第 ２５卷　第 １期 原 子 核 物 理 评 论 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２００８年 ３月 ＮｕｃｌｅａｒＰｈｙｓ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ｒ．，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２９；修改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０４７５００１，１０６７５００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资助项目（ＮＣＥＴ０５０５５８）；安

徽省高等学校拔尖人才基金和安徽省教育厅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ＫＪ２５９Ｂ）

　 　　　作者简介：周健虹（１９８０—），男（汉族），安徽淮南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核理论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ｊｍｐ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通过经典变换可以得到核子自旋的狄拉克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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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出了它们的矢量势和标量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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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２）和（３）可以通过叠代的方法自恰地解
出来，计算细节可以参考文献［８，９］。当原子核发
生形变时，结合能可以通过在哈密顿量的期望值中

引入参数μ２来约束四级动量〈Ｑ２〉而获得
［１０］：

〈Ｈ′〉＝〈Ｈ〉＋１２Ｃμ（〈Ｑ２〉－μ２）
２， （５）

式中的 Ｃμ是约束因子。质子和中子分布的形变参
数β２可以通过四级动量〈Ｑ２〉计算得到：

〈Ｑ２〉＝〈Ｑ１ｐ〉＋〈Ｑ２ｎ〉＝
３
５槡π
ＡＲ２０β２ ，（６）

这里的Ｒ０＝１．２Ａ
１／３。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我们在形变约束的 ＲＭＦ理论下研究了 Ｎ＝６０
等中子核素（Ｚ＝３８— ６０），考虑了对关联的作用。
为了计算方便，我们采用固定能隙的ＢＣＳ近似来描
述对关联，对能隙取Δｎ ＝Δｐ ＝１１．２／Ａ

１／２ＭｅＶ，采
用ＮＬ３［１１］和ＰＫ１［１２］相互作用。

图１和图２分别给出了结合能和四级形变的理
论值和实验值［１３，１４］。通过与实验值比较，可以发现

ＲＭＦ理论不同参数组计算的结果和实验值非常吻
合，最大差值不超过０．０３６ＭｅＶ。而四级形变 β２的
值与实验值有一定的误差，特别是１００

４０Ｚｒ的β２值与实

验值的偏差最大，这主要是由于形变参数的选取与

期望的形变值有一定的偏差造成的。从图２中的曲
线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最低点 １００

５０ Ｓｎ的 β２值是
－０．００８，说明这是一个球形核，而１００

５０Ｓｎ是一个双
幻核，很接近球形。这说明ＲＭＦ理论的计算值与原
子核的实际情况还是比较相符的。同时还可以看

到，１１６Ｂａ和１１８Ｃｅ是很明显的变形核，所以这组等
中子核素处于一个从变形核到球形核的过渡区，存

在临界点结构。

图１　基态下结合能的实验值与ＲＭＦ理论值的比较

图２　不同参数组计算的β２形变值与实验值的比较

因为ＲＭＦ理论能够成功地描述原子核的基态
性质，所以可以把它应用到形状演化的研究中。

图３和图４分别给出了 ＰＫ１和 ＮＬ３参数下的
Ｎ＝６０等中子核素的位能曲线，图中均以基态能量
作为参考点。从图 ３和图 ４的位能曲线中能够看
到１１０Ｓｎ的曲线底部相对来说比较平坦，是一个接近
球形的核。它有较高的形变位垒（接近 ２ＭｅＶ），
而１１２Ｔｅ的位垒则比较低（约为０．４３ＭｅＶ），与１１０Ｓｎ
相比它就很容易发生形变。随着质子数的增加，这

组同中子素原子核慢慢地开始发生形变，位能曲线

开始变得柔和。例如，１１２Ｔｅ是容易发生形变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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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１１８Ｃｅ和１２０Ｎｄ已经是形变很明显的核。通过以上
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提出１１４Ｘｅ和１１６Ｂａ是具有临界

点结构的核。同理，１０４Ｒｕ和１０６Ｐｄ也可能具有相同
的结构。

图３　Ｎ＝６０的同中子核素位能曲线，ＰＫ１参数

图４　Ｎ＝６０的同中子核素位能曲线，ＮＬ３参数

　　ＲＭＦ理论作为原子核微观模型的一种，能够提
供许多关于单粒子能级、壳结构等多方面的详细信

息。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原子核结构和其形变情况具

有很大的作用。图５给出了用ＮＬ３相互作用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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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６０同中子核素质子的单粒子能级，能级的范围
在２—－１５ＭｅＶ之间，黑线表示费米能。其中，横
坐标所示的质子数对应于各自的单粒子能级。从图

中可以发现，在质子幻数核１１０Ｓｎ附近的能隙比较
大，１１０Ｓｎ是典型的球形核，但是随着质子数的增
加，１１６Ｂａ附近的能隙与前者相比变得很小。当能隙
变小的时候原子核容易发生形变。从图中可以看

到１１４Ｘｅ和１１６Ｂａ介于球形核与变形核之间，最有可
能具有形状演化的临界点结构。同理，１０４Ｒｕ和１０６Ｐｄ
也可能具有这种临界点结构。

图５　由约束条件下ＲＭＦ理论得到的质子的单粒子能级
（ＮＬ３参数）

４ 总结

本文运用形变约束的 ＲＭＦ理论，对 Ｎ＝６０同
中子核素的形状演化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采用

了ＮＬ３和ＰＫ１相互作用，得到了它们的结合能和
四级形变值，发现与实验值吻合得很好，偏差在允

许的范围内。这表明 ＲＭＦ理论可以很好地描述原
子核的基态性质。通过这种微观的方法对Ｎ＝６０同
中子核素位能曲线和单粒子能级做了系统分析和比

较，提出了１１４Ｘｅ和１１６Ｂａ可能具有形状演化的临界
点结构。由于ＲＭＦ理论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所
以这里得到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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