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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的参数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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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氁NN)是描述原子核反应模型中的重要物理量。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包

括质子灢质子碰撞截面(氁pp)、中子灢中子碰撞截面(氁nn)和中子灢质子碰撞截面(氁np),它们随着核子能

量与核物质密度的改变而变化。人们在目前研究中提出了多种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关于能量和核物

质密度的参数化公式,通过计算12C+12C的完全反应截面,比较了不同入射能量下使用各种核子灢
核子碰撞截面参数化公式对12C完全反应截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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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介质中的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氁NN)是中能重离

子反应中的一个有趣的话题。中能的核子灢核子反

应从实验上为研究(2-3)氀0(氀0 是正常核物质的饱

和密度,一般取0.15—0.19fm-3)密度的核物质的

性质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手段,也为研究强子在核物

质中的性质提供了可能。通过反应的初态和末态产

物,利用输运模型可以模拟反应的整个过程和推导

中能反应的一些性质。中能反应中,平均场效应和

两体相互作用在碰撞体系的动力学演化过程中起到

同等重要的作用,对两者需给予同等对待,并且要

合理地处理泡利阻塞效应。在核反应的微观理论模

型中,如 Boltzmann灢Uehling灢Uhlenbeck(BUU)模

型[1—6]和量子分子动力学模型(quantum molecular

dynamics,简称 QMD)[7—16],除了平均场效应,介

质中的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氁*
NN)也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核反应的宏观模型和几何模型中,如核散射

模型[17]、Glauber模型及其各种扩展模型[6,18—26]和

擦碎模型[27—34],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也是重要的输

入量,对估计各种碰撞截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随着入射能量和物质密度

的改变会发生变化。许多研究组对核子灢核子碰撞

截面的参数化做过研究,并总结出了多种参数化公

式[16,24,35—45]。本文将列出这些参数化公式,并将

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比较。

2暋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的参数化公式

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的参数化包含自由空间的

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氁NN对入射能量的参数化和介质

中的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氁*
NN对入射能量和介质密度

的参数化,其中一些氁*
NN的参数化公式以氁NN的参数

化公式为基础进行了改进。这些参数化公式分别适

合不同的能量区间,因而在不同能量的实验中获得

应用。

2.1暋自由空间核子灢核子氁NN参数化公式

2.1.1暋Cugnon参数化公式

Cugnon等人总结了当时已有文献中关于自由

空间中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的参数化公式[35],形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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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lab是动量,单位为 GeV/c,氁单位为 mb。

2.1.2暋CG参数化公式

Charagi和 Gupta拟合了不同能量下12C+12C
实验数据,得到形式如下的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参

数化公式[24]:

氁pp,nn=13.73-15.04毬-1+8.76毬-2+68.67毬4,

氁np=-70.67-18.18毬-1+25.26毬-2+113.85毬4,

毬=v
c = 1.0- 1.0

(1.0+Elab/931.5)2 。 (3)

暋暋在实验室系中,(3)式在 10 MeV<Elab<1
GeV 能量范围内均适用。当Elab<10MeV 时,氁np

也可以取下式:

氁np= 2.73
(1-1.0553En)2+0.35En

+暋

17.63
(1+0.334En)2+6.8En

, (4)

其中,En=938毬2/2是实验室系能量,单位MeV/u.

2.2暋介质中的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氁*
NN参数化公式

2.2.1暋LM 基于微观模型的氁*
NN参数化公式

基于Bonn介子交换模型和Dirac灢Brueckner方

法,Li和 Machleidt两人得出了介质中的核子灢核子

碰撞截面[36,37],其形式如下:

氁nn,pp(Elab,氀)=[23.5+0.00256(18.2-

Elab)4.0]暳1.0+0.01667E1.05
lab氀3

1.0+9.704氀1.2 ,

氁np(Elab,氀)=[31.5+0.09220.2-E0.3529
lab ]暳

1.0+0.0034E1.01
lab氀2

1.0+21.55氀1.34 , (5)

其中,Elab为弹核入射能量,单位为 MeV;氀为介质

密度,单位为nucleon/fm-3;氁单位为 mb。LM 参

数化公式适用的范围为能量小于300 MeV 和氀<
2氀0。

2.2.2暋Cai的氁*
NN参数化公式

结合Charagi和 Gupta的自由空间氁NN参数化

公式(3)和LM 公式(4),Cai等人提出了新的氁*
NN参

数化公式[38]:

氁*
pp,nn=氁pp,nn

1.0+7.772E0.06
lab氀1.48

1.0+19.01氀1.46 ,

氁*
np=氁np

1.0+20.88E0.04
lab氀2.02

1.0+35.86氀1.90 , (6)

其中,Elab为弹核入射能量,单位为 MeV;氀=0.17

fm-3;氁单位为 mb。在之后的研究中,(5)式被许

多研究工作使用。

2.2.3暋Warner的氁*
NN参数化公式

Warner等人分析了Cai的参数化公式,指出式

(6)中的密度是一个全局变量,而与反应区域的密

度并没有进行细致关联,考虑到反应中存在泡利阻

塞效应,他们提出了一个形式简单的氁*
NN参数化公

式[41]:

氁*
NN =氁NNP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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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t
F 是靶核的费米能,通过费米动量和靶核局

域密度之间的关系kt
F(r)=[3毿2氀t(r)/2]1/3,费米能

和密度关联起来。

2.2.4暋Kohno的氁*
NN参数化公式

利用非相对论Brueckner方法,Kohno等人得

出了氁*
NN的参数化公式[42],其形式如下:

氁*
pp,nn(Elab,氀)=a1(1+a2 氀+a3氀)+ a4(1+a5氀)(Elab/E0 +a6+a7 氀)

Elab/E0+(a8+a9 氀+a10氀) Elab/E0 +a11+a12 氀
,

氁*
np(Elab,氀)=b1(1+b2 氀+b3氀)+ b4(1+b5氀)(Elab/E0 +b6+b7 氀)

Elab/E0 [Elab/E0+(b8+b9 氀+b10氀) Elab/E0 +b11+b12 氀]
,

(8)

(a,b)1,2,…,12是参数,E0=100 MeV,Elab为实验

室系入射能量,单位为 MeV,氀为介质密度,单位

为nucleon/fm-3。参数化公式中,针对考虑有效质

量和不考虑有效质量两种不同的情况,(a,b)有两

套不同的参数。该参数化公式适用的能量范围是30
MeV曑Elab曑200MeV。

2.2.5暋约化的氁*
NN参数化公式

在一些研究工作中,经常用到一种约化的氁*
NN

参数化公式[39,43,44],形式如下:

氁*
NN =[1- 毲氀

氀
æ

è
ç

ö

ø
÷

0
]氁NN,

毲=氁*
NN

氁free
NN

= 毺*
NN

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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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2
, (9)

毲是与能量相关的约化系数。

毲=

暋0.2, Elab <150MeV/u
暋暋0, 150MeV/u<Elab <200MeV/u

-0.2, 200MeV/u<Elab <400MeV/u

-0.4, Elab >400M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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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暋同位旋平均的氁*
NN参数化公式

在弹核或者靶核具有较大的同位旋时,需要考

虑同位旋对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的影响。在文献

[24,45]中,提出了同位旋相关的氁*
NN参数化公式:

焵氁*
NN =NPNT氁nn+ZPZT氁pp+(NPZT +NTZP)氁np

APAT
,

(11)
氁NN是自由空间的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

2.4暋几种参数化公式的简单比较

为了对这些参数化公式进行比较,图1分别给

出 了 从0MeV到1GeV范 围 内 自 由 空 间 、Cai.、

图1 几个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参数化公式在不同实验室系

能量下的比较

(a)中子灢质子相互作用截面,(b)质子灢质子(中子灢中子)相互作

用截面;介质密度取氀=0.17fm-3。

·814· 原 子 核 物 理 评 论 第27卷暋



LM 和 Kohno参数化公式的曲线(此时,没有考虑

其适用范围)。为了方便标记,在 Kohno参数化公

式中,当(a,b)取不同的参数时,我们分别记位K1

和 K2,其中,K1和K2分别代表不考虑和考虑有效

质量修正的两套参数。计算时,取介质密度为0.17
fm-3。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中能区域,即50—

300MeV区间,不同的氁*
nn,pp参数化值差别较大。

对于氁*
np来说,能量小于20MeV时,不同的氁*

np的参

数化公式的值差别较大,能量大于20 MeV 小于

400MeV 时,除了 LM 参数化公式被大幅压低外,
其它参数化公式的值差别不大。由于LM 公式适用

范围为能量小于300MeV,其曲线在能量大于300
MeV 后变得不可靠,与其它的参数化公式曲线显

出很大的差别。Kohno参数化公式中,取考虑有效

质量修正和不考虑有效质量修正的差别并不是很

大,但是相对于不考虑有效质量的参数化公式,有

效质量修正参数化公式的氁*
np值被压低,而有效质

量修正公式的氁*
nn,pp被抬升。

为了在模型中比较这些介质中的核子灢核子碰

撞截面参数化公式的值,我们把参数化公式代入到

统计擦碎模型中,计算了不同入射能量下12C+12C
完全碰撞截面的值。图2给出了计算的结果。其中,
空心点是实验测量结果,数据取自文献[41]。从计

图2 不同能量下12C + 12C完全碰撞截面的统计擦碎模型

计算结果

算结果看,统计擦碎模型计算出的完全碰撞截面结

果比实验结果偏大,LM 参数化公式在入射能量大

于300MeV/u时不适用,其结果与实验测量趋势

不符合。其它参数化公式在整个能量范围内与实验

结果趋势相符合。K1和 K2参数化公式计算的完全

碰撞截面差别不大。4个参数化公式的计算结果中,
相对于自由空间的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参数化公式,

其余参数化公式计算结果都有压低,LM 参数化公

式计算结果最小。

3暋总结和展望

中能区核反应由于反应机制复杂,是检验核反

应理论的良好工具。在核反应理论中,核子灢核子碰

撞截面是重要的输入量。本文总结了目前文献中的

核子灢核子碰撞截面关于能量和密度的参数化公式,
并对其中的几个参数化公式进行了比较。由于核

子灢核子碰撞截面是理论模型模拟核反应的重要输

入量,选取合适的参数化公式对理论分析具有重要

的作用。本文中仅对这些参数化公式进行了简单比

较,将来我们将通过理论模型并结合实验数据对这

些参数化公式进行分析,检验这些参数化公式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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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izationsofNucleus灢nucleusCross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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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ucleus灢nucleuscrosssections(氁NN)includetheproton灢protoncrosssection,neutron灢neu灢
troncrosssection,andneutron灢protoncrosssection.氁NNchangewiththevariationsoftheincidentenergies
andthedensities.Someparameterizationsof氁NNasafunctionofincidentenergyanddensityhavebeenpro灢
posedinthetheoreticalandexperimentalstudyofnuclearreactions.Throughthecalculationofreaction
crosssectionsof12C+12Catdifferentenergies,theeffectofdifferent氁NNparameterizationsinthereaction
crosssectionsof12are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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