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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引起氘核破裂反应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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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25MeV中子引起氘核破裂反应的中子灢中子准自由散射和17.36MeV中子引起氘核破裂

反应的中子灢中子末态相互作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首先,以小于5%的不确定度,精确测量了25
MeV中子灢中子准自由散射出射的中子三重微分截面。实验数据用基于现实核子灢核子势(CD灢
Bonn,Argonnen18,NijmI和II)的理论计算配合 Monte灢Carlo模拟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比基于

CD灢Bonn势的理论预言高(16.0暲4.6)%,进一步证实了目前的理论在中子灢中子准自由散射方面

还无法准确描述实验数据。其次,通过运动学非完全测量,精确测量了17.36MeV 中子引起氘核

破裂反应在0曘角附近出射的质子能谱,用基于现实核子灢核子势(CD灢Bonn、Bonn灢B和 NijmI)的理

论计算以及 Monte灢Carlo模拟分析了所测得的质子能谱,确定了中子灢中子散射长度ann=(-16.8
暲0.6)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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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中子与氘核的反应(nd反应)是三核子系统中

最重要的反应之一,因为没有库仑力的作用,理论

上可以得到精确的Faddeev方程[1]的解。尤其是最

近10多年来,基于各种现实核子灢核子(N灢N)势(如

CD灢Bonn[2],Argonne n18[3],NijmI和II[4]等),
理论上对描述中子与氘核反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不管是弹性道还是破裂道,理论都能较好地描述实

验数据,计算的精度也不断提高,因此也对实验提

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实验的发展。
然而,理论与实验仍然在某些方面存在较大的

分歧[5],主要表现在:(1)低能矢量分析本领之谜,
即在极化反应中,很多观测量实验与理论存在严重

分歧;(2)空间星反常,在空间星型几何下,nd破

裂反应的截面,实验值与理论值存在较大分歧;(3)
中子灢中子(n灢n)准自由散射,实验值也比理论预言

的约大15%~20%;(4)n灢n散射长度ann,利用不

同反应和不同的运动学几何条件测得的ann差别仍

然较大。
本工作针对理论与实验间存在的问题,在如下

两个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实验研究。首先是 25
MeV的n灢n准自由散射实验研究,以小于5%的精

度,精确测量了该反应出射中子的能谱,以检验基

于现实 N灢N势的三核子理论计算;其次,用运动学

非完全测量测定了17.36MeV 中子引起氘核破裂

时在0曘角附近出射的质子能谱,用于确定n灢n散射

长度ann。

2暋25MeVn灢n准自由散射实验研究

n灢n准自由散射是一个很好的用来研究n灢n相

互作用的反应。由于无法得到自由中子靶,因此n灢
n相互作用不能象n灢p和p灢p相互作用那样,可以

通过高精度的二体散射实验来研究,所以nd破裂

反应的n灢n准自由散射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n灢n相

互作用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也可以用该反应

检验基于现实 N灢N势的三核子系统的理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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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特定的几何设置,可利用nd破裂反应进

行n灢n准自由散射实验。在这种几何下,质子作为

旁观者,反应前后的动量保持不变。因此要测量准

自由散射中子的能谱,只能通过脉冲束加飞行时间

方法来进行,从而导致了实验时束流强度难以提

高。另外,同时测量两个中子的符合,探测效率也

难以提高(最大~10%)。在此类实验中,还必须对

中子源进行屏蔽和准直,这样中子源与氘样品的距

离就不可能很短,使得样品处的中子通量一般较

低。加上反应本身的截面较低(三重微分截面为几

个mb/(sr2·MeV)),因此要得到高精度的实验数据

相当困难。正因为如此,目前,高质量的n灢n准自

由散射实验数据还很少。本实验的目标是得到高精

度的实验数据,以检验现有的理论计算。

2.1暋实验装置和测量

本实验测量的装置如图1所示。25MeV 中子

由 T(d,n)4He反应产生,脉冲化的氘束(能量为

8.8MeV)与氚气体靶(大小为毤10mm暳75mm,
充2.2大气压氚气)中的氚作用产生脉冲化的中子

源,产生的中子在0曘方向被准直后,与一个大小为

毤20mm暳20mm 的氘化聚乙烯(CD2)样品作用,
用两个大小为毤180mm暳100mm 的BC501A液体

闪烁体中子探测器置于与入射中子束成 暲42.2曘、
与CD2样品中心距为80cm 的位置探测两个准自由

散射中子。为了精确确定准自由散射中子的能谱,
采用了两种归一方法:(1)用一个大小为毤100mm
暳50mm 的ST451液体闪烁体中子探测器置于60曘
散射角、与 CD2样品中心距为2.5m 的位置测量

n灢C弹性散射,用n灢C弹性散射微分截面作为归一;

图1 25MeVn灢n准自由散射实验装置图

(2)在中子源与CD2样品间放一个聚乙烯薄膜,在

30曘角方向用一个DE灢E 望远镜系统测量n灢p散射的

反冲质子,用n灢p弹性散射微分截面来归一。两种

归一结果互相比较验证,以此精确确定准自由散射

中子的能谱。
实验中对两个准自由散射中子进行了符合测

量。两个中子的符合时间为3个脉冲周期,除了两

个中子各自的飞行时间谱外,还记录了两个中子到

达两个探测器的时间差。这样,通过这种符合测量,
可以非常干净地得到准自由散射事件,也可以同时

测量相应的偶然符合本底(图2)。另外,为了扣除

空气中 N的(n,2n)反应引起的本底,还进行了无

样测量。整个实验的有效束流时间大约400h,其

中本底测量时间约50h。

图2 两个准自由散射中子到达两个探测器的飞行时间差与

其中一个中子的飞行时间构成的二维谱

中间的窗内是准自由散射效应,右边的窗内是相邻脉冲周期的

偶然符合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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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暋数据处理

从测量到的数据中扣除偶然符合本底和无样本

底后,就得到了纯准自由散射中子的能谱。实验测

量时,由于中子源、样品和探测器都有一定的大小,
需要对中子在样品中的注量衰减和多次散射及实验

测量的有限几何效应进行修正。另外,由于脉冲束

宽度、中子源能散、探测器厚度和电子学晃动等效

应,会导致测量中子的时间分辨变坏,反映到中子

能谱上就是能量分辨变坏。因此,测量数据无法直

接与理论数据进行比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用基

于现实 N灢N 势的理论计算结果作为输入,对实验

的物理过程进行了详细 Monte灢Carlo模拟。模拟是

从入射氘开始的,考虑了入射氘在氚气体靶的入射

窗和氚气中的能量损失以及能量歧离,然后模拟了

中子的产生、中子与CD2样品的作用过程以及两个

准自由散射中子被两个探测器探测的过程。这一模

拟过程包含了源中子在气体靶材料中的散射与衰

减、中子在CD2样品中的注量衰减、多次散射及有

限几何修正等所有需要的修正。这样,模拟出来的

中子能谱就包含了实验的几何条件以及各种主要因

素,可以直接与实验测量的中子能谱进行比较。

2.3暋结果与讨论

图3给出了实验测量结果与理论数据的比较。
可以清楚地看到,实验与理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分

歧,我们的实验结果比基于 CD灢Bonn势的理论预

言的数据大(16.0暲4.6)%。这里给出的不确定度

包括了统计、探测效率和归一等总不确定度。但是,
当理论数据乘以1.16这个因子后,根据最小二乘

法拟合的结果,得到c2 =0.73,这说明理论预言与

实验测量在形状上符合得非常好。而且用n灢C(实验

值比理论预言的大(12.0暲6.8)%)和n灢p(实验值

比理论预言的大(16.0暲4.6)%)弹性散射归一的结

果是一致的,这也证明了本实验的可靠性。
为了分析理论计算的不确定度,除了用 CD灢

Bonn势外,还用 Argonne n18势、NijmI和II势

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用不同的核势分析,对结

果基本没有影响,不同核势之间的数据差别不超过

1.5%。而n灢n准自由散射的截面对n灢n散射长度也

不灵敏,每费米大约为1.5%。因此不可能通过调

节ann来解决这一分歧(本实验分析时用的ann为

-18.8fm)。

另外,两家具有一定精度的实验也验证了这一

结果。一个是10.3MeV 的实验[6],其结果是实验

值比理论预言的大13%;另一个是26 MeV 的实

验[7],其结果是实验值比理论预言的大18%。可得

出的结论:目前基于现有 N灢N 势的三核子理论计

算还无法正确描述n灢n准自由散射的实验数据。

图3 实验测量能谱与理论数据的比较

3暋中子灢中子散射长度实验研究

中子灢中子散射长度ann是N灢N相互作用的一个

基本参量,然而,至今还不能给出其准确的实验值。
由D(p- ,nn)毭反应确定的ann为(-18.5暲0.5)

fm[8]。在1990年以前由 D(n,nn)p反应运动学完

全测量得到的ann集中在-16.5fm[9],在1990年

以后波恩组的结果为(-16.2暲0.3)fm[10],而美国

三角 大 学 核 物 理 实 验 室 (TUNL)的 结 果 则 为

(-18.7暲0.6)fm[11-12]。两家的ann数据存在较大

的分歧,但他们得到的anp数据却符合得很好,因此

他们之间ann的分歧仍然无法解释。另外,由 D(n,

nn)p运动学非完全测量得到的ann则集中在-15.5
fm[13]。这些结果之间有较大的分歧。本实验的目的

是利用运动学非完全测量来进行实验,以期通过精

确测量来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和结论。
在nd破裂反应中,0曘角附近出射的质子由于

n灢n末态相互作用,在能谱的高能端将形成一个明

显的末态相互作用峰,而且这个峰的高度对ann灵

敏(如图4所示)。本实验就是利用这一特点来确定

ann。从图4中可以看出,末态相互作用峰的高度大

约只相差每费米4%,因此要精确确定ann,实验测

量需要有很高的精度。其次,对ann灵敏的峰的宽度

很窄,只有几百个keV,因此实验测量要有很高的

能量分辨才行。另外,理论数据是点截面的数据,
而实验数据则包含了有限几何效应和能量分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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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理论计算配合 Monte灢Carlo模拟,才能去拟

合实验数据,从而确定ann。

图417.36MeVnd破裂反应0曘角出射质子谱与ann的关系

3.1暋实验装置和测量

图5给出了本实验的装置图。由 D(d,n)3He
反应产生17.36MeV 中子,氘束能量为15MeV,
靶是氘气体靶,大小为 毤12mm暳42mm,充4.2
大 气压的氘气,两端都用10mm厚的Harvar膜封

装。反应靶也是氘气体靶,大小为 毤10 mm暳14
mm,充21个大气压的氘气,两端用75 mm 厚的

Kapton膜封装。在反应靶之后是一组 DE1灢DE2灢E
望远镜系统,用于测量末态相互作用的质子和n灢d
散射的散射氘,其中散射氘用于截面的绝对归一,
DE1灢DE2灢E 望远镜系统用石墨作为外壳材料,以屏

蔽中子与周围物质作用产生的带电粒子干扰。对整

个反应靶系统和望远镜系统都进行了冷却(约-15
曘C),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靶厚,另外也能改善Si
探测器的能量分辨和延长其使用寿命。因为整个望

远镜系统在强中子场中工作,性能容易变坏,通过

冷却和间歇性工作(夜间和周末不工作),可以延长

其使用寿命。为了监视系统的稳定性,整个实验过

程中用241Am毩源对E 探测器进行了监测。反应靶

中心与中子源中心以及与E 探测器前的光栏的距

离分别为90和91mm,光栏直径为10mm,决定

了探测的有效立体角。

图5 实验装置图

暋暋实验测量采用了3个探测器的三重符合来鉴别

粒子和减少偶然符合本底,为进一步减少偶然符合

本底,还测量了时间谱t12和t13。用它们组成的二维

谱来挑选真事件。实验对反应靶中有氘气和无氘气

以及中子源靶中有氘气和无氘气都进行了测量,通

过测量来正确扣除相应的本底。另外,由中子穿过

Kapton膜时通过n灢p散射而降低能量,再引起反应

靶中的氘核破裂而引起的本底是无法通过实验测量

来直接扣除的,因此用数值计算配合nd破裂截面

以及迭代的方法对这部分本底进行了修正。

3.2暋对实验数据的理论分析

在得到本底修正后的质子能谱后,用基于现实

N灢N势的理论数据作为 Monte灢Carlo模拟的输入,
对实验的物理过程进行了 Monte灢Carlo模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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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射氘开始,考虑了氘在入射窗和气体中的能量

损失以及能量和角度岐离,然后模拟了中子的产

生、中子与反应靶中的氘反应产生末态相互作用质

子和产生散射氘的过程,以及质子和散射氘被望远

镜系统探测的过程。这里考虑了产生的带电粒子在

气体、Kapton膜以及DE1和DE2中的能量损失和能

量岐离。另外,由于探测器的能量分辨以及其它未

知因素引起的能量展宽,对 Monte灢Carlo模拟出来

的质子能谱用一个附加的高斯函数进行了展宽,以

使得模拟谱在形状上能很好地再现实验数据。
利用不同ann的理论计算数据,模拟得到相应

的能谱,然后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方法去拟合实验数

据,就可以确定实验测量的ann。图6给出了基于

CD灢Bonn势的不同ann的理论数据模拟出来的谱与

实验测量谱的比较以及最小二乘拟合的结果。根据

拟合结果,得到ann=-(16.8暲0.6)fm。

图6 基于CD灢Bonn势的理论数据拟合实验数据的结果

(a)模拟谱与实验谱的比较,实心点是拟合区域,即对ann灵敏

的区域,空心点是非拟合区域;(b)最小二乘法拟合的结果。

3.3暋结果与讨论

实验确定的ann为(-16.8暲0.6)fm,这与用

D(p- ,nn)毭反应确定的ann= (-18.5暲0.5)fm
相比,仍有较大的分歧,与TUNL的实验数据相比

也存在分歧,而与Bonn大学的数据以及先前的运

动学非完全测量数据结果则比较一致。这说明利用

不同的反应以及不同的实验室之间在确定ann上仍

可能存在系统上的偏差,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实验在本底扣除方面做得比较仔细,因此用

理论数据模拟出来的能谱不需做任何归一就能很好

地符合实验测量值,这与以前的实验相比有很大的

进步。先前的实验在做理论分析时通常模拟出来的

能谱需要在低能平台处(对ann不灵敏的区域)归一

到实验数据,然后再进行拟合[13-15]。
为了分析理论分析引起的不确定度,除了用

CD灢Bonn势分析外,本工作还用Bonn灢B势和 Nijm
I势做了分析,得到的ann分别为(-16.3暲0.7)和
(-16.6暲0.7)fm,这说明了用基于现实N灢N势的

3核子理论进行分析,由于采用不同的核势引起的

不确定度较小,应该小于0.5fm。

4暋总结

本工作针对nd破裂反应研究存在的问题,对

25MeVn灢n准自由散射和n灢n散射长度做了比较

细致的研究。首先,以小于5%的不确定度精确测

量了25MeVn灢n准自由散射中子的能谱,用基于

现实 N灢N势的3核子系统理论计算与 Monte灢Carlo
模拟相结合,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证实

了在n灢n准自由散射中,目前的理论还无法准确描

述实验。实验数据比理论预言的数据要大约15%~
20%。其次,利用17.36MeVnd破裂反应的运动

学非完全测量,本工作精确测量了nd破裂反应在

0曘角附近出射的质子能谱,用基于现实 N灢N 势的3
核子系统理论计算和 Monte灢Carlo模拟对实验数据

进行了分析,得到n灢n散射长度ann=(- 16.8暲
0.6)fm。通过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在nd破裂反应研

究中目前存在的问题。从这些理论与实验间存在的

分歧来看,还需从两方面对nd破裂反应进行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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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StudyofNeutronInducedDeuteronBreakupReactions
RUANXi灢chao1,2,1),OUYANGXiao灢ping1,ZHOUZu灢ying2,LIXia2,JIANGJing2,HUANGHan灢xiong2,

JIANGDing灢yue2,ZHONGQi灢ping2,RENJie2,TANGHong灢qing2

(1.NorthwestInstituteofNuclearTechnology,Xi暞an710024,China;

2.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102413,China)

Abstract:Theneutron灢neutron(n灢n)quasi灢freescattering(QFS)at25.0MeVandn灢nfinalstateinterac灢
tion(FSI)at17.4MeVinthendbreakupreactionwerestudiedinthiswork.First,theabsolutebreakup
crosssectionwasmeasuredwithanaccuracyof<5%inthen灢nQFS.Themeasureddatawasanalyzedby
Monte灢CarlosimulationbasedonmodernrealisticN灢Npotentials(CD灢Bonn,Argonne n18,NijmIand
II).ThemeasureddataexceedsthetheoreticalpredictionbasedonCD灢Bonnby(16.0暲4.6%).Second,

theprotonemissionspectrumaround0曘wasmeasuredinthendbreakupreactionat17.4MeVwithkine灢
maticalincompletesetup.ThedatawasanalyzedbyMonte灢CarlosimulationbasedonCD灢Bonn.Then灢n
scatteringlengthdeterminedinthisworkwasann=(-16.8暲0.6)fm.
Keywords:breakupreaction;quasi灢freescattering;finalstateinteraction;scattering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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