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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能中子诱发2J 5U 和1J8U 裂变的产物产额

部蕃开 汪厚基

Ul:京大学技术物理革〉

摘要

本文利用碎片质量分布 5-Gauss 半经验公式，计算了单能中子诱

发l35U 和Z3·U 裂变放中子前碎片产额，并采用七点拟合公式和线性

内插方法求得碎片发射的中于产额.然后按照 Terrell 给出的转换方

法，把放中子前碎片的产额换算为放中于后产物的产额.具体计算

了器Zr 、 ~:4Ce， :~1Nd 三种产物产额随入射中子能量的变化关系，并与

实验观测结果作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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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SION PRODUCT YIELDS OF 23SU AND Z38U

INDUCED BY MONOENERGETIC NEUTRONS

(/" Chinne)

Zheng Chw也ai Wang Hou.最

(DEPARTMENT OF TEe.剧leAL PHYS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Using 5-Gauss semi-臼npirical formula for fragment mass distribution , the

pre-neutr，佣 fragment yields of mU and 231U indu.:ed by mon但nergetic neutrons

are calculated.ηle yields of neutron emitted from fragments are obtained by fit

ting method with seven阳nts and linear interpolation formula. Then , the pre-n四

tron fragment yield is ∞，nverted to 院副-neutron product yield with the method giv

en by Terrell. The variation of product yield of :~Zr. ucee and ~7Nd are calculated

and cωnpa陀d with experimental results.

2



引
τ!:

臼

裂变碎片的质量分布、搜变产物的产筒，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是人们+分关心的问题.

有关裂变畴片的质量分布，在理论上'作过许多擦掌，其中多穰式裂变'震型输出的半经挚的

裂变碎片质量分布公式.在定量分析上是比艘成功的.王福戚在收集大量案'量鼓蟹的基碰

上，经过系统分析，给reT放中子萄裂变碎片质量分布的 5-Gausa 半经验公式EM]，官能很好

地再现 τ币I-COl 区间的佳能中子裂变碎片的质量分布，绝对产'计算值与案'量值之间的标

准偏盖一般不越过 0.4".为了能在放中子'自后的产·之间进行按算，他也在分析大量裂变

"片中子产'田基础上蜡出了计算中子产蟹的七点拟合公式EM1.计算结果袭明，文[lJ中绘出

的披中子菌后的换算方法是有效的，而且也是自榕的.本文就是根据文[lJ中的5-G.USlI半

经验公式，计算单能中子源发n·u 制I..U 裂变碎片的产..再利用七点拟合公式计算碎片的

中子产筒，从而把它换算为.中子后的裂变产物的产箱.由此来研究产物产篇幅入的中子能

量变化的规律.

1 裂变碎片的质量分布与裂变产物的产额

裂变砰片质量分布的 5-G.uss 半经验公式[1.1)为

y(A.A,.N"E,. )=C.G(A.At/2.民的+C4[G(A.A....，)+G(A，At一A归er)J
+C.[G(A ,A."p.er)+G(A ,A,-A. ,p.er) J (D

式中~:y(A.AfON"E")为放中子前裂变碎片的产额(Yo>，A 为陈片的质量数.A.，N， 为裂变体

系的质量戴和中子数，E" 为裂变体系的辙发能，

G(z.:r，的 =(er /2i)-'exp[-(X一王泸12;] (2)

为 Gau!S型函数.C.‘民、C4 • A.. .er、C..A. 和 p. 为 s 个参数，它们随裂变体系的激发能的变化

比彼缓慢，可近似地表示为

C,=O. 0Iexp(0. 46£") (3a)

，也= I. 4 (3b)

C.=2. 66069. 9-N,)+0. 19(A,-232. 6)E,' (3c)

er=5. 7-0. 24049. 9-N,)+0.12E,' (3d)

A.. =141.0-0.053岛~ (3e)

C.=59. 3-0. 263N，一 0.017(.41 -235. 7)品~ (3D

p.=I. 884-0. 00094N,+0. 267exp[-(N,-142. 5)IJ

+0.114四p( -IN,-146. 81) (3g)

上式，数适合于中等重量的"系核素的低能裂变.应用半经疆公式m时，还需要琅上如下

的归一化因子

C-阳号+C4+C.) ω

这时，可以把CC..CC. 丰田 CC.~阳对称裂璧初两仲非对称搜变三仲模式所占的百分比.

当入射中子能量足够高时，裂变体系可以先放-个、两个甚至更多个中子后再裂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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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为缓~裂变.体暴政一个中子后再裂变的称一次裂变.用符号 (n.n'f)寝示.体系.两个中

子后再型变的称二次蜜变，用(n.2nl>襄示.余英雄.这时单的建交阵片产'自应等于不同级次

裂变产'自主和 .111

ytA4Ne-m=Zbu-A，N··E}ω

式中y 为单的If变部片产..J'橱，比分离为戴晶个中子后的襄变部片产额和裂变分支比.

显然，披晶个中子后的体系的裂变鼻片产黯统仍可用S-G;t‘扇，的半经量公式。 ).111

J'(A.A. .Nk.E; )=y(A.A.凡 .E;) (6)

式中~Nk=N，一晶.A.=At-晶.E; =E.. - L (&+1;).这里&和&分别为裂变蟹Jt:tf第 4 个

中子的结合能与平均功能.因为建变体系蕴发中子后撇发能巳寝筐，这时绝对产.匾It量的

变化已不灵敏，所以可假设i;=1.5MeV.

为了把裂变碎片〈即放中子茵〉质量分布 y(A.A" N， .Et)换算为草中子后产物的产领.

必须知遭每-if片发射的平均中子P':(I!P中子产领h(A). 为此可以利用七点拟合公式[J~JJ

叫A)=C.+C.+C.Et· AIAt+C,(A,-208) (7)

A.A.
式中A 为相应的细下七点的鼻片质量鼓，155.138.129.~，王一5.A，-138租 A，-ISS.式中

的各项拟合系鼓JlJ子表 1 中.利用(7)式和表1 的系数.可以确定七个点的中子产蟹，其它点

的中子产额可用内锺或外攘的办法得到.-a可选用直线、组唱'绕或三次曲线的锚值方法，

得到碎片的中子产额曲线II(A).

寝 I (ηit中的襄锺

A C, C. c. C,

155 Z.79 0.406 O. 隅lOll -0.0418

138 0.77 0.7‘E 0.0000 -0.0495

12' -0.32 0.748 0.0448 -0.0457

AI
。.73 o.~.。 也饵)l)O 一。I， Ol952

~-S 。.7& 0.341 -0.0… 0.OZ9Oz
A,-I3I 0.30 0.4'。 -0.0533 0.0000

A,-IS5 -O.H O.23Z 0.0000 0.0311

然后，根锺 Terrell 的产额换算方法IZ--1，把(D式的就中子'自的碎片产• yeA)换算为放

中子后的产物产额yeA).其结果为

V:+II:.-1
YeA)叫I+~ -1I~，)y(A+一一言L一〉

dv. .d"
+[(磊).-(d:4'-,J<1I' (a.'IIA»/2+·..··· (8)

式中万标-1.0分别代褒A-I叫的值.旷ω-町νω卡忡ν+÷}，〈d肉州{阳M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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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中子敬的条件均方量. (8)式中的第二项的贡献很小.一越这项的绝对产篝不踵淫。.I~ •

因此更高次的项可以.... (8)式中的 yeA)和(dy/dA)可应用字经撞公式(})计算. filX裂

变发射的平均中子鼓马有大量约鼓篝襄从系统学计算公式得到，肆片中子产M..(A)可用实

撞测量结果，若无实撞撞撞时，可利用('I)式汁"并内锚或外撞得到.关于<;(a"A» 的值

的计算.T，回曲也给出了细下近'且公式(，.J..J

<;屿 ，A»=;(，，)/2 (9)

;(崎〉为每次裂变碎片爱itA中子鼓峙的方叠.许多人曾对6(旧作过研究，如果恒温宫是町

的缉佳画慧，可得卸下量t.公式

，，(，，)=0.898+0.0926马

或假设官为一常慧，则

6(,,)=1.152

因此，利用摸，公式(8)可以计算裂变产物的产• yeA).

2 裂变产物产额计算及结果

(10)

(I I>

单健中子诱发皿U 和..IU 裂变的路片质量分布可由(I)式计算得到.我们选取A=140、

145、 150三种碎片质量，计算了它们的产穰yeA)随入射中子能量Eo 的关系，奠结果细困L

2 所示.图上的曲线特征可以从(})式及其(3)式的系数得到说明.当中子能量不太高时(Eo

<7 MeV).对你裂变模式的贡献(C. 值〉很小，两个非对称裂变镇式的高斯分布的曲事值c. 相

c. 部随激发Ift Et 续性面缰慢地'配小，因此在中子能量7 MeV 以下时，在重碎片峰处及其

附近的蝉片产My(l 40>和 31(45)随』忌的变化基本上是线性的.但随着中子1ft量的精寓，对

称的西斯分布的晦值C. ，.岛·指鼓地精¥:.5-G.1皿成份的贡献又是归-的，因此在非对称

高斯分布晦及其附近的陈片产'就要较快地下降，在田中Eo 超过 8-9 MeV 以后 '31(140)

和 31(45)迅速下降就是这个原因.对于A=150碎片的产翻到150).因为它是处在非对称

高斯分布峰的鹿部位置上，这时应考虑宽度.慧，的修响.因为，是随E 糟离而精大的，

在 Eo 不太高时，这个因素是主要的，因此陈片产'到150)随着 Eo 的升高而糟加.但当Eo

糟大到9MeV以上时，也是由于对称裂变贡献的急剧精细，而使产篇，)'050)随 Eo 的细菌而

下降.

为了避行放中子嗣后产额间的换算，我们利用七点公式(7).并采用缉性循值的方法，计

算了陈片的中子产...(A).如回 3所示，其中计算所用的马值引自文献白.6]. 由于本文只

准备计算A=95、 144 ， 147 三种产物的产徊，从固3 中这三种产物所处的位置来看.采用线

性循值，不会引起很大的误整.

为了计算放中子后A=95.144、 147 三仲产物产额，我们利用(»式计算部片的产'

J1(A)及其变化率dy/dA.并利用七点公式(7)和续性抱值方法计算中子产...(A).然后来用

Terrell公式(8)避行换算，这样障可以得到I:中子盾的产物产额yeA). 当中子能量E. 大于

6MeV以后，要考虑-次囊变阳.n'。的贡献.E. 大于 12 MeV 以后还要考虑二次裂变阳，

如'。的贡献.这时可利用(5)式，先分别计算各级民裂变的w片质量分布~(A>.然后分别篝

(8)式钱算到放中子后的产额Y.(A).再蟹各分支比叠加，即可得到披中子后忌的产额曲线

5



yeA>. 我们计算的结果细困 4、5 所示，计算中所用的各级次裂变的分支比是引自文献[7].

奠戴值列在寝 2 申.

寝 z aa.章"给支比

国U+_ '叫U+_

&(MrVJ & R, 也 &(MeV) Jro 且， at

' E • 1.1 E '
。

5.5 E ' ιs E • '
ι ， o. M ' ι， 0.15 0. 15 •
ιs 也 77 也a 。 ιs 凰"

也 37 '
7.0 也" 也3z ' 冒.0 也 53 也 e7 •
ι ， 也 5' o.Cl ' ι， 也 so

凰" '
ιs 0. 54 也 el ' 阜' 。.SO

血" •
'且'

0. 53 0. C7 ' 11.0 也 so o. so '
11.0 。.53 o. e7 。 11. 0 也 so 0.50 •
11.0 I. e, 也 cz o. lIt 13- 0 0. 45 也 45 也 10

13.0 。."5 0. 37 0.11 15.0 0. 40 0.崎 凰"
Ie 。 也 31 也J4 。.ZI

15.0 0. 37 。.33 0.30

还须指出，再片产'还应有不同的电荷分布，因此yeA】实际上代囊'计产额，它是质

量鼓为A 的同质异位素的独立产额之和.独立产'自与电荷ttz的关系通常可以用离斯分布

襄示为阳

ptZh-Lup[-〈Z一句'ie] 02>
、， CJr

式中，e 为分布宽度.一般来说，官随裂变产物的质量放几乎不变，其平均值 e=0.84土 0.14.

Z. 为量可几电荷披.黯不变电萄分布(UeD>假设.

Z.= (Z,/A,>A (13)

实际上电荷的分配是，经碎片(Z.>， 要比(13)式的大一些，重磅片(Z.>‘则比03>式的小一

些.一.来说.实际的最可几电荷败与ueD假设的(13)式结果的差别在0.5 左内.作为钮

'碰估计，利用(13)式，对nou 裂变体系.A=95、 144 相 147 三种产物相应的最可几电街I:z.

分别为 37.03.56.14.57.31.根据(12)式，只要z 与 Z. 相差 2.莫撞立严蟹P(Z>1t比 P

<2.川、两个量级.因此.由如下质量链的褒变I飞

:Kr~ ;:Rb~ :Sr 一":": :Y一一 ~Zr 一"M:i nNb0: 781 J"W 384ml 31'" 25. 11 Jt' 10. 3m ..... 64.02d
H叫r.. 1~4('"._一_ .~'Ra 10呵.--町_ ~'!Ir.. __一_ IND.
.. n" 1. lSI U '"'" 1. OIl Sf.... 11. 归.，.... 40.81 .. '"'"磊4. 9d .."
U'e. A::i"M_ U'Ba一一一 f:'La一一- a'。一-;: 1;'Pr一~ I:'Nd 一一一。.225， ...... 0.893- .,.... 4.0151 .. '"'" 56.41 "0' 13.6m H HU 10. 98d
lf'Pm

可以看出 .::Zr.WCe初始!Nd 三种产物，尽管韧娟时葱立产'很小，但只要经过短暂的时间

{约几十分钟到几小时】之后，裂变产物的各鹤立产额可以迢迢防衰变分别'计于相对稳定

的产物:Zr .l:'Ce ;fII lfNd 上.因此，我们计算得到的披中子后的裂变产物的产 MYωω 、

Y<l 44>和 Y(147) .实际上.相应于裂变发生几小时后实撞上测量到的 ::Zr.U'Ce和U'Nd 的

6



产M.为了把计算结果与实验测量进行比较，我们在图 4 、 5 中也画出了这三种产唱'产额的测

量结果MH1.

3 讨论

曲回 4、5 的结果亵嚼，当中子能量貌ti时<£.<6 MeV).-Zr、 E吨e.'·'Nd 的产额是随中

子能量缉佳丽罐慢地"小.当中子能量大于 6 胁V和 12 MeV 时.由于一次裂变和二次裂

变的相撞出现，产8会突锺岖'大.因此，总的产8曲线随中子能量的精细大体上呈现三个

台阶的..下降，这种精篮在回 4、5 中的回去和'wee 的产旬'缉显示'但清楚."'Nd 产簸

'缉这铮铮征不明显，这是因为宫的各级lk裂变产领间的差割不大.相E露拿文计算结果，各

能量分区的产8111缉可以很好地用直线银舍，其结果列于袤 3 申.

本文计算结果与实撞测量的相比较时，回去的产'与实验结果基本符合.JttCe剥削Nd

的计算结果与实验相比第偏小了.但计算自缉的越势还是与实验一蜜的.第原因可能是七点

扭合公式计算的中子产额川剧，在 A=I44 和 147 附近的值偏大了，而剧。和'"'Nd 叉处在

重碎片峰的右侧，在这里碎片产'随质量数的变化很快，因此，良算后产额就销小了.细进一

步改进 .，(A】的计算或直接选用实验测量的值〈细对于集中子】，可能会改善计算结果与实验

测量的符合理度.另外 5-G.剧的质量分布半经验公式也会引起绝对产筒。.4 Yo的标准偏

差.这对产领艘ti的"'Nd 也会有显著的影响.

由于实'量测量的产翻数据很分散，而且大部分的精度也不高.这使得宫的圈中子能量变

化的短'不能清楚地显示出来，这就需要借助于某种理论的计算.因此本文绘出的产领随中

子能量变化的计算曲线，在应用上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寝 3 产.甜篝的自章'童细舍结果

.!!方式 瞌II: lMcVl 魏佳"量l "l 棚量iI.bYl"-l

JIJU+n 。ζι‘二5. 。 YU5l- 6- 4 <0.01

Y04U-4.25--0.11ι <0.01

Y047l -I. "-0. 020 Eo <0.01

7.0ζι"'11.。 YlI5l -7. 04-0.11 Eo <0.0'

YClUl-ι51-0.11ι <0.05

7.0"，ι暑.15. 。 Y047l -2.17-0.052 Eo <0.03

12. 。ζι"， 15. 。 Yl95l-7.26-0.13ι <0. 0$

Y(44)-4.31-0.01O ι <0.04

·JlU+ J1 1.2"，ι"，5 Ylt5l-5. 1$-0.047ι <0.01

Y04.， -4. 3t-0.10ι <0.01

YlU71- 2. 34-0. 030ι <0.01

7. 001;;ι"， 12. 。 YU5l-5.U-0.0.5 Eo <0.ω

YOUl-4.75-0.11ι <0.03

Y0471-2.41-0. 043 Eo 〈血。，

13"，ι"， 15 Yl95l-ι12-0.10 ι <0.01

Y04"-4.1I4-0.12ι <0.01

Y0471-2. 88-0. 074 Eo <0.01

7



本项工作是在中国被撞撞中心的支持亨完成的.作者墨画胡济民被蟹、王正行被蟹对本

项工作的集倩支持与有益的讨论.

'量'支醺

(1] 王...革禀支，撞本....士量支...It.....与..lta安.W.I…

(2] .._P，串a.，.MIl It. JM-ioI.J.怖"品l'hd........,.. III' US), lZt

(3] 王.....Il..申子'后.蟹'附属量....，...中....撞'告.(剂IC-O饵'3.lt"筝

<4] J.Tn四..，."‘匾 119. I篝2 (117)."

(5] 二幌....申心..膏'申子..I::.C'F.)1ooj-7四50(陆).原子.:11...1'71年

【的主..于.......平均申子'以Z.A，E)"-1"丰盛..最.重…需·工'交....C肉....).

1'77年

<7] J.t如四四....N.L且MIlEJOPO. l.n (锚) 41

(I] (费JR.…..J.R. 摊.....原子..变..341-351寅..于鹰:II.植.IHD竿

【.]且T. .，.嗣.N.....町......Canr..~__曲'.-睛.~!'(o，.....l.aloooarary.U.S. A.J，吻 lifO.

(10] L E.曲睛，四 "ι .r协....1911 CCZ4) 篇"

(n] s. ~唱，咽 ι. ""‘R.... 1.71 CCI 7> 151

(II] T. e. a-回回丛. php. .... 1'71 Ce l7) I帽'

1
i
!卜
…回 1 ··U+nl:中子..斐"片产.

卜飞飞
川剧!二二~斗zff:

:L-f 一三
回 2 '"'U+a l:申子"裂变'片严'

t~OOr

回u..

4.00

Lω AJ
"叼+.

《言，、

-z z.·· 习.
1. 00

• A..
..0
400

建乱"

I.'

•

也。oI O.DOL...--一一 •

侃 00 I胁 00 I饵" 且咽'.00 110.00 .也ω lOG. ω IfG.OO J侃 001胁"

A A

回 z 蟹~"片a..的平均中子戴t七点银俞公stttJJ>

a



回U+. -z,.

内

事
、，

』‘…

(....的 (..W)
『 - 『 - - -LL-工J吭一干

6,•.‘
T

飞
、

、3,...t
、

飞
、

也OIL "---'----'‘-帽晶 •15.00阜" '也"
L(akY)

'"'ce

"
也

向
西'
w』

(......n
'- • -•- -f- _ - -

- - _ _ t-- F

(..zan

- - -
h

t (..f)、

也"0.00 5- 00 '也"
15.00

LCM-Y)

..，刷

‘.00
冉

事

性f If t , f
』‘' t' ，乎

~- ~Jr-~
-~.

. .
忌" 10.00 胁"

LCakY)

•• "'U+..~产"产.

'



10

a咱.. -Zoo

1.00

. <".ZIo。
(....。 ----

"‘革
坦
』

'2
.
• .-- .. "':" - -

主哇安?二二二 - - -.-.
·四-<..f) 、

、

也"凰t " $.00 10. 00 15- 00

£,<MeV)

'咽。

: (....f) (".ZIon-0- _0_ __ - -
~ 4, oor --- - - -ff)_o

<..f)

o.ω
0. 00 5.00 10.00 15.00

ι(MeV)

".阳

"a·
内
曲'
v』

.. .. • 00 0 D
甸 a -... 0 ....0 00 0

=咽-

甸，"lJ

• 唱E舌Z云::: ~

0.00
0.00

-..... S
15.005.00 10.00

ι俑"，"V)

因 5 "'U+_蟹'医产"产'



.筒中子面Ut"'v 丰田"'VII蜜的户"产翻

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t. 2108 倩箱}

中国核科技报告编"部排版

核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

食

开* 181 x 1082 11且， .印张 1/2· 字It u 乎乎

1tt3年 1 月 1也'第-.·1983 华 1 月北京.-~印嗣

ISBN 1·502%-0804·'
TL·SU



CHINA NUCLEAR SCIENCE &. TECHNOLOGY REPORT

@
_.~.~~.~................»...................................................

旷·

• •• •• •: This report is stbject to ∞P泸ight. All rights are re捕时.smiSSion i.
of a 啕ort for P刷刷ion implies the tr栩如 of the exclusive p由lication :

right from the author(s) to the publisher.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阳hexupt

abslract • may be reprodl后ed ， stored in data banks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πleans ，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饥It the prior writt朋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t￥er.αlina

Nuc/ear Information Centre. and/or Atomic Energy Press. Viola/ions fall

under the prosecution act of the Copyright Law 0/ China. The Ch加a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re and Atomic Energy Press do no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loss or 也mage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any of its rep吓ts or in any communicati∞ abωt its test or

investigations.

•••••.
••• •"..‘cc‘ ecceccccccccce««....… eccc..c..e‘……·‘…‘cc‘…‘·‘…cc‘…‘ccc‘ c'"

,nu-aa'-<uza
。


AUZE

U
百

AU--
，
。-
L

,,
-F-

NRU'3... P.O.Box 2103

Beijing, China

China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