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９卷第３期２０１０年３月
１０００３２９０ ／ ２０１０ ／ ５９（０３）／１７０２　 ０５

物　 理　 学　 报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 ５９，Ｎｏ． ３，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 Ｐｈｙｓ． Ｓｏｃ．

共面不对称条件下Ａｒ原子（ｅ，２ｅ）
反应的三重微分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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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３日收到；２００９年６月２日收到修改稿）

　 　 采用修正的扭曲波玻恩近似（ＤＷＢＡ）方法，计算了共面、大能量损失和小动量转移这一特殊几何条件下电子
碰撞Ａｒ（３ｐ６）（ｅ，２ｅ）反应的三重微分截面．理论方法对（ｅ，２ｅ）反应过程近程极化势进行了修正，并引入Ｇａｍｏｗ因
子表示后碰撞相互作用（ＰＣＩ）．将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标准ＤＷＢＡ计算结果及Ｇａｍｏｗ因子修正后的ＤＷＢＡＧ计
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极化效应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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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电子碰撞原子分子及离子的（ｅ，２ｅ）单电离过

程为研究碰撞机理和结构测量开辟了全新的研究
领域［１—３］．一方面，随着（ｅ，２ｅ）的实验测量技术不
断发展［４，５］，包括大能量损失和小动量转移等新碰
撞几何条件下（ｅ，２ｅ）反应三重微分截面（ＴＤＣＳ）的
测量数据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近２０多年来（ｅ，
２ｅ）碰撞机理的理论模型亦日趋成熟．对于低能
少电子体系的Ｈ和Ｈｅ原子的（ｅ，２ｅ）反应，ＢＢＫ
模型［６］（Ｂｒａｕｎｅｒ，Ｂｒｉｇｇｓ 和Ｋｌａｒ），ＣＣＣ 模型［７］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以及引入有效索末菲参
量修正后的ＢＢＫ模型［８—１０］等理论方法取得了很大
的成功；对于中高能多电子体系如Ａｒ原子等的（ｅ，
２ｅ）反应，扭曲波冲量近似（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ｗａｖｅ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扭曲波玻恩近似［１１］（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ｗａｖｅ
Ｂｏｒｎ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及修正的ＤＷＢＡ模型的理论研
究亦十分成功［１２，１３］．

（ｅ，２ｅ）碰撞动力学主要研究电子与靶粒子碰
撞的机理以及碰撞过程中各粒子之间的复杂相互
作用．最近Ｃａｔｏｉｒｅ等人对Ａｒ原子的ＴＤＣＳ在共面、
大能量损失和小动量转移这一新的几何条件下进
行了相对测量［１４］，得到了ＴＤＣＳ随敲出电子出射角

变化的实验数据． ２００８年，Ｋｈｅｉｆｅｔｓ等人分别使用标
准ＤＷＢＡ及Ｇａｍｏｗ因子修正后的ＤＷＢＡＧ方法对
电子碰撞Ａｒ（３ｐ６）电离进行了理论研究［１５］，并与大
能量损失、小动量转移共面非对称几何条件下三重
微分截面的测量数据进行了比较． ＤＷＢＡＧ方法的
理论结果比标准ＤＷＢＡ有了改进，但ｂｉｎａｒｙ峰与
ｒｅｃｏｉｌ峰的峰值位置以及双峰幅度比值的理论计算
结果与实验值的偏差依然存在．对于多电子原子的
（ｅ，２ｅ）反应，特别是靶原子近核的短程区有效极化
效应、后碰撞相互作用（ＰＣＩ）、电子与靶的非局域交
换相互作用等弛豫过程一直是（ｅ，２ｅ）反应理论研
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综合考虑ＰＣＩ效应和
极化作用修正后的ＤＷＢＡ对电子碰撞Ａｒ原子电离
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２．理论模型
　 　 考虑具有动量ｋ０ 入射电子与靶原子发生碰撞，
散射电子和电离电子的动量分别为ｋ１ 和ｋ２，相应的
动能分别为Ｅ１ 和Ｅ２，入射电子的动能为Ｅ０ ． ＤＷＢＡ
理论计算的ＴＤＣＳ为（使用原子单位， ＝ ｍ ｅ ＝ ｅ ＝
１）［１１］

ｄ３σ
ｄΩ１ ｄΩ２ ｄＥ１

＝（２π）４ ｋ１ ｋ２ｋ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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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ｖ
（ ｆ ２ ＋ ｇ ２ － Ｒｅ（ｒ ｇ））， （１）

其中
ａｖ
表示对末态简并态求和及对初态简并态求

平均，Ω１，Ω２ 是接收动量为ｋ１，ｋ２ 两电子的立体角，
ｆ，ｇ分别为直接电离振幅和交换电离振幅，分别由
下式给出：

ｆ ≡〈χ（－）（ｋ１，ｒ１）χ（－）（ｋ２，ｒ２）
× １
ｒ１２
χ（＋）（ｋ０，ｒ１）ｎｌ〉， （２ａ）

ｇ ≡〈χ（－）（ｋ１，ｒ２）χ（－）（ｋ２，ｒ１）
× １
ｒ１２
χ（＋）（ｋ０，ｒ１）ｎｌ〉， （２ｂ）

其中χ（＋）是处于初态靶原子等效局域势下的入射电
子扭曲波，χ（－）是处于终态靶离子等效局域势下的
两出射电子的扭曲波，且χ（＋）和χ（－）都与ｎｌ正交．
ｎｌ为靶的ｎｌ轨道波函数，轨道波函数在坐标表象中
的表示为

〈ｒ ｎｌ〉＝ ｒ －１ｕｕｌＹＬＭ（ｒ）， （３）
直接扭曲势ＶＤ 为

ＶＤ（ｒ）＝ 
ｎｌ
Ｎｎｌ∫ｄｒ′［ｕｎｌ（ｒ′）］２ ／ ｒ ＞， （４）

其中ｒ ＞是ｒ和ｒ′中的较大者，Ｎｎｌ是轨道ｎｌ的电子
数．等效局域的自旋静态平均交换势为
ＶＥ（ｒ）＝ ０ ５（Ｅ ＋ ＶＤ（ｒ）

－ ｛［Ｅ ＋ ＶＤ（ｒ）］２ － ２πρ（ｒ）｝１ ／ ２），（５）
其中ρ（ｒ）为电子的密度． ＤＷＢＡ扭曲波χ（＋）和χ（－）
分波展开的径向分波函数ｕＬ（ｋ，ｒ）可以通过解如下
的微分方程得到

(
：

ｄ２

ｄξ２
－ Ｌ（Ｌ ＋ １）

ξ２
－ η
ξ

－
ｖ（ｒ）＋ ｖｐｏｌ

Ｅ
＋ )１ ｕＬ（ｋ，ｒ）＝ ０， （６）

其中相互作用势ｖ（ｒ）包括直接势ＶＤ（ｒ）和自旋静态
平均交换势ＶＥ（ｒ），ξ ＝ ｋｒ，η ＝ － Ｚ ／ ｋ，Ｅ ＝ ｋ２ ／ ２，ｖｐｏｌ
是极化势，其二次展开式为

Ｖｐｏｌ（ｒｅ）ｒｅ→∞ ～ 
∞

ｌ ＝ １

α ｌ
２ｒ２ ｌ ＋２ｅ

． （７）
（７）式在电子与靶距离很远时能够很好地描述它们
之间的极化作用，当它们之间的距离比较小时，（７）
式夸大了极化的作用，特别是当电子趋近于力场的
中心时，由此得到的极化势趋于无穷大． Ｆａｚｉｏ等人
提出了一种修正的极化势［１６］

Ｖｄａｍｐｐｏｌ （ｒｅ）＝ －
∞

ｌ ＝ １
ｆ２ ｌ ＋２（ｒｅ） α ｌ

２ｒ２ ｌ ＋２ｅ

， （８）

其中

ｆ２ ｌ ＋２（ｒｅ）＝ ∫０
ｒｅ
ρ０（ｒｂ）ｒ２ ｌ ＋２ｂ ｄｒｂ

∫
∞

０
ρ０（ｒｂ）ｒ２ ｌ ＋２ｂ ｄｒｂ

． （９）

此极化势能够对长程库仑力起到一个有效的短程
极化衰减作用．修正后的极化势Ｖｄａｍｐｐｏｌ 与未修正的极
化势Ｖｐｏｌ的理论曲线如图１所示，在电子与靶距离
很远时两种极化势的曲线几乎重合；当电子离靶的
距离变小时，极化势Ｖｐｏｌ变得越来越大；当电子趋近
于力场的中心时，Ｖｐｏｌ趋于无穷大．对于修正后的极
化势Ｖｄａｍｐｐｏｌ ，随着电子离靶距离的不断减小，它的值
先增大后减小；当电子趋近于力场的中心时，Ｖｄａｍｐｐｏｌ 趋
于零，从而更好地描述（ｅ，２ｅ）反应过程近靶区的极
化效应．

图１　 Ａｒ（３ｐ６）的未修正极化势Ｖｐｏｌ与近靶区短程极化衰减修正
的极化势Ｖｄａｍｐｐｏｌ 随原子径向ｒ变化的理论曲线

后碰撞相互作用ＰＣＩ通过引入Ｇａｍｏｗ因子Ｎ ｅｅ
来实现，Ｎ ｅｅ的表达式为［１７］

Ｎ ｅｅ ＝
γ

ｅγ － １
， （１０）

其中γ ＝ ２π ／ ｋ１ － ｋ２ ．

３．结果与讨论
　 　 本文使用标准ＤＷＢＡ，ＤＷＢＡＧ（ＤＷＢＡ１）及考
虑了ＰＣＩ效应和近靶区衰减修正极化Ｖｄａｍｐｐｏｌ 后的
ＤＷＢＡ（ＤＷＢＡ２）计算了电子碰撞Ａｒ（３ｐ６）电离的三
重微分截面．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了比
较．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标准ＤＷＢＡ方法、ＤＷＢＡ１
以及ＤＷＢＡ２ 的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在ｂｉｎａｒｙ
峰处进行归一化．

图２给出了快电子散射角为６°时共面、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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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共面、大能量损失小动量转移几何条件下电子电离Ａｒ
（３ｐ６）原子（ｅ，２ｅ）的ＴＤＣＳ随慢电子出射角θ２ 变化的理论曲线
（θ１ ＝ ６°，实心圆点：实验数据［１４］；虚线：标准ＤＷＢＡ理论计算
结果；虚点线：ＤＷＢＡ１ 计算结果；实线：同时考虑极化势Ｖｄａｍｐｐｏｌ 和
Ｇａｍｏｗ因子Ｎ ｅｅ修正后的ＤＷＢＡ２的理论计算结果）

损失和小动量转移这一特殊几何条件下电子碰撞
Ａｒ（３ｐ６）（ｅ，２ｅ）反应的ＴＤＣＳ，入射电子能量为７２１
ｅＶ，对应的慢电子能量为２０５ ｅＶ．从图中可以看出
标准ＤＷＢＡ的计算结果在双峰的位置以及双峰幅
度的相对比值上与实验结果均存在明显的偏差；只
考虑ＰＣＩ效应的ＤＷＢＡ１ 的计算结果在ｂｉｎａｒｙ峰的
位置以及双峰幅度的相对比值比标准ＤＷＢＡ的计
算结果有明显的改进，从双峰的位置上看，ＤＷＢＡ１
方法给出的ｂｉｎａｒｙ 峰理论值在３０°处，比标准
ＤＷＢＡ的２２ ５°向实验峰值方向靠近了约７ ５°；从
双峰幅度的比值上看，ＤＷＢＡ１ 给出的ｂｉｎａｒｙ峰与
ｒｅｃｏｉｌ峰幅度的比值为０ ５６ ∶ １ ００，明显比标准
ＤＷＢＡ的１ ５４∶ １ ００要好得多．

在ＤＷＢＡＧ基础上考虑近靶区衰减修正极化
Ｖｄａｍｐｐｏｌ 的ＤＷＢＡ２ 计算的结果在双峰的位置、双峰幅
度的相对比值上比ＤＷＢＡ１ 有了进一步的改进．
ｒｅｃｏｉｌ峰的ＤＷＢＡ２ 理论值在２１０°，比ＤＷＢＡ１ 的
２１７ ５°向实验峰值方向靠近了约７ ５°；从双峰幅度
的相对比值上看，ＤＷＢＡ２ 给出的ｒｅｃｏｉｌ峰明显比
ＤＷＢＡ１ 给出的ｒｅｃｏｉｌ峰高，更接近于ｒｅｃｏｉｌ峰的实
验值．三种理论方法中，ＤＷＢＡ２ 与ＤＷＢＡ１ 比较接
近，但与传统ＤＷＢＡ的差别十分明显，说明对于入
射电子能量为７２１ ｅＶ，慢电子能量为２０５ ｅＶ情形，
ＤＷＢＡ２ 与ＤＷＢＡ１ 中的Ｇａｍｏｗ因子的贡献很强，而
修正的极化势的贡献相对于Ｇａｍｏｗ因子要弱得多，
其原因主要是两个出射电子的能量分别为２０５ ｅＶ
和５００ ｅＶ，它们的共面非对称性比较小，Ｇａｍｏｗ因
子表示的ＰＣＩ中角度关联效应较强，电子对靶的极

化作用对（ｅ，２ｅ）反应ＴＤＣＳ的影响与Ｇａｍｏｗ因子
的作用相比较小．

图３　 共面、大能量损失小动量转移几何条件下电子电离Ａｒ
（３ｐ６）原子（ｅ，２ｅ）的ＴＤＣＳ随慢电子出射角θ２ 变化的理论曲线
（θ１ ＝ ６°，其他与图２同）

图３给出了同样碰撞对称条件下快电子散射角
为６°，入射电子能量为５９０ ｅＶ，对应的慢电子能量
为７４ ｅＶ时电子碰撞Ａｒ（３ｐ６）电离的ＴＤＣＳ．从图中
可以看出标准ＤＷＢＡ计算给出的计算结果不仅在
双峰的位置、双峰幅度的相对比值上与实验结果存
在明显的偏差，而且在整个ＴＤＣＳ的形状上也与实
验结果存在明显的偏差．只考虑ＰＣＩ效应的ＤＷＢＡ１
的计算结果在ｂｉｎａｒｙ峰的位置上比标准ＤＷＢＡ的
计算结果有所改进，ＤＷＢＡ１ 给出的ｂｉｎａｒｙ 峰在
５２ ５°，比标准ＤＷＢＡ的４７ ５°向实验峰值方向靠近
了约５°；但在双峰幅度的相对比值及整个ＴＤＣＳ的
形状上并没有改进，ＤＷＢＡ１ 给出的ｂｉｎａｒｙ 峰与
ｒｅｃｏｉｌ峰幅度的相对比值约为１ ２９ ∶ １ ００，比标准
ＤＷＢＡ的理论计算值１ ７６∶ １ ００偏离１ ９１ ∶ １ ００的
实验值更远．

ＤＷＢＡ２ 方法的理论计算结果在双峰的位置、双
峰幅度的相对比值以及整个ＴＤＣＳ的形状上比标准
ＤＷＢＡ和ＤＷＢＡ１ 的理论计算结果都有明显改进：
从双峰的位置上看，ＤＷＢＡ２ 给出的ｂｉｎａｒｙ峰在５５°，
比ＤＷＢＡ１ 的５２ ５°向实验峰值方向靠近了约２ ５°，
ｂｉｎａｒｙ峰附近的ＤＷＢＡ２ 的理论值与实验测量值符
合得非常好；ＤＷＢＡ２ 给出的ｒｅｃｏｉｌ峰在２４７ ５°，比
ＤＷＢＡ１ 理论值的２３６ ５°向实验峰值方向靠近了约
１１°，不仅ＤＷＢＡ２ 给出的双峰位置均与实验结果几
乎重合；而且ｒｅｃｏｉｌ峰附近的ＤＷＢＡ２ 理论值与实验
测量值符合得亦非常好． ＤＷＢＡ２ 的ｂｉｎａｒｙ 峰与
ｒｅｃｏｉｌ峰幅度的相对比值为２ ０２ ∶ １ ００，十分接近实
验的１ ９１ ∶ １ ００．三种理论方法中，ＤＷＢＡ２，ＤＷＢ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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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ＤＷＢＡ的差别与图２情形相比明显减小，说明
Ｇａｍｏｗ因子的贡献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对于入射电
子能量为５９０ ｅＶ，慢电子能量为７４ ｅＶ情形，两个出
射电子的能量分别为７４ ｅＶ和５００ ｅＶ，与图２情形
相比，它们的共面非对称性增大，Ｇａｍｏｗ因子表示
的ＰＣＩ中角度的关联效应变小．由于慢电子能量为
７４ ｅＶ，电子对靶的极化作用对（ｅ，２ｅ）反应ＴＤＣＳ的
影响与Ｇａｍｏｗ因子的作用相比会相对增强．

图４　 共面、大能量损失小动量转移几何条件下电子电离Ａｒ
（３ｐ６）原子（ｅ，２ｅ）的ＴＤＣＳ随慢电子出射角θ２ 变化的理论曲线
（θ１ ＝ ６°，其他与图２同）

本文还计算了同样碰撞对称条件下入射电子
能量为５５３ ｅＶ，对应慢电子能量为３７ ｅＶ时电子碰
撞Ａｒ（３ｐ６）电离的ＴＤＣＳ，理论计算如图４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标准ＤＷＢＡ，ＤＷＢＡ１ 及ＤＷＢＡ２ 给
出的ＴＤＣＳ随慢电子出射角θ２ 变化理论曲线的整
个形状颇为相似，但在ｒｅｃｏｉｌ峰的位置、ｂｉｎａｒｙ峰与
ｒｅｃｏｉｌ峰幅度的相对比值上均存在偏差．在１２０°附
近，标准ＤＷＢＡ，ＤＷＢＡ１ 理论计算的ＴＤＣＳ有一明
显的极小值，然后迅速上升，而实验测量的ＴＤＣＳ在
１２０°附近处极小值并不明显，也没有迅速上升趋势；

而且在１５０°—２７０°的区间内，ＤＷＢＡ，ＤＷＢＡ１ 理论
值明显高于实验值． ＤＷＢＡ２ 的理论计算结果在双峰
位置、双峰幅度的相对比值及整个ＴＤＣＳ的形状上
有所改进，但从整个ＴＤＣＳ 的形状上看，特别是
ｒｅｃｏｉｌ峰附近，理论计算与实验的偏差比较明显．与
图２和图３相比，ＤＷＢＡ２，ＤＷＢＡ１ 与ＤＷＢＡ的差别
不大说明Ｇａｍｏｗ因子的贡献明显减弱，这是因为对
于入射电子能量为５５３ ｅＶ，慢电子能量为３７ ｅＶ情
形，两个出射电子的能量分别为３７ ｅＶ和５００ ｅＶ，它
们的非对称性更大，Ｇａｍｏｗ因子表示的ＰＣＩ中角度
关联效应明显变小；电子与靶离子极化效应所起的
作用对（ｅ，２ｅ）反应ＴＤＣＳ的影响与Ｇａｍｏｗ因子的
作用十分接近；同时，由于慢电子能量为３７ ｅＶ，约
为Ａｒ原子３ｐ电子电离阈值的两倍多，涉及到复杂
原子的低能电子（ｅ，２ｅ）反应，其电离动力学过程中
靶的极化弛豫效应、非局域交换作用以及电子多次
散射中的相干效应都将对（ｅ，２ｅ）反应的ＴＤＣＳ产生
显著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４ 结 论
　 　 采用修正的ＤＷＢＡ方法计算了共面、大能量损
失和小动量转移这一特殊几何条件下电子碰撞Ａｒ
（３ｐ６）（ｅ，２ｅ）反应的三重微分截面，理论计算结果
与实验结果及标准ＤＷＢＡ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无
论从ｂｉｎａｒｙ峰与ｒｅｃｏｉｌ峰幅度的相对比值上，还是
在双峰的位置及ＴＤＣＳ随慢电子出射角变化理论曲
线的整个形状上，修正的ＤＷＢＡ的理论方法比标准
的ＤＷＢＡ有明显的改善，说明ＰＣＩ效应和修正的极
化势对于电子碰撞原子（ｅ，２ｅ）反应的ＴＤＣＳ理论计
算起着重要作用．

［１］ ＬａｈｍａｍＢｅｎｎａｎｉ Ａ ２００２ 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 Ｒｅｌａｔ． Ｐｈｅｎｏｍ．

１２３ ３６５

［２］ Ｈａｒａｋ Ｂ Ａ Ｄ，Ｂａｒｔｓｃｈａｔ Ｋ，Ｍａｒｔｉｎ Ｎ Ｌ Ｓ ２００８ 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
１００ ０６３２０１

［３］ Ｐａｌａｎｉｙａｐｐａｎ Ｓ，ＤｉＣｈｉａｒａ Ａ， 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Ｅ， Ｆａｌｋｏｗｓｋｉ Ａ，
Ｏｎｇａｄｉ Ｇ，Ｈｕｓｋｉｎｓ Ｅ Ｌ，Ｗａｌｋｅｒ Ｂ Ｃ ２００５ 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 ９４
２４３００３

［４］ Ｃａｔｏｉｒｅ Ｆ，Ｓｔａｉｃｕ Ｃａｓａｇｒａｎｄｅ Ｅ Ｍ，Ｎｅｋｋａｂ Ｍ，Ｄａｌ Ｃａｐｐｅｌｌｏ Ｃ，
Ｂａｒｔｓｃｈａｔ Ｋ，ＬａｈｍａｍＢｅｎｎａｎｉ Ａ ２００６ Ｊ． Ｐｈｙｓ． Ｂ：Ａｔ． Ｍｏｌ．
Ｏｐｔ． ３９ ２８２７

［５］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Ｍ，Ｍｉｙａｋｅ Ｙ，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Ｎ，Ｕｄａｇａｗａ Ｙ，Ｓａｋａｉ Ｙ，
Ｍｕｋｏｙａｍａ Ｔ ２００７ 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 ９８ ０１３２０１

［６］ Ｂｒａｕｎｅｒ Ｍ，Ｂｒｉｇｇｓ Ｊ Ｓ，Ｋｌａｒ Ｈ １９８９ Ｊ． Ｐｈｙｓ． Ｂ：Ａｔ． Ｍｏｌ．
Ｐｈｙｓ． ２２ ２２６５

［７］ Ｂｒａｙ Ｉ １９９７ 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Ｌｅｔｔ． ７８ ４７２１

［８］ Ｂｅｒａｋｄａｒ Ｊ １９９６ 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Ａ ５３ ２３１４

［９］ Ｓｕｎ Ｓ Ｙ，Ｊｉａ Ｘ Ｆ，Ｓｈｉ Ｗ Ｑ，Ｌｉ Ｘ Ｗ ２００８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 Ｓｉｎ． ５７
３４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孙世艳、贾祥富、师文强、李雄伟２００８物
理学报５７ ３４５８］



　 １７０６　 物　 　 理　 　 学　 　 报 ５９卷

［１０］ Ｙａｎｇ Ｈ，Ｇａｏ Ｋ，Ｚｈａｎｇ Ｓ Ｍ ２００７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 Ｓｉｎ． ５６ ５２０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杨　 欢、高　 矿、张穗萌２００７物理学报５６ ５２０２］

［１１］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Ｉ Ｅ １９９５ Ａｕｓｔ． Ｊ． Ｐｈｙｓ． ４８ １

［１２］ Ｈｕ Ｘ Ｙ，Ｚｈｏｕ Ｙ Ｊ ２００８ Ｐｈｙｓ． Ｌｅｔｔ． Ａ ３７２ ４８０９
［１３］ Ｚｈｏｕ Ｌ Ｘ，Ｙａｎ Ｙ Ｇ ２００８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ｓ． Ｓｉｎ． ５７ ７６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丽霞、燕友果２００８物理学报５７ ７６１９］
［１４］ Ｃａｔｏｉｒｅ Ｆ，Ｓｔａｉｃｕ Ｃａｓａｇｒａｎｄｅ Ｅ Ｍ，ＬａｈｍａｍＢｅｎｎａｎｉ Ａ，Ｄｕｇｕｅｔ

Ａ，Ｎａｊａ Ａ，Ｒｅｎ Ｘ Ｇ，Ｌｏｈｍａｎｎ Ｂ，Ａｖａｌｄｉ Ｌ ２００７ Ｒｅｖ． Ｓｃｉ．
Ｉｎｓｔｒｕｍ． ７８ ０１３１０８

［１５］ Ｋｈｅｉｆｅｔｓ Ａ Ｓ，Ｎａｊａ Ａ， Ｓｔａｉｃｕ Ｃａｓａｇｒａｎｄｅ Ｅ Ｍ， Ｌａｈｍａｍ
Ｂｅｎｎａｎｉ Ａ ２００８ Ｊ． Ｐｈｙｓ． Ｂ：Ａｔ． Ｍｏｌ． Ｐｈｙｓ． ４１ １４５２０１

［１６］ Ｆａｚｉｏ Ｄ Ｄｅ，Ｇｉａｎｔｕｒｃｏ Ｆ 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Ｒｕｉｚ Ｊ Ａ，Ｔａｎｇ Ｋ Ｔ，
Ｔｏｅｎｎｉｅｓ Ｊ Ｐ １９９４ Ｊ． Ｐｈｙｓ． Ｂ：Ａｔ． Ｍｏｌ． Ｏｐｔ． Ｐｈｙｓ． ２７ ３０３

［１７］ Ｗａｒｄ Ｓ Ｊ，Ｍａｃｅｋ Ｊ Ｈ １９９４ 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Ａ ４９ １０４９

Ｔｒｉｐ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２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ｒ ｉｎ ａ ｃｏｐｌａｎａ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Ｇａｏ ＲｕｉＪｕｎ　 Ｇｅ ＺｉＭ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３７，Ｃｈｉｎａ）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１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ｒｅｖｉｓｅ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ｒ（３ｐ６）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ｐｌａｎａｒ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ｗａｖｅ Ｂｏｒｎ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ＤＷＢＡ）．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ＷＢＡ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ＷＢＡ ａｎｄ ＤＷＢＡＧ． Ｉｔ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ＤＣＳ ｉｎ ｃｏｐｌａｎａ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ｅ，２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ｅｒｇｙ ｌｏｓｓ，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ＣＣ：３４８０Ｄ，３４５０Ｈ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Ｅｍａｉｌ：ｇｅｚｉｍｉｎｇ＠ ｅｃｕｓｔ． ｅｄｕ． 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