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 理 学 报 +i S?vbX aBMX

oQHX e9- LQX R9 UkyR8V R9Nkyk

近地雷暴电场与羊八井地面宇宙线
关联的模拟研究∗
周勋秀 1)†

王新建 1)

黄代绘 1)

贾焕玉 1)

RV U西南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成都
kV U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

吴超勇 2)

eRyyjRV

Ryyy9NV

U kyR8 年 j 月 RR 日收到c kyR8 年 9 月 k9 日收到修改稿 V

雷暴期间地面宇宙线强度变化的研究对理解大气电场加速宇宙线次级带电粒子的物理机理具有重要意
义X 分析西藏羊八井 _:P 实验中 kyRk 年大气电场的数据后发现- 近地雷暴电场的强度可达 Ryyy of+K 甚
至更高X 用 JQMi2 *`HQ 方法模拟研究了近地雷暴电场与羊八井地面宇宙线强度的关联X 当雷暴电场强度 U取
R8yy of+KV 大于逃逸电场时- 宇宙线次级粒子中正、负电子的数目呈指数增长- 在大气深度约 8ky ;f+K2 处
达到极大值- 与 :m`2pB+? 等提出的相对论电子逃逸雪崩机理和 .rv2` 理论相符X 当雷暴电场强度小于逃逸电
场时- 在所有负电场范围和大于 eyy of+K 的正电场范围- 总电子数目随电场强度的增大而增加c 当正电场小
于 9yy of+K 时- 总电子数目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c 在电场为 9yyěeyy of+K 范围内- 总电子数目的变化与
原初粒子的能量有关- 原初能量小于 3y :2o 时- 其次级粒子中总电子数目增加- 原初能量在 3yěRky :2o 范
围内时- 总电子数目变化不明显- 原初能量大于 Rky :2o 时- 总电子数目出现下降- 下降幅度约 9WX 模拟结果
可对羊八井 _:P 实验的观测结果给予合理的解释X

关键词, 近地雷暴电场- 宇宙线- JQMi2 *`HQ 模拟- 西藏羊八井
S*a, NkXeyXSr- NkXeyXh- 8kX3yXJ;

.PA, RyXd9N3fTbXe9XR9Nkyk

到了 __1 机理中电子被雷暴电场加速后的能谱

R 引

特征X 多年来- 很多科学家试图通过地面宇宙线观

言

测实验去寻找雷暴期间地面宇宙线突然增强的现

来自宇宙空间深处的高能宇宙线原初粒子进

象 Uh:1VX RN38 年- H2t22MFQ 等 [9] 第一次通过地

入大气层后- 与空气中的原子核发生强相互作用和

面宇宙线观测实验发现雷暴期间地面宇宙线强度

电磁相互作用- 产生大量的宇宙线次级粒子 U包括

的变化与电场相关X 1a@hPS 实验 [8] 记录到雷暴

电子、强子、µ 子、光子等成分V- 这种现象被称为广

期间宇宙线次级粒子的计数率增加了 RyWěR8W-

延大气簇射 U2ti2MbBp2 B` b?Qr2`- 1aVX RNk9 年-

这种现象被解释为强电场对宇宙线次级带电粒子

qBHbQM

首次指出雷暴云中的强电场可以把宇宙

加速的结果X hbm+?Bv 等 [e] 对 LQ`BFm` 宇宙线观

线次级粒子中质量很小的电子加速到很高的能量X

测站实验数据的分析发现- 雷暴期间地面宇宙线次

RNNk 年-:m`2pB+? 等

提出了相对论电子逃逸雪崩

级粒子中光子、电子计数率的增加与大气电场相

机理 U__1V- 认为能量约 R J2o 的电子在雷暴电

关X *?BHBMv`BM 等 [d,3] 利用 a1*U`;ib aT+2

场 U强度约 kyyy of+K、
厚度约 Ryyy K 量级V 中可被

1MpB`QMK2Mi *2Mi2`V 实验数据探测到了多个 h:1

加速- 当获得足够高的能量时- 将发生雪崩效应- 电

事件X 上述地面实验的观测结果虽然不能排除其他

子数目呈指数增长X *`K2` 等

机理的可能- 但都与 :m`2pB+? 等提出的 __1 机

[ R]

[ k]

[j]

通过分析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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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海拔 9Xj FKV 的近地雷暴电场与地面宇宙线强度
的关联X 考虑到宇宙线次级带电粒子中电子占大多
数- 并且电场对质量小的电子加速作用更为明显因而模拟中只考虑雷暴电场对电子的影响X

ႃूڤए/VScm-1

理相符X
王俊芳等 [N] 利用羊八井中子监测器数据研究
了雷暴电场对宇宙线次级粒子 µ 子的影响- 发现中
子监测器计数率变化与地面雷暴电场场强之间的
相关性较小或者没有相关性X kyyk 年- H2t22MFQ
等 [Ry] 发现雷暴电场对宇宙线次级粒子中软成分
U电子V 和硬成分 Uµ 子V 的影响不同- 在雷暴电场中
电子的强度增加而 µ 子的强度出现了一定幅度的
下降X 徐斌等 [RR] 、w?Qm 等 [Rk] 利用 _:P 实验中
单粒子数据研究了雷暴期间地面宇宙线计数率的
变化- 发现原初能量低的宇宙线计数率有明显增
长- 原初能量高的宇宙线计数率增长不明显- 有的
还出现下降现象X 这种雷暴期间地面宇宙线计数
率不增加反而减少的现象- 用 :m`2pB+? 等 出的
__1 机理无法给予合理解释X 那么该现象与雷
暴电场有关联吗\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物理机
理究竟是什么\ 要解决上述问题- 需要通过 JQMi2
*`HQ 模拟的方法进行细致的研究X
在 国 际 通 用 的 模 拟 广 延 大 气 簇 射 的 *P_@
aAE U*PbKB+ _v aAKmHiBQMb 7Q` Eb+/2V [Rj]
软件包中述电子行为的是电磁级联 1:a9 中
的子程序 1G1*h_X 为了研究电场对宇宙线次级
粒子中电子的影响- 在子程序 1G1*h_ 中加入了
"B2HD2r [R9] 出的电子在电磁场中传输的理论模
型X 本文利用 *P_aAE 软件包研究了西藏羊八井
400

k 西藏羊八井近地雷暴电场的特征
研 究 表 明- 雷 暴 期 间 常 伴 随 强 烈 的 闪 电
活 动 [R8,Re] - 雷 暴 电 场 大 致 分 布 于 海 拔 高 度 为
9ěRk FK 的范围内 [Rd] - 其强度高达 Ryyy of+K有 的 甚 至 超 过 kyyy of+K [R3,RN] X 本 文 所 分 析 的
大气电场数据来源于 kyy8 年安装在西藏羊八井
_:P 实验 U中国和意大利合作的地面宇宙线观
测实验V 大厅顶部的大气电场仪 U16J@RyyV- 最初
的量程是 ±Ryy of+Kc 由于雷暴期间大气电场的
强度常超过 Ryy of+K- kyyN 年该电场仪的量程扩
为 ±kyy of+Kc kyRR 年 RR 月 e 日起- 其量程扩为
±Ryyy of+KX 本文分析了西藏羊八井 kyRk 年的大
气电场数据- 结果表明- 晴天 U平静天气V 的大气电
场强度约 k of+KU文中设定晴天电场方向为正- 即
头顶正电荷在地面产生正极性电场V- 与徐斌等 [ky]
对羊八井 kyye 年 j 月至 kyRR 年 e 月大气电场数据
的统计结果一致c 雷暴期间大气电场发生剧烈变
化- 其强度大多在 Ryyy of+K 以内- 部分雷暴电场
的强度大于 Ryyy of+K- 有的雷暴以正电场为主Thunderstormatdate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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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

羊八井 _:P 实验观测到的雷暴电场随时间的变化

UV 负电场为主c U#V 正电场为主c U+V 正、负电场交替变化

6B;X RX ai`2M;i? Q7 i?mM/2`biQ`Kb 2H2+i`B+ }2H/ /2i2+i2/ #v _:P@u"C 2tT2`BK2Mi b  7mM+iBQM Q7 iBK2,
UV M2;iBp2@#b2/c U#V TQbBiBp2@#b2/c U+V Hi2`MiBQM Q7 M2;iBp2 M/ TQbBiBp2 }2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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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_aAE 软件包中的参数设置
根 据 :m`2pB+? 等 提 出 的 __1 理 论- 对 约
R J2o 的 电 子- .rv2` [kR] 研 究 得 到 逃 逸 电 场
E_" U电子在该电场中被加速获得足够高的能量可发生逃逸击穿- 产生雪崩效应V 的公式为
E_" = Ei?@_" 2 (−Z/8.4) ,

URV

其中 Z 是海拔高度 UFKV- Ei?@_" 是海平面处对应
的逃逸电场X avK#HBbiv 等 [kk] 计算得 Ei?@_" =
2800 of+KX
研究表明- 在地面宇宙线观测实验中- 距离探
测面太远的高空雷暴电场对总电子数目几乎没有
影响 [kj] X 本模拟中添加雷暴电场的空间范围选取
海拔高度为 9XjěeXj FKX 由 URV 式可计算出海拔
eXj FK 和 9Xj FK 处的逃逸电场分别为 Rjky of+K
和 Re3y of+KX 根据在羊八井观测到的近地雷暴
电场的特征- 对大于逃逸电场的近地雷暴电场取了
−R8yy of+K 和 R8yy of+K 两个值c 对小于逃逸电
场的近地雷暴电场在 −RjyyěRjyy of+K 范围内
取了一系列值X
本文模拟广延大气簇射的软件包为
*P_aAEdj8yy 版 本- 高 能 强 相 互 作 用 模 型 为
Z:aC1hAA@y9- 低 能 相 互 作 用 模 型 为 :>1Aa>X
宇宙线原初粒子中大部分是质子、α 粒子- 有少量
的电子、γ 射线、中微子等- 本文以质子为例进行模
拟研究X 为了与羊八井 _:P 实验的探测结果对
照- 文中选取的探测面是海拔高度为 9Xj FK 的西藏
羊八井- 根据 _:P 实验的观测能区- 模拟中对原
初粒子的能量在 jyěRyyy :2o 范围内选取了一系
列值X 考虑到雷暴电场对电子的加速作用- 在模拟
中将电子的截断能量降为 yXR J2oX

大 气 深 度 eyeě939 ;f+K2 V 的 范 围 内- 分 别 添 加
−R8yy of+K 和 R8yy of+K 两个均匀电场- 模拟得
到了宇宙线次级粒子中正电子和负电子 U在与 ǳ正
电子Ǵ 加以区分时- 文中将电子称为 ǳ负电子ǴV 数目
随大气深度的变化- 见图 k X 不加电场时- 由于康
普顿散射效应 [Ry] U光子与空气中原子核外的电子
发生弹性碰撞产生反冲的负电子V 和正电子湮没效
应 U正电子与空气中原子核外的电子发生湮没产生
光子V- 导致负电子数目比正电子明显要多X 雷暴
电场可以加速或减速宇宙线次级粒子中的带电粒
子X 当电场为 R8yy of+K 时- 正电子被加速- 其数
目增加- 负电子被减速- 其数目减少- 在所加电场强
度大于逃逸电场的范围内- 正电子的数目呈指数增
长c 当电场为 −R8yy of+K 时- 负电子被加速- 其数
目增加- 正电子被减速- 其数目减少- 在所加电场强
度大于逃逸电场的范围内- 负电子的数目呈指数增
长X 根据 .rv2` 理论- 可用 URV 式计算出逃逸电场
大小为 R8yy of+K 时所对应的海拔高度为 8Xk FK
U对应的大气深度 8j8 ;f+K2 V- 本文模拟得到正、负
电子数目在约 8ky ;f+K2 处达到极大值- 与理论计
算值有微小偏移- 这应该是在模拟中设定了电子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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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雷暴以负电场为主- 有的雷暴正、负电场交替
变化X 图 R 分别是 kyRk 年 e 月 RN 日 URkyeRNV、d 月
RN 日 URkydRNV 和 3 月 j 日 URky3yjV 在羊八井观测到
的典型雷暴电场随时间变化的分布曲线 U以当天的
零时刻为计时起点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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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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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

近地雷暴电场大于逃逸电场时的模
拟结果

本文对原初能量为 ddy :2o 的质子 U从天顶
方 向 入 射V- 在 海 拔 高 度 为 9XjěeXj FKU对 应 的
R9Nkyk@j

U网刊彩色V 正、负电子数目在雷暴电场中随大气深

度的变化

UV R8yy of+Kc U#V −R8yy of+Kc 添加电场

的区域, 939ěeye ;f+K2
6B;X kX

U+QHQ` QMHBM2V LmK#2` Q7 2H2+i`QMb M/

TQbBi`QMb b  7mM+iBQM Q7 iKQbT?2`B+ /2Ti? BM /Bz2`@
2Mi }2H/b, UV R8yy of+Kc U#V −R8yy of+Kc 2H2+i`B+
}2H/ `2, 939Ĝeye ;f+K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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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能量 UyXR J2oV 所导致的- 即文中对能量小于
yXR J2o 的电子不再跟踪X 可见- 近地雷暴电场在
大于逃逸电场范围内的模拟结果与 __1 机理和
.rv2` 理论相符X
图 j 是雷暴电场中总电子数目随大气深度的
变化X 结果表明- 负电场 U−R8yy of+KV 中总电子
数目的增加明显大于正电场 UR8yy of+KV- 可见负
电场对负电子的影响比正电场对正电子的影响大
得多X

oQHX e9- LQX R9 UkyR8V R9Nkyk

图 9 可知- 当雷暴电场为负电场时- 负电子数目增
加- 正电子数目减少- 总电子数目随着电场强度
的增大而增加 U如电场为 −Nyy of+K 时- 总电子数
目增加约 83Wc 电场为 −Rjyy of+K 时- 总电子数
目增加约 R9kWVX 当雷暴电场为正电场时- 正电子

数目增加- 负电子数目减少- 总电子数目在小于
eyy of+K 的范围内出现下降- 下降幅度约 jWc 当
雷暴电场大于 eyy of+K 时- 总电子数目随着电场
强度的增大而增加- 电场为 Ny of+K 时- 总电子数
目增加约 3Wc 电场为 Rjyy of+K 时- 总电子数目增
加约 jNWX 考虑到 _:P 探测器对带电粒子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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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范围- 本文对能量大于 j J2o 的电子数目也

ዢߕᄬ

进行了统计- 得到了相同的规律X
sum E=1500 V/cm
sum E=-1500 V/cm
sum 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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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羊八井 _:P 实验中- 探测到雷暴期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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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j

面宇宙线计数率的变化与原初粒子的能量有关- 发

U网刊彩色V 总电子数目在雷暴电场 U添加电场的区

现原初能量高的宇宙线计数率增长不明显- 甚至

域, 939ěeye ;f+K2 V 中随大气深度的变化

还出现下降的现象 [RR,Rk] X 本文对正雷暴电场中不

6B;X jX U+QHQ` QMHBM2V hQiH MmK#2` Q7 2H2+i`QMb M/

同能量的原初粒子进行了模拟- 根据 _:P 实验

TQbBi`QMb b  7mM+iBQM Q7 iKQbT?2`B+ /2Ti? BM 2H2+i`B+
}2H/b U2H2+i`B+ }2H/ `2, 939Ĝeye ;f+K2 VX

9Xk

的观测能区- 对原初粒子的能量在 jyěRyyy :2o

近地雷暴电场小于逃逸电场时的模
拟结果

对原初能量为 ddy :2o 的质子- 当近地雷暴电
场小于逃逸电场时- 模拟得到羊八井处地面宇宙线
次级粒子中正、负电子数目变化的百分比和总电子
数目变化的百分比与雷暴电场的关系- 见图 9 X 由

范围内选取了一系列值X 图 8 是不同原初能量的
质子经过大气层后到达羊八井处总电子数目变
化的百分比与雷暴电场的关系c 图 e 是不同雷暴
电场时到达羊八井处总电子数目变化的百分比
与原初能量的关系X 由图 8 和图 e 可知- 雷暴电场
大于 eyy of+K 时总电子数目都增加、电场小于
9yy of+K 时- 总电子数目都出现减少的现象c 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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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原初粒子能量变化时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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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网刊彩色V 粒子数目变化的百分比与雷暴电场的关

系 U插图是总电子数目减少区域的放大图V

图8

6B;X 9X U+QHQ` QMHBM2V S2`+2Mi +?M;2 Q7 T`iB+H2 MmK@

比随雷暴电场强度的变化

U网刊彩色V 不同原初能量时总电子数目变化的百分

6B;X 8X U+QHQ` QMHBM2V S2`+2Mi +?M;2 Q7 i?2 iQiH MmK@

#2` b  7mM+iBQM Q7 2H2+i`B+ }2H/ bi`2M;i? Ui?2 BHHmbi`@

#2` Q7 2H2+i`QMb M/ TQbBi`QMb b  7mM+iBQM Q7 2H2+i`B+

iBQM Bb i?2 2MH`;2/ pB2r Q7 i?2 iQiH MmK#2` `2/m+BM;

}2H/ bi`2M;i? 7Q` /Bz2`2Mi T`BK`v 2M2`;B2bX

`M;2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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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总电子数目增加X 可见- 由于负电子比正电子
多- 到达探测面时- 在负电场中总电子数目不会出
现下降的现象c 在正电场中- 根据电场的强度不同总电子数目有可能增加- 也有可能减少X

8
800 V/cm
700 V/cm

6

600 V/cm
500 V/cm

400 V/cm
300 V/cm

100 V/cm
4
2

65
0
60

-2
-4
-6
1.6

1.8

2.0

2.2

2.4

2.6

ᑟ᧚log Energy/GeV

图e

U网刊彩色V 不同雷暴电场时总电子数目变化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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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yyěeyy of+K 的范围内- 总电子数目的变化与
原初能量有关- 当能量小于 3y :2o 时- 总电子数目
增加- 能量在 3yěRky :2o 范围时- 总电子数目变
化不明显- 在能量大于 Rky :2o 时- 总电子数目出
现下降- 其下降的幅度约 9WX 模拟结果与西藏羊八
井 _:P 实验的观测结果具有相同的趋势X

图d

8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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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线次级粒子中总电子数目在雷暴电场中
出现了下降的现象- 其原因可能与电场的极性、电
场的强度、宇宙线次级粒子中正、负电子的比例
以及电子的能量等有关X 下面我们以原初能量为
ddy :2o 的质子为例来进行讨论X
图 d 为不加电场时正、负电子数目各自占总电
子数目的百分比随大气深度的变化X 可见- 负电子
的百分比随大气深度的增大而增加- 正电子的百分
比则减少- 到达探测面时- 负电子数目大约是正电
子的 RX3 倍X
添加电场后- 模拟可得正、负电子数目分别在
负电场和正电场中占总电子数目的百分比随大气
深度的变化关系- 见图 3 和图 N X 由图 3 可知- 在负
电场中- 负电子被加速 U部分低于截断能量的电子
获得能量后进入探测器的探测范围V- 其比例继续
增加- 正电子被减速- 其比例继续减少- 总电子数目
增加X 由图 N 可知- 在正电场中- 正电子被加速- 其
比例逐渐增加- 负电子被减速- 其比例逐渐减少- 到
达探测面处- 若电场小于 eyy of+K- 负电子的比例
仍比正电子多- 总电子数目出现减少的现象c 若电
场大于 eyy of+K- 正电子的数目超过负电子的数

6B;X dX

U+QHQ` QMHBM2V S2`+2Mi Q7 2H2+i`QMb M/

TQbBi`QMb MmK#2` b  7mM+iBQM Q7 iKQbT?2`B+ /2Ti?
BM #b2M+2 Q7  }2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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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网刊彩色V 不加电场时正、负电子数目占总电子数

目的百分比随大气深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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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U网刊彩色V 不同负电场中正、负电子数目占总电子

数目的百分比随大气深度的变化
6B;X 3X

U+QHQ` QMHBM2V S2`+2Mi Q7 2H2+i`QMb M/

TQbBi`QMb MmK#2` b  7mM+iBQM Q7 iKQbT?2`B+ /2Ti?
BM /Bz2`2Mi M2;iBp2 }2H/bX

根据 "2i?2 [k9] 的理论知- 电子在介质中运动
时 受 到 的 能 损 与 电 子 的 能 量 相 关- 对 能 量 大 于
约 RX9 J2o 的 电 子- 随 着 电 子 能 量 的 增 大 其 受
到的能损会逐渐增加X 宇宙线次级粒子中的高
能电子在大气层中传播时会与空气分子碰撞而
受 到 阻 力- 并 通 过 轫 致 辐 射 损 失 能 量- 同 时 在
电 场 力 作 用 下 加 速 获 得 能 量X 那 么- 电 子 可 被
加 速 的 最 大 能 量 U本 文 称 其 为 平 衡 能 量V 可 写 为
U (X) = qEZ0 X0 /X [kj] - 其中 E 为所加的电场强
度- X 为大气深度- X0 = 36.7 ;f+K2 - Z0 = 8.4 FKX

R9Nky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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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能量低于平衡能量时被加速- 高于平衡能量
时主要通过辐射损失能量X 可见- 在相同的大气深
度处- 电场越小- 电子可被加速的平衡能量也越小X
如在大气深度为 8yy ;f+K2 处- 电场为 Ryyy of+K
时- 电子可被加速的平衡能量为 eRXe J2oc 电场
为 8yy of+K 时- 平衡能量为 jyX3 J2oc 电场小于
Ryy of+K 时- 平衡能量小于 eXk J2oX
65

ዢߕᄬᄈѬඋ/%

60
0 V/cm e+
0 V/cm e100 V/cm e+
100 V/cm e300 V/cm e+
300 V/cm e600 V/cm e+
600 V/cm e650 V/cm e+
650 V/cm e800 V/cm e+
800 V/cm e-

55
50
45

图 j 的现象- 即负电场对负电子的影响比正电场对
正电子的影响要大X
由上述讨论可知- 由于康普顿散射效应和正
电子湮没效应- 导致正电子的数目比负电子少- 同
时正电子的能量比负电子高- 则正电场对正电子
的加速影响比对负电子的减速影响要小- 所以在
一定范围内的正电场中 U在本模拟条件下为小于
eyy of+K 的正电场V- 地面宇宙线次级粒子中总电
子数目出现了下降现象X 原初宇宙线能量不同时其次级粒子中电子的能量也不同X 那么在相同的正
雷暴电场中- 原初能量越大- 次级粒子中正、负电子
的能量也越高- 可被加速的正电子比例也越少- 其
数目增加得就越少- 导致原初能量大时地面宇宙线
强度出现了下降的现象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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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

U网刊彩色V 不同正电场中正、负电子数目占总电子

数目的百分比随大气深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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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y U网刊彩色V 在海拔 eXj FK 处- 无电场时正、
负电子
的能量分布
6B;X RyX U+QHQ` QMHBM2V 1M2`;v /Bbi`B#miBQMb Q7 2H2+@
i`QMb M/ TQbBi`QMb i M HiBim/2 Q7 eXj FK BM #b2M+2
Q7  }2H/X

图 Ry 为海拔 eXj FK 处 U即将进入本文设定的
雷暴电场范围V 宇宙线次级粒子中正、负电子的
能量分布- 可见正电子的能量比负电子的能量大X
相同强度的雷暴电场对正电子的影响比对负电
子的要小 U如大气深度为 8yy ;f+K2 、电场大小为
8yy of+K 时- 约 e8X9W 的负电子可被加速- 而只
有约 93XRW 的正电子可被加速V- 这也解释了文中

论

本文根据羊八井近地雷暴电场的特征- 通过
JQMi2 *`HQ 方法- 利用 *P_aAEdj8yy 软件包模
拟研究了近地雷暴电场与羊八井地面宇宙线次级
粒子中电子数目的关联X 得到了以下结论,
RV 当 雷 暴 电 场 U本 模 拟 中 取 电 场 强 度 为
R8yy of+KV 在大于逃逸电场的空间范围内- 正、负
电子数目呈指数增长- 在大气深度约 8ky ;f+K2
处 达 到 极 大 值- 与 :m`2pB+? 等 的 __1 机 理 和
.rv2` 理论相符c
kV 在雷暴电场小于逃逸电场的负电场范围内由于负电子比正电子多- 同时负电子的能量比正电
子的小- 所以在负电场范围内宇宙线次级粒子中总
电子数目随着电场强度的增大而增加c
jV 在雷暴电场小于逃逸电场的正电场中- 总
电子数目在大于 eyy of+K 的范围内随着电场强
度的增大而增加- 在小于 9yy of+K 的电场中总电
子数目均出现了下降现象c 电场在 9yyěeyy of+K
的 范 围 内- 总 电 子 数 目 的 变 化 与 原 初 能 量 有 关当能量小于 3y :2o 时- 总电子数目增加- 能量在
3yěRky :2o 范围时- 总电子数目变化不明显- 在
能量大于 Rky :2o 时- 总电子数目出现下降- 其下
降的幅度达约为 9W- 这是由于康普顿散射效应和
正电子湮没效应- 导致正电子的数目比负电子少
得多- 同时正电子的能量比负电子的能量大- 所以
在一定的正电场范围内出现了下降现象c 在 _:P
实验中探测到雷暴期间地面宇宙线计数率在低能
区增加- 在高能区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 本文的
模拟结果与 _:P 实验的探测结果一致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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