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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磁重联提供了一种快速地将磁场能量转化为等离子体动能和热能的物理机制, 它和空间

物理中的许多爆发现象密切相关. 另外, 空间环境中的等离子体基本上是没有碰撞的, 人们更加

关心的是无碰撞的磁重联过程.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电子动力学行为在无碰撞磁重联中

的作用. 在离子惯性长度尺度范围内, 离子和电子的运动是分离的, 由此产生的 Hall 效应决定了

此区域中的重联电场. 另外, 电子的运动决定了重联平面内电流体系, 同时形成了沿分界线的电

子密度降低区域, 这种重联平面内的电流体系决定了垂直重联平面的第三方向磁场分量的结构; 

在电子惯性长度尺度范围内, 电子压强分布的各向异性决定了在此区域内的重联电场的大小; 高

能量电子的产生是磁重联的一个重要特征, 重联电场在电子加速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

不同的磁场位形及其时空演化会影响电子加速的过程, 并决定电子的最终能量; 讨论了 X 点附近

的次级磁岛不稳定性形成小磁岛的模拟结果和观测证据, 及其对电子加速的可能影响; 对电子动

力学行为在实验室等离子体磁重联中的进展也做了介绍. 最后, 指出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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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重联提供了一种将磁场能量快速地转化为等

离子体动能和热能的有效机制 , 并可同时引起等离

子体中磁场拓扑位形的变化[1~3]. 它和空间等离子体

中的许多爆发现象, 如太阳耀斑和磁层亚暴等, 以及

托卡马克装置中的破裂不稳定性有关[4~8]. 磁重联的

概念最早是由 Giovanelli[9]提出的, 他认为在磁场强

度为零的中性点或中性线附近会出现放电现象 , 并

可能对太阳耀斑的发生有重要作用. 1958 年, Dun-

gey[10]首先引入了重联一词, 随即将其应用于地球磁

层, 并建立了第一个开放的磁层模型. 而第一个磁重

联模型是由 Sweet[11]和 Parker[12]分别提出的, 在该模

型中等离子体携带磁场从两侧流向电流片中心 , 磁

力线在其中被切断并重新联接 , 磁场能量转化为等

离子体的动能和热能后再在电流片两端流出 . 但是

Sweet-Parker 模型所预言的磁重联速度太慢, 不能解

释实际空间等离子体中发生的爆发现象. Petschek[13]

对 Sweet-Parker 模型做了改进, 他认为磁重联发生在

由两对慢激波和 X 型扩散区组成的系统中 . 尽管

Petschek 模型的重联速度较 Sweet-Parker 模型有了很

大的提高 , 但是如果用来解释空间等离子体中观测

到的爆发现象, 磁重联的速度仍然太慢. 需要指出的

是 , 这些早期的磁重联模型都是基于磁流体力学方

程的, 能量的耗散是通过电阻实现的.  

然而, 空间等离子体绝大部分都是非常稀薄的, 

等离子体参量发生显著变化的特征时间远小于带电

粒子之间的平均碰撞时间 , 空间等离子体一般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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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的, 没有经典意义上的电阻, 也就是说发生在空

间等离子体中的磁重联实际上是无碰撞的 . GEM 

(geospace environmental modeling)磁重联的系列研究

表明, Hall 效应在磁重联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4]. 通

过用不同的数值模拟方法(包括磁流体、包含 Hall 项

的磁流体、混合模拟和粒子模拟)对相同条件下的二

维磁重联问题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包含了 Hall 项

的磁流体、混合模拟和粒子模拟方法得到的重联速度

几乎相等, 同时重联区域有多层次结构. 在离子的惯

性尺度以外, 等离子体冻结在磁力线上, 并以 Alfvén

速度流出电流片的两端 . 在离子惯性长度的尺度以

内, 电子冻结在磁力线上, 而离子则不能被冻结在磁

力线上, 因此电子和离子的运动是分离的, 由此产生

的 Hall 效应决定了磁重联的速度[14~21]. 电子和离子

的这种分离运动可产生在重联平面内的电流 , 并形

成垂直重联平面的磁场分量, 另外, 电子出流速度可

远远大于 Alfvén 速度[15,22~25]. 在更小的电子惯性长

度的尺度内 , 即使电子的运动也不能冻结在磁力线

上 , 电子的惯性项及电子压强的各向异性在此区域

起着主要作用 [18,26~31]. 由于电子的惯性长度远小于

离子的惯性长度, 整体的重联速度是由 Hall 效应决

定的.  

显然 , 电子的动力学行为在无碰撞磁重联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电子

对离子惯性长度尺度内的结构特征起着重要作用 , 

并决定了电子惯性尺度内的重联电场的大小; 其次, 

高能量电子是磁重联的一个重要特征 , 其加速机制

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讨论了在 X 点

附近由于次级磁岛不稳定性形成的小磁岛 , 及其对

电子加速的可能影响 ; 对电子动力学行为在实验室

等离子体磁重联中的进展也做了介绍 . 下面就有关

内容分别加以论述.  

1  重联扩散区的特征 

在无碰撞磁重联的离子惯性长度内 , 电子冻结

在磁力线上, 而离子则不能被冻结在磁力线上, 电子

和离子的运动是分离的 , 重联平面内的电流主要由

电子的流速决定 [32]. 在反平行磁重联中 , 电子会从

强磁场区沿着分界线流向 X 点附近的弱磁场区, 同

时被重联的磁力线带到 X 点. 这些电子进入电子惯

性尺度大小的电子扩散区后, 被重联电场加速, 沿着

分界线里边的磁力线流出 [21,32]. 因此在离子扩散区

内形成了沿分界线向外流出 , 而沿着分界线内侧的

磁力线流向 X 点的平面电流体系[23,32]. 这种电流体

系产生的垂直于重联平面的第三方向磁场分量 By 在

平面电流的外边互相抵消 , 而在平面电流的中间互

相加强 , 因此形成了反平行磁重联中有极好对称性

的第三方向磁场分量 By 的四极型分布[14,23,32]. 这种

四极型的磁场分量 By分布已经被 Wind卫星在地球磁

尾观测到, 另外还在电流片的边界处发现了流向 X

点的低能电子流[22]. Cluster 卫星在发现有流向 X 点

的低能电子流的同时, 还在其内侧发现了流出 X 点

的高能量电子流 [21,33~36]. 这些观测证实了关于平面

电流的理论结果, 即在离子扩散区内, 平面电流沿分

界线向外流出 , 沿着分界线内侧磁力线流向 X

点[14,23,24]. 另外, Lu 等人[32]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了此

问题, 他们发现在电子沿着分界线流向 X 点时, 会沿

着分界线形成一电子密度降低区域 , 即电子密度降

低的区域和流出 X 点的平面电流是重合的. 这种无

碰撞磁重联中的电子密度降低区域是由 Wind 卫星首

次观测到的[22], 以后还被其他卫星多次观测到[37~39]. 

而由平面电流体系形成的四极型磁场分量 By 的极大

值显然应该在此平面电流体系的中间 , 因此磁场分

量 By 的极大值应较电子密度降低区域更接近电流片

的中心, 如图 1(a)所示. 这一猜测已被 Cluster 卫星的

观测所证实 , 也间接证实了以上关于重联平面内电

流体系的描述 : 在离子扩散区内平面电流沿分界线

向外流出, 而沿着分界线内侧的磁力线流向 X 点[32].  

在有初始导向场的磁重联中 , 随着导向场强度

的增加, 具有良好对称性的磁场分量 By 和电子密度

降低区域被破坏, 同时重联率会慢慢降低. 当初始导

向场足够强和电流片外的磁场强度相当时 , 重联率

会有比较明显的降低 [25,40]. 电子沿着一对分界线流

向 X 点, 这种电子的流动是由平行于磁场的电场引

起的 , 同时加速后的电子沿着另一对分界线里面的

磁力线流出 . 由此形成的平面电流体系是沿着一对

分界线流出 X 点, 而沿着另一对分界线里面的磁力

线流向 X 点. 最终形成在电流片的中心增强的磁场

分量 By, 电子密度降低区域也只存在有电子流向 X

点的一对分界线区域[41], 如图 1(b)所示.  

重联电场是重联率的表征量 , 在重联的快速增

长阶段 , 重联电场在重联平面内的分布大致是一个

覆盖了电子扩散区和磁力线堆积区的圆形结构 , 其

圆心位于 X 点附近. 根据双流体模型, 由粒子的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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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反平行磁重联(a)和导向场磁重联(b)中 Hall 电流系统、Hall 磁场和电子密度降低区域的示意图 

 
方程可以直接推导出广义欧姆定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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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用到了准中性假设, 即粒子的数密度满足 ni  ne  

n, Vi 和 Ve 分别表示离子和电子的平均速度, 电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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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则表示电子压强张量. 

此外, 由于这里研究的是无碰撞磁重联, 广义欧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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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把上式右边的第一项称作 Lorentz 项或

者是对流项, 第二项称作 Hall 项, 第三项为电子惯性

项 , 最后一项被称作电子压强梯度项 [18]. 在反平行

磁重联情况下 , 在电子惯性尺度大小的电子扩散区

内, 由于磁场很弱, 所以广义欧姆定律中的对流项和

Hall 项对重联电场的贡献几乎为零. 于是电子扩散

区内的重联电场几乎全部来自于电子压强梯度项中

非对角项的贡献 , 或者说在电子惯性长度尺度范围

内 , 电子压强分布的各向异性决定了在此区域内的

重联电场的大小[18,26]. 需要指出的是, 电子压强张量

中的非对角元是由于电子速度分布偏离 Maxwell 分

布而产生的 [31]. 在电子扩散区外面 , 尤其是在磁力

线堆积区, 由于 z方向的磁场很强, 从而导致对流项

和 Hall 项相比于在 X 点附近强了很多. 此时重联电

场主要来自于对流项和 Hall 项的贡献, 而电子压强

梯度项的贡献就显得很小 , 同时电子惯性项的贡献

依然很小. 仔细分析会发现, 虽然在电子扩散区外重

联电场主要是由对流项和 Hall 项贡献的, 但是这两

项在电子扩散区外的分布还不完全相同 . 其中对流

项主要是分布在磁力线堆积区 , 这主要是因为这里

的平面内磁场很强, 同时离子可以横越这些磁力线, 

从而产生很强的对流项. 而 Hall 项主要分布在电荷

分离的区域, 即分界线附近[18].  

在有初始导向场的磁重联中 , 重联平面内的重

联电场以及磁场拓扑结构和在反平行磁重联情况下

没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就如前面所提到的, 随着导向

场强度的增加, 重联率会逐渐降低. 这也说明随着导

向场强度的增加 , 重联电场会逐渐减弱 [40]. 虽然加

入了导向场, 但是在电子扩散区中, 重联平面内的磁

场仍然很小 , 以至于在电子扩散区中重联电场主要

还是由电子压强梯度项贡献. 在电子扩散区之外, 重

联电场主要还是由对流项和 Hall 项贡献的. 这和反

平行磁重联中的结论是相同的 . 同时由于导向场的

引入 , 重联平面内电子和离子的流速比反平行磁重

联中的小, 导致了对流项和 Hall 项相应地有所减小, 

从而导致重联电场减小 ,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随着导

向场强度的增加, 重联电场会逐渐减弱.  

2  重联扩散区中的电子加速 

磁重联是产生高能量电子的一种重要机制 , 由

磁重联产生的高能量电子已由卫星直接观测到[43~45]. 

一般认为 , 重联电场在电子的加速过程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 近年来, 有很多研究者使用自洽的全粒子模

拟方法来研究磁重联中的电子加速 , 取得了不少进

展. 研究表明, 在反平行磁重联中, 电子加速不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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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生在 X 线附近, 也可以发生在磁力线堆积区[46]. 

在 X 线附近的小区域内, 一部分 0xv  的电子被垂直

于重联平面的重联电场加速 , 很容易产生相对论电

子[47], 这些电子在离开 X 点附近后, 在磁场的作用

下作回旋运动, 将电子的速度方向从 y 方向转换到重

联平面内, 最后沿着磁力线离开 X 点[25,48]. 在有初始

强导向场的重联中 , 沿着一对分界线会出现电子密

度降低, 其中存在很强的平行电场. 电子在这平行电

场作用下加速并形成一冷电子束流, 流入 X 线附近

区域, 再次被平行于磁场的重联电场加速[49]. Huang

等人[50]在 2010 年用二维全粒子模拟对反平行重联和

导向场重联中的电子加速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他们首先用数值模拟得到自洽的电磁场 , 然后在给

定某个时刻电磁场的情况下 , 用试验电子的方式诊

断电子的动力学行为 . 由于重联的特征时间比测试

电子运动的时间要长 , 这种做法不会对诊断结果有

太大影响. 为了清楚电子加速的细节, 整个研究考虑

了不同初始位置和不同初始能量的影响 . 他们发现

在反平行重联中 , 初始位于分界线上面的电子首先

会沿着分界线得到微弱加速, 然后进入 X 线附近被

重联电场显著加速, 从分界线内测沿磁力线流出; 而

初始位于分界线内侧的电子在流入 X 线附近的过程

中并没有得到明显加速 , 这些电子进入磁力线堆积

区以后 , 由于电子回旋半径与局地磁力线的曲率半

径相当, 电子运动是非绝热的, 从而得到加速. 图 2

是在反平行磁重联中的(a)经过 X 点和(b)经过堆积区

的 2 个典型电子轨迹. 在有初始导向场重联中, 电子

首先被平行电场加速并进入到 X 线附近, 然后再被

重联电场加速. 在有初始导向场的情况下, 电子加速

要比在反平行重联中容易, 而电子在堆积区则没有明

显加速. 而无论初始有无导向场, 初始能量高的电子

更加容易被加速到更高能量. 图 3 是在导向场磁重联

中(a)经过 X 点和(b)经过堆积区的 2 个典型电子轨迹.  

3  次级磁岛不稳定性与电子加速 

最近的模拟结果发现 , 在重联扩散区内电子电 

 

 

图 2  反平行重联中两个典型电子的轨迹(上)、动能(中)和磁矩(下)随时间的演化 
它们的初始位置分别为: (a) x = 0.1 c/pi, y = 2.8 c/pi, (b) x = 0.1 c/pi, y = 2.56 c/pi. 图中虚线代表磁场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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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初始导向场重联中两个典型电子的轨迹(上)、动能(中)和磁矩(下)随时间的演化 
它们的初始位置分别为: (a) x = 0.1 c/pi, y = 3 c/pi, (b) x = 0.1 c/pi, y = 2.75 c/pi. 图中虚线代表磁场位形 

 
 

流片沿着重联磁场方向会延伸很长 , 这种长电流片

会 发 生 次 级 磁 岛 不 稳 定 而 生 成 小 尺 度 磁 岛 结

构[27,51~54]. 利用全粒子模拟方法, Drake 等人[51]发现

在有初始导向场的重联中 , 这种次级磁岛很容易生

成. 在反平行磁重联中, 由于扩散区内部电流片很短, 

则不容易生成这种次级磁岛. 而 Daughton 等人[52]发

现在反平行磁重联中, 如采取大尺度开放边界条件, 

电子电流片同样也可沿重联出流方向延伸很长距离, 

最长可达几十个离子惯性长度 , 由于次级磁岛不稳

定性, 在电流片中心区域生成次级磁岛. 次级磁岛随

着重联进行而膨胀, 最终从重联出流区离开. 只要次

级磁岛不断地产生 , 重联就是快速磁重联 [52]. 进一

步的研究表明 ,当 Lundquist 数足够大的情况下 , 

Sweet-Paker 重联层将会不稳定, 生成大量磁岛[53,54]. 

当相邻磁岛之间的电流片半宽度接近离子惯性长尺

度时, 重联率急剧增加; 而重联电场的持续增加可导

致电子尺度电流片的形成.  

在地球磁层 , 小尺度磁岛结构已经多次被卫星

观测所证实 . 这种小尺度磁岛通常伴随着很强的重

联出流, 内部存在很强的电场, 这种强电场将严重影

响粒子的动力学行为[55,56]. 利用 Cluster 卫星在地球

磁尾的观测, Chen 等人[57]发现在磁岛内部, 电子密

度和高能量电子通量都出现峰值 , 并且这些电子主

要呈各向同性的平顶分布 . 虽然观测到的小磁岛结

构和数值模拟预测的次级磁岛尺度相当 , 但是这些

小磁岛都是在重联出流区观测到的 , 因而不能确定

这些位于出流区的小磁岛结构是模拟上预测的在扩

散区生产而后喷出的次级磁岛. 利用 Cluster 卫星在

地球磁尾~17RE 的观测, Wang 等人[45]首次证实了在

扩散区内部存在这种次级磁岛结构, 如图 4 所示. 此

重联事例中, 卫星穿越重联扩散区过程中, 在扩散区

的中心区域观测到离子惯性长尺度的次级磁岛 , 磁

岛呈扁平结构, 长宽比约为 2:1, 这和之前关于次级

磁岛不稳定的模拟结果一致. 此重联事例中, 卫星穿

越扩散区过程中, 高能量电子通量增加, 而进入磁岛

后, 高能量电子通量进一步显著地增强. 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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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磁岛内电流密度、电子密度、电子角分布和波动

等情况后, 发现在次级磁岛内, 电子密度在磁岛的外

部区域出现峰值, 而在核心区域(核心磁场区域)出现

密度低值 , 同时磁岛外部区域存在很强的沿磁力线

方向的电子束流和逆着磁力线方向的电流 . 进一步

的研究表明 , 边界区域的逆着磁力线方向的电流产

生的核心磁场和观测值基本一致 . 在磁岛的外部区

域 , 沿磁力线方向的电子束产生了逆着磁力线方向

的电流, 此电流形成了很强的核心磁场. 由于核心磁

场的存在 , 位于磁岛核心区的电子被挤压而堆积于

磁岛的外部区域 , 所以电子密度在磁岛的核心区域

相对较小. 另外, 磁岛内部的电子呈各向异性, 沿磁

力线方向的通量大于垂直于磁力线方向的通量 . 磁

岛的外部区域, 电子分布为平顶分布, 而在核心区电

子表现为指数分布的特点[58].  

4  实验室等离子体磁重联 

在实验室等离子体中研究磁重联有可近性好、重

复性高等特点 , 有利于对磁重联的物理机制进行细

致的研究 . 迄今为止已建成了不少磁重联实验研究

平台, 如美国的 LCD 装置, MRX 装置及俄罗斯的

CS-3D 装置等[59].  

在 MRX 装置的无导向场重联过程中, Ren 等

人 [60]利用磁探针阵列测量到垂直于重联平面的四极

磁场分布, 给出了 Hall 效应存在的明确实验证据. 通

过改变电子平均自由程 , 实验还发现由碰撞过渡到

图 4  Cluster卫星簇 C4卫星 2003年 10月 4日 06:19-06:21UT时

间段的观测数据(a)和穿越扩散区的示意图(b) 

(a) 中从上至下分别为: 质子密度, 电子密度, 磁场三分量 BL, BM 和 BN, 磁

场强度, L 方向高速流, 离子温度和电场的三分量 EL, EM 和 EN; N 代表电流

片法向, L 指向地球方向, M 和 L, N 组成右手坐标系. (b) 中浅蓝色区域为

扩散区, 带箭头的实线表示磁力线, 带箭头的虚线为 Hall 电流系统, 蓝色 

虚线代表卫星轨迹,  红色箭头为 Hall 电场, 小圆圈代表 Hall 磁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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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碰撞磁重联过程时四极磁场强度逐渐增大 , 表明

Hall 效应在无碰撞磁重联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 

CS-3D 则提供了存在导向场时 Hall 电流的间接实验

证据[61]. 他们发现, 与 He 等离子体中的对称电流片

相比, 在 Ar 或 Kr 等离子体中重联电流片会发生倾斜, 

对应于 Hall 电流与导向场引起的 J×B 旋转.  

电子扩散区的实验验证由 MRX 上 Ren 等人[62]

给出. 他们通过实验测量了电子扩散区的几何尺寸, 

发现电子扩散区的宽度 δz 约是电子惯性长度的 6 倍, 

呈线性正比关系 . 实验所测得电子出流最大速度约

是电子 Alfvén 速度的 0.1 倍, 而且电子加速到最大速

度的空间尺度(电子扩散区的长度)与电子惯性尺度

无关, 约为 1~2 倍的离子惯性尺度, 这一实验结果也

与近年的数值模拟结果较为吻合 [52]. 另外 , 在国内

同行通过激光产生等离子体而实现的磁场重联中 , 

也发现电子扩散区的宽度是电子惯性长度的 10 倍, 

得到了 MRX 实验类似的结果[63].  

LCD 装置则给出了实验室等离子体中磁重联过

程存在电子加速的直接实验证据 [64]. 静电探针曲线

及发射光谱等实验数据表明重联过程存在电子的加

热及加速 . 实验中还探测到电子等离子体频率附近

的电磁波辐射 , 而且在时序上电磁辐射峰滞后于高

能量电子峰 , 这表明该电磁辐射可能是磁重联对电

子热涨落水平的加强所导致的.  

受限于等离子体参数及诊断工具的空间分辨率, 

目前实验室等离子体中的磁重联主要诊断区域大多

在离子惯性尺度附近 , 对于电子惯性尺度附近或更

小尺度内重联相关的物理过程依然有待进一步的实

验研究.  

5  小结 

磁重联提供了一种将磁场能量快速地转化为等

离子体动能和热能的有效机制 , 电子的动力学行为

在无碰撞等离子体的磁重联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离子惯性长度尺度范围内 , 电子的运动决定了重

联平面内的电流体系 , 同时形成了沿分界线的电子

密度降低区域. 在反平行磁重联中, 平面电流沿分界

线向外流出, 而沿着分界线内侧的磁力线流向 X 点, 

这种电流体系产生了具有对称四极型结构的垂直于

重联平面的第三方向磁场分量 By; 在具有初始强导

向场的重联的平面电流体系中 , 电流沿着一对分界

线流出 X 点, 而沿着另一对分界线的里面的磁力线

流向 X 点, 最终形成在电流片中心增强的磁场分量

By. 在电子惯性长度尺度范围内, 电子压强分布的各

向异性决定了在此区域内的重联电场的大小 . 就电

子的加速而言, 在反平行重联中, 电子主要在电子惯

性长度尺度范围内被重联电场加速 , 在电子堆积区

当电子的回旋半径和磁力线的曲率半径时也可给加

速, 这时电子的运动也是非绝热的. 但是在堆积区电

子加速的效率及其它们的作用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有初始导向场的重联中, 电子在沿分界线向 X 点

运动时就可被平行电场加速 , 进入电子扩散区后可

再次被加速. 但是在电子惯性长度尺度范围内, 电子

压强分布的各向异性是如何形成的 , 它们和能量电

子间的关系目前还不太清楚.  

此外, 单 X 点由于不能有效地将电子约束在有

重联电场的区域, 其加速效率受到限制. 最近的观测

和理论都表明, 在 X 点附近可产生次级磁岛, 次级磁

岛产生不仅可以提高重联率 , 也有可能更加有效地

约束电子在重联电场的区域, 从而加速电子. 但目前

电子在有次级磁岛时是如何加速的 , 其加速机制仍

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 另外, 磁重联往往伴生着多种

等离子体波动, 除低混杂漂移波外, 还观察到了哨声

波等 , 这些波动和磁重联和电子加速之间的关系是

值得关注的问题[65,66].  

总之 , 尽管在电子的动力学行为和无碰撞磁重

联的关系上取得了很多进展 , 但是还有很多的问题

没有研究清楚, 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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