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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我的研究中，我使用 light-front 夸克模型去計算了π0 

→γ*γ* 和η →γ*γ* 在整個蛻變的能量範圍 q2 =0 to 

mπ2 內的 form factor。並利用這些 form factor 去檢驗

π0與η的雙輕子的衰變模式π0（η）→ e+ e－γand 

π0（η）→ e+ e－ e+ e－，而得到的衰變分支比與實驗結

果相符。再者、我也試著去計算π0 → e+ e－，試著去解

釋理論與實驗的落差，並得到衰變分支比 Be+ e－ is 

6.94×10－8. 

此外，我也使用 light-front 夸克模型去計算了 KL 

→γ*γ*的 form factor。由於此一過程包括了長距離的作

用，因此我們加入包含長距離與短距離貢獻的 flavour-

changing s → dγ*有效運算子。了並利用這些 form 

factor 去檢驗 KL 的雙輕子的衰變模式 KL → l+ l－γand 

KL → l+ l－ l＇+ l＇－ (l、l＇ = e, μ)，並得到與實

驗結果相符的衰變分支比。再者、我也計算了 KL → e+ e

－，並得到衰變分支比 Be+ e－ is 1.642×10－8，更進一步

地，我也利用此一分析出了ρ > −.284。 
 

中文關鍵詞： light-front、夸克模型、form factor、KL、π 

英 文 摘 要 ： We have calculated theπ0 →γ*γ* andη →γ*γ* 

form factors directly within the light-front quarl 

model and involved to account for the momentum 

dependences in the energy region from q2 =0 to mπ2. 

Using the form factors, we have examined theπ0 

dilepton decays ofπ0（η）→ e+ e－γandπ0（η）→ 

e+ e－ e+ e－ and shown that our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Moreover, forπ0 → e+ e

－, we have found that Be+ e－ is 6.94×10－8.  

We also evaluate the form factor of KL →γ*γ* by 

considering the effective transition of s → dγ* 

with both short and long distance contributions in 

the light-front quark model. We use the form factor 

to study the lepton pair decays of KL → l+ l－, KL 

→ l+ l－γand l+ l－l＇+ l＇－ (l=e,μ).  We also 

compare our results with other calculations in the 

literature. 

 

英文關鍵詞： light-front, quarl model , form factors, KL,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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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bstract 
 
Keyword: light-front, quarl model , form factors, π, ChPT. 
 
We have calculated theπ0 →γ*γ* andη →γ*γ* form factors directly within the 

light-front quarl model and involved to account for the momentum dependences in the energy 
region from q2 =0 to mπ2. Using the form factors, we have examined theπ0 dilepton decays ofπ
0（η）→ e+ e－γandπ0（η）→ e+ e－ e+ e－ and shown that our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Moreover, forπ0 → e+ e－, we have found that Be+ e－ is 6.94×10－8.  

We have also studied theπ→γtransition form factors FV,A in the light-front quark model. 
At the maximal recoil of p2＝0, we have found that the form factors ( F,A(0), FV (0))＝
(0.0132,0.0260). Based on the form factors obtained by the LFQM  and ChPT, we have 
calculated the decay branching ratio of π→ eνγ. We have found that, in the SM with the cut 
of Eγ and Ee ＞50 MeV, the branching is (2.727, 2.679, 2.621)×10-8 in the ChPT at O(p4), O(p6) 
and LFQM, respectively. We have also considered the tensor interaction to fit the experimental 
data in the PIBETA Collaboration. 

 

中文摘要。 

 

關鍵詞：light-front、夸克模型、form factor、π、手徵微擾理論。 

 

在我的研究中，我使用light-front夸克模型去計算了π0 →γ*γ* 和η →γ*γ* 在

整個蛻變的能量範圍 q2 =0 to mπ2內的 form factor。並利用這些form factor去檢驗π0與

η的雙輕子的衰變模式π0（η）→ e+ e－γand π0（η）→ e+ e－ e+ e－，而得到的衰變分

支比與實驗結果相符。再者、我也試著去計算π0 → e+ e－，試著去解釋理論與實驗的落差，

並得到衰變分支比 Be+ e－ is 6.94×10－8. 

此外，我也使用light-front夸克模型去計算了π→γtransition form factor FV,A。我

們發現 FV,A 在 light-front夸克模型下 p2＝0 時 form factors ( F,A(0), FV (0))＝

(0.0132,0.0260).。我們也利用light-front夸克模型與手徵微擾理論（ChPT）的form factor

去檢驗π介子的輕子的衰變模式π→ eνγ，並與實驗結果相比較。在標準模型下我們發

現衰變分支比對手徵微擾理論（ChPT）中的O(p4), O(p6) 與light-front夸克模型分別為

(2.727, 2.679, 2.621)×10-8，更進一步地，我也考慮了張量算符的貢獻，並分析了與 PIBETA

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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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過去的幾年中，我們作了在光沿夸克模型下（light-front 

quark model）一些關於輕 pesudoscalar 介子的轉移形式因

數（form factor）的研究，這些轉移形式因數是以轉移動量

Q2 的函數表示，像是：π→γ、π0、η→γ*γ*、

π0→γ*γ、ηC →γ*γ的轉換。我們把我們的結果與新

近一些實驗室的試驗數據作了一些比較。再就這些以動量表

示形式因數，我們亦計算其相關的衰變模式的分支比並且把

我們的結果與試驗數據和其他理論的預言比較。另外，我們

利用了這些的結果，在光沿夸克模型下限制及預測了一些參

數。 

中文關鍵詞： 光沿, 夸克模型, 介子,形式因數 

英 文 摘 要 ：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e study the transition 

form factors of the light pesudoscalar mesons (π, 

η, and η＇) as functions of the momentum transfer 

Q2 within the light-front quark model, such as：

π→γ、π0、η→γ*γ*、π0→γ*γ、ηC →γ*γ. We 

compare our results with the recent experimental data 

by some collaborations. In terms of these momentum 

dependent form factors, we also calculate the 

branching ratio of relevant decay mode and compare 

our results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other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In addition, used our＇s 

result, we also constrain and  predict some parameter 

in the light-front quark model. 

英文關鍵詞： light front, quark model, meson, form fa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