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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设计) 内容及要求：
一、毕业设计（论文）原始依据

2012年Higgs波色子的发现是粒子物理领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Higgs波色
子性质尽可能细致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标准模型。Higgs粒子性质精确
测量将会对CEPC探测器性能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探测器需要具有高的空间分辨
率，低功耗，能够快速读出电子学信号，低造价以及良好抗辐照能力等特性。在
常见的三类探测器中，半导体探测器具有良好的空间以及能量分辨性能，成为大
多数粒子物理实验国际合作组的选择。同时，随着微电子行业的蓬勃发展，CMOS
硅像素探测器在性能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粒子在顶点探测器中沉积少量能
量，电离出电子-空穴对，电子-空穴对被硅像素探测器收集，产生信号并根据信
号记录下粒子的位置，因此，对顶点探测器而言，电荷收集效率是十分重要的一
个指标，该指标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粒子位置的定位。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在长期硅像素探测器的研发过程中开发出了简单易用的
Allpix2模拟软件，极大地简化了模拟、测试硅像素探测器各种性能的过程。同
时，中国高能物理协会提出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 CEPC）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CMOS硅像素探测器电荷收集效
率的机会。本论文将借助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开发的Allpix2软件，模拟CMOS硅像素
探测器电荷的产生和收集过程，根据模拟结果与实验测试结果的对比，对模拟进
行修正、完善和验证，最后定义电荷收集效率计算方法，利用模拟结果分析各种
条件对CMOS硅像素探测器电荷收集效率的影响。
二、毕业设计（论文）主要内容

1、熟悉 Linux 系统和 ROOT 的基本操作，能够用 Shell 语言批量处理文件，用
ROOT 存储并处理大统计量数据；
2、熟悉半导体和硅像素探测器的相关知识；
3、熟悉 Allpix2 的基本操作，能够定义硅像素探测器并进行粒子入射模拟；
4、利用 Allpix2 进行模拟，并利用模拟结果计算电荷收集效率并研究不同条件对
电荷收集效率的影响；
5、撰写毕业论文。
三、毕业设计（论文）基本要求

1、根据设计任务书设计内容，作出设计进度安排，写出开题报告；

2、撰写毕业设计（论文），篇幅不少于 1.5 万字，图表数据完整；
3、认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4、按毕业设计（论文）规范要求撰写论文，打印装订成册两本。
四、毕业设计（论文）进度安排

1、1月2日-1月25日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Linux、ROOT、Geant4和Allpix2相关

知识；
2、2月12日-2月28日

利用Allpix2完成能量沉积的模拟；

3、3月3日-3月18日

利用Allpix2完成电荷收集的模拟；

4、3月20日-4月30日

研读文献确定计算电荷收集效率的方法，并研究在电荷收

集效率受不同条件的影响；
5、4月30日-5月22日

撰写毕业论文。

五、主要参考文献

[1] Ying Zhang,Hongbo Zhu,Liang Zhang,Min Fu.Charge Collection and nonionizing radiation tolerance of CMOS pixel sensors a 0.18 μm CMOS
process[J].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A(24):2016,1~6
[2] 陈列建.硅像素探测器研究[D].四川成都:四川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2014
年,6~13
[3] Yifang Wang.Introduction of CEPC-SppC[R].Geneve: European laboratory
for particle physics,2014
[4] M.Ahmad,et al. CEPC-SPPC Preliminary Conceptual Design Report Volume
I – Physics & Detector，2015[C]. Beijing：IHEP-CEPC-DR，2015：150-152.
[5] A.Apyan,et al. CEPC-SPPC 初步概念设计报告第二卷-加速器，2015[C].
Beijing：IHEP-CEPC-DR，2015：223-224.

指导老师：
年

（签
月

名）
日

南华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设计（论文）题目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电荷收集效率的研究

设计（论文）题目来源

纵向课题

设计（论文）题目类型

研究类

起止时间

2017 年 12 月 - 2018 年 5 月

一、设计（论文）依据及研究意义：
2012 年 Higgs 波色子的发现是粒子物理领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 Higgs
波色子性质尽可能细致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标准模型。Higgs 粒子
性质精确测量将会对 CEPC 探测器性能提出十分严格的要求，半导体探测器具有
良好的空间以及能量分辨性能，成为大多数粒子物理实验国际合作组的选择。
粒子在顶点探测器中沉积少量能量，电离出电子-空穴对，电子-空穴对被硅像
素探测器收集，产生信号并根据信号记录下粒子的位置，顶点探测器电荷收集
效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指标，该指标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粒子位置的定位。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在长期硅像素探测器的研发过程中开发出了简单易用的
Allpix2 模拟软件。中国高能物理协会提出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研究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电荷收集效率的机会。本论文将借助 Allpix2 软
件，模拟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电荷的产生和收集过程，根据模拟结果与实验测试
结果的对比，对模拟进行修正、完善和验证，最后定义电荷收集效率计算方
法，利用模拟结果分析各种条件对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电荷收集效率的影响。
二、设计（论文）主要研究的内容、预期目标：（技术方案、路线、步骤等）
1、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硅像素探测器的结构、原理、性能参数以及基本构造，利用 Allpix2
模拟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电荷的产生和收集过程，利用模拟结果研究 CMOS 硅像
素探测器的电荷收集效率。
2、预期目标：
根据 Allpix2 的模拟结果与实验测试结果，对模拟进行修正、完善和验
证，定义电荷收集效率计算方法，利用模拟结果分析各种条件对电荷收集效率
的影响。

三、设计（论文）的研究重点及难点：
1、掌握 Linux、ROOT、Geant4 与 Allpix2 的基本操作；
2、了解半导体相关知识以及硅像素探测器的基本构造；
3、理解电荷收集效率的概念并确定计算方法。
四、设计（论文）研究方法及步骤（进度安排）：
本次毕业论文以先模拟 CMOS 硅像素能量沉积，再模拟其电荷收集，研读文
献定义电荷收集效率的计算方法，最后研究不同条件对电荷收集效率影响的方
法开展，具体步骤如下：
1 月 2 日-1 月 25 日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 Linux、ROOT、Geant4 与

Allpix2 相关知识；
2 月 12 日-2 月 28 日

利用 Allpix2 完成能量沉积的模拟；

3 月 3 日-3 月 18 日

利用 AllPix2 完成电荷收集的模拟；

3 月 20 日-4 月 10 日

确定电荷收集效率的计算方法；

4 月 12 日-4 月 29 日

研究在电荷收集效率受不同条件的影响；

4 月 30 日-5 月 22 日

进行论文修改并完善论文内容。

五、设计（论文）所需条件：
1、计算机；
2、知网数据库、Springer 数据库；
3、数据分析软件：ROOT；
4、探测器模拟软件：Geant4、Allpix2；
5、Linux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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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电荷收集效率的研究
摘要：随着大型粒子探测器对实验测量精度要求的提高，CMOS 硅像素探测器将会越

来越多的应用到粒子物理实验研究领域。大型粒子探测器的顶点探测器是 CMOS 硅像
素探测器的一个重要应用。粒子在顶点探测器中沉积少量能量，沉积能量在顶点探测
器产生电子-空穴对，顶点探测器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载流子记录下粒子的顶点信息，因
此，电荷收集效率是顶点探测器一个很重要的性能指标。本文利用欧洲核子中心开发
的 Allpix2 软件，模拟中国高能物理协会提出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顶点探测器来
研究其电荷收集效率。本文将顶点探测器的参数导入到 Allpix2 的配置文件中，首先采
用线性电场模拟能量沉积，再通过导入 TCAD 导出的电场文件模拟电荷收集，确定
Cluster 重建算法之后，将电荷收集效率定义为被探测器探测到的光子中能量完全沉积
在探测器中的光子数，得到的电荷收集效率为 78.1%。最后，本文比较了不同 Cluster
大小证明了本文采用 Cluster 算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CMOS 硅像素探测器；顶点探测器；Allpix2；电荷收集效率；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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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of CMOS Silicon Pixel
Detector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accuracy of large-scale particle detectors for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CMOS silicon pixel detectors will be applied to particle physics
experimental research more and more. The vertex detector of a large particle detector is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of CMOS silicon pixel detectors. Particles deposit a small amount of
energy in the vertex detector. The deposition energy generates electron-hole pairs at the vertex
detector. The vertex detector records the vertex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les based on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Therefore,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performance
indicator of vertex detector. In this paper, we use Allpix2 software developed by CERN to
simulate vertex detectors on Circular Electron and Positron Collider proposed by Chinese
High Energy Physics Association to study its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The parameters of
the vertex detector are imported into the configuration file of Allpix2. Firstly, the linear
electric field is used to simulate energy deposition, and then charge collection is simulated by
importing the electric field file derived from TCAD. After determining the Cluster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is defined as the number of photons
whose energy are completely deposited among the photons which are detected by the detector,
resulting in a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of 78.1%. Finall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obtained by different Cluster size and proves the correctness of Cluster
algorithm.
Keywords : CMOS silicon pixel detector; vertex detector; Allpix2;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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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2 年 Higgs 粒子的发现是粒子物理领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目前大型谱仪顶
点探测器远不能满足 Higgs 粒子性质精确测量的要求。CMOS 硅像素探测器具有良好的
空间以及能量分辨性能并且造价相对较低，将会成为日后大型谱仪顶点探测器的首
选。
粒子沉积少量能量在顶点探测器中，电离出电子-空穴对，电子-空穴对被顶点探
测器收集，并根据收集到的载流子信息记录下初级粒子的顶点信息。因此，对顶点探
测器而言，电荷收集效率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性能指标[2]。本文将模拟 JadePix1 这款被
设计用于 CEPC 顶点探测器上的 CMOS 硅像素探测器。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在长期硅像素探测器的研发过程中开发出了简单易用的 Allpix2
模拟软件，极大地简化了模拟、测试硅像素探测器各种性能的过程。中国高能物理协
会提出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 CEPC，下
同）提供了研究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电荷收集效率的机会。本论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 CEPC 的建造规划以及 CMOS 硅像素探测器作为顶点探测器的性能
优势；
第二部分：介绍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系统及其信号输出；
第三部分：简单介绍 ROOT、Geant4 和 Allpix2 的历史与组织框架；
第四部分：模拟 CMOS 硅像素探测器；
第五部分：分析电荷收集效率，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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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EPC 和 CMOS 硅像素探测器概述
1.1 CEPC[3]
CEPC 分为两个工程阶段。直径为 50-70km 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会在第一个工程
阶段建造；第二个工程阶段，将 CEPC 升级为正反质子对撞机（Supper Positron
Anti-Positron Collider，SppC，下同），对撞机的质心系能量将会达到空前的 5070TeV。
CEPC 探测器的概念设计充分考虑了今后 Higgs 粒子性质精确测量对探测器的要
求，以 ILD（International Large Detector，下同）为参考[4-5]。如图 1.1 所示，
CEPC 探测器由顶点探测器（Vertex Detector，VTX，下同），硅径迹探测器，时间投影
室（Time Projection Chamber，TPC，下同），由电磁量能器（Electromagnetic
Calorimeter，ECAL，下同）和强子量能器（Hadron Calorimeter，HCAL，下同）组成
的量能器系统，围绕着量能器系统的 3.5T 超导磁铁以及μ子探测器组成。

图 1.1 CEPC 探测器

CEPC 的预研以及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CEPC 的概念设计报告作为 CEPC 建造工程的
第一个里程碑，已经在 2014 年年底发布。在 2016 年到 2020 年间将会开展密集的研发
工作：到 2020 年，将会完成技术设计报告；CEPC 将在 2021-2027 年建造，在 2028 年
对撞并取数，运行到 2035 年。
SppC 密集的研发工作在 2020 到 2030 年间将会继续进行，后续的工程设计会在
2035 年完成。从 2035 年到 2042 年，SppC 将会在 CEPC 的基础上建造，同时将最早于
2042 年开始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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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拥有建造对撞机最好的地理条件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最有可能成为
CEPC 的建造地点。

图 1.2 CEPC-SppC 选址

1.2 CMOS 硅像素探测器
像素的概念描述给定处理或设备中最小的可辨别元素，已经应用到了图像处理中
[6]

。例如数码相机，不同能量的光子在短曝光时间内被集成在感测元件（像素）中并且

生成作为图像的强度分布。
半导体探测器研制自 1949 年麦凯用α射线照射 PN 结观测到有电脉冲信号开始[7]。
在众多半导体材料中，由于硅同时也可以做成电子学读出器件，大大简化制作工艺，
降低成本，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合作组的选择，同时，实验结果证明 CMOS 硅像素探测器
探测性能完全可以满足后续物理分析的需要，因此，CEPC 将把 CMOS 硅像素探测器作为
顶点探测器。
l 高能量分辨率
对 CMOS 硅像素探测器而言，生成每一个信息载流子的平均能量为 3.6eV，大约
是闪烁体探测器的百分之一，气体探测器的十分之一。入射粒子在 CMOS 硅像
素探测器中单位路程的能量损失（比电离）大约为 108eV/μm-390eV/μm[6]，因
此，带电粒子在 CMOS 硅像素探测器中能够产生更多的载流子，这使得电荷数
统计涨落较低，能量分辨率高。
l 高的位置分辨率
CERN 上的 CMS 探测器采用硅微条探测器作为测量初级顶点以及次级顶点的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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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其测量精度可达 150μm*100μm[8]，CMOS 硅像素探测器由于采用了像素收
集的办法，性能将远远超过硅微条探测器，将会具有更好的测量精度。
l 快速的时间响应[9]
由于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的信息载流子是电子-空穴对，可以在室温下自由快速
地移动（电子的移动速度为 1450μm/s，空穴的移动速度为 450μm/s），并且传
感器可以做得足够小，信息载流子能够被快速收集，能够在高计数率的环境应
用。
l 小体积
由于硅是一种固体，并且不像气体探测器那样需要另外的机械支持结构，因此
能够做的很薄，此外，探测器和前端电子学都可以用硅制成，这使得它们可以
集成到单个器件。
尽管 CMOS 硅像素探测器有以上优点，但是，辐射会使得半导体的晶格结构发生破
损，而在粒子探测过程中辐照不可避免，因此为提高抗辐照能力，CMOS 硅像素探测器
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造价相对气体和闪烁体探测器而言较高。

2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系统及信号输出
2.1 半导体基础知识[10-11]
关于半导体的知识国内外许多书籍都有介绍，以下关于半导体的相关知识仅供参
考。

2.1.1 电子-空穴对
在禁带中一个未被占据的状态称为空穴，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对导电过程有
贡献的正电荷载流子。空穴在电子从能隙到导带的禁带中产生，这个载流子对就是电
子-空穴对。在经过一个朝向晶格格点的随机运动之后，电子遇到空穴并与其复合，导
带中的电子浓度（用𝑛代表）等于在禁带中的空穴浓度（用𝑝代表）：
𝑛 = 𝑝 = 𝑛$
𝑛$ 是本征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浓度。
第 4 页，共 56 页

（1）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 2018 届本科毕业论文

2.1.2 PN 结
当电子由于热运动从𝑛区扩散到𝑝区时，它们离开各自的区域，在𝑛区留下一个正电
荷。这个空间的正电荷对扩散到𝑝区的电子施加一个束缚力，换句话说，电子到𝑝区的
扩散建立了一个电势差。当空间电荷区的电势差超过热运动扩散可到达的能量时，扩
散深度就达到了一个限值，相关过程也限制了空穴到𝑛区的扩散。电子和空穴的扩散导
致了一个没有移动载流子区域的建立，这个区域称为“耗尽层”，就像前面提到过的，
耗尽层阻挡了电荷的进一步扩散，在 PN 结上加上反向电压可以扩展耗尽层的深度。

图 2.1 PN 结内部示意图

耗尽层的深度：
/

𝜀( 𝑉( 0
𝑤=&
.
2𝜋𝑒𝑁$

（2）

𝑁$ 为低掺杂浓度，𝑉( 为加在 PN 结上的电压，此时耗尽层的电阻可以写成：
1
𝜌$ ≅
（3）
𝑒𝑁$ 𝜇$
𝑁$ 为高掺杂浓度，𝜇$ 掺杂多的一边的载流子漂移速度，耗尽层的电容：
C=

𝜀( 𝜀6$
𝑒𝜀( 𝜀6$ 𝑁$
=7
𝑤
2𝑉(

（4）

在此处，𝜀6$ 为硅内的介电常数，𝑁$ 为掺杂少的一边的掺杂浓度。
半导体探测器要求高的耗尽区电阻以及较小的结电容，结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可以通过在 PN 结上加上反向电压来扩展耗尽层厚度，提高掺杂多的一边的掺杂浓
度来实现较高的耗尽区电阻，同时提高偏压减小耗尽区结电容来提高探测器的信噪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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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系统[12-14]
所有的半导体探测系统都会包含相同的功能，即来自每个传感器或者探测器阵列
传感器通道的信号都要被放大，同时，经过处理满足后续存储和分析的需要。半导体
探测器的某些功能通常与单个的电路块相关，但是，通常来讲，电路块还有其他的功
能。探测器还与前置放大器、脉冲整形电路、数字化电路等器件相联系。

2.2.1 传感器
在 CMOS 硅像素探测器中，粒子沉积能量，产生移动的电子-空穴对，将能量转换
为电信号。加在传感器上的电场使信息载流子运动到收集极同时输出电流信号，电荷
信号通过将电流信号积分得到。传感器中的脉冲可以十分的短（大约是纳秒量级或更
小），同时电子云在空间中的扩展也非常的小（微秒量级），所以，CMOS 硅像素探测器
的传感器能够适应高计数率的情况。传感器的构造及功能：
l

传感器的基本结构
从本质上讲，CMOS 硅像素探测器是一个电离室，工作原理如图 2.2 所示。

图 2.2 传感器工作原理
l

传感器探测粒子位置信息
粒子的位置信息可以通过将传感器的电极划分成几个片段来提供。此时，一个
给定电极上测到的信号幅度取决于电极与电荷形成处的相对位置，因此，将一
个电极划分成微条可以提供一维的位置信息，斜向入射的径迹将会在两个或更
多个微条上沉积能量，这时，在另一侧的电极上与对侧垂直放置一系列的微条
可以提供二维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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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将传感器电极划分成微条来探测位置信息

使用相互正交微条的二维位置探测传感器非常简单，但是在高计数率的情况下
将会出现一些问题：每一个击中会产生一个𝑥坐标和一个𝑦坐标，然而，𝑛条径
迹会产生𝑛个𝑥坐标和𝑦坐标，导致𝑛0 个击中，其中𝑛0 − 𝑛个击中是假信号。这
些假信号只能通过外加的信息排除与径迹不相符的坐标来加以去除，这在有磁
场存在的情况下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一个经常被使用的折中处理办法是
将上下电极的微条错开一定的小角度，而不再是 90°。

图 2.4 上下电极微条错开一定角度的传感器

然而，为了得到准确的二维信息，无论是对于电极的几何形状还是电子学信号
收集，探测器必须都具有足够精细的划分。CMOS 硅像素探测器是实现这个目
标的一种方案，传感器电极被划分成了网格状（每个网格称为一个像素），同
时，与之配套的二维电子学读出阵列与其相连。在示意图中，像素的大小受到
与之相连的读出电子学单元大小的限制。像素大小取决于每个像素对电子学系
统复杂程度的需求，如今，大小一般在 30-100μ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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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CMOS 硅像素探测器

l

传感器信号产生
以上讨论的探测器构造仅在传感器表面的结构上有差别，它们在耗尽层电子空穴对的形成机制上是相同的，形成的信号电荷一般可以表示为：
𝑄< =

𝐸
𝑒
𝐸$

（5）

在半导体中，沉积的能量超过能隙才能生成信息载流子，在硅晶体中，能隙为
1.12eV，更大能量的光子才能被探测到。在更高能量时（>50eV），动量守恒的
约束变得显著，电离能变为 3.6eV。我们知道电离能与能隙成正比，所以，更
高的能隙会产生更少的信息载流子。

2.2.2 前置放大器
信息载流子带电量十分小，大约 1keVX 射线会产生 40aC（5*10-17C）电荷，在典型
的高能位置探测器中是 4fC（4*10-15C），因此传感器中的信号必须被放大才能满足后续
分析的需要。传感器中的信号幅度受限于统计涨落，同时，电子学噪声还会污染信
号，因此，传感器和前置放大器必须仔细设计从而使电子学噪声最小化。总电容，包
括传感器的电容以及前置放大器的输入电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参数，减小总电
容可以提高信噪比。电子学噪声的贡献同样十分依赖于下一步脉冲整形电路的处理。

2.2.3 脉冲整形电路
考虑信号整形，也就是信号随时间的变化，信号的功率在频率空间也是有分布
的，这里可以用傅里叶变换量化信号的功率。信号和噪声的频率谱是不同的，所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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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应用使频率响应适合于信号的滤波器来衰减噪声进而改善信噪比同时。改变频
率响应，也会改变时间响应以及脉冲形状，这就是脉冲整形。

2.2.4 数字化电路
模数转换会将一个连续变化的脉冲变成离散量，每一个离散量都与一个相应的脉
冲幅度相对应。自从首次被设计用于辐射探测以来，模数转换今天已经成为了一项主
流技术，功能多样的模数转换器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脉冲峰值超过一个特定
的阈值时，所有低于该阈值的比较器开始工作，同时编码器开始将击中转化为二进制
形式。

图 2.6 简单的模数转换器

2.3 CMOS 硅像素探测器信号输出
在考虑 CMOS 硅像素探测器中的信号形式时，除了考虑信号电流𝑖< (𝑡)的同时，也会
考虑探测器电容𝐶C ，这一考虑的示意图也展示在了图 2.7 中。探测器电容𝐶C 由两个探
测器电极导致，为了完成等效电路，我们必须考虑信号的时间和幅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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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带有前置放大器的探测器及其等效电路图

2.3.1 载流子扩散与漂移——信号的时间结构
热运动使载流子朝一个随机的方向移动，这就是扩散。在浓度梯度存在的情况
下，总的扩散方向是与其相反的，这是因为它们在更高浓度的方向碰撞会更频繁。浓
度梯度随时间向外扩展，最终会形成一个高斯分布，这个高斯分布的宽度是
σ = √𝐷𝑡

（6）

𝐷是扩散常数。载流子在电场中漂移。然而，就像在弹道运动中一样，当载流子被加速
时，速度并不取决于时间。特征光子激发的特征时间比运输时间小得多，所以载流子
通常是与晶格是平衡的，载流子的漂移速度能够写成电场强度的函数：
𝑣⃗ = 𝜇𝐸I⃗

（7）

其中
𝜇=

𝑒
𝐷
𝑘𝑇

（8）

半导体 PN 结中电场：
2(𝑉N + 𝑉N$ ) 𝑥
（9）
( − 1)
𝑤
𝑤
𝑤是耗尽层宽度，𝑉N 是 PN 结所加偏压，𝑉N$ 是 PN 结内部的电压。当外部施加耗尽电压
E(x) =

时：
𝑒𝑁C 𝑤 0
（10）
− 𝑉N$
2𝜀
𝑉C 是耗尽电压，𝑁C 是耗尽区的载流子浓度。由于偏置电压大于耗尽电压，提高偏置电
𝑉C =

压将增加一个均匀电场，电场分布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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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

2𝑉C$
𝑥
𝑉N −𝑉C$
Q1 − R +
𝑑
𝑑
𝑑

（11）

𝑉C$ = 𝑉C + 𝑉N$ 是内部耗尽电压。
一个载流子横穿耗尽层的时间被称为收集时间。为了计算收集时间，首先要考虑
在部分耗尽状态下的探测器，此时，电场可以写成：
E(x) = −

𝑒𝑁C
(𝑤 − 𝑥 ) = 𝐸( (𝑤 − 𝑥)
𝜀

（12）

载流子的漂移速度可以写成：
v(x) = µE(x) = µ𝐸( (𝑤 − 𝑥)

（13）

对于硅而言，漂移率直到电场强度约 104V/cm 时变化还十分稳定，漂移率正比于电场强
度的倒数，但随后声子发射的增加减少了进入电子运动的能量，所以漂移率下降，在
高电场强度下（大于 105V/cm），载流子的飘移速的可以稳定在 107cm/s，这一点从图
2.8 中可以看出。

图 2.8 电子飘移速度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下面的计算假设漂移率是恒定的，在数值计算中会直接包含一个依赖于电场的漂
移率。
电荷从点𝑥( 开始到达点𝑥所需的时间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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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1
1 W 1
V
𝑑𝑥 = −
𝑑𝑥
𝜇𝐸( WX 𝑤 − 𝑥
WX 𝑣(𝑥)

t(x) = V

1
[log (𝑤 − 𝑥)]WWX t(x)
𝜇𝐸(
1
𝑤−𝑥
𝜀
𝑤−𝑥
=−
log &
.=
log &
.
𝜇𝐸(
𝑤 − 𝑥(
𝜇𝑒𝑁C
𝑤 − 𝑥(
=−

（14）

考虑空穴朝向高场强区域的漂移并在电极𝑥 = 0处收集，采用空穴的漂移率𝜇` ，上式可
以写成：
t(x) = −

1
𝑤
𝜀
𝑤
log &
.=
log &
.
𝜇` 𝐸(
𝑤 − 𝑥(
𝜇` 𝑒𝑁C
𝑤 − 𝑥(

（15）

如果我们定义特征收集时间：
𝜏` =

𝜀
𝜇` 𝑒𝑁C

（16）

那么
t(𝑥( ) = 𝜏` log &

𝑤
.
𝑤 − 𝑥(

（17）

例如t(𝑥( = 0.5𝑤) = 0.7𝜏` 。
电子向低场强方向电极𝑥 = 𝑤移动时，式（15）无解，然而，它可以写成一个关于
时间的函数：
x(t) = w − (w − x)𝑒 fg/ij

（18）

𝜏k 的形式与𝜏` 相似。一个在 PN 结𝑥( = 0处生成，向𝑥 = 𝑤漂移的电荷：
𝑛𝑠
τ = ρε = 𝜀6$ 𝜀( ρ = 1,05[
]ρ
𝑘𝛺 ∙ 𝑐𝑚

（19）

在 10 𝑘𝛺 ∙ 𝑐𝑚电阻率的𝑛型硅中𝜏k = 10.5𝑛𝑠，𝜏` = 31.5𝑛𝑠，所以收集时间大约分别是
30 𝑛𝑠和 90𝑛𝑠。
偏置电压超过耗尽电压可以降低收集时间，此时电场：
𝑥
E(x) = 𝐸( Q1 − R + 𝐸/
𝑑

（20）

𝐸/ 是耗尽电压所对应的内建电场强度，收集时间：
𝑥
𝐸( + 𝐸/ − 𝐸( 𝑑
𝑑
t(x) =
log v
𝑥 w
𝜇𝐸(
𝐸( + 𝐸/ − 𝐸( (
𝑑
对于在𝑥 = 𝑤处产生，漂移向𝑥 = 0处电极的空穴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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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x` =

𝑑
𝐸(
log &1 + .
𝜇` 𝐸(
𝐸/

与之相关从𝑥( = 0处产生，漂移向𝑥 = 𝑤处电极空穴的漂移时间为：
𝑑
𝐸(
𝑡xk =
log &1 + .
𝜇k 𝐸(
𝐸/

（22）

（23）

对于𝐸( ≫ 𝐸/ ，
𝐸(
𝐸(
.≈
𝐸/
𝐸/

（24）

𝑑
𝜇` 𝐸/

（25）

𝑑0
𝑉N + 𝑉C$
log &
.
2𝜇` 𝑉C$
𝑉N − 𝑉C$

（26）

𝑑0
𝑉N + 𝑉C$
=
log &
.
2𝜇k 𝑉C$
𝑉N − 𝑉C$

（27）

log &1 +
同时，

𝑡x` =
将收集时间按照电压形式改写：
𝑡x` =
𝑡xk
这里，𝑉C$ = 𝑉N + 𝑉N$ 。

例如，考虑一个 10 𝑘𝛺 ∙ 𝑐𝑚电阻率的𝑛型硅，厚度为 300μm，它的耗尽电压为
30V。当偏置电压为两倍耗尽电压，𝑉N = 60𝑉时，电子的收集时间是 12𝑛𝑠，空穴的收
集时间是 36𝑛𝑠，这要比部分耗尽的探测器小很多（电子的收集时间是 30𝑛𝑠空穴的收集
时间是 90𝑛𝑠），此时再结合前面的介绍即可得到所需要的物理量值。

2.3.2 信号输出与放大——信号的幅度结构
为了实现输入信号损失最小，CMOS 硅像素探测器采用电压灵敏前置放大器。

图 2.9 电压灵敏前置放大器简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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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压发生器没有源电阻，所以串联电阻 RS 代表实际的源电阻，前置放大器的
输入电压为：
𝑣$ =

𝑅$
𝑣
𝑅6 + 𝑅$ <

（28）

如果前置放大器中的输入电压大约与信号电压相等𝑣$ ≈ 𝑣< ，那么输入电阻𝑅$ ≫ 𝑅< 。
理想电压前置放大器中 𝑅$ = ∞。尽管，这一点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可
以把这看成一个好的近似。为了产生输出电压，前置放大器必须有一个低的输出电
阻。

3 ROOT、Geant4 与 Allpix2 简介
3.1 ROOT 简介[15]
3.1.1 ROOT 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布朗和冯斯·罗德麦克斯有开发可视化交互工具以及拟合
程序包的经验，他们已经成功领导了多项任务，比如 PAW，PIAF 和 Geant4，并且他们
知道已经被使用二十多年的 FORTRAN 语言最终还是遇到了它的瓶颈。尽管他们开发的
那几款软件已经十分流行，但是在解决 LHC 遇到的挑战时（实验数据的大小比之前遇
到的最大的统计量还要高很多个数量级），仍然显得力不从心。这时，计算机科学已经
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面向对象设计方面，所以布朗和冯斯·罗德麦克斯已经可
以利用这一点来开发一个全新的软件。
ROOT 在 CERN 上 NA49 实验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NA49 实验产生了惊人统计量的数
据，每次运行大约会产生 10T 字节。ROOT 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以“Bazaar 风格”开发
的，这意味着一种自由，非正式的发展风格，严重依赖于用户群体的多样性和他们的
天赋。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物理学家会为他们自己开发 ROOT 的拓展功能，这使得 ROOT
更加具体，适当，有用。ROOT 的发展是用户和开发者之间的连续对话，两者之间的界
限有时是模糊的，用户成为共同开发者。
在存储和挖掘大量数据的时候，物理学为以太字节（Terabytes）的定义开辟了道
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领域和行业也随之获得越来越多的数据。其他行业也开
始使用物理学发明的实用和经过实战检验的技术，这样，ROOT 开始应用在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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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观点中，软件被提前和频繁地发布，以提供给成千上万渴望的合作开发者
来删改，报告错误，并提供可能的修复。到现在为止，也就是近三十年之后，ROOT
的构架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漏洞，ROOT 的开发者们鼓励你参与对
话，并提供你的建议，甚至在 ROOT 邮件列表的 roottalk 上讨论。

3.1.2 ROOT 组织框架
无论在何种计算机平台上安装 ROOT，都有一个名为 ROOTSYS 的环境变量，它
包含顶层 ROOT 目录的路径。在 ROOTSYS 目录中是例子，可执行文件，教程，头文
件，所有已安装程序的源代码就在这里。对于使用者而言非常重要的目录是 bin，
tutorials，lib，test 和 include。
l

$ROOTSYS/bin
bin 包含初始化可执行文件。

l

$ROOTSYS/lib
有几种方法可以使用 ROOT，一种方法是通过在系统提示符处键入 root 来运
行可执行文件，另一种方法是与 ROOT 库链接，并使 ROOT 类在自己的程序
中可用，lib 中包含了这些库的程序。

l

$ROOTSYS/tutorials
tutorials 包含例程。

l

$ROOTSYS/test

l

$ROOTSYS/include
include 包含头文件。

3.2 Geant4 简介[16]
3.2.1 Geant4 历史
开发 Geant4 的想法首先出现在 1993 年在 CERN 和 KEK（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组
织）独立完成的两项研究中。两组都试图研究现代计算技术如何应用于改进现有的基
于 FORTRAN 的 Geant3 模拟程序。在 1994 年秋季，两组合并了一些 Geant3 的功能，
并向 CERN 的探测器研究与发展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 RD44，以建立一个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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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技术的全新计划。这一提案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高能物理实验学院，大学物
理学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共同参与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最初的研究范围很快就扩大
了，这个工具也将使核，加速器，太空和医学物理界受益。

3.2.2 Geant4 程序包基本功能
不同的 Geant4 的模拟程序可能会包含不同的功能，然而，下面几个功能是所有
Geant4 所共有：
l

定义探测器几何构架及材料。

l

定义入射粒子。

l

定义需要记录的物理量。

l

定义每一个 event 中需要记录的物理量，并进行初步处理。

3.3 Allpix2 简介[17]
Allpix2 是一个针对径迹探测器和顶点探测器设计的普适的模拟框架，它遵从
C++11 和 C++14 标准，用现代 C++编写。Allpix2 框架的目的是提供模拟 CMOS 硅像素
探测器性能简单易用的软件包，这个软件包从放射源的电离辐射开始模拟，一直到数
字化读出芯片上的击中结束。
这个框架依赖于其他的软件包来进行模拟，主要是用 Geant4 来模拟传感器中带电
载流子的沉积，用 ROOT 来画直方图和存储产生的数据。模拟核心在于能量沉积、电
荷收集和数字化击中。
Allpix2 被设计为模块化框架，允许简单扩展到更复杂更专门化的探测器模拟。
Allpix2 框架主要设计目标如下：
（1）反映物理实体
l 一个单独的 event 代指一个包含有一个或者几个粒子的束团。
l 探测器在粒子穿过时被当作几个不同的模块来处理。
l 所有相关信息必须包含在处理结束时的每一个 event。
（2）容易使用
l 简单，直观的配置和执行。
l 在不了解框架的所有细节的情况下实施新模块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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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灵活
l 事件循环运行模块序列，允许简单和复杂的用户配置。
l 可以在不同的探测器上运行多个不同的模块。
Allpix2 的设计遵循了之前在 Allpix 项目中实施的一些想法。最初作为 Geant4 用户
应用程序编写，Allpix 已成功用于模拟各种不同的探测器设置。
2

3.3.1 Allpix 使用
当使用 allpix 二进制文件时(指在安装路径中安装在 bin/allpix 中的可执行文件)，必
须要注意的是，在运行任何 Allpix2 仿真之前，ROOT 和 Geant4（在大多数情况下）应
该被初始化。
Allpix2 框架配置了简单易懂的配置文件，Allpix2 框架具有以下三个必需的配置文
件：
l main 配置文件：直接传递给二进制文件的文件，包含全局框架和要与其一起实
例化的模块。
l detector 配置文件传递给框架以确定几何。介绍探测器设置，包含所有探测器的
位置，方向和型号。
l detector models 配置文件：包含描述特定类型探测器的参数，Allpix2 已经提供了
几种模型。

3.3.2 main 配置文件
main 配置文件包括指定所使用的模块，所有模块按照线性顺序执行。在主配置中
有几个部分名称具有特殊含义，即：
l 全局（框架）标题部分：这些都是零长度标题（包括文件开头的部分）和标有
[Allpix]标头的所有部分（不区分大小写）
。它们被组合并作为全局配置一起访问，
其中包含框架本身的所有参数。只要密钥未在模块配置本身中定义，本节中定
义的所有键值对都将由所有单独的配置继承。
l 忽略标题部分：[Ignore]模块下面的所有部分。这些节标题对于快速启用和禁用
单个模块非常有用，方法是将其实际名称替换为忽略节标题。
模块的类型决定了模块的实例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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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如果模块是唯一的，则不论检测器的数量如何，它都只实例化一次。除非使用不
同的输入和输出，否则这些模块只应在整个配置文件中出现一次。
l 如果该模块是特定于探测器的，则为每个配置为运行的探测器实例化一次。如
果不特殊指定，Allpix2 将为检测器配置文件中定义的所有检测器创建一个实
例。

3.3.3 detector 配置文件和 detector models 配置文件
detector models 配置文件被写在了源程序中，在 detector 配置文件中使用每个模块
的名字即可调用它们。detector 配置文件由一组描述设置中探测器的部分组成，每个部
分以描述用于识别检测器的名称的头部开始；所有名字都必须是唯一的，每个探测器
应包含以下所有参数：
l 探测器类型。
l 三维位置。
l 旋转方向。默认为 X-Y-Z 顺序，可以将取向设置为 Z-Y-X 或 X-Z-X 非本征欧拉
角。
除了这些所需的参数之外，以下参数允许将相应的检测器从其初始位置随机错
位。对于沿着三个全局轴线的偏移以及具有以下参数的三个旋转角度，可以引入不对
齐：
l 参数 alignment_precision_position 允许指定沿三个全局坐标轴的对准精度。每个
值表示高斯宽度，探测器沿着相应的轴随机放置。
l 参数 alignment_precision_orientation 允许指定由 orientation 参数定义的三个旋
转角度中的对齐精度。将这些未对齐添加到各个角度之后，将它们组合到
orientation_mode 参数定义的最终旋转中。

4 CMOS 硅像素探测器模拟
在本论文中，采用的 CMOS 硅像素探测器是由高能物理研究所张颖老师设计的单
一型 JadePix1 芯片，使用 Allpix2 作为模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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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JadePix1 结构
JadePix1 包含两个传感器矩阵，传感器矩阵 1 中的像素大小为 33*33μm2，传感器
矩阵 2 中的像素大小为 16*16μm2，每个传感器矩阵都有 16 个选择器来选择进行输出的
传感器。传感器矩阵 1 和传感器矩阵 2 中都有 24 个功能块，但是传感器矩阵 1 中有 8
个功能块用作前置放大器，其他用作探测信号，传感器矩阵 2 中的功能块主要做性能
测试用，在本文中暂不考虑。本文需要模拟传感器矩阵 1 中的 1 个用作探测信号的传
感器，即图 4.1 中红色框指出的功能块，在数字化过程中考虑用作前置放大的 8 个功
能块。

图 4.1 JadePix1

4.1.1 JadePix1 传感器结构
JadePix1 传感器矩阵 1 中的传感器由 48*16 个像素构成，每个像素大小的为 33*33
μm2，传感器的厚度为 18μm，图 4.2 展示了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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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JadePix1 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Allpix2 定义的传感器只是一个材料块，通过添加电场将耗尽层，外延层和基底在
传感器中的作用添加进传感器中，即导入了电场也就添加了这些结构，在导入耗尽层
电场时，也定义了收集极以及收集极收集电荷的方法。
2

4.1.2 JadePix1 在 Allpix 中的放置
Allpix2 在摆放探测器时，默认将探测器的体心作为原点，像素所在的平面为 xy
平面，垂直像素点所在平面向下的方向为 z 轴的正方向，具体参见图 4.3。

2

图 4.3 JadePix1 传感器在 Allpix 中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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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llpix2 中 JadePix1 能量沉积模拟
JadePix1 模拟中的信号输出包含两个过程的模拟：能量沉积和电荷收集。由于在
电荷收集过程中会形成 Cluster，使得在某个像素产生的信号被多个像素收集，若只观
察每个像素收集到信号的 ADC 值无法观察到特征峰，必须进行 Cluster 重建才能观察
到特征峰，所以在模拟电荷收集之前，必须确保能量沉积的模拟是正确的。为检验能
量沉积的正确与否，将单能光子作为粒子源，同时，设置较大的耗尽层深度。需要先
进行能量沉积模拟的另一个原因是，电荷收集的模拟需要借助于电场的导入，JadePix1
电场的导入需要借助 TCAD 的模拟，TCAD 模拟一次耗费的时间十分巨大，必须先确
保能量沉积模拟是正确的才能进行电荷收集的模拟。

4.2.1 detector 配置文件和 detector models 配置文件
detector 配置文件设置了传感器位置，如图 4.3 所示。由于 Allpix2 自带的探测
器模块中并没有 JadePix1 这种探测器类型，因此需要用户自己定义探测器类型，探测
器的参数如图 4.2 中的介绍，具体到配置文件中是：
l

type= “monolithic”(单一型探测器)

l

number_of_pixels = 48*16

l

pixel_size = 33μm 33μm(像素尺寸)

l

sensor_thickness = 18μm(传感器厚度)

l

sensor_material = “Silicon”(传感器材料)

l

[support]（支撑层）
n thickness = 30μm(支撑层厚度)
n size = 1584μm 528μm（支撑层尺寸）
n location = “sensor”(支撑层紧跟传感器)
n material = “Aluminum”(支撑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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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main 配置文件中参数
Allpix2 在模拟硅探测器时，将硅像素探测器的各个功能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功能模
块，每一个功能模块都有自己独有的参数，通过设置不同的参数来模拟不同探测器独
有的性能。具体到 JadePix1 传感器而言，各个功能模块参数的设置如下：
l

[Allpix]（全局变量）
n log_level = “INFO”
n log_format = “DEFAULT”(log 信息输出形式)
n detectors_file = “jadepix1_detector.conf”(调用 JadePix1 detector 配置文件)
n number_of_events = 10000(总事例数)
n model_paths = “mymodels/”( detector models 配置文件的存放位置)

l

[DepositionGeant4]
n physics_list = FTFP_BERT_EMY(入射粒子信息库)
n particle_type = "gamma"（入射粒子类型）
n beam_energy = 5.89keV（入射粒子能量）
n beam_position = 0 0 -5mm（入射粒子源位置）
n

beam_size = 231μm（入射粒子的范围）
beam_size 指的是以粒子源为中心的一个直径为 231μm 的圆形，每一个直
径上，光子数的分布满足宽度为 231μm 的高斯分布，图 4.4 展示了这一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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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入射光子的分布

n beam_diraction = 0 0 1(表示方向的单位矢量)
n number_of_particles = 1(一个 event 中的粒子数)
n max_step_length = 1μm(在每一个灵敏器件中 Geant4 模拟每一步的最大
长度)
l

[ElectricFieldReader]
Allpix2 源程序中定义了两套坐标系：第一套坐标系是全局坐标系，第二套是
局部坐标系。当摆放传感器和注入粒子时，采用的是全局坐标系，全局坐标系
如图 4.5 所示

图 4.5 全局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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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处理传感器内部结构以及处理电荷收集等过程时，采用的是局部坐标系，局
部坐标系如图 4.6 所示

图 4.6 局部坐标系

全局坐标系与局部坐标系间的转换在如下路径的程序中实现：$PATH-TOALLPIX/src/core/geometry/Detector.cpp。
n model = “linear”（线性电场）
n bias_voltage = -400V(偏置电压)
n depletion_depth = 13μm(存在于线性电场的耗尽层深度)
线性电场场强的计算公式如下
E(z) =

𝑈N$€< − 𝑈C•`‚
𝑈C•`‚
𝑧
+2
(1 − )
𝑑
𝑑
𝑑

（29）

式中z是传感器内某点距离传感器表面的深度，𝑈N$€< 是偏置电压，𝑈C•`‚ 是
耗尽电压，𝑑是耗尽层深度。在 Allpix2 的源程序中规定：耗尽电压与耗尽
层深度二者只能有一个被设置为输入参数，当设置为耗尽电压时，耗尽层
深度将被初始化为传感器厚度；当设置为耗尽层深度时，耗尽电压将被初
始化为偏置电压。当加入线性电场之后，可以画出线性电场在 xy 平面、
xz 平面和 yz 平面上的 2D 投影，右侧的颜色棒指示了不同的颜色所代表的
电场强度（单位 V/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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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xy 平面

图 4.8 xz 平面

图 4.9 yz 平面

z 方向电场强度：

第 25 页，共 56 页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 2018 届本科毕业论文

图 4.10 z 方向电场强度

l

[GenericPropagation]
n temperature = 293K(环境温度)
n charge_per_step = 100(一起传播的电荷载体的最大数量，将特定点上存
放电荷载体的总数分成这些电荷载体的集合和剩余电荷载体的集合)

l

[SimpleTransfer]
n

max_depth_distance = 5μm(深度上的最大距离，即在多深的位置处产生的
电荷才被认为是需要收集的)

图 4.11 max_depth_distance 在传感器中的示意图

l

[DefaultDigitizer]
n electric_noise = 30e(电子学噪声，主要包括散粒噪声和热噪声，由芯片说
明给出)
n gain =8(前置放大器增益)
n threshold = 0e(收集到的电荷超过此阈值，即被认为是一个击中)
n threshold_smearing =0e(threshold 不确定度的高斯分布宽度)
n adc_resolution = 16(ADC 输出二进制数的转换位数)
n adc_smearing = 0e(通过阈值后，ADC 变换时高斯噪声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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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dc_slope = 3.8e(ADC 斜率)
由
𝑉 = ∆𝑉 ∗

𝐸
𝜔
‡

𝐸
∗ 𝑔𝑎𝑖𝑛 ∗ 2k
𝑉 ∗ 𝑔𝑎𝑖𝑛 ∗ 2k ∆𝑉 ∗ 𝜔
‡
𝐴𝐷𝐶 =
=
𝑉‹€W
𝑉‹€W

（30）

（31）

可以推出，
𝐸
𝑉‹€W
∗ 𝑔𝑎𝑖𝑛 =
∗ 𝐴𝐷𝐶
𝜔
‡
∆𝑉 ∗ 2k

（32）

式中∆𝑉是每单位电子引起的电压幅值增益，这里采用实验测得的数值：
0.032mV/e；𝐸是入射粒子的能量，在本次模拟中采用 5.89keV；𝜔
‡是平均
电离能（3.6eV）；𝑛是 adc_resolution；𝑉‹€W 是 ADC 所能转换的最大电压幅
值，在本次模拟中设置为 8V。

4.2.3 JadePix1 能量沉积模拟结果
将以上设置输入到 Allpix2 中模拟得到的光子沉积能谱。

图 4.12 Allpix2 模拟得到的光子沉积能谱

光子在探测器中沉积能量产生的电子-空穴对如果完全被收集极收集到则会出现一
个特征峰，如果电子-空穴对在收集过程中发生损失就会出现一个主峰，主峰的峰值会
明显低于特征峰。图中存在一个峰值在 3460 个 ADC 附近的特征峰，和一个峰值在
450 个 ADC 左右的主峰，特征峰的峰值与利用式（32）计算得到的理论峰值（3450 个
ADC）相近，由于主峰情况复杂很难模拟到符合真实情况，模拟得到的特征峰值与理
论计算结果相近已经可以说明 Allpix2 的模拟的能量沉积结果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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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 Allpix2 模拟的 JadePix1 能量沉积正确之后，JadePix1 中电场的模拟就可以
开始了。

4.3 Allpix2 中 JadePix1 电荷收集模拟
在进行 JadePix1 电荷收集模拟之前，必须要说明 Allpix2 中处理电荷收集的方式：
l

Step1：入射粒子沉积能量，产生电子-空穴对。

l

Step2：电子-空穴对在没有电场的情况下通过顺浓度梯度扩散，在有电场的情
况下根据电场方向漂移，直到到达传感器表面，电子（或空穴）到达传感器表
面即认为被收集到。

l

Step3：每个被收集到的电子（或空穴）都记录了自己的产生位置，根据
max_depth_distance 设定的值来判断是否需要舍弃收集到的电子（或空穴）。

l

Step4：对收集到的电子（或空穴）进行后续的数字化处理等过程。

为了更好的观察能量沉积模拟是否正确，在模拟过程中我们采用了较深的耗尽
层。这么做会使得电荷在传感器的较浅表层生成，max_depth_distance 设置一个较小的
值也可以使电荷较完全的收集到一个像素中。然而，在实际的器件当中，耗尽层深度
达不到能量沉积模拟中设定的值，能量沉积会发生在更深的位置。因此，
max_depth_distance 需要被设置为更大的值，为确保所有的电荷都被收集到，我们设置
这个值为传感器厚度（18μm）。
由于电子（或空穴）扩散越长的距离，它们的扩散和漂移效应就会越明显，因此
较大的收集深度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 Cluster 的形成，即在传感器某处产生的电子-空穴
对会被多个像素收集到，这时如果只看每个像素内收集到电荷 ADC 值的分布则观察不
到特征峰，因此，在导入一个合适的电场后，必须重建出 Cluster，才能观察到特征
峰。

4.3.1 Cluster 重建算法

[18-19]

入射粒子在探测器中沉积能量，产生的电子-空穴对受入射位置，器件材料，探测
器内部电场等因素的影响，在被收集到收集极的过程中会发生游走，即在一个像素内
产生的电子-空穴对被多个像素收集到。此时，如果只收集一个像素内的信号就不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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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真实的击中情况，因此我们需要重建出电子-空穴对扩散形成的 Cluster 来进行沉积
能量的计算。电子-空穴对在扩散过程中也会存在复合等效应，使得电子-空穴对发生
损耗，因此 Cluster 内包含的像素越少，说明硅像素探测器性能越好。
一个 Cluster 由有足够高的信号以致可以从噪声涨落中分辨出来的一系列像素组
成，一个 Cluster 包含了两类信息：一类包含 Cluster 的信息，比如 Cluster 的总电荷；
另一类包含 Cluster 中每个像素的信息。
本文中采用的 Cluster 算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步：
l

Step1：设置 Seed 像素的判断阈值，信号高于此阈值即被认为是 Seed 像素。

l

Step2：扫描输入数据矩阵寻找 Seed 像素，并标记出来。

l

Step3：设置 Cluster 的大小，将所有的 Seed 像素根据 Cluster 大小向周围扩
展，重建出 Cluster。

l

Step4：设置 Cluster 信号阈值并判断 Cluster 信号的大小，高于阈值的 Cluster
作为整体被记录下来。

由于在本文的模拟中一个 Event 中只有一个光子，一个 Event 最多只能重建出一个
Cluster，因此，在本文中暂时不考虑 Cluster 堆叠的情况。

4.3.2 JadePix1 电场导入
JadePix1 电场 TCAD 的模拟与导出由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陈列建完成，本文使用
Allpix2 直接读入电场文件。图 4.13 是一个像素内电场的示意图，右侧的颜色棒指示
了不同的颜色所代表的电场强度（单位 V/cm）。

图 4.13 JedePix1 型芯片一个像素内的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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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底电场几乎是 0，主要电场集中在收集极附近，面积大约为 25μm ，且收集极的
电场集中在距传感器表面 3μm 以内的深度，这与预期的情况是符合的。

4.3.3 JadePix1 电荷收集模拟结果
为了确定导入电场后需要设定的 Cluster 大小，本文先不进行 Cluster 重建，而
是画出模拟中每个事例内有输出信号像素的个数。

图 4.14 每个事例内有输出信号像素的个数

从图中可以看出，每个事例中最多有 6 个像素有信号输出。由于大小为 6 的事例所占
比例很小，并且 Cluster 每一侧的像素数目必须是单数，本文将采用 5*5 像素的
Cluster 大小来收集信号。
设置 Seed 像素的判断阈值与 Cluster 信号阈值分别为 500 个 ADC 和 0 个 ADC，画
出每个像素内沉积信号、Seed 像素信号以及 Cluster 信号的分布如图 4.15-4.17 所
示。

图 4.15 每个像素内沉积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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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每个 Seed 像素内沉积的信号

图 4.17 每个 Cluster 内沉积的信号

从上面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本文采用的 Cluster 重建算法较好的重建出了特征
峰。

4.4 JadePix155Fe 源实验测试结果
55

2

采用 Fe 作为放射源，与 Allpix 模拟相同的重建算法，但是设置 Cluster 大小分
别为 3*3 像素，5*5 像素以及 7*7 像素，重建 Cluster，得到真实实验测试结果如图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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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图 4.18 JadePix1 Fe 源真实实验测试结果

从图中可以看出，采用 5*5 像素的 Cluster 大小重建出的特征峰值最接近理论计
算结果与模拟结果，这也证明了在模拟中采用的 Cluster 大小是合适。在真实实验中
每个像素内的信噪比要低于模拟中的像素，因此在对模拟结果电荷收集效率的计算
时，仍然有必要研究不同 Cluster 大小对电荷收集效率的影响。由于 55Fe 源主要发射
出大约 28%5.89keV 和 2.85%6.49keV 两种能量的光子[20]，所以可以在 3700 个 ADC 附近
出现了一个小峰。在 Allpix2 中，暂时还未加入模拟两种发射粒子的功能，但是，由于
55

Fe 源中 6.49keV 的光子所占比例较小，并且探测器的电荷收集效率并不随着光子能量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文只模拟 5.89keV 的光子也是合理的。

5 电荷收集效率分析
5.1 电荷收集效率定义
目前，电荷收集效率的计算在公式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认为的电荷收
集效率是这样定义的：重建出的 Cluster 数目即为产生的光子中被 JadePix1 探测到的
数目；在被探测到的光子中，有一些光子是被完全收集到的，这部分光子形成 Cluster
的能量就会出现在特征峰附近，由于入射光子的能量呈高斯分布，完全被收集到光子
形成 Cluster 能量的分布也会呈高斯分布；未被完全收集到的光子形成 Cluster 的能
量分布则会向低 ADC 方向偏移，因此，本文将电荷收集效率定义为被探测器探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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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中能量完全沉积在探测器中的光子数，在计算上，将重建出的 Cluster 数目为分
母，这些 Cluster 中能量呈高斯分布的数目为分子。

图 5.1 重建出的 Cluster 分布

从图 5.1 可以看出，现有的模拟结果重建出的 Cluster 数目为 119782 个。如果想
确定重建出的 Cluster 中有多少 Cluster 能量呈高斯分布，必须先确定得到高斯函数
参数的拟合范围。由于在特征峰附近很窄的范围内，未完全收集到的光子会向低 ADC
值处偏移，预计得到的 Cluster 应当基本上是完全被探测器收集到的光子形成的
Cluster，呈现高斯分布。因此，本文将以理论计算出的特征峰峰值（3450 个 ADC）为
高斯函数的中心值，分别采用中心值附近 75 个 ADC，50 个 ADC 以及 25 个 ADC 来确定
拟合范围。图 5.2-5.4 展示了这三种情况下的拟合结果。

图 5.2 中心值附近 75 个 ADC 的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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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中心值附近 50 个 ADC 的拟合结果

图 5.4 中心值附近 25 个 ADC 的拟合结果

三种情况下得到的 ROOT 给出的拟合优度分别为 15.3，12.1 以及 4.4。拟合优度越小就
越能说明拟合的越好，但是从图 5.4 可以看出，高斯函数在设定范围之内拟合的很
好，峰值附近的拟合结果与 50 个 ADC 的结果相比并不合理，即出现了“过拟合”的现
象，因此，我们最终确定的拟合范围为中心值附近 50 个 ADC，最终得到的电荷收集效
率为 78.1%。图 5.5 展示了 55Fe 源的实验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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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55

Fe 源的实验测试结果

根据实验结果最终得到的电荷收集效率为 76.0%，本文结果与真实数据非常相近。
Allpix2 模拟所得的电荷收集效率偏高，可能的原因是 Allpix2 在模拟时并未考虑到热
噪声等其他噪声，并且实验测试结果受测试环境的影响，所得的电荷收集效率也可能
会偏低。

5.2 电荷收集效率受 Cluster 大小影响
在前面的模拟当中，本文根据每个事例中有输出信号像素的个数确定了 Cluster
的大小，即在重建 Cluster 时，Cluster 的形状为一个正方形，然而在模拟中，
Cluster 的形状也有可能是长方形或者不规则图形，因此，采用本文中 Cluster 的重建
算法有可能会导致重建出的 Cluster 中不能包含有击中信号的所有像素，图 5.6 展示
了这种考虑。

图 5.6 错误重建出的 Cluster

尽管本文所采用的 Cluster 重建算法无法区分图 5.6 中的两种情况，但是，可以
通过观察不同 Cluster 大小下计算得到的电荷收集效率来研究这种情况给电荷收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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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计算带来的影响。下面本文将利用模拟结果研究不同的 Cluster 大小如何影响电荷
收集效率。
为了研究不同 Cluster 大小对电荷收集效率的影响，将 Cluster 的大小设置为 3*3
像素，5*5 像素，7*7 像素，分别计算三种情况下的电荷收集效率。图 5.7-5.9 展示了
三种情况下重建出的 Cluster 分布以及其中呈高斯分布的 Cluster。

图 5.7 Cluster 大小为 3*3 像素重建出的 Cluster 分布以及其中呈高斯分布的 Cluster

图 5.8 Cluster 大小为 5*5 像素重建出的 Cluster 分布以及其中呈高斯分布的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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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Cluster 大小为 7*7 像素重建出的 Cluster 分布以及其中呈高斯分布的 Cluster

三种情况下的电荷收集效率分别为 51.3%，78.1%和 68.2%。由于 3*3 像素的
Cluster 会导致错误重建的 Cluster 数目增多，所以重建出呈高斯分布的 Cluster 数目
会相对较少，但是由于高于特征峰能量的 Cluster 在理论上由于不会存在不完全收
集，所以可以看出高 ADC 值一侧与高斯函数形状符合较好。在 7*7 像素情况下，由于
一个 Cluster 内包含了更多的像素，大的 Cluster 大小会导致收集到更多的噪声，与
高斯分布的偏离更加明显，所以从图上可以看出高 ADC 值一侧较 5*5 像素情况下的偏
离更加明显。综上所述，本文选取 5*5 的 Cluster 大小是合适的。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 CEPC 顶点探测器出发，将 55Fe 作为放射源，利用 CERN 开发的 Allpix2 软
件，模拟了 JadePix1 这款 CMOS 硅像素探测器的能量沉积和电荷收集。本文首先通过
在配置文件中设置 JadePix1 的结构参数完成对其结构的定义，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设置
一个较深，较强的线性电场来模拟能量沉积。确保能量沉积的模拟正确之后，通过导
入 TCAD 模拟导出的 JadePix1 内像素的电场文件来模拟电荷收集。由于载流子的扩散
和漂移，必须对模拟得到的每一个像素内的 ADC 信号进行 Cluster 重建才能观察到特
征峰，本文采用向外扩展的 Cluster 重建算法，较好的重建出了特征峰。本文认为光
子的如果完全被探测器收集到则会呈现与入射时能量相同的分布——高斯分布，因
此，本文将重建出的 Cluster 数目为分母，这些 Cluster 中能量呈高斯分布的数目为
分子计算电荷收集效率，得到的电荷收集效率为 78.1%，同时，也计算出了 55Fe 源实验
测试得到的电荷收集效率为 76.9%，证明本文的模拟是正确的。最后，本文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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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像素，5*5 像素和 7*7 像素 Cluster 大小下的电荷收集效率说明了所采用 5*5 像素
的 Cluster 大小是合理的。
由于 Allpix2 目前暂未开发出考虑两种及以上入射粒子的设定，因此本文中只列出
了 55Fe 源中占主要衰变分支比的光子进行了模拟。目前，在毕业设计之外，已经在
Allpix2 源程序层面完成了初步的框架，正在与 Allpix2 的开发者进行讨论，在完善该
功能之后，相信会有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结果。限于时间和篇幅，本文只研究了 CEPC 上
顶点探测器的电荷收集效率，随着工作的深入其他性能指标也会得到更好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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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文献综述
寻找能够实现探测粒子碰撞细节的快速半导体探测阵列的想法已经存在了 40 年，这种探寻与
寻找一个能够广泛使用的泡室探测器的方案同时开展，随着实验要求的提高，后者已经受到了数据
速率的限制。同时，粒子物理学家可以使用的集成电路技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还不够成熟，无法实
现电子气泡室。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具有大大提升粒子能量和束流强度的新型加速器以及粲粒子的发现再
次推动了半导体探测器阵列的发展。第一次尝试是用多层紧密排列的硅表面势垒二极管完成的。每
个二极管都可以测量相互作用产生的粒子所留下的总电荷，因此可以推断出每个二极管穿过的粒子
数量。一个粲偶素粒子衰变发生在几毫米的飞行路径之后，粲偶素衰变点的检测和定位可以通过电
荷测量来完成。
真正的突破是微条探测器的出现，它允许以跟踪参数的测量精度来研究粲偶素粒子和不久之后
发现的其他短寿命粒子。这种器件可以用现有的小型化，离散的电子器件读出，因此微条探测器的
发展很快。几年后，集成电子学器件的使用成为可能。然而，像素探测器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来启
动，并在概念阶段保持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满足了像素探测器的需求，它才蓬勃
发展起来，目前像素探测器主要类型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
混合型硅像素探测器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l 传感器（sensor）
l 前端电子学芯片（electronics chip）
l 连接部分。此处采用到装片技术（bump-bonding）连接
完整的混合型硅像素探测器要求传感器和前端电子学芯片紧密结合，因此，在技术上需要实
现：
l 传感器和前端电子学芯片正对连接（vertical）
l 传感器与前端电子学芯片的像素尺寸大小匹配
l 倒装焊焊接点尺寸显著小于像素尺寸
由于硅既是最常见的半导体探测器的材料，又是电子学器件的常用材料，因此，人们希望能够
将电子学器件和传感器集成到一个器件上，这就是单一型硅像素探测器。这样避免了复杂的高密度
连接技术以及相关的操作。还减小了每个像素的结电容，获得了优良的低噪声性能。因此，它提供
了一种更加稳定更少花费的方案。
尽管单一型硅像素探测器将电子学器件和传感器集成到一块晶片上，但是它的基本工作原理与
混合型像素探测器相似。由于电子学器件和传感器有着不同的集成方法，使得单一型像素探测器有
不同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l 在高阻晶片上采用非标准 CMOS 技术：它是在一个高阻的 P 型晶片晶片上制作一个 N 型
扩散层，形成 PN 结。在另一端与基底欧姆连接的阵列作为收集极。PMOS 器件放置在 N
阱内作为读出电子学。由于使用的是非标准和非商业的技术，现今已不再出现。
l 使用外延层作为收集极的 CMOS 技术：在外延层中产生的电荷通过热扩散到达边缘的 N
阱收集极。尽管信号较小和噪声较大，但是由于采用了标准的 CMOS 技术，因而十分便
宜。
l SOI 技术：采用氧化层使读出电子学和传感器隔离的技术。
l DEPFET 技术：在高阻晶片上预置放大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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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能物理对撞机实验中，硅像素探测器的外层通常是硅微条探测器。这种半导体探测器用于
探测带电粒子的径迹，带电粒子通过在半导体中产生电子-空穴对，在外场作用下，被收集极收集
而产生信号。硅像素探测器和硅微条探测器都是层状结构，带电粒子每穿越一层都会产生一个信
号，这样的信号代表一个击中点（hit）
，将每层的击中点连接起来就能重建带电粒子的径迹。其
中，硅像素探测器用于确定初级粒子的顶点，而被称之为顶点探测器。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主要是为了寻找 Higgs 粒子而建造的。
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设有四个对撞点，它们是 ATLAS，ALICES，CMS 和 LHCb，其中 ATLAS 和
CMS 是其主要的实验，这两个实验的目标是寻找 Higgs 粒子和其他新物理现象。ATLAS 和 CMS
实验都采用硅像素探测器作为顶点探测器。
ATLAS 硅像素探测器有中间的三层桶部（barrel）探测器以及两端的各三个端盖（end cap）探
测器圆盘组成。与束流管道（beam pipe）最接近的一层半径为 5.1cm，其余两层半径一次为 9.9cm
和 12.3cm，每层的长度大约为 1.3cm，能够提供粒子位置的三维信息。桶部探测器是由大约 1700
个相同的模块组成，总共的灵敏区高达 2.0cm2，有着 8*107 个读出道。
ATLAS 基本模块由一个硅像素传感器片（a silicon tile， 16.4mm*60.8mm 的灵敏区）和 16 个
集成的前端电子学读出芯片组成。每个芯片能够读出 2880 个像素，覆盖 0.74*1.09cm2 的灵敏区，
厚约 200μm。每个像素的大小为 50μm*400μm（最内层桶部探测器的像素大小为 50μm*300μ
m）
。其中信号波形超过阈值，通过前置放大器放大，甄别器甄别读出。同时，阈值是可以调节
的。时间分辨好于 25ns，能够测量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沿，即所谓的 TOT（time over threshold）模
式。波形的幅度越大，宽度越大，过阈时间越长。过阈时间转换为一个 7 位（bit）的脉冲宽度信
息。
在设计 ATLAS 的硅像素探测器时，需考虑辐照损伤。硅像素探测器最接近束流管道，辐照水
平很高，大约 1*10151MeVneq/cm2，即 50Mrad。此外，还需考虑机械支撑结构和冷却系统。同时，
保持大约十年的稳定性，并减小造价。
与 ATLAS 的硅像素探测器相比，CMS 的硅像素探测器显得更为紧凑。它是由三个桶部探测器
（barrel）以及两边端帽各两个探测器圆盘（disk）组成。三层桶部探测器的半径依次为 4.4cm，
7.3cm 和 10.2cm，长约 57cm。整个像素探测器由 7 种不同的模块组成（桶部探测器有 5 种模块，
探测器圆盘有 2 种模块）
，总共有 1776 个模块。最小的模块有 2 个电子学读出芯片，最大的模块有
16 个电子学读出芯片。不同的模块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几何结构。总共有 7.5*102 个电子学读出道，
5*107 个像素单元。每个像素单元的大小为 100μm*150μm。同样，CMS 在设计建造过程中也面临
着与 ATLAS 类似的问题。
辐射成像（radiation imaging）在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例如，材料研究，考古学，生物学
和医药学等。以 X 光透视为例，将样品放置在 X 射线和探测器之间，通过探测器测量经样品改变
了的 X 射线的特征（强度，能谱和相位等）
，从而分析出样品的特性。
硅像素探测器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应用是 X 光透视（X-ray transmission radiography），X 光显
微照相术（X-ray microdiography）和相位灵敏成像（phase sensitive imaging）
。
l 硅像素探测器生命科学领域中的 X 光透视（X-ray transmission radiography），由于硅像素
探测器良好的线性性能，显著减少噪声水平，使空间分辨率达到 1μm 左右。能够获得高
分辨的图像。
l X 光显微照相术（X-ray microdiography）
，有些软组织由于结构小于 1mm，很难清晰成
像，采用适当的算法，运用像素探测器，能够获得清晰的图像。
l 相位灵敏成像（Phase sensitive imaging），由于这种成像要求 X 光源和样品之间有相当的
距离，所以信号较弱，采用像素探测器，能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在入射的 X 射线和像素探测器之间放上闪烁体，通常使用 CsI 晶体。入射 X 射线使闪烁体产
生光子，而光子的数目由像素探测器记录，这种方式下，像素探测器只需统计整个的计数，而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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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单个像素室的计数，因为不需要知道径迹信息。也有发展单个像素室计数的探测器，这种探测器
的线性更好，动态范围更大，曝光时间更长。不足之处就是计数率更高，需要更快的处理速度。
相比于传统的 X 射线摄影，使用硅像素探测器的数字化 X 射线成像有着许多优势。它克服了
传统 X 射线摄影以胶片为介质对 X 射线利用率低的缺陷，采用硅像素探测器的数字成像系统的量
子效率传统 X 射线摄影高两倍。获取的图像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做后期处理，而传统的 X 射线成
像的图像若是不能用，只能另外拍摄。另外，数字化的 X 射线处理速度较快，获取影响的时间较
短。

附录 2：外文翻译
1. 外文原文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ixel detector is the design of suited readout
chips with several thousand electronic channels. These pixel chips contain a regular arrangement of pixel
unit cells, each one serving one sensor pixel connected through a bump-bond connection and, in addition,
on-chip circuitry by which hit information is transported to the bottom of each chip from where it can be
transmitted out. The pixel unit cells must be as small as possible because their area dictates the sensor pixel
size and therefore the spatial resolution. While dissipating typically well below 100 µW, every pixel circuit
must provide a low noise amplification of the sensor charge, hit discrimination, and a readout architecture
adapted to the application. A sufficient speed of the analog chain and the digital section, a well-defined
threshold, and possibly a high-radiation hardness must be guaranteed.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various
requirements and presents solutions to the above-mentioned challenges. Various existing readout
architectures for experiments in particle physics and biomedicine are described.
The huge number of channels in pixel systems can only be addressed with highly integrated customdesigned electronics circuits. Only the access to suited chip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has therefore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pixel systems possible. Early designs had to use technologies with gate lengths of ≈3
μm so that only a few dozen transistors could fit into pixel cells of 330 × 330 µm2 size. With shrinking
technology feature sizes, more complicated functions (in particular in the parameter tuning and in the data
processing sections)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pixels with significantly smaller area. The access to deep
submicron technologies (DSM) with feature sizes of 0.25µm and below has made possible pixel cells of 55
× 55 µm2 containing several hundred transistors each. The increasing design possibilities had to satisfy
more and more demanding requirements. In the analog part, higher leakage currents and lower signal
charges due to radiation damage in the sensor had to be coped with. The analog section had to become
significantly faster due to the higher interaction rates in the new experiments (40MHz at LHC).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wer dissipation allowed per pixel decreased because the cooling of electronics and sensor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low-mass support structures required in particle physics. The digital readout
architectures had to process much higher data volumes and so new concepts had to be implemented.
The first operational chips and systems were developed for experiments in particle physics using
silicon as the sensor material. In these applications possible hits in the pixels occur at precisely known
moments, namely shortly after the collision of a particle beam with a target or with another beam of
opposite direction. A trigger signal from other detector components is often available after a fixed time
interval, the latency, to select interesting events for readout. The generation of the trigger signal typically
requires a few microseconds which corresponds to ≈100 interactions at the LHC. Pixel chips for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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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s applications therefore perform an on-chip zero suppression. They buffer the hits until the trigger
signal arrives and send only a fraction of the hits to the data acquisition (DAQ). Several different
architectures which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achieve this goal. Some recent chips send out the zerosuppressed hit data immediately as fast as possible so that the pixel information can contribute to the
trigger.
Pixel detectors are also promising devices for medical applications (X-ray imaging, autoradiography,
X-ray tomography,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everal research groups have built chips which count
the number of hits in every pixel. Dual threshold chips with two counters in every pixel allow an energy
discrimination for every single hit. This should lead to a contrast enhancement in the image.
Although the existing pixel chips use different geometries, readout philosophies, and analog circuits,
several building blocks and properties are common to the major part of the designs. The chips can be
divided into an active area which contains a repetitive matrix of nearly identical rectangular or square
pixels and the chip periphery from where the active part is controlled, where data is buffered and global
functions common to all pixels are located. The wire bond pads for the connection are located only at the
lower edge so that the chips can be abutted side by side on a module. The gap between the chips is made as
small as possible and so the size of the underlying sensor pixels must be increased only slightly. The
minimum gap size is dictated by the tolerances in chip dicing and by the space required during the flipping
procedure.
The pixel unit cells (commonly denoted as PUCs) in the active area usually have the same area as the
corresponding sensor pixel. They are often grouped in columns; i.e., power, bias, and control signals and
the output data flow are routed vertically and only very few signals run horizontally. This columnbased
approach is advantageous, in particular for rectangular pixels because less area in the PUC is occupied by
the bus signals. This is important when only few metal layers are available for routing. Two columns are
often grouped together to a “column pair” in order to share circuitry between pixels and to reduce cross talk
between the digital and the analog sections. If, for instance, large fractions of the readout section are used
by the pixels in two adjacent columns, a mirrored arrangement with the analog parts and the bump pad at
the outside and the common read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column pair is advantageous. The column-based
layout with all signals coming from the bottom of the chip requires no circuitry at the side or above the
active area and so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ctive area and the chip cut edge can be as small as permitted
by the design rules of the technology used (typically 50–100 µm). This is important to allow a denser
placement of the chips on the module.
The bottom part of the chip is usually divided into repetitive blocks to interface to the columns, a
global control and bias section, and the wire bond pads. An analog test pulse generator is often included on
the chip to inject known charges into the pixels. The interfaces to the columns distribute bias signals for the
analog sections in the PUCs, they provide buffered digital control signals, and they contain receivers and
possibly buffer memory for the data sent down from the pixels. The circuitry to buffer data until reception
of a trigger signal can be fairly complicated and space-consuming. The global control par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order to save wire bond pads, a serial protocol is very often
used for downloading configuration data to the chip and to send hit information from the chip to the DAQ.
The signals going to and coming from the chip which are active during data taking might cross couple
into the very sensitive amplifier inputs. Low swing differential signals are therefore often used, so that the
number of required wire bond pads is increased. Independent multiple pads are usually used for analog and
digital supply voltages to decrease ohmic and inductive losses, and to add redundancy.
The size and number of PUCs and the total active area of some existing chips. The total chip size is a
compromise between a good fill factor (requiring large chips) and the production yield (penalizing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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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s). The more recent chips use technologies with a gate length of 0.25 µm and up to six metal layers for
routing so that the pixels can be made smaller. These technologies should still provide a good yield for
chips with an area of more than 1 cm2, which is a common size for commercial chips fabricated in such
technologies.
A sensor pixel can be modeled by the capacitances to the backside (Cbackside) and to the first (or
more) neighbors (Cinterpix). Assuming that the neighbor pixels are held at constant potential by the
connected amplifiers (which is not perfectly true), the capacitances can be summed up leading to the
effective detector capacitance Cdet, which is a crucial quantity for circuit analysis. Cdet is the central
element of the simple sensor circuit model shown in Fig. 3.3b. A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is added to model
the fraction of the sensor leakage current flowing into the central pixel. Electron–hole pairs created in the
sensor volume are drifting to the electrod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lectric field generated by the bias
voltage. The signal induced on the pixel and its neighbors already during the charge motion is modeled by a
time-dependent current source. The exact temporal shape of this current signal depends on many factors
like the position of the charge deposition, the sensor material properties (mobilities, trapping), the bias
voltage, and the pixel geometry (small pixel effect). A total drift time of ≈10 ns is often used to model a
300- μm thick silicon sensors in which a minimum ionizing particle deposits a total charge of ≈4 fC.
The polarity of the signal is determined by the type of charge carriers collected on the pixel. For sensor
materials with a diode junction like silicon, the voltages must be chosen such that the diode is reversely
biased. For other “ohmic” materials like CdTe or diamond, negative input signals are more common due to
the higher mobility of electrons. This requires a negative backside bias voltage with respect to the pixels.
Typical pixels have capacitances in the order of 100 fF and leakage currents of the order of 10 pA before
irradiation.
Several circuit elements are nearly always present in the elementary PUCs in the active part of the
chip. The common circuit blocks are therefore briefly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A small square or octagonal bump pad is used for the connection to the sensor pixel. The size of the
opening in the chip passivation layer depends on the available space and on the bump technology used and
ranges from 12 µm (ATLAS) to 50 µm (MPEC2). The passivation layer must not be too hick for some
bump-bonding techniques. The bump pad being connected to the input of the amplifier is a very sensitive
node and care must be taken in the layout to shield it toward the underlying circuitry and the substrate. An
elegant possibility is to use the capacitance between the pad and the metal shield underneath to implement
the feedback and the injection capacitors.
The rise time of the preamplifier output signal for an instantaneous input charge depends on its gain–
bandwidth product and on the closed loop gain, which is roughly set by the ratio of the detector and the
feedback capacitor. A large detector capacitance or a small feedback capacitance leads to a slower rise time.
The rise time is of course limited by the duration and the exact shape of the signal induced during charge
collection, in particular if slow sensor materials or low bias voltages are used.
The choice of the value of Cf is therefore a compromise between charge gain, input impedance, speed,
stability, and matching (gain uniformity between channels). Values of 4–30 fF are used in most pixel frontend chips. A typical inverting gain of a few hundred leads to an effective input capacitance of a few
picoFarads which is an order of magnitude larger than typical sensor capacitances.
The preamplifier is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parts in the PUC. It must provide an inverting gain of well
above 100 with a sufficient bandwidth. Its power consumption must be kept very low in most applications
(typically 50µW in particle physics) in order to limit the heat dissipated in the active area. As the noise of
the preamplifier is a crucial factor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UC, both the frequency-independent white
noise as well as the 1/f-noise must be minimized for a given detector capacitance and shape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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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put transistor is usually the dominant noise contribution and so its type (NMOS, PMOS, bipolar
transistor), its size, and the biasing condition must be chosen carefully. Another design goal is a good
immunity of the amplifier to fluctuations in the supply voltage which could be generated by changes in chip
activity and cross coupling from the digital to the analog part. A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in the
frequency range of interest is therefore desirable. It can be achieved, for instance, using differential
topologies.

2. 中文译文
构建像素检测器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设计具有数千个电子通道的合适读出芯片。这些像素芯片包
含像素单位单元的规则排列，每个单元服务于通过凸点键合连接连接的一个传感器像素，并且此外
还包括片上电路，通过该片上电路将命中信息从每个芯片的底部被传送出去。像素单位单元必须尽
可能小，因为它们的面积决定了传感器像素的大小，并因此决定了空间分辨率。虽然典型功耗远低
于 100μW，但每个像素电路必须提供传感器电荷的低噪声放大，命中判别以及适合应用的读出结
构。必须保证足够的模拟链和数字部分的速度，明确的阈值以及可能的高辐射硬度。本章讨论各种
要求并提出解决上述挑战的方法。描述了用于粒子物理学和生物医学实验的各种现有读出体系结
构。
像素系统中的大量通道只能通过高度集成的定制电子电路来解决。因此，只有获得合适的芯片
制造技术才能实现像素系统的开发。早期的设计必须使用≈3μm 栅极长度的技术，因此只有几十
2
个晶体管可以适合 330×330μm 尺寸的像素单元。随着技术特征尺寸的缩小，更复杂的功能（特别
是在参数调整和数据处理部分中）可以集成到面积显着缩小的像素中。特征尺寸为 0.25μm 及以下
2
的深亚微米技术（DSM）的存取使 55×55μm 的像素单元成为可能，每个像素单元包含数百个晶体
管。越来越多的设计可能性必须满足越来越多的苛刻要求。在模拟部分，必须应对由于传感器中的
辐射损伤导致的更高的泄漏电流和更低的信号电荷。由于新实验中的交互速率较高（LHC 为
40MHz）
，模拟部分必须变得更快。另一方面，由于在粒子物理学所需的低质量支撑结构中电子和传
感器的冷却变得困难，每像素允许的功耗降低。数字读出架构不得不处理更高的数据量，因此必须
采用新的概念。
第一个可操作的芯片和系统是为使用硅作为传感器材料的粒子物理实验而开发的。在这些应用
中，像素中的可能命中发生在精确已知的时刻，即在粒子束与目标碰撞之后不久或与相反方向的另
一束碰撞之后。来自其他检测器组件的触发信号通常在固定的时间间隔（等待时间）之后可用，以
选择用于读出感兴趣的事件。触发信号的产生通常需要几个微秒，这对应于 LHC 上大约 100 次相互
作用。用于粒子物理应用的像素芯片因此执行片上零点抑制。它们缓冲命中，直到触发信号到达，
并只发送一小部分命中数据采集（DAQ）
。一些最近的芯片立即发送零点抑制命中数据，以便像素信
息能够对触发产生贡献。
像素探测器也是用于医疗应用（X 射线成像，放射自显影，X 射线断层摄影术，正电子发射断
层摄影术）的有前景的装置。几个研究小组已经构建了可以计算每个像素击中次数的芯片。在每个
像素中具有两个计数器的双阈值芯片允许每次击中的能量鉴别。这应该会导致图像中的对比度增
强。
虽然现有的像素芯片使用不同的几何形状，读出原理和模拟电路，但几个构建模块和属性对于
设计的主要部分来说是相同的。芯片可以分为一个有源区域，它包含一个几乎相同的矩形或正方形
像素的重复矩阵，以及控制有源部分的周边芯片，其中数据被缓存，全局功能通用于所有像素位于
用于连接的导线键合焊盘的下边缘，以便芯片可以并排靠在模块上。芯片之间的间隙尽可能小，因
此底层传感器像素的尺寸只能略微增加。最小间隙尺寸取决于芯片切割的公差和翻转过程中所需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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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区域中的像素单位单元（通常表示为 PUC）通常与相应的传感器像素具有相同的面积。这
种基于列的方法是有利的，特别是对于矩形像素是有利的，因为 PUC 中的区域被总线信号占用。当
仅有少量金属层可用于布线时，这一点很重要。为了在像素之间共享电路并减少数字和模拟部分之
间的串扰，两列通常组合在一起成为“列对”
。例如，如果读出部分的大部分由两个相邻列中的像
素使用，则在外部具有模拟部分和凸块焊盘的镜像布置以及列对中间的公共读出是有利的。所有信
号来自芯片底部的基于列的布局在有效区域的侧面或上面不需要电路，因此有源区域和芯片切割边
缘之间的距离可以小到设计规则所允许的所使用的技术（通常为 50-100μm）。这对于更加密集地
放置模块上的芯片很重要。
芯片的底部部分通常被分成重复块，以连接到列，全局控制和偏置部分，以及线键合焊盘。芯
片上通常包含模拟测试脉冲发生器，以将已知电荷注入像素。列的接口为 PUC 中的模拟部分分配偏
置信号，它们提供缓存的数字控制信号，并且它们包含接收器和可能的缓存存储器，用于从像素发
送数据。缓存数据到接收到触发信号的电路可能相当复杂和耗费空间。全局控制部门负责与外界的
沟通。为了节省导线键合焊盘，串行协议通常用于将配置数据下载到芯片，并将命中信息从芯片发
送到 DAQ。
在数据采集期间进入和来自芯片的信号可能交叉耦合到非常敏感的放大器输入端。因此经常使
用低摆动差分信号，从而增加了所需的导线接合焊盘的数量。独立的多个焊盘通常用于模拟和数字
电源电压，以降低欧姆和电感损耗，并增加冗余。
PUC 的大小和数量以及一些现有芯片的总有效面积。芯片总尺寸是一个良好的填充因子（需要
大芯片）和产量（减少大芯片）之间的妥协。最近的芯片使用栅极长度为 0.25μm 的技术和多达六
2
个用于布线的金属层，使得像素可以变得更小。这些技术仍然可以为面积超过 1 cm 的芯片提供良
好的良率，这对于用这种技术制造的商业芯片来说是一个普遍的尺寸。
传感器像素可以通过电容到背面（Cbackside）和第一个（或更多）相邻像素（Cinterpix）建
模。假设相邻像素被连接的放大器保持在恒定的电位（这不完全正确）
，可以将电容相加，得到有
效的检测器电容 Cdet，这对于电路分析来说是关键的量。Cdet 简单传感器电路模型的核心元素。
添加恒定电流源以模拟流入中心像素的传感器泄漏电流部分。在由偏压产生的电场的影响下，在传
感器体积中产生的电子-空穴对漂移到电极。已经在充电运动期间在像素及其相邻像素上感应的信
号由时间依赖性电流源建模。该电流信号的确切时间形状取决于很多因素，如电荷沉积的位置，传
感器材料属性（迁移率，俘获）
，偏置电压和像素几何形状（小像素效应）
。总漂移时间≈10ns 通
常用于模拟 300μm 厚的硅传感器，其中最小电离粒子可沉积总电荷≈4fC。信号的极性由像素上收
集的电荷载流子的类型决定。对于像硅这样具有二极管结的传感器材料，必须选择电压使二极管反
向偏置。对于其他“欧姆”材料，如碲化镉或金刚石，由于电子迁移率较高，负输入信号更为常
见。这需要相对于像素的负背侧偏置电压。典型的像素在照射前具有大约 100fF 的电容和大约
10pA 的泄漏电流。
几个电路元件几乎总是存在于芯片有源部分中的基本 PUC 中。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简要讨论公
共电路块。
一个小的方形或八角形凸起垫用于连接传感器像素。芯片钝化层开口的大小取决于可用空间和
所用凸点技术，范围从 12μm（ATLAS）到 50μm（MPEC2）
。钝化层对于某些凸块结合技术而言不能
太高。连接到放大器输入端的缓冲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节点，必须注意布局以将其屏蔽到底层电路
和衬底。一种优雅的可能性是使用焊盘和下面的金属屏蔽之间的电容来实现反馈和注入电容。
瞬态输入电荷的前置放大器输出信号的上升时间取决于其增益带宽乘积和闭环增益，其大致由
检测器和反馈电容的比率决定。较大的检测器电容或较小的反馈电容会导致较慢的上升时间。上升
时间当然受限于在电荷收集期间引起的信号的持续时间和确切形状，特别是如果使用慢传感器材料
或低偏压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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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的值的选择因此是电荷增益，输入阻抗，速度，稳定性和匹配（通道之间的增益均匀性）
之间的折衷。在大多数像素前端芯片中使用 4-30fF 的值。一个典型的几百个反相增益会导致几个
pF 的有效输入电容，这比典型的传感器电容大一个数量级。
前置放大器是 PUC 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必须提供远高于 100 的反相增益，并具有足够的带
宽。其功耗在大多数应用中必须保持非常低（粒子物理通常为 50μW）
，以限制有源区域的散热。
由于前置放大器的噪声是 PUC 性能的关键因素，对于给定的检测器电容和整形器特性，频率无关白
噪声以及 1/f 噪声必须最小化。输入晶体管通常是占主导地位的噪声成分，所以它的类型（NMOS，
PMOS，双极性晶体管）
，尺寸和偏置条件必须仔细选择。另一个设计目标是放大器对电源电压的波
动具有很好的抵抗力，这可能是由芯片活动的变化和从数字到模拟部分的交叉耦合产生的。因此期
望在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内的高电源抑制比。例如，可以使用差分拓扑来实现。

附录 3：程序代码
#include <Math/DisplacementVector2D.h>
#include <Math/Vector2D.h>
#include <Math/Vector3D.h>
#include <TFile.h>
#include <TTree.h>
#include <memory>
// FIXME: these includes should be absolute and provided with installation?
#include "/opt/allpix/v1.1.0/src/objects/MCParticle.hpp"
#include "/opt/allpix/v1.1.0/src/objects/PixelCharge.hpp"
#include "/opt/allpix/v1.1.0/src/objects/PixelHit.hpp"
#include "/opt/allpix/v1.1.0/src/objects/PropagatedCharge.hpp"
/**
* Construct a ROOT TTree from the data objects that can be used for comparison
*/
std::shared_ptr<TTree> constructComparisonTree(TFile* file, std::string dut) {
// Read pixel hit output
TTree* pixel_hit_tree = static_cast<TTree*>(file->Get("PixelHit"));
if(!pixel_hit_tree) {
std::cout << "Could not read tree PixelHit, cannot continue." << std::endl;
return std::make_shared<TTree>();
}
TBranch* pixel_hit_branch = pixel_hit_tree->FindBranch(dut.c_str());
if(!pixel_hit_branch) {
std::cout << "Could not find the DUT branch on tree PixelHit, cannot continue." << std::endl;
return std::make_shared<TTree>();
}
第 48 页，共 56 页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 2018 届本科毕业论文

std::vector<allpix::PixelHit*> input_hits;
pixel_hit_branch->SetObject(&input_hits);
// Read deposited and propagated charges for history
TTree* deposited_charge_tree = static_cast<TTree*>(file->Get("DepositedCharge"));
if(!deposited_charge_tree) {
std::cout << "Could not read tree DepositedCharge" << std::endl;
}
TTree* propagated_charge_tree = static_cast<TTree*>(file->Get("PropagatedCharge"));
if(!propagated_charge_tree) {
std::cout << "Could not read tree PropagatedCharge" << std::endl;
}
// Read pixel charge output
TTree* pixel_charge_tree = static_cast<TTree*>(file->Get("PixelCharge"));
if(!pixel_charge_tree) {
std::cout << "Could not read tree PixelCharge" << std::endl;
}
TBranch* pixel_charge_branch = pixel_charge_tree->FindBranch(dut.c_str());
std::vector<allpix::PixelCharge*> input_charges;
pixel_charge_branch->SetObject(&input_charges);
// Read MC truth
TTree* mc_particle_tree = static_cast<TTree*>(file->Get("MCParticle"));
if(!mc_particle_tree) {
std::cout << "Could not read tree MCParticle" << std::endl;
}
TBranch* mc_particle_branch = mc_particle_tree->FindBranch(dut.c_str());
if(!mc_particle_branch) {
std::cout << "Could not find the DUT branch on tree MCParticle" << std::endl;
}
std::vector<allpix::MCParticle*> input_particles;
mc_particle_branch->SetObject(&input_particles);
// Initialize output tree and branches
auto output_tree = std::make_shared<TTree>("clusters", ("Cluster information for " + dut).c_str());
int event_num;
// Event number
output_tree->Branch("eventNr", &event_num);
// Cluster size
int output_cluster, output_cluster_x, output_cluster_y;
double aspect_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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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_tree->Branch("size", &output_cluster);
output_tree->Branch("sizeX", &output_cluster_x);
output_tree->Branch("sizeY", &output_cluster_y);
output_tree->Branch("aspectRatio", &aspect_ratio);
// Charge info
int output_total_charge;
std::vector<int> output_charge;
output_tree->Branch("totalCharge", &output_total_charge);
output_tree->Branch("charge", &output_charge);
// Signal info
int output_total_signal;
std::vector<int> output_signal;
std::vector<int> output_seed_signal;
std::vector<int> output_clus_signal;
output_tree->Branch("totalSignal", &output_total_signal);
output_tree->Branch("signal", &output_signal);
output_tree->Branch("seed_signal", &output_seed_signal);
output_tree->Branch("cluster_signal", &output_clus_signal);
// Single pixel row / col
std::vector<int> output_rows;
std::vector<int> output_cols;
output_tree->Branch("row", &output_rows);
output_tree->Branch("col", &output_cols);
// Real track information
int output_track_count;
double output_track_x, output_track_y;
output_tree->Branch("trackCount", &output_track_count); // FIXME: problems arise if not one
output_tree->Branch("trackLocalX", &output_track_x);
output_tree->Branch("trackLocalY", &output_track_y);
// Calculated track information and residuals
double output_x, output_y, output_res_x, output_res_y;
output_tree->Branch("localX", &output_x);
output_tree->Branch("localY", &output_y);
output_tree->Branch("resX", &output_res_x);
output_tree->Branch("resY", &output_res_y);
// Convert tree for every event
for(int i = 0; i < pixel_hit_tree->GetEntries(); ++i) {
pixel_hit_tree->GetEntry(i);
if(pixel_charge_tree)
pixel_charge_tree->GetEntry(i);
if(mc_particle_tree)
mc_particle_tree->GetEntry(i);
if(deposited_charge_tree)
deposited_charge_tree->GetEntr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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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ropagated_charge_tree)
propagated_charge_tree->GetEntry(i);
// Set event number
event_num = i + 1;
// Set cluster sizes
output_cluster = input_hits.size();
std::set<int> unique_x;
std::set<int> unique_y;
for(auto& hit : input_hits) {
unique_x.insert(hit->getPixel().getIndex().x());
unique_y.insert(hit->getPixel().getIndex().y());
}
output_cluster_x = unique_x.size();
output_cluster_y = unique_y.size();
aspect_ratio = static_cast<double>(output_cluster_y) / output_cluster_x;
// Set charge information
output_charge.clear();
output_total_charge = 0;
for(auto& pixel_charge : input_charges) {
output_charge.push_back(pixel_charge->getCharge());
output_total_charge += pixel_charge->getCharge();
}
// Set signal information
output_signal.clear();
output_total_signal = 0;
for(auto& hit : input_hits) {
output_signal.push_back(hit->getSignal());
output_total_signal += hit->getSignal();
}
// Set pixel position information
output_rows.clear();
output_cols.clear();
for(auto& hit : input_hits) {
// FIXME defined order
output_rows.push_back(hit->getPixel().getIndex().y());
output_cols.push_back(hit->getPixel().getIndex().x());
}
// Set cluster and seed information
const int NCOLS = 48;
第 51 页，共 56 页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 2018 届本科毕业论文
const int NROWS = 16;
int PIX_SEED_THR = 500; // ADC
int PIX_CLU_THR = 0; // ADC
int pix_map_sig[NCOLS][NROWS]={0};
for(auto& hit : input_hits) {
auto _row = hit->getPixel().getIndex().y();
auto _col = hit->getPixel().getIndex().x();
pix_map_sig[_col][_row] += hit->getSignal();
}
int tmp_seed_signal=0;
int x_seed = 0;
int y_seed = 0;
int tmp_clu_sig =0;
const size_t clustersize = static_cast<size_t>(std::round(7/2));
for(int i=0; i<NCOLS; i++){
for(int j=0; j<NROWS; j++) {
if(tmp_seed_signal < pix_map_sig[i][j]){
tmp_seed_signal = pix_map_sig[i][j];
x_seed = i;
y_seed = j;
}
}
}
output_seed_signal.clear();
output_clus_signal.clear();
//unsigned x_start=0, y_start=0;
if(tmp_seed_signal > PIX_SEED_THR){
output_seed_signal.push_back(tmp_seed_signal);
// if((x_seed - clustersize) > 48) x_start = 0; else x_start = x_seed - clustersize;
// if((y_seed - clustersize) > 16) y_start = 0; else y_start = y_seed - clustersize;
// std::cout<<"Check for start: beforex: " << x_seed - clustersize << ", afterx: " << x_start
<<std::endl;
// std::cout<<"Check for start: beforey: " << y_seed - clustersize << ", aftery: " << y_start
<<std::endl;
for(unsigned i= x_seed - clustersize; i< x_seed + clustersize; i++){
for(unsigned j= y_seed - clustersize; j< y_seed + clustersize; j++){
if( (i>=0) && (i<NCOLS) && (j>=0) && (j<NROWS)){
tmp_clu_sig += pix_map_sig[i][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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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tmp_clu_sig > PIX_CLU_THR){
output_clus_signal.push_back(tmp_clu_sig);
}
}
//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tual track
output_track_count = 1 + input_particles.size();
output_track_x = 0;
output_track_y = 0;
// FIXME: guess the truth position from the average of start and end points
for(auto& particle : input_particles) {
output_track_x += (particle->getLocalStartPoint().x() + particle->getLocalEndPoint().x()) /
2.0;
output_track_y += (particle->getLocalStartPoint().y() + particle->getLocalEndPoint().y()) /
2.0;
}
if(!input_particles.empty()) {
output_track_x /= input_particles.size();
output_track_y /= input_particles.size();
}
// Calculate local x using a simple center of gravity fit
// FIXME no corrections are applied
ROOT::Math::XYZVector totalPixel;
double totalSignal = 0;
for(auto& hit : input_hits) {
totalPixel += static_cast<ROOT::Math::XYZVector>(hit->getPixel().getLocalCenter()) *
hit->getSignal();
totalSignal += hit->getSignal();
}
totalPixel /= totalSignal;
output_x = totalPixel.x();
output_y = totalPixel.y();
output_res_x = output_track_x - output_x;
output_res_y = output_track_y - output_y;
output_tree->Fill();
}

return output_tr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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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print_usage(){
printf("NAME\n\tgenApx - Gen Allpix root files\n");
printf("\nSYNOPSIS\n\tgenApx input output\n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 (argc < 2) {
print_usage() ;
return -1;
}

TString inputFile = std::string(argv[1]);
TString outputFile = std::string(argv[2]);

printf("Input: %s\n", inputFile.Data());

auto fin = new TFile(inputFile);
auto fout = new TFile(outputFile, "RECREATE");
auto tree = constructComparisonTree(fin, "mydetector");
tree->Write();
fout->Close();
printf("File saved as: %s\n", outputFile.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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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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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郑波副教授。感谢郑老师引领我走向科研领域，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今后学
习的榜样，同时也感谢郑老师在生活学习上给我的帮助。
感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楼 B427 办公室的师兄师姐。感谢他们在技术上给我的指导
以及在细节问题上对我的帮助，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我获益匪浅，也让我感
受到了科研的乐趣所在。
同时，也一并感谢在完成毕业设计期间与我一起在高能物理研究所生活学习的同
学，与他们讨论问题不仅拓展了我的知识面，更开阔了我的眼界。
衡山之下，湘江北去，大学毕业不只是四年学习的终点，更是今后学习的起点，今
后一定不辜负师长家人的期望，用全新的姿态去争取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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