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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EPC-SPPC 的提出，使得国内有关大型对撞机上的各项技术研发被提上
了日程。顶点探测器作为对撞区探测器的核心部件，对分辨率，抗辐照能力，
电荷收集性能以及功耗有着更高的要求。针对 CEPC 的需求,高能所的研发人
员设计并提交了首款 CMOS 像素探测器流片—JadePix1。JadePix1 作为首款
原型芯片，为方便测试能够提供相关优化信息，设计并集成了不同几何结构
的像素阵列。本论文就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搭建好的数据测试系统，使用不
同的辐照源对原型芯片进行测试，进而研究其电荷收集效率。
论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1)对各像素阵列的噪声采样和基线分析；(2)
数据分析及重建算法说明；(3)使用

和

放射源进行 X 射线和 射线辐

照测试，涉及 6 个不同几何结构的像素阵列，通过 X 射线辐照能谱标定各像
素阵列信号增益以及计算电荷收集效率；再根据 射线的辐照结果得到各像
素阵列相对电荷收集性能结果。两次辐照测试结果相互印证，进而得到芯片
优化信息。(4)通过与器件模拟的结果相互对照，验证模拟算法的可行性，为
今后做模拟优化打下基础。
本论文在原始数据的筛选和处理上，提供了一套完整并得到验证的分析
流程。对信号重叠、边缘击中以及事例判选上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数据验证。
其次提出了一种针对

辐照能谱的拟合和电荷收集效率的计算方法。数据

分析算法经过优化及验证，足以满足大批量数据分析的要求。

关键词： ，CMOS 像素探测器，电荷收集效率，带电粒子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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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charge collections efficiency for CMOS pixel
sensors
Abstract
The propose of CEPC-SPPC has triggered the exploration for various technologies of the large collider in China.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collider, the vertex
detector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on resolution, radiation tolerance, charge collection performance and power consumption. For adapted the CEPC detector
conditions, researchers of IHEP(CAS) designed and submitted the first CMOS pixel
sensor chip—JadePix1. As the first prototype chip, it’s designed and integrated
some pixel arrays with different geometric structures which would provide relevant
optimization information after test. Base on JadePix1, we use different irradiation
sources to test the prototype chip, and then study its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through a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In this thesis : (1)Analyze the noise and pedestal for different pixel arrays;
(2)Specification for algorithm of rebuilding data; (3)Use

(X-ray) and

( -ray) to test the chip charge collection performance. Get gain from X-ray test
result then calculate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and validate the charge collection
performance depend on

-ray result. At same time, more optimization informati-

ons about chip are given.
Detailed description for data analysis process is introduced which includes
excluding overlapped hits, edge hits and selection for good events.A new method
to calculate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is given in this thesis. All Script to decode
source data satisfy the needs for big data after validated.

Key Words： CMOS pixel sensor，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energy
loss of electric particle

- III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目

录

要 ...................................................................................................................... I

摘

Abstract ..................................................................................................................III
插图及附表清单 .................................................................................................. VII
英文缩写说明清单 ............................................................................................... IX
1 引

言 ..................................................................................................................1

1.1 项目简介及其探测器概念设计 ................................................................1
1.2 CMOS 像素探测器在高能物理实验中的应用背景 .................................3
2 硅探测器的基本原理 ..........................................................................................5
2.1 硅的基本特性 ............................................................................................5
2.1.1 硅及其硅的掺杂 ..............................................................................6
2.1.2 硅中载流子浓度 ..............................................................................7
2.1.3 硅中载流子的导电机制 ................................................................10
2.2 PN 结的特性 ............................................................................................. 11
2.3 CMOS 像素探测器 ...................................................................................16
2.3.1 金属-半导体-氧化物场效应管(MOSFET) ...................................16
2.3.2 CMOS 像素探测器结构 .................................................................17
2.3.3 线性电场近似模型 ........................................................................18
3 粒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 ................................................................................20
3.1 光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 ......................................................................20
3.1.1 光吸收 ............................................................................................20
3.1.2 光电效应 ........................................................................................22
3.2 带电粒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 ..............................................................22
3.2.1 Bethe-Bloch 公式 ............................................................................23
3.2.2 电离能损的涨落和分布 ................................................................25
3.3 55Fe 放射源 ................................................................................................26
3.4 90Sr 放射源 ................................................................................................28
4 实验测试平台简介 ............................................................................................29
4.1 JadePix1 芯片的结构布局........................................................................29
4.2 信号读出方式 ..........................................................................................31
4.3 测试系统结构 ..........................................................................................32
5 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33
5.1 数据处理与筛选 ......................................................................................33
- V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5.1.1 原始数据结构 ................................................................................ 33
5.1.2 数据筛选 ........................................................................................ 34
5.1.3 数据存储 ........................................................................................ 39
5.2 55Fe 测试 ................................................................................................... 40
5.2.1 背景噪声水平 ................................................................................ 40
5.2.2 X 射线能量沉积结果 ..................................................................... 41
5.2.3 边缘击中事例的影响 .................................................................... 46
5.2.4 增益计算和电荷收集效率分析 .................................................... 47
5.3 90Sr 测试.................................................................................................... 51
5.3.1 带电粒子的电离能谱 .................................................................... 51
5.3.2 电荷收集效率分析 ........................................................................ 52
5.4 模拟实验结果对比 ................................................................................. 53
6 结 论 ............................................................................................................... 56
参考文献 ............................................................................................................... 57
附录 A

外文文献原文 ...................................................................................... 59

附录 B

外文文献译文 ...................................................................................... 65

在学取得成果 ....................................................................................................... 73
致 谢 ................................................................................................................... 75

- VI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插图及附表清单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1-1
1-2
2-1
2-2
2-3
2-4
2-5
2-6
2-7
3-1
3-2
3-3

CEPC-SPPC 秦皇岛选址及其结构布局 ................................................................ 2
CEPC 探测器概念设计图(1/4 截面) ...................................................................... 2
硅掺杂能级图 .......................................................................................................... 7
PN 结 ..................................................................................................................... 12
不同耗尽情况下的电场 ........................................................................................ 14
Shockley–Read–Hall 复合（间接复合） ............................................................. 15
NMOS 管 (a)结构示意图 (b)非平衡条件能带 (c)I-V 曲线 .............................. 16
CMOS 像素探测器结构........................................................................................ 17
单边突出 PN 结 ..................................................................................................... 18
热平衡时电子空穴对的产生和复合 .................................................................... 20
光吸收时的电子空穴对的产生和复合 ................................................................ 21
直接带隙和间接带隙跃迁 .................................................................................... 22

图 3-4

介子在 Cu 中的电离能损分布 ...................................................................... 24

图 3-5

MIP 粒子在不同厚度的单晶硅材料中的能损曲线 ............................................ 24

图 3-6

500MeV 介子在四种不同厚度的单晶硅材料中的能量损失涨落 .................... 25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4-1
4-2
4-3
4-4
4-5
4-6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10
5-11
5-12
5-13
5-14

像素阵列布局 ........................................................................................................ 29
读出电子学电路 .................................................................................................... 29
像素区域的几何结构平面图 ................................................................................ 30
芯片信号发送流程 ................................................................................................ 31
芯片信号发送时序图 ............................................................................................ 31
测试系统结构图 .................................................................................................... 32
原始数据结构 ........................................................................................................ 33
原始数据二进制文件 ............................................................................................ 34
几个不同像素的 55Fe 辐照原始信号 ................................................................... 35
55
Fe 辐照结果 cds 信号处理 ................................................................................. 35
不同大小的簇团定义 ............................................................................................ 36
55
Fe 辐照多光子击中情况 .................................................................................... 37
几种不同的信号重叠情况 .................................................................................... 37
5*5 簇团信号重叠判定 ........................................................................................ 38
55
Fe 辐照筛选出的两次击中事例 ........................................................................ 38
数据存储结构.................................................................................................... 39
边界事例的簇团信号 ........................................................................................ 39
各像素阵列噪声采样均值 ................................................................................ 40
阵列 A4 不同簇团大小的 55Fe 辐照能谱 ....................................................... 41
阵列 A4
簇团中不同数目的像素个数所能收集的信号统计图 .......... 42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阵列 A4 实际簇团大小及其簇团信号统计图 ................................................ 42
阵列 A1~A3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 43
阵列 A4~A6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 43
A1~A3 55Fe 辐照单光子像素触发分布 ........................................................ 44
A4~A6 55Fe 辐照单光子像素触发分布 ........................................................ 44
A1~A3 55Fe 击中中心信号分布 .................................................................... 44
A4~A6 55Fe 击中中心信号分布 .................................................................... 45
A1 和 A4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 45
A2 和 A5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 45
A3 和 A6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 46
边界载流子反射对噪声基线的影响 ................................................................ 46
边界击中事例的影响 ........................................................................................ 47
55
Fe 能谱的双高斯拟合图 ................................................................................ 49

- VII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图
图
图
图
图
图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2-1
3-1
4-1
5-1
5-2
5-3
5-4

各像素阵列的簇团信号重建效果图 ................................................................ 50
各像素阵列实际簇团大小统计效果图 ............................................................ 51
各像素阵列的带电粒子能损图 ........................................................................51
各像素阵列 90Sr 辐照局部 Landau 拟合图 ...................................................... 52
TCAD 对单个像素电场的模拟结果 ................................................................ 53
5.9keV 光子辐照得电荷收集模拟结果 ........................................................... 54
硅的基本性质参数表 ..............................................................................................6
55
Fe 放射源的 X 射线相对密度 ............................................................................27
各像素阵列几何参数表 ........................................................................................ 30
各像素阵列不同辐照源数据采样大小 ................................................................ 34
各阵列 ADC 增益数据表 ...................................................................................... 48
各阵列电荷收集效率表 ........................................................................................ 49
各像素阵列 90Sr 辐照结果统计表 ........................................................................52

- VIII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英文缩写说明清单
CMOS

:

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Transistor

LHC

:

Large Hardon Collider

SSC

:

Super Superconducting Collider

RLHC

:

Really Large Hardon Collider

VLHC

:

Very Large Hardon Collider

CEPC

:

Circular Electron-Position Collider

SPPC

:

Super Proton-Proton Collider

pre-CDR

:

Preliminary Conceptual Design Report

SIT

:

Silicon Inner Tracker

FTDs

:

Forward Tracking Disks

SET

:

Silicon External Tracker

ETDs

:

End-cap Tracking Disks

TPC

:

Time Projection Chamber

MAPS

:

Monolithic Active Pixel Sensors

SCR

:

Space Charge Region

MOSFET

: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NMOS

:

Negative channel-Metal-Oxide-Semiconductor

PMOS

:

Positive channel-Metal-Oxide-Semiconductor

MIP

:

Minimum Ionizing Particle

MPV

:

Most Probabilistic Value

ADC

: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CDS

:

Couple Digital Sample

CCE

:

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

FPGA

: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SNR

:

Signal-Noise Ratio

- IX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1引

言

本章主要介绍了该论文的研究背景——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
提出以及 CMOS 像素探测器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应用。
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高能物理实验的国际化大环境和 CEPC-SPPC 主体
及探测器结构。
第二部分回顾了 CMOS 像素探测器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应用并说明了
CMOS 像素探测器能应用在 CEPC 上的原因。

1.1 项目简介及其探测器概念设计
2012 年，希格斯玻色子在位于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深
埋于地下，周长达 27 公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rdon Collider，简称 LHC)
上被发现。这一发现展示了 LHC，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科学仪器能将科学技
术最基本的前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然而，在世界高能物理领域里存在一个
长期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LHC 是不是最后一个强子对撞机？这个问题
在美国的超导超级对撞机 SSC 夭折后曾多次在国际高能物理学术会和研讨会
上提出。曾有几项工作(RLHC 和 VLHC)试图寻找前进的方向，但均出于各种
原因无疾而终。然而这种情况在 2012 年夏季发现希格斯粒子后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1]。希格斯粒子的发现引发了新一轮世界高能物理领域的战略规划，重
新 燃 起了 对 未来 大型环 形 对撞 机 的兴 趣。由 于 希格 斯 粒子 的质量 较 低
(126GeV)，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可以作为希格斯工厂。但是为克服高能正负
电子的同步辐射，环形对撞机的周长必须足够大。如果有了这样巨大的环形
隧道，就能理想地建造一台能量远高于 LHC 的质子-质子对撞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与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国
家的机构合作，开始了一项 50-100 公里环形对撞机的研究。它将首先用来作
为希格斯工厂，称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ircular Electron-Position Collider，
简称 CEPC)。将来在同一隧道中再造一台 70-100TeV 的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
(Super Proton-Proton Collider，简称 SPPC)。CEPC 与 SPPC 可以同时运行，作
为研究基本粒子和宇宙结构的强有力的工具。除了轻子-轻子和质子-质子对
撞外，它们还能被用于轻子-质子对撞，离子-离子对撞，和轻子-离子对撞。
2014 年，有高能所领头发布了 CEPC-SPPC 的初步概念设计报告(Preliminary
Conceptual Design Report，简称 Pre-CDR)。这份报告基于一个 54 公里环的设
计，CEPC 初步设计的质心系能量为 240GeV，SPPC 约在 50-100TeV。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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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在地下 50-100 米深处，能容纳三个环形加速器：CEPC 对撞机、SPPC 对
撞机、全能量 CEPC 增强器。国内许多地方政府对提供场址建造这台机器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图 1-1 展示了一个候选地址——秦皇岛。图中提供了两种
不同尺寸的圆环 54km 和 100km，环的大小取决于项目资金。

图 1-1

CEPC-SPPC 秦皇岛选址及其结构布局

以 54km 的圆环设计为例，总共有 8 个弧段和 8 个直线段。4 个长直线段
每个长度约 1km，用于对撞区和射频系统；另 4 个直线段每个长度约 850m，
用于射频系统、注入器、束流输运等。在核心对撞区，将放置由不同探测器
组成的大型探测器系统，用于重建对撞出来的粒子信息[2]。

图 1-2

CEPC 探测器概念设计图(1/4 截面)

如图 1-2 所示，CEPC 探测器的概念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3]：


顶点探测器(Vertex)：主要由具有高分辨率像素探测器构成。其被放
置在离对撞顶点(IP)很近的位置，半径只有 16mm。该顶点探测器要
求具有能明显标记 b-/c- 夸克喷注和 -轻子的能力。



径迹探测器：由硅基的内层径迹探测器(SIT)，前置径迹轮盘(F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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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外层径迹探测器(SET)，外置径迹轮盘(ETDs)四个部分组成。一
方面，VTX 和 SIT 能够在对撞顶点附近具有非常高的空间分辨本领；
另一方面，SET 和 ETD 能够在尽可能长的径迹范围内提供非常高的
空间分辨测量，从而提高对带电粒子动量测量的分辨率。FTD 使得
径迹的角度侧链范围显著增加(


)。

时间投影室(TPC)：长 4.7m，外围半径为 1.8m。TPC 能在空间上大
大增强分辨率，为径迹重建提供重要的位置信息。



量能器系统：由电磁量能器(ECAL)和强子量能器(HCAL)组成。它在
粒子流计算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超导螺线管：环绕着量能器外面，提供 3.5T 的强磁场。
介子探测器：铺置在整个探测器的最外面。

本论文研究的 CMOS 像素探测器是针对顶点探测器(Vertex)研发的，其
对分辨率和抗辐照性能有着更高的要求。

1.2 CMOS 像素探测器在高能物理实验中的应用背景
近几年来，高能物理实验所取得的重大突破都得益于使用了性能优异，
高精度的径迹探测器(track detector)和顶点探测器(vertex detector)。为了区别
粒子的类型，就需要知道粒子的质量和动量。而只要知道带电粒子在磁场中
的运动轨迹就可以计算其质量和动量。径迹探测器和顶点探测器的空间分辨
率越好，就能够更为准确的获得粒子的动量信息，提高实验结果精度，带来
更多额外的粒子信息。同时抗辐照性能优异的探测器还能延长探测器的使用
寿命，极大的降低了运维成本。
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高能物理大装置上顶点探测器和径迹探测器也逐
步升级，先后出现了硅微条探测器，像素探测器和 CCD 等。硅像素探测器具
有高空间分辨率、高探测效率、高计数率以及抗辐照等优点，目前广泛应用
于高能物理对撞实验顶点探测器和径迹探测器，用于精确测量带电粒子动量
以及准确重建初、次级顶点。硅像素探测器同时在医疗成像、航空航天等领
域有重要作用，极具发展潜力，是探测器技术发展领域的前沿方向。
2001 年，第一个用于带电粒子径迹探测的 CMOS MAPS(Monolithic
Active Pixel Sensors )探测器由法国的 IPHC-IRS 研究组设计完成[4]。并在随后
的十多年间，IPHC 成功开发了一系列 CMOS MAPS 探测器，并命名为
MIMOSA 探测器。多项实验结果表明，MIMOS 探测器可以使用标准 CMOS
平面工艺制造，价格低廉，性能可靠，探测效率接近百分之百，具有很高的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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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辨率。
单片式像素传感器已经运用在了日本的 Belle-II 探测器[5-6]和美国 Brookhaven 国家实验室的 STAR 探测器上[7]。而 ATLAS HL-LHC 下一步的升级也
将采用 CMOS 探测器[8]。未来我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上的顶点探
测器对性能有着更高的要求：较高的空间分辨率
，较快的电子学读出速度

，较低的功耗

，同时还要满足较好的抗辐照性能。

而 CMOS 像素传感器低成本、高分辨率和低功耗的优点，使得其成为一种用
于制造 CEPC 顶点探测器的极具吸引力的候选技术。
CMOS 像素探测器作为一种半导体探测器，其电荷收集特性无疑是最重
要的物理参数。在实际的粒子探测器中电荷收集与探测器的灵敏度，分辨率，
响应时间息息相关。良好的探测器性能直接决定了实验结果的精确性。目前，
针对 CEPC 顶点探测器的需求而研制的像素探测器已提交了首次流片，本论
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对 CMOS 器件进行模拟分析和辐照测试，进而获取芯片
的电荷收集效率，为下一步的芯片升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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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硅探测器的基本原理
需要理解 CMOS 探测器的工做原理，就必须对组成探测器最基本的元素
有所了解，本章重点讨论了硅材料的电学特性和 CMOS 像素探测器的工作原
理，并给出了一个 CMOS 像素探测器简单的线性电场近似模型。
第一部分从材料角度讨论了硅中载流子的浓度和导电机制。
第二部分结合实际使用的探测器详细说明了 PN 结特性。
第三部分根据 CMOS 探测器的结构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线性电场近似模
型。

2.1 硅的基本特性
硅作为一种多用途材料推动了电子产品的发展，主导了今天的技术。它
的特性已经被研究透彻并以众所周知。如今，硅被广泛的应用于太阳能电池、
计算机及通信系统之中。Silicon 这个单词最初来源于拉丁词汇 silex；silicis 的
意思是燧石。在常温下，硅不与空气发生反应。但在高温时，硅能与空气中
的氧气发生反应从而在其表面形成一层惰性的氧化层 SiO2。硅对于动植物而
言也十分重要，生活在淡水和咸水中的硅藻能够在水中获取 SiO2 作为细胞
壁的重要组成成分。在自然界中，硅多以复杂的硅酸盐或二氧化硅的形式存
在。1824 年，Jöns Jacob Berzelius 首次发现了硅元素；1854 年，Henri Deville
制备出了晶态硅。硅作为一种半导体在低温下表现为绝缘体，在高温时电导
率随温度上升。其典型的电导率位于金属和绝缘体之间，约
。硅的导电机制可以由共价键来解释。当束缚电子受到高
于阈值的能量激发时，就会变为自由态从而引起导电，外界的激发能量可以
来自于温度、光照、x 射线、 射线等。
上世纪 60 年代，半导体开始被用于粒子探测。最初它作为固定靶实验的
量热计和具有高精度径迹重建的探测器出现在粒子物理实验中。直到 80 年
代，它才被广泛的应用在加速器实验中，通常是放置在对撞顶点附近的硅微
条探测器和硅像素探测器。这得益于硅探测器具有很好的能量分辨率：当穿
过探测器的粒子每释放 3.6

的能量就能产生一对空穴电子对。但在气体探

测器中电离一个气体分子则需要约 30

，这大约是硅探测器的 10 倍。由于

硅较高的密度使得一个最小的电离粒子在硅中的平均能量损失高达 390
，即能产生 108 个电子空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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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硅及其硅的掺杂
硅的基本性质参数见表 2-1。作为典型的半导体，硅材料的能带具有导
带和禁带结构。在低温时，可以认为本征硅的价带为满带，导带为空带。在
没有任何掺杂的情况下，导带中的电子浓度

等于价带中的空穴浓度

，即

。这也体现了电荷守恒定律。导电性能的改变是由于在禁带中存在
多余的能态从而增加了电子被激发到导带或空穴被激发到价带的概率。这种
机制被称为掺杂。各种杂质的加入在硅的禁带中建立了额外的能态，图 2-1。
例如，硼的电离受主态位于价带附近，使得空穴脱离束缚态的能量由 1.12eV
减小到了 0.045eV。有用的杂质能够在导带和价带附近增加额外的能态，其中
A 代表受主，D 代表施主。而杂质能态位于禁带中央附近的金或铜只会增加
漏电流通常不用做掺杂。
表 2-1

参数

硅的基本性质参数表

符号

单位

值

原子序数
相对原子质量

14
28.0855

晶体结构

金刚石结构

晶格常数

5.4307

晶向
电子组态
密度

2.328

熔点

1414

沸点

2355

能带宽度(300K)/(0K)

eV

介电常数

(1.124)/(1.170)
11.7

本征载流子密度
电子迁移率

1350

空穴迁移率

450

导带的等效态密度
价带带的等效态密度
临界电场

30

热膨胀系数
本征电阻率

235

硅作为第 IV 主族元素（最外层有四个电子）,其自由电子的浓度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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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过掺杂来改变。掺入第 V 主族杂质（例如磷，施主杂质，多余的电子作为多
数载流子）称为 n 型硅。掺入第 III 主族杂质（例如硼,受主杂质，多余的空
穴作为多数载流子）称为 p 型硅。
在高能物理实验中所使用的硅探测器的一般浓度参数如下：


Si 原子密度




硅探测器体积



硅微条/像素/



接触电极



轻掺杂（集成电路）



重掺杂（集成电路）

基底掺杂浓度

图 2-1

或者更高

硅掺杂能级图

2.1.2 硅中载流子浓度
在热平衡时，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在温度为

时，能量状态

被占据

的几率可以通过 Fermi–Dirac 统计描述

(2-1)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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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玻尔兹曼常数，

是费米能级
(2-2)

是一个特殊的能级，在费米能级处，处于该能量的能态(如果该能态
存在的话)被占据的几率是 50%。在费米能级以下的能级被占据的几率大于空
着的几率。在费米能级以上的能级，被占据的几率小于 1/2，意味着这些能态
更趋向于是空着的。给出了几个不同温度下的 Fermi–Dirac 分布函数。在绝
对零度，每个电子占据尽可能低的能态。对半导体而言，这意味着价带的每
一个能态都被占据，因此，价带中的任何能态被占据的几率为 1，而导带中的
任何能态被占据的几率为 0。对本征硅来说，费米能级位于十分接近禁带中
央的位置。注意，在费米能级处的能态被占据的几率为 1/2，但是事实上，那
里是没有允许能态的，而且费米能级强烈依赖于掺杂水平。对于相互接触的
材料而言，实际的费米能级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能带之间的相
对位置。
所以在一个允许的能带中，电子占据能量为

的给定能态的几率为
(2-3)

一个能态被空穴占据的几率等于 l 减去该能态被电子占据的几率，因为
一个能态要么被电子占据，要么就是空的。因此，空穴的费米狄拉克分布为
(2-4)
由式(2-3)，得
(2-5)
或
(2-6)
如果，式(2-3)中，

，则

，有
(2-7)

类似的，对于式(2-6)，如果

，则有
(2-8)

式(2-7)和式(2-8)是 Fermi–Dirac 统计的玻尔兹曼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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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自由电子（

为常数），允许的能态按能量分布为
(2-9)

式(2-9)中

是态密度函数，即单位体积单位能量的能态数。推广到半

导体中，对于导带底附近的一个电子，有
(2-10)

式(2-10)中，

是电子的态密度有效质量。动能

区域内，电子的总能量

和势能

是导带底的抛物线

的差，即

。

类似地，在价带顶附近区域，态密度函数为
(2-11)
上式是空穴的态密度，价带边

是价带空穴的势能，

是重空穴和轻

空穴有效质量组合得到的空穴态密度有效质量。
在热平衡的状态下费米能级是一个常数，电子和空穴的分布函数

和

可以表示为
(2-12)
(2-13)
由此自由电子和空穴的浓度可以由以下两式得到
(2-14)
(2-15)
需要注意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多数载流子的浓度可以近似等于掺
杂浓度。根据式(2-14)和式(2-15)可以导出
(2-16)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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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叫做导带等效态密度。这就是说，假如

，每个态被占据的几率为
(2-16)确定。类似地，

个状态全部位于

，导带的电子密度

就可以由式

是价带等效态密度。数字 2 代表了电子自旋的两种

状态。将式(2-16)和式(2-17)相乘即可得到
(2-18)
其中

。
,在被电离时，

在室温下，高纯硅的本征载流子浓度
载流子浓度大约可以达到

。

2.1.3 硅中载流子的导电机制
已知载流子的迁移率为

，则漂移速率为

。不难证明，导电性

依赖于载流子的浓度，迁移率和外部环境（温度，电场等）。用公式描述如下，
和 分别代表掺杂硅材料的电导率和电阻率，
(2-19)
是单位电荷，
空穴的浓度。在

和

分别代表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

和

为电子和

时，高纯硅的电阻率
(2-20)

从微观上来说，载流子的迁移率 可以由下式给出
(2-21)
为两次碰撞之间的平均自由时间。
载流子的迁移率随着掺杂浓度的增加而减小，电导率随掺杂浓度的增加
的变化是非线性的。硅中的载流子迁移率很高，所以非常适合用于高能物理
实验探测器的需求。由于高纯硅中电子的迁移率
迁移率
度接近

，这导致在电场

，空穴的
时载流子的漂移速

，这远远低于在几百微米厚的硅探测器里 10

读出时间。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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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探测器另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电阻率
（例如施主杂质浓度

。在一种杂质主导的半导体里

远大于本征载流子浓度

），电阻率可以表示为：
(2-2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特别是在选择合适的探测器时。后面可以看到
电阻率和探测器最小的工作电压成反比，也就是说电阻率越大，探测器的最
小工作电压越小。

2.2 PN 结的特性
高能物理中所使用的硅探测器，通常在标准的本征硅衬底上大约有
个自由载流子，但是通过带电离子激发仅能产生

个电子。产

生的信号会大量损失在自由载流子中。因此自由载流子必须减少若干个数量
级。这可以通过降低材料到很低的温度或者通过反向偏置的 PN 结增大耗尽
区来实现[9]。
对于大型探测器而言，低温冷却显然是不实用的，因此 PN 结的基本特
性得以充分利用。本节仅针对平衡态下的 PN 结，讨论其在高掺杂和无偏置
条件下的特性。
半导体探测器中的载流子耗尽就是在材料中产生一个空间电荷区（SCR），
见图 2-2。由于在热平衡状态下费米能级是一个常数，为了建立平衡，自由
载流子就会向相反方向移动（n 型区的电子往型区移动，p 型区的空穴往 n 型
区移动）。扩散电流
数，

可以表示为

是载流子的浓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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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PN 结

在 PN 结中由于自由载流子的扩散和复合从而产生了内建电场以阻止其
进一步扩散。热平衡时 PN 节两端的扩散和漂移相互补偿。Poisson 方程可以
用电势函数

描述：
(2-23)

其中
中施主

是在空间电荷区（SCR）的相对介电常数。图 2-2 中展示了 PN 结
和受主

的浓度，电荷密度分布。由此可以得到
(2-24)

根据图 2-2 空间电荷区的宽度可以表示为：
(2-25)
将 SCR 的电荷分布做一个突变近似，电场强度

分布就可以认为是线

性的，可以表示为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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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可以解 Poisson 方程(2-23)得

根据边界条件

(2-28)
(2-29)
因此，内建电势差就可以表示为
(2-30)
其中，

是载流子的迁移率，

是电阻率，

。另一种计算内建

电场的途径是通过本征费米能级和实际费米能级的差和载流子浓度求得：
(2-31)
(2-32)
得到
(2-33)
的数量级大概是几百毫伏相对于几十微米的 SCR。在实际应用
中往往还需要通过一些技术途径来增大或减小 SCR 的宽度。如果在 PN 结的
，就会增大或减小 SCR 的宽度。这里就不在深入讨

两端加上额外的电压

论正向偏置和反向偏置电压下的 PN 结。
在实际的探测器中，产生于 SCR 的载流子才能被收集，而在非耗尽区的
中 产 生的 电 子由 于和多 子 复合 ， 信号 就会丢 失 。考 虑 全耗 尽的情 况 ，
，则有
(2-34)
反之亦然
(2-35)
全耗尽时，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参数，它表示探测器的最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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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工作电压，即探测器能维持正常工作时的最小电压。

图 2-3

不同耗尽情况下的电场

未耗尽：
(2-36)

全耗尽：

(2-37)

过度耗尽：
(2-38)
当

时，热平衡被破坏，内建电场将热激发的电子空穴对扫出

SCR（

为该区域电子空穴对的产生率）形成耗尽区。当然，也有这其中

也有漏电流，可以表示为
(2-39)
可以看出。漏电流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载流子的平均寿命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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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寿命

主要由缺陷和杂质决定，例如空位，Fe、Ni、Cu、Au 等金属杂质，

位错和晶界：
(2-40)
其中

是热扩散速度

， 是载流子穿过的截面，

是缺陷

和杂质的浓度。

图 2-4

Shockley–Read–Hall 复合（间接复合）

图 2-4 所示 Shockley–Read–Hall 复合理论提出由于杂质和缺陷能级能够
促进复合过程。直接复合或产生

的可能性很小。在器件中位错或

析出物，点缺陷特别是像 Cu、Au、Fe、Cr 等金属元素杂质原子会在禁带中
形成一个低能态，又叫做复合中心或中间态。这种复合机制会造成少数载流
子的寿命变短从而改变器件的性能。
：电子发射率，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复合中心向导带发射的电子数
：空穴俘获率，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复合中心从价带俘获的空穴数
：电子俘获率，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复合中心从导带俘获的电子数
：空穴发射率，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复合中心向价带发射的空穴数
电子或空穴被俘获和发射速率主要取决于中间能态的截面
态的电子浓度
(2-17)，发射率

和空穴浓度
和

。平衡状态下，

可以量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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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式(2-41)中活化能

，

为俘获系数，

为载流子的

热扩散速率。

2.3 CMOS 像素探测器
2.3.1 金属-半导体-氧化物场效应管(MOSFET)

图 2-5

NMOS 管

(a)结构示意图

(b)非平衡条件能带

(c)I-V 曲线

以一个典型的 NMOS 管为例，如图 2-5 所示。由于金属-半导体-氧化物
结构的存在使得 n 型的源(source)和漏(drain)之间存在一个沟道(channel)，源
漏电流

会随着门与源之间的电势差

和源漏电压

区间类，这种变换可以认为是线性的。因此在源电压
条件下，可以通过门电压

控制源漏电流

发生变化，在一定
和漏电压

不变的

。NMOS 管可以看作是一个开

关或信号放大电路，在合适的范围类较小的电压信号就会引起较大的电流变
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门电压
电压

。事实上随着

影响的是沟道电导，沟道电流取决于源漏

增大，源端附近的电场变化很小，而且在

增大

到一定值时，源端电场并不能无限增大。这时因为沟道左侧的电流必须右侧
的电流相等，所以电流就会被源端电场钳制，源端附近的电场变化极限决定
了电流大小的极限。随着

增大，I-V 曲线偏离线性并达到饱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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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CMOS 像素探测器结构

图 2-6

CMOS 像素探测器结构

CMOS 又叫互补型金属-半导体-氧化物场效应管。由于工艺原因，如今
我们把使用 MOS 工艺制成的器件统称 CMOS 器件。如图 2-6 所示是一个
CMOS 像素探测器的单像素结构截面。芯片最底层是重掺杂的 P 型基底。中
间是 P 型外延层。最上面分别放有 NMOS 和 PMOS。NMOS 外围的 P-well 层
能够将源和漏与外延层隔离，特别是 N+的源和漏可以作为集电极收集信号
电荷从而使得 N-well 集电极的电荷丢失，所以必须要使用隔离措施避免这种
情况发生。同理 deep P-well 将整个 PMOS 结构与外延层隔离。P 型外延层上
的 N-well 作为集电极收集电离产生的非平衡载流子，耗尽区只占外延层的一
小部分（图中的虚线部分），所以信号电荷主要是通过扩散来收集。但是因为
外延层和基底之间也存在微弱的内建电场，也能够引导电子往收集极(N 阱)
定向移动。一旦电子被收集并存储在二级管的寄生电容里就会产生一定的电
压信号，这个电压信号可以通过低噪声的放大电路放大而被读出(MOS 管)。
这种结构也有缺点，较低的抗辐照性能和较弱的电荷信号。当然采用高电阻
的外延层材料能够增大在该区域中的电场，因为漂移机制成了主要的电荷收
集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了电荷收集性能。.
CMOS 的工艺特点决定它能够将像素做得很小(可以小到 10um)，能够提
供非常好的分辨率(约在 um 量级)。由于外延层很薄(10~40um)，所以可以将
整个探测芯片减薄到约 50um，这让材料损耗变得很低。除此之外，CMOS 像
素探测器能够在室温下正常工作，避免使用一些复杂的冷却系统从而降低的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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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成本[11]。

2.3.3 线性电场近似模型
CMOS 探测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线性电场做近似处理。由于集电极 Nwell 是重掺杂的，所以可以将 N-well 和 P 型外延看作一个单边突出的 PN 结
处理，即耗尽区主要集中在 P 型外延层内，如图 2-7 所示。

图 2-7

单边突出 PN 结

根据 2.2，为求得电场，需要求解 Poisson 方程：
(2-42)
式(2-42)中

是单位体积中的电荷数， 是硅的介电常数，在 P 型材

料一边，即
(2-43)
其中

是电离受主浓度，假设在耗尽区以外，

为零，因此电场

，根据式(2-42)
(2-44)
结果为
(2-45)
又因为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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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对上式进行积分
(2-47)
得
(2-48)
当

，有

，因为
(2-49)

所以
(2-50)
当

(

是全耗尽电压，见 2.1.3)时，
(2-51)

在全耗尽情况下，需要将 PN 结的电场分布为
(2-52)

- 19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3 粒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
粒子探测器需要鉴别粒子，粒子就要与介质发生相互作用，这个过程最
终变为粒子传递给介质能量。传递到介质中的“能量”包含了粒子的能量、
动量和位置信息，通过这种传递到介质中的“能量”就可以界别粒子。带电
粒子与介质的相互作用主要是电磁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了电离、库伦散射、
轫致辐射，切伦科夫辐射、同步辐射和穿越辐射等。当入射粒子是不带电的
光子时，与介质仍能发生电磁相互作用，主要有光电效应和康普顿-吴有训过
程。本章主要讨论粒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涉及带电粒子的电离和光电效
应过程。
第一部分介绍了光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结合硅的能带结构讨论了光
吸收过程。
第二部分详细讨论了带电粒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电离能损的
涨落与分布。
第三和第四部分给出本论文所使用的两个放射源的相关信息。

3.1 光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
3.1.1 光吸收
考虑一个典型的半导体能带结构，平衡时，导带电子浓度为

，价带空

穴浓度为 。由于热运动，会一直产生电子-空穴对，而电子找到较低的允许
能态时，就会和空穴发生复合。在热平衡时，这两个过程的速率是完全相等
的[10]，图 3-1。

图 3-1

热平衡时电子空穴对的产生和复合

现在假设入射光子的能量为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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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式(3-1)中， 是入射光的频率， 是普朗克常数。如图 3-2 所示，能量为
的光子到达半导体表面。我们知道，如果光子被吸收的话，由于能量是守
恒的，在吸收光子前、后系统的能量应该是相等的。在电子和光子碰撞前，
它们的总能量为
(3-2)
式中，

是电子的初始能量。当光子和电子发生碰撞时，电子就有可能

吸收光子。如果光子的能量传递给电子，光子就消失了。因此，根据能量守
恒定律，电子在吸收光子后的能量为
(3-3)
式(3-3)中

。注意，如果光子的能量小于入射材料的禁带宽度，光

子就不会被吸收。因为，如果吸收这样的光子，电子的终态就只能处于禁带
中的某个位置。如果不通过陷阱或者杂质提供禁带中的能态，这样的情况是
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光子能量小于禁带宽度的光不会被吸收，也就是说，对
于这样的光，半导体是透明的 。

图 3-2

光吸收时的电子空穴对的产生和复合

光吸收除了要遵守能量守恒以外，还必须保证波矢 K 守恒(类似于经典
力学中的动量守恒)。半导体电子学中感兴趣的光子的波矢和布里渊区边界的
波矢相比是很小的，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看作是零 。因此，当电子吸收光子能
量而发生跃迁时，它的波矢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在 E-K 图上必须是垂直跃
迁。对于硅这样典型的间接带隙材料，导带最小值和价带顶不在同一个 K 值。
电子不能简单地通过吸收一个能量等于禁带宽度的光子而发生带间跃迁，因
为光子的波矢太小，不能提供足够大的波矢来保证波矢守恒。电子需要获得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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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能量和波矢，实现在间接带隙材料中的跃迁。

图 3-3

直接带隙和间接带隙跃迁

3.1.2 光电效应
当光照射在半导体上时，平衡态就被打破。 当一个光子被吸收，就会在
导带产生一个多余(平衡数目以外)的电子，同时在价带产生一个多余的空穴。
每吸收一个光子，就会产生一个电子一空穴对。这些电子和空穴称为过剩载
流子—超出平衡浓度的部分。过剩电子的浓度为

，过剩空穴的浓度为

。

总的载流子浓度为平衡载流子浓度加上过剩载流子浓度，即
(3-4)
如果过剩载流子分布不均匀，就会产生扩散。如果有外电场，这些过剩
载流子也会漂移。只要存在过剩载流子，即使扩散和漂移电流为零(或者两者
之和为零) ，材料也是处于非平衡状态。硅基探测器正是通过这些非平衡载
流子的收集来获取光子的信息。

3.2 带电粒子与硅介质的相互作用
带电粒子通过介质时和介质原子发生相互作用，由于入射粒子将其部分
能量传递给了核外电子，使得介质原子产生电离或激发到高能态而损失能量
(电离能损)。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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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Bethe-Bloch 公式
如果入射带电粒子的速度

大于轨道电子的速度但速度又不是很大，那

么就可以忽略由于辐射造成的能量损失，能量损失主要来自于带电粒子与介
子原子核的碰撞，这时粒子通过物质的平均电离能损可以由下式给出[12]：

(3-5)

式(3-5)中，

是阿伏伽德罗常数；

电粒子的电荷数目；

(

是电子的静止质量；

速度， 为真空中的光速，
(

为带电粒子的总能量，

为带电粒子的质量)；

，表示约化介质层厚度，
为介质密度(

是电子的玻尔半径； 为入射的带
为带电粒子

为带电粒子的动量)；

与介质的密度效应有关；

表示以长度为单位(cm)的介质层厚度，

)，所以约化介质层厚度的单位为

，则

表

)介质的能量损失；常数部分

示的是粒子通过单位约化介质层厚度(

； 为电离常数(平均激发能量)。
是单次散射所能够传递给电子的最大动能，取决于入射粒子质量
量

和动

，其关系可由下式表示：
(3-6)
需要指出的是式(3-5)只针对质量质量大于

子的入射粒子，即

。

对于正负电子公式需要进行修正1。负电子的电离能损为
(3-7)

实验使用的 90Sr 释放的是负电子，相应公式需要进行修正，关于正负电子的处理可参
阅 http://pdg.lbl.go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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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给出了

介子在 Cu 中的电离能损分布。能损曲线表明在低动量

和高动量的区域，带电粒子的能损都比较高。需要注意的是在

处，粒

子拥有最低的平均能损，我们把这个最小的能损值称为最小电离能损，位于
该区域的粒子称为最小电离粒子(MIP)。事实上在高能物理实验中的绝大多数
粒子的平均电离能损都位于这个最小值区域附近，所以在处理这些粒子的时
候都近似当成最小电离粒子处理。探测器的背景噪声应该低于该值才能探测
到这些最小电离粒子(MIP)。

图 3-4

介子在 Cu 中的电离能损分布

给出了最小电离粒子(MIP)在不同厚度的单晶硅材料的能损曲线，最小电
离能损约为

或

。且厚度越薄，能损越小，说明较

薄探测器内电离产率会减小。

图 3-5

MIP 粒子在不同厚度的单晶硅材料中的能损曲线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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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电离能损的涨落和分布
入射的带电粒子穿过厚度为
均电离能损为

的介质层时与介质原子相互作用产生的平

。在有限的介质厚度范围内，因为入射粒子与介质原

子的电子的碰撞是随机的，碰撞过程具有统计性，实际的电离能损会在平均
值附近有一定的统计涨落。只有当介质介质层很厚，使得平均电离能损超过
带电粒子单次散射传递给电子的最大动能时，即
的分布才接近高斯分布。在介质层厚度

，电离能损

很薄时，由于会产生能量很高的

电子就会使得能损分布的曲线变得很宽。在能量损失大的区域有 电子造成
的很长的尾巴延伸。在介质中粒子的能量损失大多数是以形成离子对(正离子
和电子)形式而产生，这些因碰撞而击出的可以具有从能量 E 一直到传递给它
的最大能量，因此具有长长的尾巴。这种分布通常称为 Landau 分布。大的能
量损失区很长延伸称为 Landau 尾巴。MPV 所对应的能量大致要比平均值小
30%。

图 3-6

500MeV 介子在四种不同厚度的单晶硅材料中的能量损失涨落

对于硅来说，产生一对电子空穴对的平均能量是 3.6eV，约是带隙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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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V 的 3 倍，原因在于一部分的能量被用于创造声子。对于最小电离粒子
来说，在 1um 厚的硅材料中最可能产生的空穴电子对数为 76，平均值大约在
108。图 3-6 展示了 500MeV 介子在四种不同厚度的单晶硅材料中的能量损
失涨落。
Landau 分布可以用下式拟合
(3-8)
式(3-8)中， 表示实际电离能损

与最大概然电离能损

的归一化

偏差，它可以用下式表示。
(3-9)
上式中， 是介质层的厚度(cm)； 是介质层的密度(
粒子的最大概然能损

)。这时带电

(即 Landau 分布的 MPV)可以表示为
(3-10)

带电粒子与介质原子碰撞次数会随着介质层逐渐变厚而增加，这时最大
概然能损也会增加，电离能损曲线的半高宽就会减小，即便是因碰撞产生的
高能 电子的能量也会因为较厚的介质层而被充分吸收。能损曲线的 Landau
尾巴也会因为介质层额变厚而渐渐消失。极端情况是带电粒子的能量损失超
过了其初始能量的一半，能损曲线就会由 Landau 分布退化成高斯分布[13]，高
斯分布的高斯标准差为：
(3-11)

3.3 55Fe 放射源
是以一种常见的 X 射线放射源。其容易发生如下的电子俘获衰变：
(3-12)
电子俘获过程中会伴随发射标识 X 射线，

射线和俄歇电子。

可以辐

射出两种 X 射线光子，分别为 5.9KeV(~90%)和 6.49eV(10%)，半衰期为 2.73
年。以 5.9Kev 计，单个该光子被介质完全吸收后，产生的电子-空穴对数量
约为：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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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表 3-1 给出了

放射源的全部 X 射线相对密度分布[14]，可以看出

5.9Kev、jie6.49ev 两种能量的软 X 光子的比例约为 10:1。
表 3-1

55

Fe 放射源的 X 射线相对密度

能量(keV)

相对密度(%)

0.556

0.037

0.568

0.025

0.637

0.028

0.637

0.250

0.640

0.002

0.648

0.190

0.720

0.011

0.720

0.017

5.770

6.9e-6

5.888

8.5

5.899

16.9

6.490

1.01

6.490

1.98

6.536

0.00089

6.539

8.5e-8

由于

精细结构

源所释放的 X 射线光子的能量很大，能够有效的将硅材料价

带中的电子激发到导带从而产生大量的非平衡载流子，即电子空穴对。这些
非平衡载流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向集电极移动，不同能量的电子会产生不同数
量的电荷信号，在器件中反映为 ADC 的大小。
能量的 X 光子对应于两个明显的谱峰。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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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90Sr 放射源
(锶-90)是一种

衰变，放出电子和

(钇-

90)，并释放 0.546MeV 能量的电子，该反应的半衰期为 28.79 年。

会进

一步发生

射线源。

衰变生成稳定的

会进行

(锆-90)，此反应的半衰期为 64.053 小时，释

放 2.28Mev 能量的电子[15]。
(3-14)
(3-15)
产生的

射线能够在硅材料中有效电离出空穴电子对，根据 3.2.2 可

以知道，其能量沉积为典型的 Landau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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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测试平台简介
4.1 JadePix1 芯片的结构布局
在 JadePix1 原型芯片中设计了多种不同几何结构的像素阵列，主要包括
Diode、Footprint 和选通结构的不同，用于研究不同器件的性能差异。每个像
素阵列中都集成了 MOS 结构，用于读出粒子产生的电荷信息。当带电粒子
穿过探测器时，就会在其径迹附近电离出非平衡载流子，如果这些电离出来
的电荷位于耗尽区就会在强电场的牵引下运动到集电极 Diode 而被收集。
JadePix1 采用的像素阵列布局如图 4-1 所示。其中阵列 1(Matrix-1)的 A1-16
和阵列 2(Matrix-2)的 B1-16 分别采用两组不同大小的像素尺寸，即 33×33μm2
和 16×16μm2 ，各自采用 16 个不同二极管设计。阵列 1(Matrix-1)包含了 SFA1
到 SFA20 共计 20 个子阵列单元，每个子阵列中有 48 行 16 列的像素格点。
阵列 2(Matrix-2)包含 SFB1~SFB16 共计 16 个子阵列单元，每个子阵列中有
96 行 16 列的像素格点。单个像素内置简单的选通结构，图 4-2，来自 Diode
收集的电荷信号触发 MOS 管中的电流导通，再通过行选通信号(Row_Sel)读
出相应的电荷信号[16]。

图 4-1

图 4-2

像素阵列布局

读出电子学电路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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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选取了 Matrix-1 的 A1~A9 阵列进行电荷收集研究，其相关参数
如下：
表 4-1

Sector

各像素阵列几何参数表

Diode surface

Footprint

Structure

A1

2T_nmos

A2

2T_nmos

A3

2T_nmos

A4

2T_nmos

A5

2T_nmos

A6

2T_nmos

A7

2T_nmos

A8

2T_nmos

A9

2T_nmos

表 4-1 中的 Diode surface 是收集极的面积，对于测试所用的探测器来说
收集极是 N 阱；footprint 是 N 阱和 P 型层之间的过渡区域。如图 4-3 所示，
N 阱和 footprint 均为等边的八角形。不同大小的收集极会对耗尽区的大小造
成影响，进而影响电荷收集效率。本论文后面章节就是使用辐照源对不同的
像素阵列进行辐照测试，根据辐照结果来研究电荷收集性能。

图 4-3

像素区域的几何结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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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号读出方式

图 4-4

芯片信号发送流程

JadePix1 芯片 Matrix-1 中，电荷信号的读出方式如图 4-4 所示，时钟信
号 Clock 和同步信号 Sync 等控制单个像素子阵列一行一行的读出每个像素
格点由于电荷收集转换的电压信号，每行有 48 个像素格点，为避免由于行和
列的区分造成的困扰，后面论文统以把每次读出的一行像素称为一个读出通
道(Channel)。每个像素的电压信号由 16bit 二进制数据组成，即每次发送的单
通道 48 个像素的数据大小为

bit。

JadePix1 Matrix-1 发送信号时序逻辑如图 4-5 所示：其中 Clock 是芯片
的采样时钟，Sync 用于控制数据采样起始，marker 用于标记采样到一帧完整
的信号。采样时钟的频率是 2MHz，一个时钟脉冲信号触发探测器读出电路
向外发送一个通道 48 个像素的模拟电压信号。当一个通道 48 个像素的模拟
电压信号发送结束后就由下一个采样时钟脉冲触发下个通道，一帧的数据需
要 16 个采样时钟脉冲才能全部发送完。当完成一帧信号数据的发送任务后就
有一个 Marker 脉冲信号来标记这一帧。

图 4-5

芯片信号发送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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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测试系统结构
测试系统的结构如图 4-6 所示。其中 CMOS 芯片通过打线机 bonding 在
子板上，然后连接到母板，经过 ADC 转换到 FPGA 开发板，最后将数据通
过上位机的获取程序传出。子板上有信号放大电路，将芯片的信号进行放大，
接着模拟电压信号进入母板转为数字信号。本实验所使用的 FPGA 开发板是
Xillybus 生产的 kc705 型号，子板和母版以及数据读出软件系统由研究团队
设计完成。

图 4-6

测试系统结构图

实验时，为屏蔽环境中电磁辐射的干扰，子板和母版都放在具有一定厚
度的钢板盒中。同时在装有子板的铁盒上蒙上遮光布，尽可能阻挡杂散光子
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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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5.1 数据处理与筛选
5.1.1 原始数据结构

图 5-1

原始数据结构

本论文测试并选取了 Matrix-1 的数据，其一帧的数据结构除了单个像素
的 16bit(= 2 bytes)数据外，还包含了帧头和帧尾，行头和行尾，其中每个头和
尾的大小都是 4 bytes，如图 5-1。单个通道(channel)读取的 48 行像素的数据，
对于 Matrix-1 来说，一帧数据实际大小为
(4-1)
2MHz 的通道采样时钟的采样速度为
(4-2)
由于数据的采样速率已经接近普通机械硬盘写入的峰值速率(普通机械
硬盘的平均写入速度在 60M/s~200M/s)，为防止在存储数据时由于硬盘写入
速度慢于采样速度而导致数据丢失，实验时在上位机上使用固态硬盘(SSD)作
为存储介质(写入速度>300M/s)。原始数据保存格式为二进制文件。如图 5-2
所示，将二进制的原始数据转换为 16 进制数显示。红色框中的“aa aa aa aa”
和“f0 f0 f0 f0”分别为帧头和帧尾；蓝色框中的数据为行头和行尾；其余为
像素数据，一个像素数据大小为 16 bit，对应于 4 个 16 进制数。实验的所有
原始数据均采用该格式保存。由于需要满足足够的统计量要求，在使用不同
的辐照源时，辐照采样时间有所不同。对于
采样数据的有效事例数就可以明显看到谱峰，而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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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给出了本论文所用的所有源数据的采样大小。

图 5-2

表 5-1

原始数据二进制文件

各像素阵列不同辐照源数据采样大小

阵列
单位/Gb

A1

A2

A3

A4

A5

A6

2

2

2

2

2

2

560

420

420

560

420

420

1384

1260

1260

1260

1260

1260

辐照源

背景噪声

5.1.2 数据筛选
处理原始数据时，需根据帧头和帧尾来查找一帧的数据，在确定没有数
据破损的前提下，去除帧头/尾和行头/尾，保留干净的像素数据。之后需要进
行如下处理：
1. 数据双采样(CDS)和簇团(Cluster)定义
由于在实际的器件中，如图 5-3 所示，某个粒子在像素中产生的信号通
常是一个突变的上升沿然后随时间缓慢下降。而两次数据的采样间隔远远小
于信号的下降时间。再加之环境中的电磁辐射，宇宙射线以及器件电流的干
扰，实际的有效粒子信号通常会叠加或淹没在背景噪声中。通常在获取到一
- 34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帧的数据之后，需要将当前帧的数据减去前一帧的数据，通过这种方式来找

图 5-3

几个不同像素的 55Fe 辐照原始信号1

到有效的入射粒子信息[17]，如图 5-4 所示

源的辐照结果某个事例的处理

流程，(a)和(b)是相邻的两帧，通过 cds 去除本底后，明显能够看到明显的 X
光子信号，见(c)。当然，在 cds 之后，在没有有效事例的像素区，ADC 的值
并非全部都是 0，约在 0~20 之间[18]。统计这些非有效像素区的 ADC，其最
概然值称为噪声水平。噪声水平的高低会使得谱峰移动不同的距离，特别是
像素越多，累计的噪声水平会越大，谱峰移动会更为明显。

图 5-4

55Fe

辐照结果 cds 信号处理

因为一个粒子击中探测器后，产生的非平衡载流子由于受到漂移和扩散
的共同调制，电荷信号会扩散到相邻的几个像素区域内，从而产生一个簇团
(Cluster)。簇团的大小与探测器本身耗尽区的大小和电荷产生区域有关。在耗
尽区产生的空穴电子对，由于耗尽区强电场的牵引下，电荷定向漂移至集电
极 Diode 而被收集，这时电荷信号不会被周围像素收集；在耗尽区以外产生
的空穴电子对，非平衡载流子的运动主要由扩散机制主导，加之非耗尽区存
在的大量的载流子使得电子与空穴复合的概率增加，非平衡载流子在向周围

1

该实验图片来源于同组的博士后 Ryuta Ki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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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扩散的同时会损失部分电荷信号。还有一部分较大的簇团是击中点(Seed)
位于多个像素的中间区域造成的。在处理簇团时，为方便信号重建，通常是
以 击 中 点 (Seed) 为 中 心 ， 向 外 扩 散 来 统 一 定 义 簇 团 大 小 ， 例 如
大小的簇团，这种固定大小的簇团也叫约化簇团。如图
5-5，将簇团内的所有像素的 ADC 信号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事例信号。
之所以要统一簇团大小，是因为不同大小的簇团会引入不同的噪声水平，这
大小的 X 光子事例簇团，簇团 ADC

不利于后面的数据处理。例如对于
信号减去

大小的噪声水平才接近实际产生的电荷信号水平。这其中还包

括了对边缘击中事例的判选与处理。由于考虑到探测器的边缘反射效应，本
论文中对于边缘击中事例仍按常规的

图 5-5

簇团事例进行判选。

不同大小的簇团定义

2. 多次击中、边缘击中及信号重叠
在进行辐照测试的时候，如果有多个粒子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小于采样频
率的时间间隔)内击中探测器，就会在一帧的数据内出现多次击中的信号，有
时多次击中的信号还会发生重叠，如图 5-6 所示。如果两个粒子的击中点的
距离在一个簇团范围内，那么在处理簇团信号的时候会使得簇团信号超过了
单个粒子事例的实际信号。其次对于边缘击中事例，正如上一节所提到的，
按常规的
入小于

簇团事例判选，实际的簇团大小是小于

个像素的，这会引

像素的噪声水平。综上所述，必须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事例进行

判别和甄选，在统计量足够的前提下，去除重叠事例和边缘击中事例，挑选
出符合条件的事例信号，否则会影响到后面对于电荷收集效率的判断。关于
边缘击中的判别比较简单，只需根据击中点(Seed)的位置坐标就可以判断。对
于重叠事例的判别，下一节会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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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55Fe

图 5-7

几种不同的信号重叠情况

辐照多光子击中情况

3. 信号重叠判别

图 5-7 列出了几种不同簇团大小的信号重叠情况。①和②分别是

大

小的簇团，多个击中点在簇团范围内和范围外的信号重叠情况；③和④分别
是

大小的簇团，多个击中点在簇团范围内和范围外的信号重叠情况。
对于情况①和②，可以采用如图 5-8 所示的判定方式，当外围的 ADC(Bn)

比内围的 ADC(An)大，且差值超过某个阈值(例如 200)，则可以认为信号发
生了重叠，见式(4-3)。差值之所以要大于一个阈值，是要考虑到由于统计涨
落造成的误差。如果不设定一个阈值，会过滤掉很多由于统计涨落造成的“假
重叠”事例，而且发生假重叠的概率极大，大量的好事例就会误判为重叠事
例而丢掉。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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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5*5 簇团信号重叠判定

对于情况③和④，此时信号在簇团范围内重叠的强度很大，电荷信号必
然超过了单粒子信号，甚至是它的很多倍。可以通过将超过某个较大阈值的
簇团认为是重叠事例(

源除外)，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很容易的将 Seed 靠得

很近得重叠簇团分辨出来。对于弱活性的

放射源，在实际数据中发生多

光子击中的概率较低，而发生信号重叠概率更低。实际采样数据中约 10 万有
效事例帧中有一帧出现信号重叠。对于强源而言，发生重叠事例的概率会有
所提升。图 5-9 是使用该方式筛选出的部分重叠事例,可以证明该方法能够有
效的判别出重叠事例。

图 5-9

55Fe

辐照筛选出的两次击中事例

由于在每一帧内只选取信号最强的一个簇团事例，所以对于相隔很远的
两次击中实际互相没有影响，在实际筛选时之会丢掉。在丢掉大量不符合条
件的事例后，保留的数据足以满足统计量所需。由于

是带电粒子，其在

穿越探测器的过程中，在径迹上都会造成产生电离信号，这时针对
叠判别方法就不在适用。但是前面我们说过，实验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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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叠的概率很小，所以在处理

的辐照数据时可以不做重叠判别。

5.1.3 数据存储

图 5-10 数据存储结构

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后提取的好事例要尽可能保留更多的事例信息，以便
于下一步对事例的精细判选。如图 5-10 所示，对原始数据进行粗筛后将数据
存入 ROOT 文件的 TTree 中，每个事例包含击中点的坐标(Seed_Channel，
Seed_Row)，击中中心信号(SeedSignal)，当前帧所触发的像素数目(Size)，簇
团 的 信 号 (TotalClusterSiganl) 以 及 簇 团 内 所 有 像 素 的 单 个 ADC 信 号
(SingleClusterSignal)。对于边界击中事例，由于暂不清楚边界对于载流子反射
的影响，所以在粗筛时仍旧存入边界事例。但由于保留了击中点的位置信息，
对于边界事例可以在下一步事例选择时剔除。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存储边界
事例的簇团信号时，实际信号来源小于理想簇团像素个数。如图 5-11 所示，
簇团的边界事例实际存储的时候是小于 25 个像素信息的。之后的能谱
分析，默认剔除了边界事例。

图 5-11 边界事例的簇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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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5Fe 测试
5.2.1 背景噪声水平
由于在双采样处理之后，像素的 ADC 并非为零。比较各像素阵列的噪
声，能够得到更多芯片优化信息。这里只单独比较各像素噪声水平统计值的
均值(mean)，图 5-12 给出了 6 个像素阵列所有像素在一定时间内噪声采样的
均值，为符合环境条件的一致性，噪声数据来源于

源辐照数据中的空白

帧。在一段时间内，各像素阵列的噪声表现良好，每个像素的噪声约在 10~40
之间。各像素噪声的微小区别来源于统计热涨落。但是针对
会对总的簇团信号叠加约 200~500 的噪声信号，对于

的簇团大小，

来说这会对特征峰

的位置带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进行增益标定的时候，必须要去掉叠加的
噪声信号，否则增益就会偏大。需要说明的是，为简化流程和缩短分析时间，
后面对于噪声的处理默认各像素的噪声水平是相同，即不论击中中心位置如
何(不包括边缘区域)，每个簇团引入的噪声水平近似相等。

图 5-12 各像素阵列噪声采样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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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X 射线能量沉积结果
1.

、

和

簇团比较

图 5-13 阵列 A4 不同簇团大小的 55Fe 辐照能谱

要进行能谱分析，必须要先确定一个最优的约化簇团大小。图 5-13 是阵
列 A4 选择不同簇团大小的

源能量沉积结果，为了便于比较相对强度，

除特殊情况，能谱都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对于不同的簇团都能明显看到
的两个特征峰，分别对应于

(~5.9KeV)和

(~6.5KeV)[19]。较大的簇团会引

入很高的噪声水平，使得谱峰右移，这非常不利于电荷收集效率的分析。同
时，较大簇团的噪声更宽，这会使得能谱展宽，分辨率降低，以至于

源

的第二个特征峰被淹没。虽然较小的簇团会引入较低的噪声水平，但是对于
来自于耗尽区以外的电荷信号，由于其收集机制由扩散主导，从而使得电荷
信号分散，触发更多像素超出了以 seed 为中心的簇团范围，在实际计算的时
候就会丢失部分电荷信号。簇团越小丢失信号电荷越多，对于

源而言，

由于电荷信号的衰减就会使得两个特征峰钝化合并，分辨率也会降低。从图
5-13 也可以看出，
更为锐利。由于

大小的簇团的噪声水平适中，
的簇团信号丢失和

簇团的能谱展宽，其

第二个特征峰几乎被淹没在主峰中。以上结果都表明使用
团重建数据要优于

和

的簇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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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阵列 A4

簇团中不同数目的像素个数所能收集的信号统计图

这里以阵列 A4 为例，将

簇团的全部 25 个像素以 ADC 的大小进行

降序排序，然后计算 1~25 个像素 ADC 的和，所有事例都进行类似处理后统
计得到图 5-14。对簇团中像素的 ADC 超过 200 的像素个数也进行了统计
(ADC>200 认为是入射粒子产生的，此时统计的像素个数可以认为是实际簇
团大小)，得到图 5-15。可以看出，对于阵列 A4 而言，不考虑像素的几何分
布，10 个像素基本上就能收集全部的信号电荷(图中的黄线趋于平缓)，后面
簇团信号的抬升与像素引入的噪声有关。像素越多，必然会引入更大的噪声。
考虑到多个因素的共同调制，之后对于各像素阵列的能谱分析均选择
约化簇团大小。

图 5-15 阵列 A4 实际簇团大小及其簇团信号统计图

2. 不同几何结构阵列的比较
(1) Footprint 相同，diode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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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阵列 A1~A3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图 5-17 阵列 A4~A6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图 5-16 和图 5-17 给出了两组像素阵列

源的

簇团能谱，A1~A3

和 A4~A6 两组阵列都是由相同 footprint，不同 diode 的 3 个阵列组成。从两
张图上都可以看出 diode 的面积越大，噪声水平和谱峰对应的 ADC 越大。这
是由于 diode 的面积增大，单个像素的电容也相应的增大，相同数量的收集
电荷所带来的电压信号会减小，即电容惩罚。电容的增大会使信号增益减小，
特征峰的 ADC 左移。其次耗尽区的横向范围随 diode 的面积增大而增大，随
着 diode 面积的增大，载流子运动的漂移机制占比增强，电荷收集效率提高，
电荷信号扩散就会减弱。如图 5-18 和图 5-19 所示，拥有较大 diode 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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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阵列，单光子信号触发更为集中，表现为只触发较少像素个数的事例比
重明显增加，即器件的电荷收集效果更好。同时较大 Diode 的像素阵列对信
号电荷的收集效果更好，击中中心(Seed)的能谱谱峰有着更好的锐度，如图
5-20 和图 5-21。

图 5-18 A1~A3

55Fe

辐照单光子像素触发分布

图 5-19 A4~A6

55Fe

辐照单光子像素触发分布

图 5-20 A1~A3

55Fe

击中中心信号分布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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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A4~A6

55Fe

击中中心信号分布

(2) Diode 相同，footprint 不同

图 5-22 A1 和 A4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图 5-23 A2 和 A5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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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A3 和 A6

55Fe

辐照簇团能谱

图 5-22、图 5-23 和图 5-24 分布给出了三组像素阵列的

源的

簇团能谱，每组像素阵列的都是由两个 diode 相同，footprint 不同的像素阵列
组成。可以看出 footprint 对增益和电荷收集有明显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强
度取决于 footprint 和 diode 的相对大小。Diode 相对于 footprint 越小，footprint
对电荷收集的影响就越弱；反之，footprint 与 diode 面积接近时，footprint 对
电荷收集的影响越强。

5.2.3 边缘击中事例的影响

图 5-25 边界载流子反射对噪声基线的影响

在数据筛选一节中提到，实验能谱是剔除了边界击中事例的。在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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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中，边界击中事例对于实验能谱的影响是很大的。如图 5-26 所示，黑色
曲线是包含所有事例的

能谱，红色曲线是去除边界击中事例后的结果；

蓝色、绿色和粉色曲线分别对应三个不同区域的边界击中事例。由于簇团像
素的减少导致噪声水平降低，边界击中事例的谱峰明显左移。如果不去掉边
界击中事例，对于电荷收集效率计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全收集峰外事例
的增多势必会让拟合得到的电荷收集效率偏小，其次也会使得两个特征峰钝
化，不利于拟合。另外，由于边界事例由于存在边界对载流子的反射(图 5-25)，
从电子学特性上和中心区域有着明显区别，所以要剔除。

图 5-26 边界击中事例的影响

5.2.4 增益计算和电荷收集效率分析
由于不同像素阵列的 ADC 增益不同，在计算电荷收集效率前必须先明
确各像素阵列的 ADC 增益，即单位能量所对应的 ADC 值。本论文以

能

谱的最高特征峰(5.9KeV)减去噪声水平后的 ADC 作为参考标准，表 5-2 是获
得的相关峰值对应的 ADC 后求得的 ADC 增益结果。由于对于不同像素阵列，
6.5keV 峰有被 5.9KeV 峰淹没的情况，所以本论文此处统一采用增益换算结
果，而不使用实验峰值。换算方式为通过 5.9KeV 的谱峰求得增益，然后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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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KeV 谱峰的理论值，最后还需要加上噪声水平。
表 5-2

各阵列 ADC 增益数据表

阵列

噪声水平

5.9 keV(实验)

噪声修正

增益/keV −1

6.5 keV(换算)

A1

280

3520

3240

549.15

3849

A2

300

3120

2800

474.58

3384

A3

240

2310

2070

350.85

2280

A4

310

3520

3210

544.07

3846

A5

250

2810

2560

433.90

3070

A6

230

1790

1560

264.41

1948

根据表 5-2 提供的谱峰信息，可以对不同阵列的
高斯拟合。理论上

能量沉积谱进行双

的能量沉积谱是由两个特征峰合并而来，每个特征峰

都应该是标准的高斯分布，但是由于并非所有的入射粒子产生的非平衡载流
子都能百分百收集，未完全收集的事例会形成一个 ADC 区叠加在谱峰中。拟
合所得的两个高斯峰分别对应于 5.9KeV 和 6.5KeV 的全收集峰。通过两个高
斯峰的面积之和与实验能谱的面积只比，可以粗略得到电荷收集效率(cce)，
即
(4-4)
由于这只能得到一个粗略的结果，且拟合结果依赖于谱峰的锐度。对于
阵列 A3 和 A6 谱峰已经完全合并情况，双高斯函数需要 6 个参数，但我们只
能提供两个预设参数，这会使得拟合结果偏离实验曲线。所以本节只拟合谱
峰相对容易分辨的 A1、A2、A5 和 A6 阵列。如图 5-27 所示，给出了拟合后
双高斯峰与实验能谱的对比结果，左侧为独立的双高斯峰，右侧为合并后的
结果。实验能谱左侧较长的区域是电荷的不完全收集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在绘制能谱时对事例做了筛选，这是会影响到电荷收集效率的计算的，
但是从实际筛选结果来看，筛选掉的事例较少且误判的概率较低，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

- 48 -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图 5-27

55Fe

能谱的双高斯拟合图

根据拟合结果和式(4-4)可求得各像素阵列的电荷收集效率如下：
表 5-3

阵列

各阵列电荷收集效率表

Diode surface

Footprint

电荷收集效率

A1

85.96%

A2

86.58%

A4

85.80%

A5

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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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随着 Diode 面积的增大，电荷收集效率是要提高的，这符合理
论预期的结果。当然这不意味 Diode 面积可以无限大，前面说过 Diode 越大，
电容惩罚越强，增益就越小，分辨率降低的同时功耗也会增大。这些带来的
消极影响说明的 Diode 的选择要兼顾电荷收集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提高分辨
率与降低功耗。

图 5-28 各像素阵列的簇团信号重建效果图

按照 5.2.2 中对

簇团 25 个像素的统计处理，可以得到图 5-28 和图

5-29。从两张图上也可以看出随着 Diode 面积的增大，增益虽然减小了，但
是光子所触发的像素区更小更集中了。表现为图 5-28 中随着像素个数的增
加 Diode 面积更大的像素阵列的高亮黄线更早到达平缓区域和图 5-29 中色
块区域的 ADC 方向扩展更小。但是随着 Diode 面积的增大能量分辨率降低，
表现为图 5-28 和图 5-29 中

(~6.5keV)峰消失。以上的结果都能和之前的

能谱结果相吻合，Diode 的面积选择是器件优化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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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 各像素阵列实际簇团大小统计效果图

5.3 90Sr 测试
5.3.1 带电粒子的电离能谱

图 5-30 各像素阵列的带电粒子能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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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30 所示，各像素阵列的

辐照测试结果符合最小电离粒子

(MIP)在硅介质中的能损涨落分布，这种分布可以用 3.2.2 中提到的 Landau 分
布拟合[20-21]，分布的最概然值对应的 ADC 代表了 射线在穿过探测器时最概
然能损，Landau 尾巴来自于碰撞击出的高能量的电子。比较各像素阵列的
MPV 就可以得到电荷收集效率的相关信息。这里需要注意几点：
（1）
数据重建使用的是

的

簇团，所以拟合得到的 MPV 应该要减去对应的噪声

水平才是实际最概然能损产生的信号；（2）由式(3-9)可知，最概然能损与材
料的厚度(或电离路径的长度)有关，由于无法确定 射线的入射方向，对于像
素阵列而言，偏离垂直入射反向会使得电离路径增大，及实验测得的 MPV 右
移。
（3）实际探测器中的

、铜和铝等材料会使得电离能损减小；
（4）实

际电离能损的信号依赖于电荷收集效率，在耗尽区内产生的电荷才能被完全
收集，在其他区域的产生的电荷会因为电荷的丢失而使得探测的信号偏小。
（5）最终的信号大小还要取决于于各像素阵列的信号增益。

5.3.2 电荷收集效率分析

图 5-31 各像素阵列 90Sr 辐照局部 Landau 拟合图

表 5-4

各像素阵列 90Sr 辐照结果统计表

阵列

MPV

噪声水平

A1

3467±19.4

280

MPV(噪声修
正)
318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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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3002±11.8

300

2702±11.8

474.58

1581

A3

2225±5.6

240

1985±5.6

350.85

1571

A4

3096±5.5

310

2786±5.5

544.07

1422

A5

2517±3.7

250

2267±3.7

433.90

1451

A6

1808±3.5

230

1578±3.5

264.41

1657

3.2.2 中提到对于最小电离粒子(MIP)在穿越硅介质的时候，由于电离能损
所产生的电荷为 76

，
实验用的探测器的硅介质层厚度约为 20~25

，

理论上能够产生 1520~1900 个电子。由于无法精确到每个带电粒子在穿过探
测器时的入射角度，所以每次带电粒子所产生的电荷信号都会有差别，这种
差别会使得电离能损的 Landau 分布有所变形，MPV 与理想值有较大偏差，
无法给出精确的电荷收集效率计算。此外，辐射源的放置位置也会影响到不
同像素阵列能够收集到的事例数目，靠近辐照源的阵列要在相同时间内有更
多入射粒子穿过。图 5-31 和表 5-4 给出了各像素阵列的局部 Landau 拟合结
果。虽然带电粒子的入射反向造成电离能损的偏差，但我们仍然可以预计个
像素阵列对于带电粒子所产生的电荷的收集效率都超过了 80%，具有良好的
电荷收集效果。如果时使用带电粒子的束流测试，就可以将入射方向调整到
垂直于探测器表面，这样就能保证实际带电粒子电离路径的一致性。

5.4 模拟实验结果对比

图 5-32 TCAD 对单个像素电场的模拟结果

模拟分析针对阵列 A1 的几何结构，进行了 TCAD 器件模拟和 Allpix2 辐
照模拟1，辐照使用的是 5.9keV 的 光子代替

1

源，由于只使用了一种能

TCAD 器件模拟由高能所实验物理中心的陈列建完成，allpix2 辐照模拟由同组的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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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光子，实际能量谱峰为一个单高斯峰。由于这里只对器件的电荷收集性
能做一个模拟分析，使用单种光子不影响器件电荷收集的模拟过程。如果要
使用

类似的光谱做模拟，情况要复杂很多且不利于对模拟结果的分析。

模拟流程包括先使用 TCAD 构建相应的几何，通过内置的电子学模拟获得相
应的电场分布，如图 5-32，电场分布是网格数据文件。网格的密度取决于有
限元算法处理时划分的结果。将 TCAD 仿真得到的电场文件导入到 Allpix2
中，使用 5.9keV 的 光子源进行辐照模拟，设置相应的 ADC 增益，便可以
的到对应的电荷收集能谱。模拟仍旧使用的是

簇团进行数据重建，模拟

得到的电荷收集能谱如图 5-33 所示。

图 5-33 5.9keV 光子辐照得电荷收集模拟结果

从模拟得到的结果来看，模拟能谱的谱峰与实验谱峰在峰值位置上比较
接近。模拟得到的能谱峰值为 3392 个 ADC，从表 5-2 知阵列 A1

辐照

的 5.9keV 对应的 ADC 去噪声后为 3240。模拟设置中没有加入噪声，所以可
以认为模拟得到的能谱峰值就是 5.9keV 对应的能量沉积结果。但是从谱峰半
高宽来看，模拟的结果明显要宽于实验谱峰的宽度，这是由于 TCAD 仿真的
到的电场与实际器件内的电场仍然有较大区别。这种区别来源于非耗尽区的
电场和载流子输运机制与实际有差别，导致不完全收集区(能谱的小 ADC 值
区)不明显，在模拟的时候事例数比例明显降低。实验结果表明，现有的模拟
仿真仍然具有较大的缺陷。需要根据实际的实验数据和模拟结果的比较，修

生荆茂强负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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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完善现有的模拟仿真代码。在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差别在电子学误差
的范围类，就可以使用模拟仿真提供相应的器优化参数区制作流片，从缩短
测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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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 论
和

辐照数据的重建结果表明，现有的重建算法能够有效的重建

出入射粒子的电荷信号。事例筛选和判别条件能快速的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事
例信息。针对两种不同性质的辐照源采取的电荷收集效率计算方法相互印证。
不同像素的几何结构对器件的增益和电荷收集效率具有较大的影响。diode 的
面积越大，电容惩罚越明显，信号增益就会减小。但是耗尽区的横向范围随
diode 的面积增大而增大，电荷收集效率就会提高，电荷信号扩散就会减弱。
其次 Diode 相对于 footprint 越小，footprint 对增益的影响就越弱；反之，
footprint 与 diode 面积接近时，footprint 对增益的影响越强。未来对于探测器
的优化考虑要兼顾增益和电荷收集效率，其中要着重考虑增益对能量分辨的
影响。

带电粒子的辐照结果表明对于带电粒子，JadePix1 具有良好的电

荷收集效率和信噪比，初步满足了设计之初有关技术参数的要求。对阵列 A1
的仿真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区别说明现有的模拟设置还远远达不到为下一
步的器件制作提供优化参数的要求，需要做很大的修正和调试。
在数据重建方面，论文并未对单个像素进行信噪比的计算，而是在处理
信号时统一设置了相同的阈值来判断像素是否为有效信号像素。筛选出的数
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设定的阈值。实际上不同像素的信噪比(SNR)是不同的，
虽然说这种差别很小，但是会避免阈值对于某些信噪比较大像素设定过高的
情况。未来的数据重建工作需要对每个像素进行信噪比的测量。其次就是
所释放 射线的入射方向难以确定，使得无法对电荷收集效率做出有效计算。
还有像素分辨率的检测等，未来使用束流测试就会使得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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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外文文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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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外文文献译文

从顶点探测器到径迹探测器中 CMOS 像素探测器的应用
A.Besson a, A.Pérez Pérez b, E.Spiritic, J.Baudot a, G.Claus b, M.Goffe b,
M.Winter b
a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4 rue Blaise Pascal, 67081 Strasbourg, France
b

IPHC-CNRS, 23 rue du loess, BP28, 67037 Strasbourg, France
c

Laboratori Nazionali di Frascati, Italy

关键字：CMOS 探测器、顶点探测器、径迹探测器
摘要：在 2014 到 2015 年，RHIC/BNL 的 STAR-PXL 探测器上使用的 CMOS
像素探测器(CMOS Pixel Sensors -- CPS)验证了其高分辨率和低功耗的特点。
相比于以往，CMOS 像素探测器能够将灵敏区扩大 10~100 倍，低功耗，响应
快和良好的稳定性等特点，决定了 CMOS 探测器作为内层径迹探测器的不二
选择。由于未来 ALICE 内层径迹探测器系统(ITS)对读出速度和抗辐照性能
更高级别的要求应用，在 STAR-PXL 上的 350nm CMOS 技术已经不在适用。
这推动了 Tower-Jazz 180 nm 深度亚微米级 CMOS 技术的研究，使用这种技
术设计的 CMOS 像素探测器能够很好的满足 ALICE 升级的要求。这篇文章
介绍了有关升级 ALICE 内存径迹探测器的研究与开发结果。
1、前言

图 1. CMOS 像素探测器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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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 能够将探测器敏感区，前端电子学和读出电路整合到一块芯片内(如
图 1)，重掺杂的 P 型基底上生长了一层 P 型外延层，P 阱和深 P 阱则将前端
电子学与敏感区隔离。带电粒子在 P 型外延层中电离产生空穴电子对，产生
的电子被植入在外延层上端的 N 阱收集。传统的 CPS 探测器并不能将外延
层完全耗尽，这就意味着耗尽区外电子的移动主要由扩散主导，但是因为外
延层和基底之间也存在微弱的内建电场，也能够引导电子往收集极(N 阱)定
向移动。一但电子被收集并存储在二级管的寄生电容里就会产生一定的电压
信号，这个电压信号可以通过低噪声的放大电路放大而被读出。
CMOS 的工艺特点决定它能够将像素做得很小(可以小到 10um)，能够提
供非常好的分辨率(约在 um 量级)。由于外延层很薄(10~40um)，所以可以将
整个探测芯片减薄到约 50um，这让材料损耗变得很低。除此之外，CPS 能够
在室温下正常工作，避免使用一些复杂的冷却系统从而降低的运行成本。
在超过

的非电离辐照后的实验结果表明，使用 CMOS 工艺制

成的具有轻掺杂外延层(又叫高阻外延层)的探测器具有优异的抗辐照性能。
这能够有效提升几微米的耗尽区的深度，加快电子的收集的同时能够有效减
小由于非电离辐射造成的缺陷对电子输运的干扰。
探测器的读出速度依赖于集成在芯片里的数据处理电路。最初。来自于
像素内置放大器的信号被多路复用到一个模拟读出总线，然后将信号发送出
去进一步处理。对于一个拥有较大灵敏区的探测器来说，读出时间

通常为

几个毫秒。通过连续的读取像素阵列的每行，并将之后的像素信号平行的发
送到每列的末端，这种滚动式快门读取方式可以将读出时间缩短千分之一。
接着读出的模拟信号被送到数据鉴别器进行筛选，然后交由离散电路进行数
字化处理。这种读出方式能够让每一列能够平行的读出，减小了传输带宽从
而将

缩短到约 100us。

在 STAR-PXL 探测器上使用的 CMOS 芯片-MIMOSA-28[1]验证了 CPS 能
够满足所有升级的需求(见表 1)，这也是首次在顶点探测器上使用给予 CMOS
技术的探测器芯片。STAR-PXL[2]已经成功进行了两次数据采集，目前还在运
行。STAR-PXL 的成功证明了 CPS 的可靠性并由此带来了更多的附加价值。
构成 PXL 的 400 多个探测器的成功运行为之后的升级换代提供的宝贵的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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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IMOSA-28 芯片性能参数表

然而 MIMOSA-28 探测器的性能并不能满足 ALICE-ITS[3]升级的全部要
求，主要是数据读出时间

和功耗(外层)的指标更高，只有对外层探测器的

抗辐照照性能上要求稍低一些。这引发对 180nm CMOS 工艺的研究，从而克
服使用 AMS 350nm CMOS 工艺制成的 MIMOSA-28 芯片的一些缺点。本节
描述了新的 CMOS 工艺的特点，以及与旧的 CMOS 工艺相比的优点。下面
章节将给出了为满足 ALICE 升级的要求，目前的研究与开发结果。
表 2. STAR-PXL 和 ALICE-ITS 内外层探测器性能指标
是分辨率，TID 和 NIEL 是电离和非电离辐射

2、ALICE-ITS 探测器外层升级的研究与开发
由于 MIMOSA-28 芯片无法满足 ALICE-ITS 的升级需求，于是这里尝试
使用了 Tower-Jazz 180 nm CMOS 工艺。一方面是由于它较小尺寸，更快的
读出速度(更高的集成密度)和更高抗辐照性能；更重要的是该工艺能让较厚
的外延层具有更高的电阻，从而提高了信噪比和抗辐照性能(非电离辐射)。最
终，这项新工艺通过植入一个深 P 阱来隔离放置 PMOS 管的 N 阱，防止信号
电荷被 N 阱收集。同时新工艺也能将 PMOS 和 NMOS 能够放置在一个像素
内，即放置一个信号鉴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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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新特点扩展了读出电路系统的选择。由 ALPIDE[5]设计的类
似于混合像素传感器的异步读出电路[4]是满足 ALIICE-ITS 内层需求的最优
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对于紧凑的项目中期来说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这种方法
的几个新特性需要通过构建和测试一些复杂的像素阵列来验证。为了加快进
度，最终使用了一种保守的方法--MISTRAL-O 芯片，一种已经经过验证的适
用于 MIMOSA-28 的滚动式快门信号读出芯片。MISTRAL-O 将会应用于
ALICE-ITS 的外层，覆盖面积是表面的两倍，这就对功耗，响应特性和稳定
性有着特殊的要求。
MISTRAL-O 的处理速度需要比 MIMOSA-28 快 10 倍的同时功耗还要比
它两倍要小(见表 2)。它同时也要与 ALPIDE 设计兼容，具有用于激光焊接像
素阵列的管脚。除此之外，探测器较慢的控制和数字逻辑电路需要适用于
ALPIDE 标准。
2.1 改进 CMOS 工艺的滚动式快门读出电路
作为验证 180 nm CMOS 工艺特性的第一步，早在 2015 年就提交了首款
全尺寸原型机 FSBB-M0(见表 1)。它具有和 MIMOSA-28 相似的前端模拟电
路和数字读出系统，但是能将读出时间减小约 4 倍。这通过减少每列的像素
个数(928 - 416)进和增加列方向的像素宽度(20.7 – 33um)来实现。此外。滚动
式快门读出方式能够标记一对相邻行的像素地址。所以鉴别器只需要识别
208 个像素地址而不是之前的 928 个，缩短了读出时间。传感器的连接点的
分布应该尽可能的均匀，避免由于像素形状造成分辨率的不均匀。除此之外，
离散电路能够在线处理并寻找二维像素簇团，而不是像 MIMOSA-28 那样在
线只能处理一维簇团，其它只能交由离线处理。

图 2. 探测效率(黑线)，暗信号比例(蓝线)，分辨率(红线)与鉴别器处理热噪声时的阈值有关。对 6 个
原型芯片的测试时的温度都控制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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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是在实验室较宽的室温环境下对几个 FSBB-M0 原型芯片进行临时
的噪声性能测试。这些测试分别在辐照前后进行，辐照源有 X 射线源(强度大
于 1.6 MRad)和 1MeV 的中子源(

)，测试标准参照 ALICE-ITS 内

层技术参数要求(见表 2)。之后这些原型芯片被放到 CERN-SPS 进行束流测
试，束流源为负的π介子(~120 GeV/c)。每次测试都是 6 个 FSBB-M0 被同时
放到束流上。探测器的信号表现是束流测试的标准，那些没有束流信号的探
测器可以作为径迹重建的参考面。从测试结果来看是令人满意的，如图 2 所
示。在辐照之前，接近 100%的探测效率和小于

的暗信号占比。暗信号的

占比可以通过去除最大噪声像素来减少，当然由于其所占的比例很小(<0.5%)，
对于探测效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辐照后的实验结果表明探测器仍然具有
良好的探测效率和小于

的暗信号占比。

图 3. 束流击中点及其周围像素。红圈内包括了击中点和周围的像素。

约在 2.2 um。

为了估计在 Telescope 测试中探测器的分辨率，预先使用了 Geant4 进行
了模拟。CERN-SPS 的束流测试结果表明，Telescope 的分辨率

约在 2.2 到

4.4 um (2.7 到 5.5 um )。较低(高)的分辨率反映了探测器位于探测器布局结构
的中间(外层)，通过从束流穿过的残余信号中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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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

。如图 2 所示，6 个原型探测器芯片的分辨率都约在 4.5um 左右，在
)，分辨率要稍微高一些。实际结果与理论上根据

像素较长的一侧(

的数字读出结果要好。由于信号电荷扩散的影响，击中中心
产生的电荷通常被分到约 3 个像素，像素簇团提供一个更好的中心判别条件，
所以分辨率通常会更好。电荷扩散对于分辨率

的影响，可以见图 3 所示，

不同的像素簇团和束流击中点对周围的像素的影响。我们可以根据给定粒子
撞击产生的像素簇团来评估电荷收集效果。同时根据这些不同簇团的大小可
以测量分辨率。尽管约 15%的击中点都只有一个像素，但是实验结果在两个
方向上的分辨率

都优于数字分辨率

。这样的单像素簇团是排除了周围

像素的，否则像素个数不会只是一个。
2.2 大面积像素设计与验证
FSBB-M0 原型机的测试结果表明滚动式快门读出架构适合于 180nm
CMOS 工艺探测器。下一步就需要考虑 ALICE-ITS 升级的其它要求，包括至
少降低两倍的读出时间和功率。功耗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像素的内置电路。可
以通过减少像素个数来实现降低功耗，例如增大像素的尺寸。与内层相比，
外层采取这种方法，即通过牺牲分辨率来降低功耗(见表 2).除此之外，在行方
向上像素的延长在降低功耗的同时还能缩短读出时间。然而像素的增大却不
利于电荷的收集。当像素密度减少时，电荷信号于收集极的平均距离增大，
从而增大的信号电荷被硅晶体中的缺陷捕获的可能性，这种概率的非电离辐
照后会大大增强由于考虑到 ALICE-ITS 外层的要求较低，这种影响在可接受
的范围内。
为了验证 CPS 大面积像素探测器的特性(Mi-22THRb，见表 1)，于 2014
年使用 Tower-Jazz 180 nm 工艺制成相关原型芯片，其具有 6 层金属和深 P 阱
结构。原型芯片有两种不同像素大小可供选择，分别为

和

。每个像素都与一个前置放大电路相连，并通过一个正向偏置的
二极管来补偿漏电流和电压损耗。前置放大器是一个钳位电路，它扣除了噪
声水平并连接了鉴别器能鉴别每列的末端信号。器件的连接点要做到最大限
度的保持节点密度的均匀，防止由于几何结构上的差别导致分辨率的差异。
阵列的形状是

，滚动式快门读出每次标记相邻的两行。模拟输出了 8

列数据作为评估参考。读出时间约在

。

相对较大的像素可以集成用于屏蔽噪声的内置电路。除此之外，像素大
小只需 3 层金属层就可以放置全部的集成电路。这样就可以在最上面覆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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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金属就可以形成接触电极。在 MIMOSA-28 就是使用金属-绝缘层-金属的
结构形成箝位电容。当然这种使用两层金属包夹结构提供一种制备箝位电容
的新选择。
大面积像素的技术参数要求包括探测效率、分辨率、抗辐照性、集成在
像素内的箝位电路。因此设计了具有不同规格的像素的 8 个像素阵列以及具
有 6 个金属层结构的原型芯片。
在实验室较宽的室温环境下进行临时的噪声性能测试并用

辐照进行

电荷与电压增益校准。之后的测试在辐照后进行，辐照源有 X 射线源(强度大
于 1.6 MRad)和 1MeV 的中子源(

)，测试标准参照 ALICE-ITS 外

层技术参数要求。然后芯片被放到 Frascati 进行 450MeV 的电子束流测试[6]。
一种模拟信号输出的探测器((MIMOSA-18[7])组成的 telescope 的分辨率可以
达到 1-2um，可以被用于检测束流打在 Mi-22THRb 的位置。我们对 telescope
进行的细致的模拟和散射效应计算，预测出了 telescope 的分辨率约在 5-6um。
图 4 给出了相关的束流测试结果。在辐照后，两个几何方向上都体现了接近
100%探测效率。这个结果达到了 ALICE-ITS 外层技术参数的要求。除此之
外，所有的像素阵列两个几何方向的分辨率都在 10um 左右，所有的这些结
果都满足了设计之初的预想并符合 ALICE-ITS 升级的技术要求(见表 2)。

图 4. 探测效率(黑线)，暗信号比例(蓝线)，分辨率(红线)与鉴别器处理热噪声时的阈值有关，器件为
Mi-22THRb(

)。测试时的温度都控制在 30

。

3、总结与展望
该文章总结了在 ALICE-ITS 探测器外层使用 CPS 的研究与开发结果。
两种原型芯片经过了充分的测试。首先是验证了滚动式快门读出系统在
Tower-Jazz 180 nm CMOS 工艺的探测器上应用的可行性，读出时间比在
STAR-PXL 上的 MIMOSA-28 芯片要短。其次是对大面积像素设计的技术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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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包括 bonding 接触电极结构，缩短读出时间和减小功耗的同时还要满足
ALICE-ITS 外层对分辨率和抗辐照性能的要求。MISTRAL-O(见表 1)证明可
以在约
低于 100

范围内放置超过 16 万个像素，同时具有约 21us 的读出速度和在
的功率。以上结果都达到了表 2 的要求。

本文验证了 Tower-Jazz 180 nm CMOS 工艺的可行性，给出了提高读出速
度，降低功耗和提高抗辐照性能的方法。它对于即将到来的 CBM 实验中的
顶点探测器(MVD)中的顶点探测器同样适用[8]，甚至是未来的 ILC 实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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