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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MOS 像素探测器由于具有良好的空间分辨率，成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倡议用于精确测量 Higgs 的 CEPC 的顶点探测器的最佳候选者。本文依托
Particulars 生产的 TCT 仪器，利用 Python 自行开发了 TCT 控制和数据获取软
件，并且利用高斯光束的基本原理，利用开发的软件对 TCT 系统的激光进行了
初步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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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its good spatial resolution, CMOS pixel detectors have become the
best candidate for the vetex detector of CEPC, which was used for Higgs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proposed by the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is paper relied on the TCT instrument produced by
Particulars, developed the TCT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oftware by using Python.
Us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Gaussian beam, a preliminary focusing of the laser of the
TCT system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developed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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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标准模型是迄今为止描述基本粒子最完美的理论，它的许多预言都被实验
验证了，其中最令人激动的是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自从希格斯粒子发现以后，
对于它的性质的研究将会成为高能物理实验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现今世界上最
大的粒子对撞机 LHC 采用的是质子反质子对撞，对于希格斯的精确测量非常困
难。下一步测量希格斯精确性质的对撞机构想有几种，其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所提出的中国方案 CEPC 将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代国际希格斯研究的对撞
机。CEPC 目前正在预研中，探测器的预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CMOS 像素
探测器由于具有优良的性能，被期望用于 CEPC 的顶点探测器。探测器性能测试
时探测器预研阶段一个重要的过程，本文基于 TCT 研究手段，用样本芯片代替
CMOS 像素探测器，初步利用 TCT 模拟研究了芯片测试的一些过程。

1.1

高能粒子探测器

1896 年亨利·贝克勒尔（Henry Becquerel）发现某些矿物质能够产生未知
射线，这些射线能够穿过黑纸张使感光板感光[1]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他觉得这些能够偷偷地穿过物质的射线可能是某些新粒子。在他的发
现后，物理学界关于高能粒子的探测和研究变得火热起来。
探测射线的方法各种各样，但是基本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高能带电粒
子穿过探测器时会电离它所经过的路线上的原子。在 20 世纪初，当时用的最多
的探测器是电离室（ionization chamber），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出了各
种各样的粒子探测器，比如闪烁体探测器（scintillator），盖革计数器
（Geiger counter），用于不同的领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半导体探
测器出现之后，随着电子学的发展进步，半导体粒子探测器尺寸越来越小，通
过使用微型探测器阵列的像素探测器（pixel detectors），使得粒子位置测量
到达微米量级精度。这种探测器是目前高能粒子寻迹中效果最好的探测器。

1.2 高能粒子物理实验
标准模型预言了很多新粒子，为了观察到这些粒子，我们需要建造加速器
和对撞机产生核反应来分离基本粒子和他们之间的作用力。基本粒子非常难观
测到，只有大型试验才能使高能粒子分离，然后我们才能捕捉到他们的踪迹。
粒子进行高能对撞会发生很多基本反应，我们就能够观察到在自然界中看不到
的很多粒子。位于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就是为了观
察基本粒子和寻找新粒子而建造的。
2012 年 7 月 4 日，一个新的粒子在 LHC 上两个最重要的实验上被发现了
[1]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这个粒子的质量为
mH = 125.06 ± 0.21( stat ) ± 0.11( syst )GeV / c 2 ，他就是标准模型所预言的最后一种

基本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希格斯玻色子在 1964 年就被预言，

它所关联的希格斯场能够解释一些粒子质量的来源。
1.2.1 LHC
LHC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强子对撞机，它是一个半径 4.3km，周长为 27km 的
环形对撞机，建在日内瓦，瑞士，和法国边界的 100 米深的地底下[2]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它包含两个管道，里面有能量高达 7TeV 的方向相
反的质子束，碰撞后的相对能量能够达到 13TeV。方向相反的粒子束在固定的
碰撞点发生对撞，这些碰撞点上主要安置四个实验装置，分别是 ATLAS（超环
面仪器实验），CMS（紧凑缪子线圈实验），ALICE（大型离子对撞机实验）和
LHCb（LHC 底夸克实验）（见图 1.1）。ATLAS 和 CMS 是通用型的两个实验，
ALICE 使用特殊的重离子探测器用来寻找夸克-胶子等离子体这种特殊状态的的
物质。LCHb 用来研究反物质消失之谜，研究的是美夸克（beauty quark），也
叫作底夸克（bottom quark）。

图 1.1 LHC 结构示意图[3]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质子流每 25ns 被分成不同的束流，每个束流包含将近 1 亿个质子，平均能
有 20 个质子在作用点发生作用。整个实验就是探测这些质子-质子对撞所产生
的粒子。
1.2.2 CEPC
自从在 LHC 上发现了标准模型预言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后，很自然的高能物理
学界想去精确测量它的性质，比如它的质量，自旋，CP，耦合系数等等。因为
LHC 这种强子对撞机的本底太多，不利于我们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性质，而
正负电子对撞机产生的信号比较纯净，非常适合希格斯粒子的精确测量。由于

LHC 上测量的希格斯粒子质量量级在 125GeV，这是一个比较低的能量，因此建
造一个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
(CEPC)）用来作为 higgs 工厂，用于精确测量希格斯的性质是可行的[4]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基于这一背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
了在中国建设 CEPC 的设想，并且进行了很多预研工作。
CEPC 与正在运行的 LHC 相比，对于希格斯粒子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优势。除
了它的环境比 LHC 干净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希格斯粒子能够通过
反冲质量方法（recoil mass method）很容易的被探测到[5]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而这种方法只需要重建 Z 玻色子的衰变，而不用考虑希格斯
本身的衰变，他能够建立关于绝对分支比测量的分母部分，并且能够把 LHC 的
结果整合起来得到更好的平均结果。除此之外，对于希格斯粒子不可见衰变探
测，暗物质寻找以及希格斯粒子衰变过程中的奇异粒子产生等的研究，反冲质
量法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同时这也是 CEPC 的优势，它有望测量希格斯粒
子更精确的信息，能够借此对标准模型进行更深刻的检验，同时寻找有关新物
理的迹象。

2 TCT 原理
TCT（Transient Current Technique，瞬态电流技术）测量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被发明，直到 1990 年这种测量系统被广泛用于高能物理领域，用来检测被
辐照的传感器芯片，如今 TCT 系统已经用户商业化的研发，同时也用于教育用
途。TCT 系统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它能够测量硅芯片在辐照前后的载流
子速度变化曲线，从而还可以得到有效空间电荷（effective space charge）
等信息，除此之外，耗尽电压（depletion voltage）、电荷收集效率（charge
collection efficiency）、空间电荷信号（space charge sign）、有效捕获
时间（effective trapping times）也能够得到。就像世界级 TCT 专家 Gregor
Kramberger 说的那样：“TCT 如此强大是因为他的简单性，简单的它却能用于
各种用途，这让他变的独一无二。如果你正寻找一种能够窥探半导体探测器的
简单工具，毫无疑问它就是。”[6]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本章基于条形探测器结构对 TCT 测量中信号的产生做简单的推导，具体过
程见下面的小节。

2.1 条形探测器结构
硅条形探测器时一种对带电粒子位置非常敏感的探测器。它的简易结构示
意图见图 2.1：

图 2.1 硅微条探测器结构示意图[7]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图 2.1 是一个 n-型硅条形探测器结构示意图。整个芯片厚度为
300mm，以 n 型掺杂硅为主体部分，背面是重掺杂的的n" 型掺杂区域，用来增
强背面的导电性。与背面相反的表面，许多条形p" 型中掺杂在上面，形成许多
个p − n节。其中两个条形掺杂区的间隔距离为 P，条形掺杂区域宽度为 W。然
后在条形p" 型掺杂区域上面覆盖一层绝缘的二氧化硅层，二氧化硅的上面正对
着条形掺杂的区域再覆盖金属极，然后金属极与读出电子学连接，这就是硅微
形探测器的基本结构。除了这种p" − n − n" 型，还有其他三种类型p" − p −
n" 、n" − n − p" 、n" − p − p" 。条形探测器工作时需要在两端加偏压，如图的
p" − n − n" 型需要在背面加正向偏压，为了提高导电率，背面也需要加上金属
极。加上了偏压之后从条形掺杂到 n-型掺杂区域都被耗尽，当有带电粒子打到
条形掺杂区，带电粒子就会经过各种反应损失能量，然后产生电子空穴对。电
子空穴这两种这里统称为载流子，他们在电场的作用下开始偏移，产生瞬态感
应电流。这就是条形探测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2 TCT 测量中信号的产生
就像前一节所介绍的那样，带电粒子打到探测器上产生电子空穴对，在
TCT 实验中用的是红外激光激发电子空穴对。不同波长的激光在不同温度下载
硅中的衰减效率不一样，导致硅探测器对不同激光的吸收效率不一样，因此不
同波长的激光能打进硅探测器的深度不一样。图 2.2 为 300K 时，衰减系数与波
长的关系。

图 2.2 300K 时衰减系数与波长关系[7]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其中光在硅中的吸收方程为：
I(l) = I* exp (−αl)

（2.1）

其中I* 是光线的初始亮度，I(l)是光线经过距离l之后的强度。可以看出，激
光波长越长，能打进硅探测器的深度越深。本 TCT 装置使用的是红外激光，波
长较长，因此可以打到硅样本的内部。
下面讨论硅微条探测器中信号的产生，以及瞬态电流的决定方程。
根据 Shockley-Ramo 理论[8][9]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点电荷q漂移在电极产生的电流由下面的方程
（2.2）决定：
1⃗3 ∙ υ
I = qE
1⃗

（2.2）

1⃗3 是在该电极下的加权电场（weighting
其中ν1⃗是电荷q的漂移速度，E
field）。在硅微条探测器中，漂移的电荷只有电子和空穴，他们的速度由式
（2.3）决定：
1⃗(x, z)
ν1⃗7,9 (x, z, T) = µ7,9 (E(x, z), T) ∙ E

（2.3）

上式的µ7 和µ9 分别是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取决于电场E(x, z)的绝对值。在温

1⃗(x, z)。在条形探测器中，电荷
度固定的情况下，载流子速度取决于电场强度E
1⃗3 (x, z)决定的，类似于普通的电场，加权电场也
在电极中的运动是由加权电场E
可以由加权电势（weighting potential）计算得到：
1⃗(x, z) = ∇
1⃗ϕ3 (x, z)
E

（2.4）

上式的ϕ3 表示加权电势，加权电势是令考虑的条形电极电势为 1，其他电极的
电势为 0 得到的。
当电离辐射在硅微条探测器中产生电子空穴对之后，每个载流子都会在电
场的作用下漂移，在电极附近产生感应电流，总的感应电流就是所有载流子所
产生的感应电流的和。
在硅微条探测器中，激光垂直到打到探测器表面，在内部产生电子空穴
对，由于条形掺杂的排列，我们只需要考虑图 2.1 的 X-Z 平面。不管激光在硅
中的衰减，有效加权电场很容易计算得到。因为平均加权电势是顺着激光束
的，所以这里的加权电场就跟二极管中的一样，为：
1⃗3 =
E

1
e1⃗
W A

（2.5）

其中 W 为掺杂条的宽度。由于红外激光波长长可以打进探测器内部，因此
n 型 bulk 将成为电子和空穴的捕获中心。大量的电子空穴漂移到这个区域被捕
获，因此要考虑捕获时间，需要在速度上乘以一个因子exp (−t/τ7,9 )。这里的τ7
和τ9 分别代表电子和空穴的有效捕获时间。
不管条形电极区的电场畸变，总的电流可以由下面的方程得到:
I(x, t) = I7 (x, t) + I9 (x, t)
t
（2.6）
ν7 (x, t) exp H− τ I + υ9 (x, t)exp (−t/τ9 )
7
= Ae* N
W
这就是 TCT 电流的基本方程，其中e* 是元电荷，N是载流子数目，A取决于后端
读出电子学。

3 TCT 软件的设计
基于上一章 TCT 的基本原理，Particulars 设计了几款简单的 TCT 实验装
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购买了一台用于实验研究，本文的所有实验都
是基于这台实验装置。由于 Particulars 的 TCT 实验装置分析软件不开源，为
了简化操作以及后续其他实验需要，我用 Python 基于 PyQt5 编写了一整套的带
GUI 数据获取软件[10][11]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用于本次实验操作以及数据获取。

3.1 实验装置介绍
本文进行 TCT 实验所使用的 TCT 实验装置主要部件来自于 Particulars，实验
装置外观实物图如下（图 3.1）：

图 3.1 TCT 实验装置外观图
上图（图 3.1）是 TCT 装置的外观实物图，主要包括：TCT 装置盒、示波
器、控制 PC、信号发生器、偏压电源、放大器电源几部分。
进行本次实验最重要的实验装置放在金属盒内，金属盒可以隔离外面光线
对样本的影响，降低电子学噪声，也能隔离激光防止对人眼产生伤害。下图是
金属盒内实验装置图（图 3.2）：

图 3.2 TCT 装置盒内部结构
如上图（图 3.2）所示，来自激光发生器产生的激光经过光纤的传导，然
后进入光学系统。光学系统内部有很多光学器件，它能够将从光纤传导过来的
激光束聚焦到样本上，并且使聚焦的光斑达到μm 量级，便于对样品进行精确
的辐射。光学系统下面是一个可以移动的 Z 轴平台，它能够精确控制光学系统
与待测样本之间的距离，通过调节 X 轴平台你就能够实现激光精准聚焦到待测
样本。
本实验采用的是 Top-TCT 实验方式，具体原理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TopTCT 实验要求激光垂直射在待测芯片的表面，因此样本芯片所在的 X-Y 平面是与
激光束严格垂直的，X-Y 平面也有两个可以移动的轴，它能够允许样本在 X-Y 平
面进行任意移动，加上控制激光的 Z 轴，三个轴共同使用可以实现激光进行三
维扫描。本实验装置的样本安装在一个密封金属盒内，盒子的表面开有一个圆
形的孔，激光只有从这个孔才能射到待测样本。
偏压电源通过高压滤波器和 T 型偏置器加在样本芯片上，激光打到样本芯
片里会产生电子空穴对，这些载流子在偏压电场作用下就会发生漂移产生瞬态
电流，产生的瞬态电流通过芯片上的读出极被读出，读出极直接与放大器连
接。本实验装置所用的放大器是 Particulars 提供的，型号为 AM-01 A[12]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放大器需要最高 15V 的工作电压，这时放大器增
益最高。本实验采用图 3.1 所示的低压电源提供 15V 的放大器工作电压。经过
放大器放大后的电流信号直接被示波器接收，可以直接在示波器上直接观察经
过放大后的电流信号，但是如果想进一步分析，必须要将示波器上的数据抓取
下来离线分析。抓取示波器的同时，我们还要同时读取 XYZ 轴的坐标值。

3.2 控制模块
本文的 TCT 装置的激光在 Z 轴上的移动和芯片的 X-Y 平面上的移动都是使
用精度达到 1μm 的机动平动平台（Motorized Translation Stages），机动移动平
台的控制卡与 PC 使用 USB 数据线连接。机动移动平台上有精度高达 1μm 的导
螺杆，控制导螺杆的是精度非常高的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通过 8SMC4-USB 接口
协议与电脑进行通信。对于 8SMC4-USB 接口协议，XILab 是控制这个接口协议
的一款免费软件，并且它提供免费的控制库函数，能够方便用户自己编程需
要。本文所介绍的 TCT 软件的控制模块编写便是基于 XILab 的 libximc 库[13]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3.2.1 移动面板
想要进行 TCT 的测量实验，首先你要把激光对准芯片，对于这款电动的移
动平台，你必须能够让它具有最基本的平移功能，为此我参考 Particulars 的数
据获取软件 PSTCT 进行简化设计了如下的移动控制面板（图 3.3）：

图 3.3 移动控制面板
面板分为三个区域（括号里是图上对应的区域编号）：位置控制参数设置区域
（1），坐标显示区域（2），重置区域（3）。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作用：
位置控制参数设置区域：最上面一栏的 XYZ 以及 motor 选项（1-1）是用来设置
TCT 上样本芯片空间坐标轴所对应的控制步进电机编号，当你设置好对应的步

进电机编号后，点击重置区域的 Set Motor 按钮（3-1）就可以将相应的步进电
机也就是机动平动平台与对应的坐标轴绑定。按步移动区域（1-2）能够按照你
设置的步长对每个坐标轴进行前后移动。定位移动区域（1-3）能够将样本芯片
移动到你设定的坐标值，按照 X-Y-Z 顺序依次移动过去。
坐标显示区域：这个区域能够显示当前样本芯片所处的坐标位置，每 500 毫秒
刷新一下当前坐标值。下方的 stop 按钮（2-1）可以停止当前所有步进电机的
移动。
重置区域：重置区域包括 Zero 按钮和 Home 按钮，其中 Zero 操作会将当前的坐
标清零，也就是置零操作，这个功能在后面进行扫描分析的坐标系处理上能带
来便利；Home 按钮可以将对应的坐标移动到值为 0 的点，并且进行一次 Zero
操作。如果在坐标轴归零过程中按下 stop 按钮，他会拿上停止回到上一次所选
取的坐标系的零点的操作，然后直接将当前位置设为零点。也就是他会将一个
中间坐标设置为零点，在实际测量中要避免这种操作，防止坐标值的丢失。

3.2.2 扫描面板
要进行 TCT 测量，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矩阵扫描，也就是让激光脉冲在
设置的平面内对芯片进行射击扫描，参考 particulars 的分析软件 PSTCT 我设计
如下参数设置界面，基于 PyQt5[10][11]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和 libximc[13]库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实现
了实验所需要的扫描功能，并且后面将它与数据抓取结合，实现了按步抓取数
据，下面是扫描面板的界面（图 3.4）：

图 3.4 扫描面板
扫描面板分为三个区域（括号内为图上标记区域编号）：扫描参数设置区域
（1），速度参数设置区域（2），坐标显示区域（3）。下面分别介绍它们的作
用：
扫描参数设置区域：这是一个设置扫描所需参数的区域，x0、y0、z0 是扫描的
初始坐标值，dx、dy、dz 是扫描步长，Nx、Ny、Nz 是扫描的步数。设置好所有
参数后，TCT 控制台将进行从（x0,y0,z0）到（x0+dx*Nx,y0+dy*Ny,z0+dz*Nz）一
整个空间区域按照给定的步长（dx,dy,dz）进行逐步扫描。由于扫描是步进电机
在控制，在写控制程序时要加入很多延时操作，并且后续还要实现按步取数功
能，所以为了尽可能节省扫描时间，我设计了一种稍微复杂点，但是更省时的
扫描方式。

（a）传统扫描方式

（b）本软件扫描方式
图 3.5 扫描方式对比

如图 3.5（a）是传统扫描算法示意图，红色线条表示的是扫描路径。这种
方式就是严格按照图上一列一列的扫描，每扫完一列又要回到起始的那一行，
然后换下一列继续扫描。上面图 3.5（b）是我为此 TCT 实验装置设计的扫描算
法，图上红色线条已经标明扫描路线。与传统算法不同的是，我设计的这个算
法每次扫描完一列不会回到起始的那一行，而是直接从终止行开始进行下一列
扫描。这样算法实现比传统要麻烦一些，但是可以从图上明显看出，图 3.5
（b）的扫描路径比图 3.5（a）扫描路径要短很多，这样可以去掉很多冗余的
扫描路径，节省扫描时间。同时该面板下面设置有扫描开始按钮和停止按钮。
速度设置区域：速度设置区域包括参数设置区域（2-1）和一对选择按钮（22）。速度参数设置区域可以设置步进电机移动的速度，单位是µm/s。选择按
钮默认是放在默认速度选项，脚本启动时加载的是电机内部默认速度，如果要
自定义设置速度，需要先把选择按钮选择 Setting Speed，然后点击 Set Speed
按钮（1-1），然后软件就会把设置的速度参数写进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当你进
行比较精确的扫描时，步进电机的默认速度太快，会导致取数和定位的误差，
甚至还容易使脚本卡死，因此需要将速度适当调低。
坐标显示区域：跟移动面板的功能一样，实时显示当前的扫描坐标值，500ms
刷新一次。

3.3 数据抓取模块
本文进行的 TCT 测量实验的数据都是通过示波器读取，实验使用的示波器
型号是 Tektronix MDO3034。示波器用于观察信号很方便，但是直接观察的数据
并不能用于之后的数据分析，示波器自带有截图功能，但是图片这种数据格式
对于数据分析显然是不可行的，所以必须自己写程序跟示波器交互，抓取示波
器上显示的每一帧的数据信息。PyVISA 是一个能实现通过某些接口（如 GPIB，
RS232, USB, Ethernet）独立控制各种测量设备的 Python 库[14]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基于 PyVISA 库，利用示波器编程手册上提供的抓取数据

SCPI（Standard Commands for Programmable Instruments，可编程仪器标准命
令）指令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并且结合实际需要，我设计了如下
数据抓取界面（图 3.6），并且实现抓取示波器数据功能。

图 3.6 数据抓取界面
数据抓取界面大致分为 5 个区域：接口设置区域（1）、状态信息区域（2）、
抓取模式设置区域（3）、示波器参数状态值（4）、文件夹选项（5），他们的
大致功能如下：
接口设置区域：这个区域最上面的 Device and Interface 下拉选项栏用来显示
当前电脑可用的接口，你可以选择 PC 跟示波器交互的相应的接口；下面
Channel 用来设置从示波器那个频道口抓取数据；Data Point 用来设置每次抓
取多少个数据点。
状态信息区域：这个区域用来显示 PC 与示波器交互状态的信息，包括一些设置
是否完成，示波器型号信息等。
抓取模式设置区域：这个区域可以选择抓取数据模式，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频率模式和按步模式，如果选择频率模式，则程序会按照下面 Capture
Frequency 设置的频率进行示波器抓取数据，设置的数字是多少就会每秒抓取
几次数据；如果选择按步抓取模式，则示波器会根据按步扫描的反馈信息，每
完成一个扫描步长就进行一次数据抓取，并且相应的扫描过程也会等待每次数
据抓取完成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扫描。
示波器参数状态值区域：这个区域会显示示波器几个比较重要参数值，在程序
读取这几个参数状态值之后，会在这个区域将他们显示出来，这样可以方便操
作者参看和后面的示波器数据处理。
文件夹选项：这个区域用来设置抓取的数据保存的文件夹，点击后面绿色的箭

头就可以打开文件夹选项窗口。
在抓取数据前你需要先设置接口、频道口、数据点个数等选项，然后点击
Ready 按钮，程序会将你的所有设置通过 SCPI 指令发送给示波器，完成设置后
相应的状态信息会显示在状态信息区域，写入设置完成之后程序还会读取示波
器的一些状态参数值，并将它显示在参数状态值区域；所有设置完成之后选择
保存数据文件的文件夹，点击 Capture 就能抓取数据并且保存。需要注意的是
在抓取数据的同时还会开启扫描功能，所以你要在抓取数据之前在扫描面板设
置相应的扫描参数。
直接从示波器抓取的数据不是真实的电压值和时间值，需要在保存数据前
进行数据的真实还原，这里可以参考示波器编程说参考书上的转换公式，利用
从示波器上读取的 ymult、yoff、yzero、xincr、xzero 等参数（也就是参数状态
值区域的参数），进行示波器抓取值到真实值的还原。还原过程中我用到了
Python 的 NumPy 包和 Pandas 包进行数据的处理。由于后续要用这些数据进行
分析，虽然有一些开源的分析工具，但是那些分析工具所要用到的数据格式是
他们自己定义的。为了便于之后的数据分析，本文采用我自己定义的文件格
式，之后采用自己写的数据处理脚本处理这些数据文件。CSV（CommaSeparated Values，逗号分隔值）文件使用逗号将每个数据隔开[16]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这种文件格式定义简单，并且 Pandas 可以轻松读
取和处理这种数据格式[17][18]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我定义的数据格式见下图（图 3.7）：

图 3.7 CSV 文件格式
第 1 行是示波器型号信息，3-5 行是位置信息，6 行以后是对该位置抓取一帧的
示波器真实数据。

3.4 软件效果测试
软件开发和调试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一般都是在交叉进行，一边开发
一边调试。本文中的 TCT 软件也是遵循着这个路线，在开发过程中不断调试，
不断完善，最终达到设计要求。
控制模块是整个 TCT 控制软件的基础功能，所有功能都是建立在这个模块
能正常工作的基础上。对于这个模块的测试非常简单，只需要将 TCT 装置盒打
开，当用软件执行移动操作时，观察对应的机动平动平台是否按指定的指令移
动，并且查看移动面板（图 3.3）的坐标显示区域相应的坐标值是否按指令的
要求改变。经过多次测试，移动面板的功能都是正常工作的。同时，扫描功能

又是基于移动面板功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更复杂的移动操作，对于这个模块的测
试，步骤跟移动面板功能测试差不多，但是由于扫描速度很快，直接看扫描面
板（图 3.4）的坐标区域的值来判断扫描是否正常显然不可取，因此我采取每
扫描一步就把坐标值输出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在扫描完成之后去检查是否每一
步都被扫到了。下图截取了一部分扫描输出坐标的截图（图 3.8）：

图 3.9 扫描设置
图 3.8 扫描输出坐标值

上面左图（图 3.8）是扫描的一部分坐标输出值，右图（图 3.9）是对应的
扫描设置，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扫描方式是按照我设计的扫描算法进行的。
数据抓取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此数据抓取模块的测试非常重要。测试采
用的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模拟信号输入到示波器，然后抓取这个模拟信号和
实际 XYZ 坐标轴的值。设置好扫描区域，然后点击抓取数据按钮，可以得到一
系列抓取的数据文件。首先我挑取一个文件，也就是一个坐标对应区域的值进
行分析。我把里面的数据提取出来，用 Python 的 pylab 库将数据画图[19]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然后与示波器上的图进行比较：

图 3.10 示波器上波形图

图 3.11 抓取数据画的图

如上两图所示，左图（图 3.10）是示波器上波形图，直接用 U 盘从示波器
上下载的，右图（图 3.11）是用 TCT 软件抓取的示波器上一帧的数据画的图。
可以看出它们波形是一样的，并且峰值都在 300mV 附近（图 3.11 横轴是时
间，单位：s，纵轴是电压，单位：V）。
同时，对于多个文件抓取效果的检测也是很重要的，一帧数据没有错误的
情况下，接下来主要做的就是检查是否是按步取数，对于按频率取数在本文中
没有用到，因此测试过程略过。如下图（图 3.12）所示，测试了一次 Y-Z 扫描
（其中 Y 步长为 50μm，Z 步长为 200μm），我随机选取了连续若干个数据文
件的头部信息，可以看出它们的坐标值是按照 TCT 软件所设计的算法按步进行
的。

图 3.12 扫描数据抓取测试中部分数据头部截图

4 TCT 测量
基于上一章开发的 TCT 软件，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采集数据然后分析数据。
本章主要阐述在 TCT 测量中最首要的焦点寻找问题。要理解 TCT 焦点寻找原
理，首先对于激光所形成的高斯光束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以这个为基础，阐
述本文 TCT 测量中焦点寻找的原理，之后对实验测量到的数据做了详细的分
析。

4.1 高斯光束
大部分激光发射器发射的激光都可以用高斯光束来描述，本实验所用的激
光光束也可以用高斯光束来描述。高斯光束是一种单色电磁辐射束，它的横向
磁场和电场幅值是由高斯函数给出的[20]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高斯
光束的强度曲线方程可以严格的从亥姆霍兹方程中导出，本文不讨论这个内
容，我只给出对于本实验有用的结果。
亥姆霍兹方程从波动方程出发，通过分离变量法将空间和时间部分分离。
高斯光束的求解中运用了旁轴近似[7]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在该近
似中，电场高频部分被分离，同时忽略二阶项，因为幅度值在传播方向变化很
慢。在圆柱对称的系统中，亥姆霍兹方程在旁轴近似条件下的解就是高斯光
束。下面给出高斯光束的亮度分布方程：
I(r, z) = I*

ωN*
2r N
exp
(−
)
ω N (z)
ωN (z)

（4.1）

公式（4.1）表示的是光束传播方向为 Z 轴，r 是是径向坐标值，I* 表示光
束焦点中心的亮度。光斑大小为：
ω(z) = ω* P1 + (

z − z* N
)
zQ

（4.2）

上式（4.2）是激光光斑的宽度与 z 值的关系，是一个双曲函数，可以看出
当z = z* 的时候光斑最小。zQ 表示的是瑞利长度。光斑最小的宽度为ω* ，它的
定义式为：

2zQ
ω* = P
k

（4.3）

这个最小值也叫作束腰。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表达式有两个未知参数，这
也导致整个亮度分布方程有两个自由的参数，其中zQ 是瑞利长度，k 是波数。
T

这里考虑k = 2π U ，其中λ* 是真空中光波波长，n 为介质的折射率。下面介绍
V

瑞利长度zQ 的意义：

图 4.1 高斯光束光斑宽度以及各参数示意图[7]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如上图所示（图 4.1），ω* 是光斑宽度最小值，以这个点为起点，到光斑
宽度为√2ω* 为终点，这段长度就为瑞利长度zQ 。对于瑞利长度，它是用来衡量
光束品质的一个物理量，高斯光束只是一个理想的模型，真实的光束所具有的
瑞利长度跟很多因素有光，本文由于没有涉及到对于瑞利长度zQ 的测量，所以
不做深入讨论。

图 4.2 高斯光束束宽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如上图所示（图 4.2）为高斯光束束宽的定义。由式（4.1）我们可以知
道，高斯光束的的亮度主要取决于ω(z)。这个图画的是一个高斯光束的亮度分
布，对于光斑的宽度，我们取光强的最大值乘以一个因子eYN ，此时所对应的宽
度就为高斯光束的宽度。通常在光学测量中我们关心的是光束的半高宽，它描
述的是光强为最大值的一半时所对应的宽度，光束宽度与半高宽有一个对应的
关系式[20]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ω(z) =

FWHM(z)
√2ln2

（4.4）

有了上面的关系式（4.4），我们就可以通过测量光束半高宽得到光斑宽
度，进一步我们就可以分析得出光斑宽度最小的位置，这就是焦点所在的位
置，下面所讲的焦点寻找原理也是基于本节所阐述的高斯光束的一些基本特
性。

4.2 焦点寻找原理
焦点寻找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边缘区域来进行光束光斑宽度的判别。这个
边缘区域指的是敏感区和不敏感区交界的地方，比如探测器的敏感区和金属的
交界处。从上一节的（4.2）式可以得到，顺着传播方向的不同位置，激光光束
宽度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光斑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当具有一定宽度的激
光光束打在边界区域，就会有一部分光是射在敏感区，这会在敏感区产生电子
空穴对，在外加偏压的作用下电子空穴漂移会产生瞬间电流信号，这些电流信
号经过一系列电子学器件，最后被示波器获取到跟电荷量有关的信息（具体示
波器信息的提取这里暂时不加讨论）；另一部分光斑是射到了不敏感的区域，
比如金属区域，这些光子会被反射，因此整个光束如果打在这个边缘区域，此
时的光斑亮度跟（4.1）式是不一样的，下面给出高斯光束打在这种边缘区域时
亮度的分布[7]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

Aa

"b

I] (x , z) = _ dx _
Yb

=

I(x, y, z)dy

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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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ωN*
I* N _ dx _ exp
ω (z) 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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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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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x + y )
)dy
ωN (z)

上式（4.5）的x ^ 代表的是边缘区域的 x 值，假设边缘的左边是敏感区，右边是
不敏感区，对于变量 x 的积分区间就是(−∞, x ^ )，变量 y 的积分区间是整个空
间区域(−∞, +∞)。上式（4.5）中的I(x, y, z)是高斯光束强度分布在笛卡尔坐标
系下的表示，也就是式（4.1）在笛卡尔坐标系下的形式。将上式（4.5）积分
之后可得：
πωN*
xT − x*
I] (xT , z) = I*
(1 + erf (−√2
))
4
ω(z)

（4.6）

上式（4.6）是（4.5）式积分后的结果，但是做了一点变换。式中xT 表示的是边
缘处的 x 值，x* 是整个光束坐标在坐标系下的相对位置，(xT − x* )是边缘区域
相对坐标值。同时，上式中包含了误差函数 erf（x）。从上式可以看出，当坐
标 z 固定的时候，也就是ω(z)固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亮度分布的一个
参数，通过改变不同的xT 值去测量激光光束的亮度，我们就可以测量到ω(z)的
值，这也就是焦点寻找的理论依据。寻找焦点的本质上就是寻找高斯光束束腰
的过程，（4.6）式给了我们一个测量光束传播方向上某点束宽的方法，我们只
需要测量不同的 z 值所对应的ω(z)，然后利用式（4.2）进行拟合就能够找到ω*
及对应的z* ，其中z* 就是我们要找的焦点位置。
焦点寻找具体步骤可以参考 particulars 仪器说明里面的方法[12]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根据仪器文档说明，以及具体操作，我简单介绍
下本文中焦点寻找的大致流程。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图 4.3 焦点寻找中激光扫描示意图[12]

如上图所示（图 4.3），对于 Top-TCT 在实际焦点寻找操作中有两种情况。
对于第一种平板探测器，探测器的敏感区域是一个圆形区域，圆心区域的外面
是金属，激光打在图上的白色区域，也就是敏感区时，会产生感应电流；但激
光打在蓝色区域，也就是不敏感区，没有电流信号。假设探测器平面为 X-Y 平
面，我们可以顺着 X 轴或者 Y 轴从敏感区移动激光扫描至不敏感区，就像图上
红色虚线显示的那样，这样电流信号会在两个区域的交界处发生变化，我们要
考虑的就是在这个交界处信号变化的情况，在交界处激光强度变化应该符合式
（4.6）。
假设我们做一个 X 轴方向的扫描，根据每个 x 值所对应的不同的激光强度
值，我们就可以用式（4.6）拟合得到对应的束宽。这是在 z 轴固定的情况下进
行的扫描，接下来我们改变相应的 z 值，也就是改变光学装置与样品的距离，
再做同样的扫描操作。这样重复改变 z 值然后做边界附近的扫描，具体在硬件
上的实现就是做一个关于 X-Z 平面的扫描。经过一个扫描之后，我们就可以得
到一系列ω(z)，也就是 z 值与 z 所对应的束宽，然后我们再利用这些数据根据
式（4.2）拟合就能得到束宽最小值及所对应的 z 值。
对于上图（图 4.3）右边的条形探测器，焦点寻找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
利用敏感区与不敏感区的交界处作为一把刀，将光束切分成两部分，然后就可
以利用式（4.6）进行拟合得到束宽，接着做 X-Z 平面的扫描，对于得到的ω(z)
再用式（4.2）进行拟合，最后得到对应的焦点坐标。与平板探测器不同的是，
条形探测器敏感区与不敏感区是条状分布排列。由于条形金属区，也就是不敏
感区非常窄，所以会出现束宽可能比金属区更宽的情况（即ω(z)大于条状金属
宽度），此时就不能简单的用式（4.6）去拟合数据得到束宽。具体拟合情况比
较复杂，这里就不讨论。对于条形探测器焦点寻找更好的理解可以看下图（图
4.4）：

图 4.4 条形探测器焦点寻找过程示意图[12]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如上图所示（图 4.4），图中红色斑点就代表激光光斑，蓝色条状就是条
形探测器的金属区域。当你在不同的 z 值时，光斑（束宽）大小不一样，顺着
X 轴（或 Y 轴）扫描时，打到同一个条形金属区域的边界时它的信号上升或者
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大的光斑信号坡度比较缓，小的光斑信号更陡一些。

4.3 焦点寻找
本文中所用的焦点寻找类型类似于上一节中的平板型探测器，大致分为用
可见光的粗寻焦，然后 TCT 软件抓取数据进一步优化焦点位置，最后进行精确
的焦点附近的扫描，然后经过数据分析得出焦点位置，同时也讨论了示波器抓
取的感应电流数据。
4.3.1

Top-TCT 介绍

本文进行的是 Top-TCT 的实验，一般的 TCT 实验分两种：top-TCT 和 edgeTCT。下图给出两中装置的对比（图 4.5）：

图 4.5 Top-TCT 与 Edge-TCT 实验装置对比图[21]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上图（图 4.5）左边是 Top-TCT 的实验装置图，右边是 Edge-TCT 的实验装
置图。图中主要实验装置跟本文的实验装置类似，具体实物图可以参考 3.1
节，这里就不再介绍装置的细节。两种测量方式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激光射
击样本的位置不一样，如图 4.5（a），Top-TCT 激光是从芯片的表面射击进去
的，而 Edge-TCT 激光是从芯片的侧边射击进去的。本文所使用的 Top-TCT 是比
较简单的一种 TCT 实验，对于 Edge-TCT 实验，它需要对芯片的侧边进行抛光处
理，同时它的焦点寻找更为困难，但是它对于芯片各种性质（比如载流子迁移
率，耗尽电压，电场分布）的研究更为重要。
4.3.2 粗焦点寻找
本文所进行的 Top-TCT 实验采取的焦点寻找方式类似于上节的平板型探测
器方式。待测样本安装在安装台上，外面用金属外壳封装，金属外壳上开有一
个圆形小孔，孔的直径在 1-2mm，激光需要对准这个孔入射进去才能打到样本
上。因此很自然的实验的第一步就是让激光能够打入这个孔，由于不能直接用
肉眼去观察激光是否对准孔中心（激光必须在 TCT 装置盒关闭的情况下才允许
开启，激光对人眼有伤害），实验中我们采取的是用可见光从光学系统末端入
射进去，经过光学系统的处理形成光斑，然后通过控制实验平台的 XY 轴使光斑
对准金属孔中心。
当用可见光预实验确保激光能射进圆孔里面之后，再用激光进行实验。本
文实验激光采用外部触发的方式，使用占空比 10%，频率 500HZ，幅度为 2.5V
的触发信号（信号发生器见图 3.1），关于激光的触发等详细说明本文不做讨

论，详细可以参考 particulars 官方文档[12]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经
过外部触发的激光以脉冲序列的形式发射，然后射击到样品上，可以适当调节
Z 轴的位置，就能在示波器上看到很明显的感应电流信号：

图 4.6 激光射击样本时产生的瞬态电流信号
上图（图 4.6）是示波器捕捉到的一次瞬态电流信号帧，频道一的黄色信
号是激光外部触发信号，它每产生一个上升沿，激光就发射一个脉冲，这个脉
冲打到待测样本上就会激发感应电流，然后示波器技能捕捉到这个电流信号
（图 4.6 蓝色线条）。信号的幅度跟电流强度是正相关的，而电流大小反映着
载流子的数目，载流子数目又与打进来的光子数是正相关的，所以这个信号的
幅度反映着收集电荷数，同时也反映了激光的亮度强弱。保持 X-Y 平面不动，
当你移动 Z 轴时，这个信号的幅度就会变化，窄的束宽对应的信号比较强，宽
的束宽对应的信号幅度比较小，具体可以参考图 4.1 光斑宽度示意图。将 Z 值
从比较远的地方缓慢的向一个方向移动，同时观察信号幅度，你会发现信号幅
度会慢慢变大，达到一个峰值后你继续移动的话，幅度又会变小，这就对应着
图 4.1 中光斑大小随着 z 值变化而变化的情况。经过这样粗糙的调节，可以得
知焦点的大致范围在峰值左右，选取这个范围作为粗焦距离。
关于图 4.6 中瞬态电流信号有两个峰的原因，这里做定性上的讨论。激光
射到样本芯片上，在硅探测器内部激发电子空穴对，在外加电场的作用这两种
载流子下漂移到信号读出极，产生瞬态电流，读出极再将这些信号传给后端的
电子学电路，最后被示波器接收显示。由于产生的电子马上被电极收集，空穴
还需要漂移一段时间才能被收集[6]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还有电子
和空穴偏移速度的不同等因素，在不同时刻电子和空穴对总电流的贡献不一
样，导致总的电流会有两个峰，图 4.7 定性的描述了电子和空穴对总电流的贡
献。

图 4.7 电子和空穴对总电流的贡献

4.3.3 精确焦点寻找
经过上面粗糙的调节可以大致知道焦点所在的范围，接下来就应该对这个
范围进行详细的激光扫描。接下来是详细的扫描过程，具体扫描参数我用表格
列出来（表格中 1 单位长度表示的实际长度为 1μm）。
表 4.1 第一次 Y-Z 扫描
坐标轴
起点
步长
步数
终点
X轴

0

0

0

0

Y轴

0

50

24

1200

Z轴

0

200

50

10000

第一次扫描的参数如表 4.1 所示，将 X 轴固定在一个比较合适的值，差不
多处于金属圆孔的中间位置，然后对 Y-Z 进行一个平面扫描，抓取扫描的每个
点的数据，然后利用 PyROOT 进行数据处理[22]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对于抓取的每一帧数据，像图 4.6 那样的数据帧，经过比较粗糙的处
理可以得出一个幅度值，用来简单代表这一点的幅度。具体处理步骤为：第一
步选取电流脉冲信号峰之前的任意可调的一段基线，求出他们的平均值，作为
噪声信号；第二步将这一帧的所有数据减去这个噪声信号值得到真实信号值；
第三步将真实信号值的峰值减去基线的平均值得到幅度大小。这种处理方法非
常粗糙，实际对于峰值的处理更为复杂，但是仅对于焦点寻找还是足够的。
对于每一个抓取的坐标点，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他的
幅度值，然后将这个幅度分布用二维直方图表示，图 4.8 就是本次扫描后的幅
度分布图。

图 4.8 第一次 Y-Z 扫描的幅度分布图
从图 4.8 可以看出焦点大概在（2000,5000）范围内，因为在这个区域 Y 轴
方向幅度值变化比较尖锐，就是幅度在 Y 方向下降的很快，这说明在这个区域
的束宽比较窄，超出这个范围的两边都是幅度不是很尖锐的区域，这说明这是
一个束宽的极值区域。
接下来选取 z 值在（2000,5000）范围内进行下一次扫描，扫描设置如表
4.2：
表 4.2 第二次 Y-Z 扫描
步长
步数

坐标轴

起点

终点

X轴

0

0

0

0

Y轴

100

20

45

1000

Z轴

2000

100

25

5000

同样将扫描到的数据进行和上一次一样的处理得到下面的幅度分布图（图
4.9）：

图 4.9 第二次 Y-Z 扫描的幅度分布图
第二次选定的扫描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它的分布有些杂乱无章，尤其是
在 y=（100,500）区域，幅度值时而大时而小，这样不好进行焦点的寻找。因此
舍弃这一部分的数据作为焦点寻找的边界。
为了寻找合适的边界进行焦点寻找，必须对整个圆形孔区域进行扫描。接
下来固定 z=3500，对 X-Y 进行一个扫描，参数见表 4.3：
表 4.3 第一次 X-Y 扫描
坐标轴
起点
步长
步数
终点
X轴

-800

50

40

1200

Y轴

-1000

100

20

1000

Z轴

3500

0

0

3500

将抓取的数据处理，画出幅度分布见图 4.10：

图 4.10 第一次 X-Y 扫描的幅度分布
图 4.7 是固定 Z=3500，对 X-Y 平面进行的扫描后的得出的幅度分布。非常
明显的可以看出幅度大的区域是一个椭圆形（因为 XY 单位长度不一样，实际应
该是一个圆形），这个区域也就是对应着本实验装置的圆孔区域，激光能从这
个区域打进去，因此这个区域的信号比较强，幅度就大。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
椭圆的边界信号强度是逐渐变弱的，这也就是因为束宽的影响。
同时，理论上圆孔的中心区域应该是集中着一片高亮度区域，但是图 4.10
的中心区域亮度分布不集中，并且边缘亮度变化不是很平缓，高亮度集中在偏
右的区域。整体的感觉就是分辨度不高，推测是 Z 轴离焦点比较远。但是同时
也可以看出利用 x 轴的边界区域进行焦点寻找给为合适。
接下来，固定 Y 轴在 50，进行对 XZ 平面的扫描，期望获得更高的关于焦
点位置的信息。具体扫描参数见表 4.4：
表 4.4 第一次 X-Z 扫描
坐标轴
起点
步长
步数
终点
X轴

500

10

50

1000

Y轴

50

0

0

50

Z轴

0

50

100

5000

将扫描抓取后的数据画成幅度分布二维直方图（图 4.11）：

图 4.11 第一次 X-Z 扫描的幅度分布
这个扫描比 X-Y 平面的扫描更细致，可以看出焦点位置大概在 z=2000 左
右，这与之前通过 X-Y 扫描的判断差了很多。要判断哪个区域才是正真的焦点
所在区域，必须再对 X-Y 平面进行扫描，判断这次寻焦的好坏。
这次固定 z=2000，对 X-Y 平面进行全面的扫描，具体的扫描参数见表
4.5：
表 4.5 第二次 X-Y 扫描
坐标轴
起点
步长
步数
终点
X轴

-900

50

44

1300

Y轴

-1100

50

44

1100

Z轴

2000

0

0

2000

扫描的数据经过处理之后画成幅度分布（图 4.12）：

图 4.12 第二次 X-Y 扫描的幅度分布
第二次扫描得出的幅度分布非常的清晰，中心有一个幅度值很大的区域，
边界的分布也比较明显，这说明 X 轴更适合做焦点寻找的分析。值得注意的
是，理论上幅度大的区域应该集中在圆孔的中心位置，但是从扫描的情况来
看，与第一次情况类似，幅度值比较大的区域有点靠近右边，推测是因为激光
束没有完全与待测样本金属盒圆形孔平面垂直，有很小角度的偏离，这样就会
产生图 4.12 的幅度分布。但是对于焦点寻找来说这个小角度的偏差不会产生太
大影响，而且轻微的角度偏差也没有办法去精确地调整。基于这两点原因，本
实验还是采用现有的实验装置状况进行下面的测量。
鉴于第二次 X-Y 扫描得到的结果比较理想，说明焦点在 z=2000 左右是正确
的，然后再分析第一次 X-Z 扫描的结果，大致给出焦点范围在 z=
（1600,2400），接下来对这个范围进行一个详细的边界 X-Z 扫描，这次固定
y=0，具体扫描参数见表 4.6：
表 4.6 第二次 X-Z 扫描
坐标轴
起点
步长
步数
终点
X轴

600

20

30

1200

Y轴

0

0

0

0

Z轴

1600

20

40

2400

对应的幅度分布见图 4.13：

图 4.13 第二次 X-Z 扫描的幅度分布
图 4.13 边界线清晰，幅度值大的区域和幅度值小的区域很集中，已经符合
用来分析焦点的边界要求。本文将它作为分析焦点的边界最终版，下面一小节
将就数据分析做详细的阐述。
4.3.4 数据分析
上小节已经阐述，经过多次扫描及其幅度对比，最后确定了用来分析焦点
的区域（图 4.13），本节基于图 4.13 第二次 X-Z 扫描的坐标值和其对应的幅度
值进行数据处理。
根据（4.2）的分析，要寻找焦点位置，就是要找到最小的束宽，即束腰
ω* 。要找到束腰，首先要根据式（4.4）拟合得到每一个 z 值所对应的束宽
ω(z)。下面介绍数据拟合过程以及得到的结果。
对于图 4.13，首先应该固定每一个扫描的 z 值，将对应的幅度值向 X 轴投
影得到幅度沿 X 轴的分布趋势，然后利用（4.4）的公式进行参数预设和拟合，
这样就能得到ω(z) − z分布。得到的ω(z) − z分布再用式（4.2）进行拟合就可
以得到z* ，即焦点的位置。
下面给出拟合过程中的一些曲线图（图 4.14）：

图 4.14 利用误差函数拟合得到束宽
图 4.14 展示的是用误差函数拟合的几张 X 轴幅度值分布情况，黑点是测量
的数据，红线是拟合的曲线，每一个图对应着固定 Z 值的 X 轴方向的幅度与坐
标值的关系，每一张图拟合可以得到这个固定的 Z 值所对应的束宽ω(z)。

图 4.15 焦点寻找拟合曲线
如图 4.15，是将像图 4.14 那样的拟合值全部得出后画的ω(z) − z分布图，
然后用式（4.2）进行拟合得到焦点的位置为z = 1876 ± 16。可以看出原始数据
点波动比较大，猜测是因为步进电机移动时会造成激光轻微的在待测点附近摆
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本文焦点寻找所选取的金属边缘作为边界过于
粗糙，它只是一个金属外壳的边缘，更为精确的寻找方式应该采用样本探测器
内部嵌入的金属条。
除去这些不足，总的来说这个焦点寻找方法是可行的，从理论上的分析到
实际测量的数据的分析处理，都跟预期相符。进一步的可以用这个方法打进圆
孔区域，直接探测样本的内部结构，利用它内部所具有的边界区域进行焦点定
位，这样得到的焦点将更为精确，同时，得到的束腰ω* 也更为精确。

5 总结及展望

TCT 系统是一种非常简易但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对于探测器辐照和未辐
照的各种性质和参数的研究非常便利。CMOS 像素探测器具有良好的位置分辨率
等优点，将成为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 的顶点探测器选择。对于
CEPC 的探测器预研过程中，利用 TCT 系统对 CMOS 像素探测器进行研究时非常
合适的选择。本文基于 Particulars 生产的 TCT 系统，利用 Python 独立开发了
一套控制与数据获取的软件，并且利用该软件完成了对 TCT 系统中激光的初步
对焦，验证了高斯光束的性质。经过本文的工作，TCT 系统能够用于测量各种
探测器别激光辐照后的性质，更进一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为 CEPC 研
制的第一代 CMOS 像素探测器 JadePix1 也将利用这个仪器进行相关性能的测
试。本文作为作为正式测试 JadePix1 的前期模拟测试工作，对于自行开发 TCT
的 DAQ 具有参考价值，同时完成了仪器的初步调试。但是，本文还有许多不
足，利用 Python 开发的软件运行速度慢，不能与 JadePix1 的现有 DAQ 结合，
同时对于焦点定位也过于粗糙，达不到精确测量探测器芯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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