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9-19

今天和张忠泉把ED0004和ED0003的内置高压电源拆除，换成直接连接我们电子学的高

压源，这样高压更稳定，而且便于直接监测。现在正在采集数据看看是否工作正常。

N843测量计划：测量N843的阈值在甄别中起到什么作用。

1. 使用ED0003的信号，扇出两路，一路送入N843甄别后送入示波器，另一路扇出

也送入示波器，并作为示波器输入信号，阈值尽量低。

2. 改变N843相应输入channel的阈值，观察示波器上N843甄别信号出现的概率和

N843阈值之间的关系。

3. 测量ED0003的下降时间，计算需要的delay时间，调整N843上的delay时间，重

复上述实验。

2016-09-20

今天测试的数据还是有TGC噪音比较大的问题，接下来打算在代码中把噪音的影响去除

掉。还有就是明天准备测试一下N843甄别器，看看不同的阈值对甄别器的工作有什么影

响。

2016-09-21

今天通过在示波器上加触发发现N843在低阈值的时候确实不能有效的甄别信号，很多真

实的信号并不能触发，但是在高阈值的时候N843工作良好。

现在的解决方法是给V1290N第九道加15mV的阈值，但是通过昨天测试的一组数据（阈

值为12mV）表明15mV的阈值也许有点高，在阈值为12mV时，

其探测效率已经超过99%，如下图所示。我认为可以把阈值调到11mV做一组测试。



Perfect

2016-09-22

昨天将V1290N第九道的阈值调为

11mV之后，通过查看今天采集的一

组数据，ED0003的探测效率相比于

阈值为12mV或15mV时，

其探测效率并没有降低，依然为

99%以上，如下图所示，所以以后

将V1290N第九道的阈值维持在

11mV.



之前观察到的TGC的事例重建效率很低的问题，现在可以确定并不是TGC的噪音

引起的，而是由于通过TGC重建的径迹并不能和触发的闪烁体符合上，

如下图1所示， 这类事例通过TGC的重建来看明显是有一个muon穿过，并且留下了清晰

的径迹，但是当用TGC重建的径迹去符合作为触发的闪烁体时，两者并不能

符合上，这就说明上下闪烁体并不能起到触发作用。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在每次采集数据

时都出现，当出现时，也并不在一开始采集数据就出现，而是在采集数据过程

中的某个节点出现，且一直维持到当次数据采集的结束，如下图2所示。这种现象虽然对

时间分辨和单粒子峰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会降低闪烁体的探测效率，如下图3。

这种情况暂时无法理解，但我怀疑是闪烁体的触发不稳定。

                                               图1



                                             图2

                                         图3

现在有采集了两组没有出现上述问题的数据，可用于ED性能的检测。ED0004相比

于之前的测试并没有什么变化。将ED0003的增益调到和ED00003一样之后，

其电荷量输出也没有之前的那么大了，单粒子峰在190counts左右，但是现在检测的

BC_3s和BC_4f两块闪烁体的单粒子峰分布不均匀，如下图所示。在这两块闪烁体中

也没有发现光纤断线，所以我和侯超商量有两个原因，一是闪烁体确实有问题，而是光

纤和PMT的接触不好。所以我们决定将ED0003和ED0004向里推，测试另外两块ED，

以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



以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是个值得怀疑的现象，按说corars闪

烁体和tgc符合不符合，与测量ed的探

测效率没有关系，探测效率计算完全不

用corars闪烁体的数据。只可能影响时

间分辨率测量。可以检查一下探测效率

的计算流程，为什么会出现ed探测效率

下降会和tgc，corars闪烁体符合发生

联系

2016-09-23

今天和张忠全把ED0004和ED0003都向

里推，分别测两层闪烁体的另一半（ED0004的16E202和16D102，ED0003的JK1.5和

JK1.5_1）。一下是今天下午测试的一组数据。

ED0004的这两块闪烁体还是和原来测试的结果一样，如下图所示。



ED0003的JK1.5和JK1.5_1

这两块闪烁体放置的位置有点靠外，

导致边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层闪烁

体的探测效率明显有点低，如下图所

示，根据之前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把阈

值提高，因为现在这层测试时杰克的

闪烁体，不是圣戈班的，这导致一些

小信号事例没有过阈，这会对

charge的刻度有影响。



Plan：

1. 在测ED0003中杰克的闪烁体时，把阈值再加高。

2. 现在这样测试ED，并不能把ED放在正中间，所以我打算两层ED旋转180度，之后

放在正中间测试。

问问李老师有没有可能将整个架子向外挪动一些，以后测试也会经常遇到类似问题

2016-09-24

昨天发现ED0003的杰克的闪烁体有探测效率低的问题，我想了一下，和原始数据比较了

一下，也可能是阈值11mV对于杰克的闪烁体有点高，导致小信号不能过阈。

所以我分别别再15mV阈值和8mV阈值下分别采集一组数据。



这个探测器的问题现在不是效率接近1了吗，你现在不是要看效率不均匀的问题吗

ED0003中有四块探测器，原来测得两块是圣戈班的，现在测的是杰克的。上次把阈值调

到11mV之后探测效率正常了，接近1。

但是现在测时杰克的闪烁体在阈值为11mV是探测效率偏低。所以今天我把阈值调

到8mV之后，现在探测效率正常了，11mV的阈值对杰克的闪烁体有点高。

现在测的一组杰克的闪烁体的数据，数据量统计量比较小。JK1.5这块闪烁体的单

粒子峰是均匀的，但JK1.5-1这块不均匀，在起始位置偏小，这里断了一个光纤，这

是之前知道的。



现在在测一组统计量更大的数据。

2016-09-26

之前测试的圣戈班的闪烁体的单粒子

峰分布不均匀(2016-09-22那天的记

录中)，今天和侯超讨论了一下，她

在高能所测的时候其也不均匀，但是

她测的时候用的探头比较大

（25cm*25cm）,所以我把现在测

的ED分割成5块，看一下每一块的单

粒子峰能不能和侯超在高能所的对

上，以确定圣戈班的闪烁体是不是有问题，一下为每一块的单粒子峰：

BC_4f



BC_3s





杰克的闪烁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需要和侯超对一下每一块的单粒子峰之后才能确定

是不是ED本身的问题造成的不均匀。

以下是我写的测试报告，明天在ED组会上讲

Very good slides, except somewhere state not very detail, you may forget the 

meaning after some time

2016-09-27

我和张忠全把ED0004中16E202的一根光纤剪短（这根光纤和16E201断的那根对

应），测试断光纤后的16E202的单粒子峰的均匀性，

最总检验断一根光纤对单粒子峰均匀性的影响是不是像之前16E201测试的那样。数据正

在采集，如果顺利明天就能得到结果。

之前观察到圣戈班的闪烁单粒子峰的均匀性不好，这两天检测的捷克的闪烁体其均

匀性也不好，侯超在高能所对这两种闪烁体的测试也显示其是不均匀的。

因为侯超测试的时候使用的25cm*25cm的探头测地，所以为了比较，我也把ED分成

25cm*25cm的4块，如下图所示。



对于圣戈班的BC_4f闪烁体我测得的每一块的光电子数分别为：33.3， 35.3， 

38， 37.3。侯超测得的分别为：31， 32.45， 34.37， 33.09。

对于圣戈班的BC_3s闪烁体我测得的每一块的光电子数分别为：36.7， 36， 

35.3， 34。侯超测得的分别为：33.5， 33.76， 33.58， 32.94。

对于捷克的JK1.5闪烁体我测得的每一块的光电子数分别为：16.2， 17.4， 

17.8， 17.4。侯超测得的分别为：17.2， 18.5， 19.5， 18.1。

对比我和侯超测得的结果，每一块闪烁体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但是圣戈班的闪烁

体我测得的光电子数明显比她侧得的多，而且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异也更大，

捷克的闪烁体她测得的光电子数比我测得的多，而且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异也

更大。对于这个我明天还要和侯超讨论一下。

剪断影响没那么大，注意比较两者差异的时候，不但要比较中心值大小还要看误差，如

果差别大误差也大是不能得出差别大的结论的。如果得出差别不大的结论，那么可能和

pmt对接有关系。测的电荷量与射线是否垂直有关，越垂直，射线在ed内的路径越短，

电荷越小

2016-09-28

我看了一下昨天采集的一组剪短ED0004-16E202一根光纤之后的单粒子峰的分辨，发现

剪短光纤的影响并不会想16E201的单粒子峰的差异那么大。当把ED只看成一维的，在X

方向区平均值之后，断光纤的效应会更明显一些。



所以我们觉得断一根光纤并不对16E201的单

粒子峰的分布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我们怀

疑是光纤和PMT对的不好。接下来我们想把

光纤和PMT重新怼一下。我和侯超商量了一

个简单的简短的测试计划，她随后会发给我

们的。

2016-09-29

我把16E201和没有折断光纤的16E202的点

粒子峰比较了一下，看着左右两

边不均匀的16E201的单粒子峰左

右两边是互补的，如下图。

今天又把两层ED向外拉，在国

庆节之前监测一组另两块ED，国

庆节之后等着高能所来人或张忠

全回来把光纤再怼一下。



2016-09-30

附件中是张忠全模拟的断光纤的影响。

我还没有和我测试的结果比较，等比较

了之后和侯超商量一下。

很好，和模拟比较一下是很好的方法，

你们考虑的很全面

2016-10-08

我把张忠全模拟的断光纤的影响和实际测试的结果比较了一下，模拟的时候把ED

沿x方向等分成20份，在断光纤所在的区域光子输出减少6%左右，而实际测试中光子

产额减少6%-8%，如图所示 。



同时也比较了16E201和断光纤之后的16E202的单粒子峰，这和9月29号比较的结

果类似，断光纤处能符合上，但是远离断光纤的地方符合不上。

今天也跟侯超讨论了一下以上的比

较，我这两天把最近的测试结果和比较

的结果写个报告，星期二在组会上讲一

下。

今天继续监测科迪和圣戈班闪烁体的

稳定性。

图和文字太乱，看不清文字和图形的对



图和文字太乱，看不清文字和图形的对

应，图形的说明也不全面。模拟和测试

均得到6%的能谱降低，该结论很有用。对于远端的能谱降低，似乎还是应该考虑光纤和

PMT的耦合问题。

是的，侯超和我也是觉得先重新怼一下光纤和PMT，我在周二的组会上提出来，看看是

我弄还是过一段时间高能所来人之后弄。

2016-10-09

把昨天测试16D101和16E201以及圣戈班的闪烁体的数据分析完了，单粒子峰相对

于国庆之前测试的那组并没有下降，明天把测试的结果画成曲线图，放在报告里。

按照原来的计划，把ED0004和ED0003向里推，开始测16D102和16E202以及捷克

的闪烁体，明天就能够得到测试结果。

明天报告总结一下对所有问题原因的理解，1，7月27单粒子谱突然下落，2，单粒子谱的

不均匀，3，效率低，等等

2016-10-10

祝老师，您上面说的问题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已经讲过了，报告侯超应该都发送过

了，在我的EDWeeklyMeetingReport文件夹下也有，

昨天测试的ED0004的16E202和16D102以及ED0003的捷克的闪烁体的结果已经分

析完了，现在是在检测的是ED0004中的16D101和16E201以及ED0003的圣戈班和捷

克闪烁体的单粒子峰的稳定性，换完高压之后已经得到三组数据，现在还没有发现

什么问题，需要更多的检测结果。

我们把最近的测试结果整理了一个报告，也在EDWeeklyMeetingReport文件夹

下。

大尺寸的文件和从前的文件可以被分到你的云笔记空间中，这个云协作总共只有5G的空

间。

Done

2016-10-11



根据今天在组会上讨论的问题，侯超写了一个测试计划（见下面的附件），

           等明天刘佳来了之后怼一下PMT和光纤。

今天也在继续监测ED0004的16D101和16E201以及ED0003的捷克的闪烁体。

2016-10-12

按着昨天商量的测试计划，刘佳师兄他们把ED0003的PMT与光纤重新怼了一下。

           但是我们不小心把BC_3s从左向右的第17、18、21、22根光纤弄断了。

继续监测16E202、16D102以及捷克的闪烁体。

2016-10-13

分析了一下昨天晚上测的一组数据，怼完光纤之后捷克塑闪的光电子数并没有增加，

和高能所测得的光电子数相差依然很大，如下表所示。

现在来看光纤和PMT的耦合并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晚上再测一组数据看一下。

重新怼光纤的目的应该是看看单光谱的均匀性有没有发生变化啊。有变化吗?

2016-10-14

怼完光纤。用酒精擦拭了一下光纤端面之后，单粒子峰有一些升高，但都在5%之内，

这一影响远没有和高能所测试的差异这么大。

JK_1.5 0 1 2 3

⼭山⼤大（new） 16.6 17.4 17.8 17.8

⼭山⼤大（old） 16.2 17.4 17.8 17.4

IHEP 17.2 18.5 19.5 18.1



2016-10-15

现在用新的ED电子学测试上下八块闪烁

体的时间，来测试ED，现在探测效率和

电荷普看着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时间分辨的分析代码还没调好。需要

采集能多的数据。

2016-10-30

27号采集的这组数据，事例质量很差，大

部分的EventQuality是-10，这种这种质

量的不好的

事例是和事例质量为6的对应，对应的原因就是TGC却定的径迹和上下闪烁体符合的时候

符合不上。

而且奇怪的是EventQuality为1的事例基本上没有（这种事例应该是最多的）



如果用TGC的径迹去看在闪烁体上的击中点时，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兵不能清除的看到

闪烁体的位置和形状。

下图为这种不好的事例的显示，看着是多个径迹，因为响应的条或丝的间距较大，

而且区和闪烁体反符合的时候也符合不上。



2016－10－31

祝老师，31号采集的这组数据跟27号采集的这组数据是同一个问题，我觉得隔了好几天

还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和连线有关系，能不能检查一下？



那天在微信里讨论没有进行下去，在于我们需要从数据上看一看是什么问题，最高的这

个bar是哪个event quality。

否则我们去调整什么呢？看哪个连线呢是？数据分析的任务之一是支出数据的问题何

在。

最高的那种事例对应的是EventQuality为6的TGC信息，但是和闪烁体符合不上。这个我

写在昨天的笔记里了，在上面。

2016-11-07

昨天测试的一组监测长期稳定性的数据，测试的科迪闪烁体的16D101和16E201，

 以及圣戈班的BC_4f和BC_3s，并没有看到单粒子峰下降，

反而BC_4f的单粒子峰有2%左右的升高。

2016-11-10



分析了一下昨天采集的数据，我们发现这两次测的ED0003的四块闪烁体的单粒子峰都有

些升高，

但是涨幅不大，我们觉得可能是更换了PMT的原因。

画图的时候以后带上统计误差，上升和下

降明显大于统计误差才能说上升或下降。

既然换了pmt监测还有意义吗?

2016-11-13

我试着把拟合参数的误差带进去得到统计

误差，但是我发现参数的误差相对于参数

的值而言很小，

所以得到的统计误差为0，我觉得这也可能是bin的宽度太大了。我明天再试试。

2016-11-17

周一组会的时候大家讨论着把Peak的误差加上，我把拟合参数的误差带入拟合方程之

后，看不出来有偏差，这说明统计误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对于系统误差我刚跟刘佳

师兄讨论了一下，他说现在保守的估计

系统误差主要来自插件和延长线，我看了一下V792N的积分非线性误差在是0.1%，这反

映在在Count上就

是4counts左右，但是刘佳说这个是一个比较高估的值。延迟线和扇出带来的误差已知

吗？



那些误差最多是系统误差，与长期检测无关啊

这些是系统误差，所以想看看peak的变化是不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系统误差的话，在任何时间都一样，所以不影响变化趋势

2016-11-22

这天说的计算的非ED区域噪音过阈数（B）与穿过那块区域的总的粒子数（A）的比值，

我又看了两组，一个是2.57%，另一个是2.17%，我认为这和昨天那组2.45%很接近。

这个数字足够了，因为是个小量，因此不会改变结果，谢谢

ED 测试的结果存入的pdf文件，我认为需要如下的设置，按照页码：

 封面，给出一段文字描述，

被测量ED的编号

测量日期

采数的数目

第一部分是CORARS的性能的一些图

1. 归一化的重建事例的EventQuality的分布图，存储一个采数质量好的数据的

EventQuality直方图，将两个图放在一起比较，可以让我们一看看清楚TGC是否工

作正常。横坐标上依次标出每一个event quality数字代表的意思。

2. 八张图：四个TGC，分别阳极丝信号和读出条信号的 有信号的信号道数目分布

图，可以帮助我们立刻看出哪个探测器噪音比较大，也可以将八个直方图叠加在一

张涂上，归一化后比较。

3. 同上，八个信号强度的分布图，可以帮助我们立刻看出哪个探测器的信号强度偏

小或者偏大，这往往和高压以及探测器老化有关系，我们可以给信号偏小的探测器

加高电压，来提高事例重建的效率。



加高电压，来提高事例重建的效率。

4. 上层四个闪烁体的散点图（重建径迹在闪烁体层的交叉点）

5. 上述散点图投射到x周上的直方图，bin宽度2毫米，我们从该直方图的变化趋势可

以检验CORARS的位置分辨率，也可以看出哪个闪烁体计数明显的少于或者多于其

他的闪烁体，我们因此可以调节电压，来提高一致性，还可以看出哪个闪烁体噪音

太大

6. 下层四个闪烁体的散点图

7. 下层四个闪烁体的投射x坐标的直方图

8. 上下层闪烁体时间差减去TOF的分布图（中心值应该为0），可以看出CORARS的

时间分辨率

9. 以下层一个闪烁体的中央很小的一块，例如5*5厘米，为标准，给出上层闪烁体每

一块和它的时间差减去TOF的分布图的中心值和RMS，可以展开为一维直方图，如果

刻度的好的话，应该是均匀分布，可以检验我们刻度的效果如何。如果出现不均匀

的问题，那说明该重新刻度了。

第二部分，被测探测器响应和性能图，x-y坐标采用统一的值，为CORARS测试架每层的

大小。

探测效率:

10. 给出在该ED层的击中点散点图，该图经过旋转，内部闪烁体长短边平行于坐标

轴，能看到ED的内部结构，（红线和蓝线边缘保留，即你现在的第二页图）

11. 上图的三维图

12. 探测效率三维分布图（整个测试架面积），既可以看到闪烁体坐在区域的探测效

率，也可以到到没有闪烁体的地方造成的假探测效率，即你计算的2.45%

13. 探测效率一维图，可以是整个测试架面积，计算总的探测器效率应取消非灵敏区

域以及灵敏区域边缘，即蓝线的内部。不再区分每个闪烁体，因为ED工作时是所有

闪烁体的贡献，无法区分哪一个闪烁体。但是总探测器效率的数字可以区分哪一块

闪烁体的，可以用于ED性能跟踪研究

时间分辨率

14. Ed时间减去系统时间的分布图，中心值应为0（已有），拟合改成高斯加多项式

的拟合。

15. 时间分辨的扫描图

16. 扫描图的一维图

单粒子谱

17. 减去基址的ED总的单粒子谱, 

18. 单粒子谱的相对分辨率扫描图，不用拟合，取直方图最大值，直方图的RMS即可

19. 扫描图的一维图

末页文字总结

被测量ED的编号



测试时间

时间分辨率

探测效率（可分为不同闪烁体）

单粒子能谱的中心值，相对误差

备份图

你现在的一些图可以放入备份图，另外上述单粒子谱没有归一化为粒子垂直入射，你可

以设置一个全局变量，打开就做归一化，关闭就不做归一化。

2016-11-23

今天看了一下昨天的测的科迪和圣戈班的闪烁体的数据，科迪的塑闪没有什么变化，但

是圣戈班的塑闪在10月28号跟换完PMT之后单粒子峰有升高的趋势，我发在群里了。

2016-11-26

现在在测试ED0003的圣戈班和捷克的闪烁体时遇到些问题，这层在10月28号换过一次

PMT

之前那个PMT的高压加的是1627.5V，如果还是维持这个高压的话 圣戈班的闪烁体的

count数

升高只有百分之几，但是捷克的闪烁体的count数却下降了很多。

2016-11-27

ED0003换了PMT之后跟之前测得的counts数就不一样了，这很奇怪，给了两个高压都不

行，

这样如果更换了PMT，以前检测的结果还有用吗？

请给大家一个较详细的数据，让大家理解变化的具体数值。换pmt后，一高一低只有一

种可能性pmt的均匀性不好。高能所让换的pmt。无论数据能不能连起来用，以后得测试

还是要维持下去。高能所让换的pmt?

是，他们之前说这个PMT是在高能所标定过的。

2016-11-29

昨天测试了两组数据，第一组想把两层ED的电子学通道对换，然后再换回来。

对换电子学通道后ED0003的peak相对于原来的还是下降了十几个counts，

把电子学通道换回原来的之后ED0003的peak反而升高了十几个counts。



把电子学通道换回原来的之后ED0003的peak反而升高了十几个counts。

而在这两次测试中ED0004测的和原来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电子学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PMT出了问题？我写了两页报告，发给赵静师姐了。

2016-11-30

重新按时间画了一下peak的分布，在途中的误差我是按3.84/sqrt(12)，

如果张忠泉的另一种方法-用台阶分布的宽度來作误差，这个值为大一些，

我看了几组数据，一般会大于3个counts.

这个误差是拟合中心值的误差，不是拟合分布的半宽度。拟合中心值的误差包含拟合结



这个误差是拟合中心值的误差，不是拟合分布的半宽度。拟合中心值的误差包含拟合结

果给出的统计误差和系统误差，然而系统误差是指的那些让测量结果整体偏高或偏低的

因素，例如温度带来的误差，如果修正了温度效应，该系统误差将不再存在。3.84的积

分非线性因为和电荷有关而且偏高和偏低未知，可以作为一项系统误差。 

明白。

2016-12-04

周末采集了一组数据，ED0004的科迪的闪烁体正常，虽然16E201的peak下降了

2counts,

但依然在误差范围之内；ED0003捷克的闪烁体还是比原来高。高能所觉得是PMT出了问

题，

我们实现测一下高压还是更换PMT？

2016-12-06



昨天组会上盛老师他们想看一下最近ED0003测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每次有问题的测试我都做了标记，我写了几页PPT发给赵静师姐了。

2016-12-11

前两天和昨天测的数据显示捷克的闪烁体又比原来测的单粒子峰下降很多，

之前跟他们反应的情况高能所还没回复，明天把这个再说一下。

是电压的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电压的问题，ED0003与ED0004链接的是一个机箱，ED0003的测试正常。

2016-12-12

把前几天测的两组数据中捷克闪烁体单粒子峰下降明显的情况在今天的组会上说了一

下，

已经决定更换ED0003的PMT了，这两天薛老师应该就会更换。

很多测试中我们都同时测量了两个新的事件分辨率很高的新闪烁体，这是都艳艳调研购

买的（厚度5cm，宽度25cm，长120cm？），请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个新闪烁体的时

间分辨率：方法是两个闪烁体是叠放在一起的，因此对于一个事例，你可以计算出径迹

的倾角theta，那么两个闪烁体被连续击中的时间差为5cm/cos(theta)除以光速，即

TOF。两个闪烁体的时间差再减去TOF，给出分布即可。

这两块闪烁体应该好久没测了，家电压的时候一般不加这两道，而且做测试记录的时候

也没记录过，可以让都艳艳把这两道的电压加上，测组数据。

2016-12-15

ED0003更换PMT之后加的电压为955V，现在捷克的闪烁体的单粒子峰分别为133和

115counts，这可能和增益有关，我得和赵静师姐商量一下，看看光电子数能不能对上。

2016-12-19



上周测的科迪的闪烁体比较稳定，还是之前降低了2counts之后就没有再降低了；

捷克的闪烁体换完PMT之后peak升高很多，但是最近测的两组还算稳定，需要在继续

监测看看有没有突然变化的情况。



16⽇评审后，专家提出以下意见需要整改和提⾼，
软件部分的整改如下，请尽快处理：
1.   时间分辨的精确测量结果
a)    ⾸先测试放在CORARS中的两个⾼时间分辨的闪
烁体的时间分辨率，然后以其为标准标定整个系统
的时间分辨率
2.   探测效率过低的问题（专家认为应该接近100%）
a)    使⽤eventquality最好的事例，逐渐减除更⼤的
ED敏感区域的边缘尺⼨，观测探测效率的变化
3.   效率的具体测量结果, 2.4%的误符合显然过⾼，
a)    可能来源于错误的track重建，理解其影响，可
以使⽤eventquality最好的事例来观测敏感区意外
的散点的密度，计算误符合率
b)    观察这些⾮敏感区域的事例的ED电荷分布，是
具有噪⾳分布还是很强的ED信号分布的特征
c)     如果最好事例给出敏感区域以外没有散点，那么
每⼀种eventquality的事例的track重建的错误率可
以通过ED⾮敏感区域的事例数密度给出。另外使
⽤track没有穿过CORARS的闪烁体的事例也可以来
估计。
4.   对测量结果（例如时间分辨率，探测效率等）给



4.   对测量结果（例如时间分辨率，探测效率等）给
出两个质量阈值范围，超出第⼀个范围给出黄⾊预
警，超出第⼆个范围给出红⾊预警，表明ED的质量
情况，（后⾯不是你的⼯作）并将红⾊和黄⾊预警
上传结果数据库，能够给出统计结果，反馈给ED制
作组
5.关于上⾯列出的PDF内容也需尽快整理，并将PDF
的简化结果输出到⼀个TXT或者excel⽂件中

那两个⾼时间分辨的闪烁体测上了么？如果没测上
的话，让都艳艳加上⾼压测上吧。

2016-12-24
科迪的两块闪烁体一致比较稳定，

捷克的闪烁体在更换完PMT之后，测的这三四组数据显示，JK1.5的比较稳定，

但是JK1.5_1有一点升高。



2017-01-05



2017-01-05



昨天测了一组数据表明科迪的闪烁体下降了2个counts左右，这符合预期。

捷克的闪烁体换完PMT之后比较稳定。

之前利用上下触发闪烁体测得的系统时间分辨为1000ps左右，现在利用两块快速闪烁体

测得的

时间分辨是300ps左右，不到原来的1/3.



这两块快速闪烁体是长期测下去么？如果只是测几组的我就不改程序了，如果每次又要

测的话，我就改改程序把这一步分包含进去。

只需要测量一组，如果数据量不够需要多组放在一起，目的是先通过这两个闪烁体时间

差分布给出他们的时间分辨率，这两块闪烁探测器比较昂贵，比corars的精确的多，然

后反过来利用他们去标定corars闪烁探测器的整体时间分辨率。你最后一个高斯分布是

如何得到的？仅仅是每个实例中两个闪烁体时间差？没有TOF和track入射角修正?

2017-01-06

昨天的图就是修正过track的（(MeasureTime2-MeasureTime1)-(length of 

track)/speed）,这两块闪烁体的高度差大概是10cm，

算出击中点后就可以求出在这两块闪烁体之间的径迹的长度。

下面两幅图是单纯的测量时间差，没有径迹修正，和track的飞行时间，但是可以看出修

正过TOF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正过TOF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2017-01-07

今天看了一下最新采的这组数据的快速闪烁体的时间分辨，和之前的事一样的300ps,

我认为这个值是稳定的。



ED0003又换回了最开始的那个PMT，但是现在测的这组相对于之前用这个PMT测的Peak

分别有～6和～8counts的降低。接下开要看一下它的稳定性。



2017-01-09

上面是ED组会的报告。

今天尝试着完善CoRaRS处理程序。

既然高时间分辨的两个闪烁体的时间分辨已经确定出来是300ps/sqrt(2), 请用这两个闪烁

体，或者其中之一，标定一下corars的时间分辨率。这是评审会的一个重要疑问

2017-01-10

对于高分辨闪烁体的时间分辨来标定系统的时间分辨我有一些疑惑，但是我现在还没有

改到哪一部分，接下来几天我改到哪一部分的时候我再看看。

由于一些需要在最终的PDF中添加的内容并不是在同一部中产生的，我现在是每一步中将

需要添加的内容保存在一个ROOT文件中，最后再把ROOT中的内容输出来。今天已经添

加了一些内容了。

2017-01-11

如果ED放置的位置和测试架子不平行的话，就要把ED旋转使之和架子平行，

之前叶尔兰和刘佳用的方法可以归为一维德投影，我之前试过这种方法，

如果只有一组数据，一步一步调整的话是可以的，如果只寻找一次的话结果有时候并不

是很好，所以之前的分析我并没有调整ED的位置，只是在放置ED的时候尽量对齐。

我最近在尝试一种二维的方法，使用两组平行的直线，通过调整斜率和截断的位置，

来寻找ED的位置，如下面第一张图，第三张图是旋转之后的ED散点分布，相比之下有了

很大的改善。我设计的精度是毫米量级的。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就是所需的运行时间太

长了，我现在只使用10000个ED击中点，已经需要八分多钟才能找到一个ED位置。





perfect work！！

2017-01-12

已经把查找ED的倾斜角并转动ED这一部分写在分析程序包里了，

运行正常，找到的位置也很准确（前提是100cm*51cm的两个ED都能够被上下TGC罩

住，

以为我是以这一组长宽来定位的）。对于定位所需的时间这个需要解决，需要在定位精

度

和运行时间上作一个折中。

2017-01-13

继续完善ED分析的程序包。

2017-01-14

整体的框架已经完成，还需要一些完善，接下来就是调成输出。

perfect!

2017-01-16

这是昨天的报告，高能所昨天9点没开会，我就把这个发给赵静师姐了。

2017-01-17

一下三个文件是ED分析输出的一个例子，系统单独输出一个文件，每层ED输出一个文

件。

这里是一个框架，还有些内容要添加和修饰。现在ED定位和寻找是很准确的，但是由于



这里是一个框架，还有些内容要添加和修饰。现在ED定位和寻找是很准确的，但是由于

ED0003现在放置的位置有一部分没有在TGC所罩住的范围内，所以找的不是很好，这是

ED的放置问题。

最后这两个文件无法下载，另外仔细看一下我写的需求，每个文件为一个ED的测试结

果，其中部分页显示的是CORARS的状态图。如果10个ED同同时测试，那么最后又10个

ED测试文件，每个文件中关于CORARS状态的那几页是完全相同的。请根据每一页需要

的图排列。

2017-01-19

为了避免重复我把系统的内容单独输出到一个文件，每层ED输出到一个文件。

如果下面的文件下载不了的话，这些文件在目

录/hep/home/zhangdf/CORARS/OutPut_Data/2017-01-17_20-17-4

这不是重复，当我们测了很多ED以后，查询其中一个ED的数据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找和

它对应的corars工作状态，这个文件中应当包含当时的测试环境，例如气温等，corars

运行状态，ED测试数据，再去找和它对应的其他文件是不合适的。

这些测试的ED的pdf文件将来面向整个实验组的，它的结构是根据需要提供给整个实验

组的，按照合作组对的测量的需求设定的，不要随意。

如需更改文件结构，或者有实际的困难，也需要我们先讨论再确定

2017-01-20

祝老师您看一下这样的格式可以么。

您之前觉得应该添加的下面的这项我不太明白，不管5X5cm区域内的事例数有限，



即使是看上层每块闪烁体的对应的时间差也只会有4个值，看这四个值的分布的均匀性是

不是太少了？

20. 以下层一个闪烁体的中央很小的一块，例如5*5厘米，为标准，给出上层闪烁体

每一块和它的时间差减去TOF的分布图的中心值和RMS，可以展开为一维直方图，如

果刻度的好的话，应该是均匀分布，可以检验我们刻度的效果如何。如果出现不均

匀的问题，那说明该重新刻度了。

如果刻度是正确的，那么上层每一个小区域的闪烁体的时间减去下层同一个小区域的闪

烁体的时间和TOF之后，其平均值应该是相同的。经过上层一个小区域和下层一个小区域

（找中心区域）的事例数是远远多于4个的。

我上面给出的一条一条的要求，对应的就是pdf文件的一页一页。显然，有很多内容还没

有，顺序也没有按照要求。对于ED批量测试，我们不区分内部闪烁体。

How is going with the PDF plots?

2017-02-09

现在每个PDF文件包含一下内容：

第一页：这组数据的一些基本信息

2-9页： TGC中响应的丝和条的个数

10-19页： TGC的丝和条的信号宽度（有三幅图重了，应该画上下闪烁体的击中点分布，

随后我会改过来）

20-21页：上下闪烁体的X的分布

22页：EventQuality分布

23页： DeltaTOF的分布

24页：评估时间刻度的好坏，在下层取一块区域，看分别对应的上层四个闪烁的

DeltaTOF分布的均匀性，这里我是看的上层没整块闪烁体，所以只有四个点。

25页：ED的一些性能

26-29页：ED上击中点的分布

30页：按ED所在的平面划分，每块区域的探测效率

31-44页：一块ED的事例分布，探测效率、时间分辨、能量分辨、单粒子峰等的分布，

45-58页数： 另一块ED的事例分布，探测效率、时间分辨、能量分辨、单粒子峰等的分

布，

这里面我又几个问题不太明白，想问一下。这两天忙完Qualification的工作，想北京时



这里面我又几个问题不太明白，想问一下。这两天忙完Qualification的工作，想北京时

间周一跟您商量一下，

可以么？

PDF文件在/hep/home/zhangdf/CORARS/OutPut_Data/2017-02-07_11-18-20／目

录下

2017-02-13

过了春节之后测的两组数据，显示捷克的闪烁体的单粒子峰升高了一倍，我们高压加的

也对，

除了搬动了ED，其它没什么变化，不明白什么原因造成的。

2017-02-17

发现如果ED的位置不在中间的话，找到的位置会有一点偏差。现在调整了一下。

2017-02-20

春节之后移动ED0003之后测试的事圣戈班的闪烁体，所以单粒子峰很高。

2017-02-22

向里推之后，现在测试的ED0003的单粒子峰就和原来的一致了。

今天写了一些Colloquium报告。

2017-02-25

祝老师，我不太明白高速闪烁体刻度系统时间。我们知道高速闪烁体的时间分辨（其实

是闪烁体和系统的时间分辨），上下层的闪烁体同样可以得到一个时间分辨率，但二者

是相互独立的。再者就是我们的时间是利用上下层的闪烁体刻度的结果。怎么用快速闪

烁体的时间分辨刻度系统分辨？

2017-02-28

调整电荷谱的拟合区间，那拟合的统计误差和不同拟合区间的系统误差考虑在内。代码

还没改完。



还没改完。

没明白。

2017-03-01

之前对单粒子谱进行拟合的时，是从外部指定一个拟合区间，这样所有谱的拟合区间都

是一样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谱的分布都是相同的，这样就会俩来一些偏差。所以我根据每个谱的

Mean和RMS

来定义拟合区间，这样每个谱的拟合区间都是相对于自身优化的。而且每个谱都用两个

不同区间拟合两次，

每次的拟合误差和两次拟合的差异传递之后作为整体的误差。但是在拟合区间的选择上

还有标准表明哪两个拟合区间最优，朗道对拟合区间比较敏感，稍微改动一下，拟合结

果可能就会又一些差异。

2017-03-06

就单粒子谱的拟合问题，跟刘佳师兄

和赵静师姐商量了一下，觉得之前的

指定0-200的拟合区间确实不如利用

Mean和RMS找拟合区间，但是他们

也不太建议拟合两次，这样会增加系



统误差，所以接下来看看利用chi2能

不能找到最优的拟合区间。

我们要在四月完成评审提出的问题，

如有问题找我讨论，需要加速啦。

好的

2017-03-07 

今天看了一下改变bin宽，单粒子谱的拟合并没有什么变化。

对不同的区间进行拟合，chi2最接近1的拟合区间有时跟整个谱的偏差有点远，

所以我利用Mean和RMS选取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包含99%的事例，而且拟合的chi2也在

可接受的范围。

下面是一个例子：

2017-03-10

现在使用了新的拟合区间，把之前采的一些数据重新拟合一下。

You can change a file, this one has been very large.

2017-03-12

用新的拟合区间拟合了之前的数据，这样以后检测单粒子峰的稳定性的时候就用新的拟

合区间了，还有一些数据没有重新拟合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