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子：
2016-09-09
决定购买滨松侧窗PMT，SIMION模拟程序购买待定。。。
2016-09-12
阅读SIMION模拟程序范例，enizel是SIMION demo中模拟等半径静电三桶透镜的范
例，可以改变三个桶部的电压（初始电压0v-100v-0v），改变粒子轨迹。
圆圈部分为等压线，横向线为粒子运动轨迹

协助李老师安装电子学板电源，经测试三块电子学都已经可以运行，明天高能所的人过
来调试好，没问题的话即可开始工作



模拟demo可否允许我们调整结构，电子的能量应该在100ev以下，上图看起来电子能量
很大焦距太长。

2016-9-13
昨天图中电子能量为200ev，改变电子能量为2v，中间板子电压调为150v的飞行轨迹如
下图：

角度增大焦距变短。结构调整还有些不太明白。

daq已经调通；
ip为215的电子学板出了一些问题，应该是板子本身有问题。213与214可以开始取数，
看了一下取得数据是对的。

购买PMT的事情已经交给卢鹏老师，pmt型号
为：http://www.hamamatsu.com.cn/product/category/10079/0/10291/index.html

2016-09-14
 ED电子学存在的问题：
1、升级后213单块能正常工作，214在低频率输入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比如10Hz），
215不能正常工作
2、信号事例率不对
     信号发生器提供两路 400Hz，脉宽40ns的方波信号，取数1min，数据量为24000：

http://www.hamamatsu.com.cn/product/category/10079/0/10291/index.html


     信号发生器提供两路 400Hz，脉宽40ns的方波信号，取数1min，数据量为24000：
      用213测得事例率为19000多
      用214测得事例率为38000多（需重启电子学板，否则不能读出）
  可能是信号的原因，将两路信号调换后，两块板测得的事例数也调换。
3、电荷量读取不正确
4、程序运行时会卡死
5、两块板不能同时读取

2016-09-18
阈值调为980（20mv），输入400hz 50mV的脉冲信号，用213、214分别取1min，事
例数与电量、时间间隔分布正常
双板读取数据待调试

20016-09-19
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两路信号不完全相同，祝老师有没有空闲的N625可以用？

祝:信号不完全一样是问题存在的本质吗?这个fe在信号过阈即可记录，这样强的信号，信
号不完全一样与现在的双卡不能同时读出，没看出有什么关系。另外，我需要看到你对
问题的理解和描述，而不是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今天。你得到的一些检验图呢。

1、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两道波形在示波器上看是一致的，分别输入电子学，得到的电量与
台阶是不同的。
     比如分别输入213（阈值为980）两路400hz 50mV的脉冲信号，取数1min：
     channel1输入信号得到正常电量



channel2输入信号得到的电量不符合



相同的信号如channel1输入214与213，得到电量结果大致相同。而台阶值相差很大。

2、读取闪烁体信号得到的结果 
电量正常 

电子学的测试结果很不稳定,电子学的台阶相差非常大。
输出的两路信号导致不同的读出，猜测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有问题导致电子学的读出
不同。要用两路完全相同的信号验证，需要能扇出两路相同信号。



不同。要用两路完全相同的信号验证，需要能扇出两路相同信号。
也可能是信号不同的缘故导致双板不能同时读取的原因。

2016-09-20

1、经信号发生器的channel2产生一路信号

经三通接出两道信号，一道连接电子学一道接入示波器；
接入213显示的波形如下：

可以看出有明显的直流输出
接入214显示的波形如下：



无直流输出

下午做了另一组测试：
用信号发生器的channel1产生一路信号如下：

同样分出两路两道信号接电子学与示波器
接213与214显示的波形相同，如下所示：



 都没有直流信号输出，与上午的结果有差异
用示波器的探头验证结果如下：
输入信号
连接电子学并用探头接入示波器得到输出信号如下：



连接213与214所得到的信号波形一致

这样就不能得出结论213与214不同，电子学213自身存在问题。

昨天的测试用信号发生器调两道相同的信号（在示波器上看是相同的），经过信号发生
器的channel1 与channel2输出同个电子学213，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下面（2）中也
证实了这一结论。猜测信号发生器的channel2有问题
上午与下午得到的波形不一致可能是用了不同的信号道的缘故

2、a.用信号发生器提供1KHz、100mv宽度为100ns的两道相同信号，经channel1、
channel2输出，示波器显示如图：

取出的数据：

213版的阳极电量（qa）与阳极台阶（peda）如下：



214板的qa与peda如下：



m明显都是不正常的。

b.用信号发生器发出的同一道信号输出到213与214，信号与结果如下：
信号：

213的qa与peda：



经放大后：



214的qa与peda：

结果相似。213的数据与214用同一程序处理，分bin是一样的。应该是213板本身存在问



结果相似。213的数据与214用同一程序处理，分bin是一样的。应该是213板本身存在问
题。

测试得到的结果非常不稳定，现在不能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祝老师能不能让高能
所的人来调试一下？

祝: 
1. 需要确认是不是信号发生器第二道有问题。是否第二道接入不同的FE,信号受到不
同的影响。
2. 同一路信号发生器信号接入两个FE板的结果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差别应是将来
被刻度掉的，基值分布仍然太宽。
3. 将两个FE同时读出的error和out文件发给高能所daq组，描述清楚问题，让他们
看看问题所在。
4. 正在讨论他们来人设的问题

2016-09-21

1、验证信号发生器的channel2是否有问题

   （1）用信号发生器第二道输出一路信号



用三通接入电子学跟示波器
接213与214示波器显示的波形一致，
213：

214：



信号发生器的第二道没有问题 下面  (2)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2）用100hz信号测试电子学213 214

用信号发生器调两路100hz 80mv 宽度位100ns的信号分别经过信号发生器的channel1
和channel2输出

channel1接213 ，channel2接214 得到

213的阳极电量与阳极台阶的结果如下：



214的阳极电量与阳极台阶的结果如下：



换channel2接213 channel1接214得到结果
213的阳极电量与阳极台阶的结果如下：



214的阳极电量与阳极台阶的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无论用哪一道接213与214，得到的结果总是相似的。213的电量几乎是214电
量的一半，输入的电量是80mv比较接近214的结果。
两个电子学板的台阶值都是不正确的。
可以得出结论信号发生器是没有问题的。
不确定是电子学本身的问题还是daq有问题。

2、用频率较小的信号尽进行双板读出测试
（1）100hz的输出



（1）100hz的输出

仍然不能生成.dat数据文件。日志文件中出现相同问题：

（2）10hz的输出
将信号改为10hz
不能读取数据，问题与上述相同



3、将问题文件发给上次过来的高能所daq组的人在等回音

把daq程序一行行搞清楚。实际上最佳选择是我们自己写daq，如同
当时一个本科生写的corars的daq。但是我们人力不足，靠别人写程
序，但是也不能满足于仅仅做用户。你需要看懂他的程序，才可以不
需要依赖别人来debug。

2016-09-22

读daq程序，整理开题报告资料，准备进行garfield模拟电子聚焦

2016-09-23

整理开题报告资料，学习linux 环境、管道、多线程以及部分socket编程部
分。
ansys建平板模型，
两板为100X100X1 mm的长方体 间距50mm 电压为5v
气体设为真空



明天你和小顾测试，确认工作正常的标准如下
1. 大于等于两块板能够同时读出数据
2. 使用信号源，多板读出的结果应该和单板读出结果相同，而且rms除以平均值应远
小于10%
3. 使用信号源，设置远高于噪音的阈值，相同时间内多板同时读出的事例数应相
同，并且对于第n个事例，每块板的读出时间都一致。
4. 问一下张登峰，你可以从N625同时接出两路相同的ED扇出信号，送入两块板(不
用动corars的任何连线)，读出的电荷量应一致，而且和张登峰测量的结果(电荷平均
值)一致

2016.09.25
已经可以双板读出 读出的数据有些问题

2016-09-26

因为昨晚双板读出的数据不对，故进行以下测试
1、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两道电量不同的信号，其余参数相同。（1KHz，10ns，channel1 
100mv；channel2 50mv）
     214单板读出电荷量与台阶仍然为0。
     双板可以进行读取，但是仍然只有一道的电荷量信息即213的电荷。台阶也是同样如
此。
这是否意味着，213的死时间比214的短，因此213可以工作在1k，而214不行呢?再提高
频率，是不是213也全读出零?在群里讨论，可以加测高频信号
      



     即昨天晚上的问题。此问题导致的原因是输入频率过高。
2、用100hz、100mv的信号送入214 得到结果如下：
   

台阶仍为0

台阶完全为零是不正常的，实验中读出一个数，恰好等于0的概率极地。说明板子有问题
 此时进行双板读入；



阳极的电量正确，台阶只有213的台阶
而且213的台阶到5000度 这是正常的吗？
214的电荷为700?没有展宽?基值分布中的0就是214的基值读出吧? 输入电荷为1:2，但
读出电荷量比例不是。
  有展宽，但是展宽很小；0是214的台阶读出。

3、调节电平
根据刘佳师兄的建议，调节高电平，取了几组数 还是没看到台阶。



4、用pmt信号
   214的电量与台阶都有输出



213的电量与台阶

看起来是合理的
是同一个信号吗，q在两块板中不同呢?
是同一个信号。一块闪烁体输出的信号，之前213与214的输出电量就不同

5、用N625扇出两道信号(pmt的信号?)分别送入213与214进行双板读出
           扇出的ed的信号
  将阈值设置为50mv减少过阈，事例数为6600 大概100hz，214没有读出电量与台阶



扇出的是ed的信号

问题：1、214的台阶读出不正常的原因（信号发生器？电子学？）很奇怪的一点：之前
100hz输入 213有台阶输出
上面读出了pmt信号，现在没了，测试状态有啥区别?
           没有区别

    2、213的台阶到5000多是正常的吗
    台阶读出不同和信号是否有直流部分相关。
    上次用三通跟探头接示波器、电子学不是没有发现直流部分吗。电平也调为0了。

6、明天的工作
明天准备用两个小的闪烁体输出两道信号进行双板读出你可以用一个闪烁体，双板读
出，一次pmt接213一次接214。当然没接的读出的q应该是0
      电子学已经应盛老师的要求，由张忠泉师兄送往高能所
盛老师要求在ed组会中讲一个报告，在组会中讨论一下以上问题

2016-09-27

上午在ed组会中作了报告，结论是将电子学板送回高能所 换两块他们测好的新板
下午修改了ansys模型，之前是在ansys中把两板之间的区域设置成气体。现将其修改为
真空，更接近真实的电场情况。（garfield中被当做气体导入，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待
确定）
修改模拟程序。

既然送回高能所，可否你送过去，在那直接测试，看数据是否有问题如何?当然要先联系
拿过去能否开展测试。
不用管气体是啥气压是啥，只要在ansys中设置气体的相对介电常数是1，不影响ansys电
场计算即可，garfield中我已经把气体影响去掉了

张忠泉师兄昨天已经将电子学板送往高能所 常老师又将固件升级了 测了一块说没有问
题。

2016-09-28

修改程序测试模拟程序，将ansys模型导入到garfield中。
ansys模型两块金属板长宽皆为10cm，厚度为0.1cm，间距5cm。中间用的还是之前模
拟gem的气体的电阻值和相对介电常数值。



在金属板中央坐标（5，5，4.5）处放置五次电子，每个电子能量为1eV，电子漂移的路
径如下图：



图横坐标为z，竖坐标为Y。

电子沿X方向位移为1.3μm，Y方向位移约4.15cm，Z方向位移4.4cm ，能量增加为
5.5eV

经过粗略计算，在理想情况下1eV的电子在Z方向漂移4.4cm，Y方向的位移约为
4..2cm，与上述结果吻合。
将速度设为沿X方向：

 xy方向：



1. 10厘米x10厘米对于五厘米的间距来说不能算无限大，电场分布恐怕不够均匀，
间距至少一厘米以下，而且模拟的时候不实用边缘一厘米的区域。
2. 计算的横向距离精度只有一毫米，显然不足，应该取到10微米量级。
3. 气体的介电常数应该设为1
4. 两板之间加了多少电压，为啥移动了4.5厘米，能量增加了5.5ev。电子的初始动
量和平板平行?径迹看起来不像水平抛物线。
5. 如果每次从相同的点出发结果总是相同的径迹，因为去掉了气体作用随机作用，
应当每次采用不同的出发点。看计算值和模拟值的差别分布
6. 模拟不同的初始动量

2016-09-29

1、如果将两板之间的距离减小，如1cm，在划分网格的时候ansys会报错 内存不够 出现
错误。两板之间的电压为5V。气体的介电常数是1。



                                                 网格划分不当 ansys计算的错误结果

2、将梁板之间距离设置为3cm后，将电子放置在坐标（5，5，2.9）处，初始动量设置
为1eV，速度沿Y方向，模拟结果如下：



经粗略计算，电子沿Z轴运动2.8cm后，Y方向的坐标应为7.592296。

上图没看出7.592296，差这么多?如何计算的
竖直方向是Y轴的坐标，可以看到，Y的坐标接近7.6,更精确的是上一张图中给出的结果
7.59234。
计算就是将其看为一平抛运动，由所受电场力和重力算其运动时间，带入沿Y方向的初速
度，得到Y方向的距离。
经过计算，经过2.8cm，粒子在Y方向上运动2.592296cm，考虑初始时放置的坐标 
5cm。得到理论坐标7.592296。偏差为0.44微米。

3、采用不同的出发点X/Y范围（4~6），Z 坐标2.9 ，放置50次平行于Y方向初始动量为
1eV的电子。Y方向的计算值和模拟值的差别分布：

难以置信的结果，误差太大
或许是因为电场不均匀，放置在正中间的粒子受到的影响比较小，靠近外缘的电子受影
响大一些。
上图的横坐标的单位是什么



2016-10-08

采用不同的出发点X/Y范围（4~6），Z 坐标2.9 ，放置100次平行于Y方向初始动量为
1eV的电子。Y方向的计算值和模拟值的差别分布：
上一张图画错了，这个是正确的结果。横坐标单位cm

电子学板现在一共有五块：除了之前的三块213，214，215（均已重新升级固件）之
外，新的板子为217，218
今天简单测试了一下：
用V625插件扇出两路信号输入214，215。阈值设为20mv
214单独读取的结果：阳极电量与台阶都在0附近：



215的台阶还是过大：



用217与218分别取数，结果相似：
217结果如下：



218结果如下：



仍然有问题。

可同时车辆215和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