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2016-09-09
今天完成了。。。并记录⼯作中出现的关键数据，出现了。。问题，必要的时候插⼊
图⽚。

2016-09-19

今天处理了⼀下，Threshold ＝ 260， 和 Threshold ＝ 270 并且 neighbour ＝ off 的数
据。从数据中看，打算是⽤VMM6的数据做现阶段的数据分析。

从 Channel Distribution 来看， VMM6 20道后⾯有 Channel 41， 43， 55， 57， 61， 
62都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测试脉冲分别检查了这⼏道，在⽰波器上看不到测试脉冲。也基本上看不到
cosmic的信号， 可以认定这⼏道坏死啦。所以我打算⽤Channel21～40 的信号道做下
⾯的数据分析。

本来今天打算采完Threshold ＝ 280的数据进⾏分析，可是采到⼀半的时候，⾼压降掉
啦。
我们是不是要找到⽅法能够保持⾼压基本稳定⼯作？？？？因为当需要⼤的数据量的
时候，他这个⾼压降下去很影响效率， 不能⼈⼀直在那看着。

另外对Channel21～Channel40的基值做了⼀下初步拟合，觉得拟合范围需要再调整⼀
下，有些道还没数据，明天会去查看⼀下。然后对这20个Channel的基值做完拟合做个
整理图。



祝: 图的title有标示不轻的现象，比如title中的distribution完全没有用处，而要写

清楚的是什么的分布，注意标注关键词作为图形title。跟张登峰学习如何画漂亮的
图，否则你的毕业论文会花大量的时间重新画图。探测器高压断掉是对探测器的保护
不能设置不断掉。断电后没信号，daq不采数，升压后应继续采数啊

2016-09-20

早上去后重新加了高压采数，但是多次加上之后高压都降低啦。然后我和李老师找寻
解决方法。一开始我们认为是阳极丝不小心触碰到了接地，但是一一检查后，再次加
上高压，还是无法工作，之后李老师把气体流速加快了。用气枪吹了吹表面，然后再
次加上高压，并未出现降压现象。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探测器里面阳极丝或石墨有
不干净的东西。。。。。

另外今天检查了一遍昨天处理的测试基值的数据，从图上发现测试道的基值都在100
多，但是根据我们之前的测试，基值应该是40， 50左右的。所以用示波器检查了一
下。开始时我加的的pulser 大小为800DAC Counts， 然后发现相邻道也有小的
pulser。这和预期不一样，预期是相邻道没有pulser出现。认为这是信号道之间的串
扰。所以之后我又采了一组数据pulser DAC ＝ 300. 发现基本无串扰现象。但是我不
知道为什么pulser的大小会对串扰的大小有影响？？？

还就是采了一组阈值是280的数据，数据基本处理完了。明天检查数据的结果。

祝: 串扰和信号成正比的，信号增大，串扰越大。信号小的时候，串扰淹没在噪音

里。

2016-09-21



2016-09-21

处理了昨天用小脉冲测试的Board2 VMM6从Channel20～Channel40的基值和噪
音。由于各个Channel的基值分布不是一个高斯分布，所以我把histogram的Mean
值作为该道的基值， RMS值作为该道的噪音值。

另外处理一下昨天阈值设为280时的数据。

从PDO Count的分布图和后面的QMax分布图都可以看到在600～800之间有一个小
峰，观察后面的每个Channel 的PDO count分布图也可以看到这个峰，并且有些
channel 这个小峰的事例数高出了阈值部分的事例数，这个暂且还不知道原因？？？

还就是对每个channel在设定了阈值分别为260， 270， 280的数据进行阈值的统
计， 统计图明天会给出。

图片请直接插入图，不要用附件，不利于以后存档。阈值事例什么意思。这些600-
800的峰应当在你刻度完后再去理解其原因。

阈值部分事例数指的是，我们在neighbour enable ＝ off时，认为峰值的部分为阈
值。也就是PDO在0～400之间的峰值的事例数。

2016_09_22

   把昨天采集的Threshold＝ 290的数据分析了一遍。然后做出了Threshold在260， 
270， 280， 290时每个channel的刻度值。
  



对于上图，我也不知道该说些啥了，和我想的不一样。另外就是阈值加到280的时候
第Channel40都没有事例啦

然后就是就是对21Channel， 加不同大小的pulser，用以刻度PulserDAC和PDO之
间的关系，明天会给出刻度图。另外我在加pulser的时候，对设定同一个Pulser的数
值，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模拟信号的峰值变化很大，不小于20mv。

再就是今天探测器好几次都加不上高压，我和李老师检查了下它，并未找到什么原
因。现在就是提高气体的流速，然后加到一个高的电压，以便烧掉里面可燃的脏物
体，让气体带走它。

问问张登峰，他插的图我都能看到，但是你插入的图我看不到，只有一个小图标。探
测器加不上高压最大的可能是外面高压裸露的问题。你测量阈值和PDO的关系为什么
要加pulser，难道不是设一个阈值，测量一段时间cosmic吗?

在我这是可以看到图的。
不是测量阈值和PDO的关系，这是两个事。用脉冲测试是测试设置的pulserDAC和



不是测量阈值和PDO的关系，这是两个事。用脉冲测试是测试设置的pulserDAC和
PDO counts之间的关系。
宇宙线测试的是阈值和PDO counts的关系

我的电脑上的版本好像只能传附件，我换了图的好几个格式，传图，你们都只能看到
图标，我自己能看到图

2016-09-23

今天主要是作出了PulserDAC和PDO Counts关系的分布图。

 50个pulser DAC ＝ 20 PDO Counts

另外就是查看了有关LVDs的电平标准

为啥他们都可以传图，不一样的版本，还是看不到图。sFEB的trigger如果用的是lvds
信号那就简单了

2016-09-26
嗯，已经试验过啦，是电脑上装的有道云协作的版本不一样，张登峰在他的电脑上下
载了和我相同的版本后是可以看到我的图的。

针对之前我们提到过的一个事例出现读出道重复的问题，我做了一下统计。用的是阈
值是270， neighbour＝ off的事例做了一下统计。下图给出了重复事例的channel 
number分布图

另外对科大之前说的pdo Count的分布图有很多个峰，如果把重复事例都剔除掉，这
些峰就没有啦，我做了一下图，发现并未像他们说的那些峰就没了。第一个图是剔除
前的第二个图是剔除后的。



很好，这样经过事例筛选，我们就能明白其中的问题了。

另外和李老师说了一下做触发的事情，李老师说找到了一个板子，我们可以先试试。
但是最近在忙张登峰测试ED架子的事情，这个可能要过两天。

还有就是新测试了一组数据，把neighbor ＝ on打开，并且把阈值设置在265，因为
280以上40道就没信号了， 250的阈值噪音是有些大的

2016-09-27
今天才了一组数据，条件是：高压2900V， 阈值265， neighbour ＝ on，下面的附
件是这组数据的分析图片

从EventChannelDistribution这张图中我发现只有一个信号到有信号的事例居多，我
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查看了一下事例显示， 发现这样的事例大部分是19， 20， 
21Channel都有信号，但是我算Cluster的时候是从21信号道开始的。我采数的时
候，也是从Channel21～Channel40的信号道进行采数，其他的并未采数。但是19道
还是有很多读出。然后我看了一下19道的PDO的分布图，发现这一道的PDO的值都
较小，我怀疑Channel20的基值可能较高，所以大部分Channel20的信号也过阈了，
所以我查看了一下前面的基值分布图，发现Channel20的基值确实比一般的信号道要
高。

我们确定基值的目的就是以后根据基值设置每一道的基值

另外63是个问题道，PDO的值总是1000多，我明天会用示波器看一下这道，确定是
真的是这么大的信号，还是啥都没有，电子学多出来的错误数据。

另外明天，我会数据用PDO－pedestal然后再进行一次分析，看一下结果。

还有就是关于触发的问题。



上面的图是Minisas里面触发信号分布的电路图，接电容的地方是查分信号应该接的
地方。第一幅图对应第二个图左侧部分。

上面的图标列出了 第一个图中最右侧的电容对应的是Reset， 从右面数第二个对应
Ttigger，第三个是CLK。

2016-09-28

      今天检查了一下Channel63， 在没有让Channel63读书的情况下， 在示波器上
基本上是看不见任何信号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PDO>1000的情况应该是电子学的他



基本上是看不见任何信号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PDO>1000的情况应该是电子学的他
自己读出的数。

另外我分析了2016-09-27的数据，这次算得信号的大小减去了基值。

我看了一下， ClusterSize＝1的事例， 大部分是19， 20， 21三道有信号， 但是我
算Cluster的时候是从21Channel开始算的， 还有就是Channel39， 因为Channel40
基本上没有信号，大部分都是基值。

2016-09-29

今天就主要看了一下关于TGC和ASD的资料。了解一下ASD信号的输入输出。

lvds共模电压1.3v，差模0.4，sFEB要求输入0.6共模，0.4差模，输入阻抗100ohm，
你可以计算一下，如下电阻应选用多大。
lvds相当于内阻无穷大，两根线连到sFEB,内阻100，两根线之间串联两个电阻R,两个
R连接点到地之间连接一个电阻r, 使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r,R,需要多大

2016-10-08

 今天查了一下LVDs的电路原理，打算算出串联多大的电阻可以拉低LVDs的电平，达
到我们想用的电平，但是没有结果。对于LVDs的工作原理还是不是十分清楚。明天我
还会找李老师讨论一下这个电阻值的计算方法

2016-10-09

我根据以下电路图计算了一下需要串联的电阻。



这样算出来的分压电阻是R＝220欧姆， 和接地端串联的电阻约为 r = 69欧姆.

共模电压为0.62+0.5808=1.2V

差模电压是0.62-0.5808 ＝ 0.04V

说明大部分电流流过了50欧姆电阻，需要将50欧姆电阻也设为变量，而且R应该明显
的比该电阻小。

老师，我要是把那个50欧姆的电阻也设成变量，就求不出来了。这样五个方程六个未
知数。

我假定了一下R＝180，这样大部分电流都流经负载100欧姆的电阻，但是求出来的原
来50欧姆的电阻是个负值啊。

2016-10-10

设法LVDs双端都使用的情况下，我们串联多大的电阻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共模信号，
但是没算出来。

另外我查了一下资料，有显示在不要求双端都使用的情况下，只使用负载两端的共模
和差模电平时的，端接方案。

http://www.chinabaike.com/t/30826/2014/0603/2385523.html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违反，触发对于电平的其它要求。

这是不使用的时候的接法。

http://www.chinabaike.com/t/30826/2014/0603/2385523.html


2016-10-11

今天就只是查看了一些关于探测器，NiM电平的资料。

2016-10-12

今天看了《The ATLAS Experiment at the CERN Large Hadron Collider》

看完了关于Inner Detector前面的部分，现在开始看关于Calorimer Detector部分的
内容。

为什么要学习这些，tgc测试还没有完成啊，我提出的那些测量还没有最后结果吧

我是实在想不出怎么拉低那个共模电压， 然后我在微信里看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科大做
一个面包板，然后我们用NIM信号直接输入到他们的面包板里

我测试VMM6 Channel20～40的基值， 阈值和PDOCount的关系，还有就是脉冲设
定值和Count的关系，然后我给出了减去基值后我们之前想要测试的那些测量量，因
为现在只能测试一层，所以我没办法给出探测效率。

看这些是因为今天对于trigger信号，我没什么进展，然后想着不能呆着，想着就看看
这些资料，以后写论文也要用到

2016-10-13

今天开始重新测试Threshold（阈值）和 PDO counts的关系。

一个问题就是我configure的时候，他在示波器上应该看到有电平变化，以确定确实
是configure啦，但是我这次重新测试，我configure的很多时候，在示波器上看不到
电平变化，但是确实是configure啦。（我把configure前后对比了一下）。我觉得应
让他们加上能够明显字幕提示的configure 成功字样，或是有个图标能够表示
configure已经成功啦。

是的，应该加上一些状态提示，不仅仅这儿。看不到电平变化是不是因为变化太小
了?还是监控阈值信号其实没监控成了别的信号?



了?还是监控阈值信号其实没监控成了别的信号?

不会监控成别的信号，因为我多次configure，他还是有一次电平变化的显示的。

2016-10-14

开始分析昨天采集的Threshold=260的数据， 然后又采了Threshold=270的数据， 
明后天会继续采集数据，周一应该可以给出Threshold和PDOCount之间的结果

2016-10-17
通过周六周天测试的数据得出，若只打开VMM6 Channel20～39（channel是以0开
始的），其它的VMM都关闭，发现事例率非常快。

然后分析了这两天采到的数据，发现VMM4的Channel40的数据和
VMM6Channel20的数据占大部分，VMM6的其它Channel的事例数非常的少。

今天早上重新进行了测试（除VMM6Channel21～39打开，其它的VMM都关上），
发现采集的事例中会出现VMM1和VMM2有事例，并且这些事例都是一个通道而且
占很大一部分，但是板子上并没有VMM1和VMM2。并且VMM4的Channel40也有
大部分事例，而相对VMM6开的通道就是很少的事例数。然后，我把VMM3打开
啦，其它的VMM还是关着的，这时除了VMM1，VMM2仍然有数据外，VMM4已经
没有事例。但是若我把VMM3和VMM4都打开的话，VMM4的Channel62，
Channel63就有大部分事例，这时计数率也是非常快的，我认为是因为VMM4的
Channel62，Channel63的噪音很大，因为若是我提高了VMM4的阈值，这两道的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了测的VMM6的阈值和PDOcount之间的关系，我现在是关上了VMM6的
Channel20，测VMM4的Channel21～39，VMM3是打开的把阈值设到800，
VMM4是关上的。从现在的计数率来看是正常的。

2016-10-18

今天初步分析了昨天采集的数据，也就是打开VMM3，VMM5， VMM7，VMM8并
把这些VMM的阈值设置在800，VMM4所有通道都关闭，VMM6 Channel21～
39（以Channel 0 为开始的），阈值设为260.

这样采集的事例基本上都是VMM6这些道的事例数，当然打开的VMM也要相对较少
的事例，但是虽然关闭了VMM4的所有通道，还是读出了VMM4的数据。



其它的结果跟之前看到的都一样,就是QMin的分布除了1000那有一个峰，500，和接
近200那都还有一个峰，这个问题我明天详尽画图后检查一下。
下图是这次QMin的分布图



我们需要看数据的具体数值来理解这些原因，我认为不能表面的去看，某个通道打开
就导致计数律变化，应当看看具体一个事例里究竟读出了什么数
不是某个通道打开会影响计数率，是把VMM3的通道打开关闭VMM4的所有通道
时，VMM4的第40通道的计数率（暂且这么表示）特别的大，当然VMM4还是会有
通道读出。但是若是VMM3全部通道都打开，VMM4的第40道计数率就特别的大，
已经多次实验过，都是这样的结果。

不然我过后分析一下VMM4第40道在计数率特别大的时候都读出的是什么

2016-10-19
昨天说的QMin 的问题是看的总的QMin，拿出来ClusterNumber>0的事例看就对啦

我看了VMM4的第40通道虽然有重复的事例，但大部分不是重复的。而且PDO的值
也不是单一的。

下图为VMM4的PDO分布图。



2016-10-20

今天一起测试了上面提到的问题，发现若是你想要关闭一个VMM的所有通道，只把
通道关上是不行的，必须要把全局的所有变量都关上才行，但不知道原因。

另外测试道，若是只打开没个VMM的一道或是两道，读出的数据也是有问题的，所
以若是想要读这个VMM的数据，必须要多开一些通道，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
测试的结果是这样。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原因答案。

另外我看了一下VMM6Channel21～39（这里是以Channel0 开始的）PDO>600 
&& PDO<800之间的分布，都是分布在若干个不同的峰值。下图是我画了一下这些
道PDO在这个范围内的总体分布。并且看了一下基本上全部都是ClusterNumber是
1，而且ClusterSize也没表现出特征性。



clustersize和clusternumber什么区别？

vmm输出的是slvs差分信号，sfeb接收缓冲期，将slvs转换成单端
信号，如果vmm不存在，那接收缓冲期对两个输入端求差，会得
到随机量，因此读出一些没有意义的数据

clustersize是一个cluster中信号到的数量，clusternumber是有几
个cluster

2016-10-21

       今天一开始想用闪烁体做触发，判断在示波器上显示的是否
是Pad的信号。但是当我看从闪烁体出来的符合信号后发现复合后
的NIm信号是不对的，经过检查是机箱的供电电源出现了问题，每
个插件的供电电压已经达不到要求电压。经过换掉电源后，闪烁体
符合后的信号已经对了，并且我们看到了真实的pad信号。下图是
示波器才到的PAD信号。



2016-10-24

昨天用闪烁体做了trigger，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trigger信号和探测器信号同时出现
的情况，但是这种事利率很低，下图是两种信号同时出现的情况，

我们从示波器和采集到的数据发现犹豫pad的噪音很大会产生很多误触发，下图是某



我们从示波器和采集到的数据发现犹豫pad的噪音很大会产生很多误触发，下图是某
一道pad的噪音。

经过测试发现造成这么大的噪音的原因是，我们选择了大电容模式采数，如果不选择
大电容模式，噪音就小很多啦。

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好多的空触发，我们用示波器看了PAD的每一道，都是有
真实的信号的，这应该能说明PAD是和电子学链接好的。另外我们用万用表量了通
断，确定了哪个PAD对应哪个VMM的哪一道。

2015-10-25

今天针对空触发的情况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发现我们探测器直接输出的信号事利率很
低，而且也很小。

事利率很低的原因可能是未加正戊烷，电离量少，所以事利率很低。今天下午李老师
通入了正戊烷。

信号大部分小的原因，我们觉得是因为因为阳极丝悬空，电荷最后没有流入地而是流
回了电路内部，正负电荷相消，造成了信号较小。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在阳极丝一端
焊上电容， 电容的另一端接地，使得电荷最后回到高压的地。



焊上电容， 电容的另一端接地，使得电荷最后回到高压的地。

2015-10-26

充了一晚上的正戊烷， 我们今早打开高压，看了一下闪烁体符合下，探测器PAD直接
输出信号的速率，发现有了明显的提高，符合了我们预期的设想。但是信号的大小还
是较小的。

之后我们我们把高压连了一个电容，信号的幅度就增大了，和我们预期的一样。

现在外部出发已经可以正常工作啦。

2015-10-27

今天开始Pad板和Strip板一起用外部出发采集数据，初步看是正常的。今天晚上会采
一组数据，明天拿出来分析看一下数据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明天应该可以用外部触
发同时测试两个Strip板啦。

这么多工作，我觉得笔记过于简单，是否有价值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了？ 
嗯，都记录下来了，因为大部分时间在测试两个feb板是否同步

2016-10-28

今天主要是改写decode程序，力求方便智能，另外查看每个板子的trigger id时发现
trigger id有突然变0的情况，然后再恢复继续依次叠加，这个应该会再检查固件编写
是否有错误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他今天说他换了一种逻辑写入方法看似解决啦，但是明天要试验一下。出现上述问题
的原因还不清楚。

2016-10-31



我把几个板子一起读出的Decode程序写完啦。现在就是最后生成一个root文件，一
个track fill一次，fifo中多于5000个事例就会清空多出的事例。

需要event view验证，能够看到不同层之间的击中能够连成线。
这个等他们把四层的trigegr同步后，我采一组数验证一下。

2016-11-01

今晚验证，他们换的另外一种逻辑还是使几层无法共同对齐 trigger number，比之
前还不如，正在找问题。

2016-11-03

今天把三个strip板上的VMM都测试了一遍，总结出哪些通道可使用，哪些通道坏
掉。阈值定为270我觉得是较合理的。另外找到了三层共同可以使用的区域，我已经
把闪烁体移到这个位置，进行外部触发采数。

great progress。既然外部触发，可以以较低的阈值采数，这样可以看到整个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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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07

分析了一下上周五采的外部触发的数据。相对于内部触发比较，ClusterSize（读出条
相应的数量）大大减小，原来可能有20个条都有响应，现在最多（对最下层探测器）
有8个条有响应，而且事例数也很少，但是大多数还是一个条有响应。如下图。



2, ClusterNumber >3的事例也明显大大减少，大部分都是1.如图。

3，我看了事例展示，并不理想，大部分都只是一层，或是两层有信号，三层同时有
信号的很少，即便有，我不认为那是一个track。我现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
的。
可能有2
1，运行期间，芯片过热，很多都是错误数据的事例。



1，运行期间，芯片过热，很多都是错误数据的事例。
2，两个闪烁体一上一下放可能会排出更多的噪音。



cluster size很多是1或者2的原因，是不是信号小于基值加3倍sigma，被删除了? 
vmm信号和strip channel number对应是否有问题。三层同时有响应应很多才对，
如果怀疑，可以将一个闪烁体放在下侧。我觉得首选需要一个基值和噪音的刻度

ClusterSize很多是1或者2，是我没有开neighbour enable的功能。这个我没有减基
值，只要PDO>0 ，就算一个信号到有信号

2015-11-09

今天已经把程序改完。root文件分三个Branch，每个Branch对应一层探测器，
PDO【365】，第0道都是以探测器的短边为开始的。
good，明天show一些事例看看。

2015-11-14

今天把程序优化了一下，分成模块状。另外用9号的事例看了一下，发现第三层并不
总是没有数据，只是比较少，而且第三层出现数据的时候，第一层往往也有数据，但
是第二层总是没有数据。



我觉得问题有可能出现在三个地方，第一，触发信号没有按照期望分发。第二，电子
学板不能正确的读出信号，第三解码中出现错误。为消除前两个疑惑，你可以明天去
看看，用示波器好好的检查，触发信号和每一层的信号都能符合上，符合上的频率也
相当。触发的粒子应该在长边，上图的信号明显和触发没啥关系

2016-11-15

首先是我看9号的数据，原来的解码程序输出的数据。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不明
白就是最下层的探测器的VMM6数据的eventid从35738回到了34155，之前和我说
的是循环到60000才又从0开始的。



另外应该是最上层的探测器的VMM3有和最下层的VMM8的数据的eventid对上，但
是却和最下层的VMM6有数据的eventid对上，而且看了VMM6 的数据发现大多数都
是相同的channel有信号，这也是不合理的。

今天下午通的气体，所以我晚上去测试的。

图中粉色的是触发信号，黄色的是最上面一层探测器的VMM3的某一道，蓝色的是最
下层的探测器VMM8的某一道，今晚我只测试了触发信号和最上层，最下层探测器之
间的问题。发现触发信号来到的时候，最上层的探测器能看到信号的频率很大，最下
层的基本上没有，若是说有的话信号非常非常的小，很难辨别噪音还是信号，于是我
单独看了最下层探测器的信号。我发现最下层探测器用VMM看analogue信号，事利
率很低，只有几道可以看到，而且这几道事例率也很低。所以我想检查一下到底是
VMM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我反复查看了高压，我觉得我并没有加错高压。然后本想用示波器看探测器直接输出
的信号。但是接上线之后发现，噪音很大，没法看信号。我明天早上再去测试。

OK，我相信问题在这里面，明早我也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