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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Xe原子核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气体原型探测器研究 

摘 要 
 

近 20 年来多个中微子震荡实验证实了中微子具有非零质量，但是

其质量的物理起源(马约拉纳或狄拉克)仍然未为人所知。目前验证中

微子质量起源最直接的方法是验证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现象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则该现象与中微子是马约拉纳粒子等价，并且预示了轻子

数守恒破缺等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本文主要介绍了 PandaX-III 

136Xe 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探测实验项目的关键内容。该实验的探测器

基于粒子物理实验的时间投影室技术，其中容纳 200 公斤高压氙气。

136Xe 原子核衰变产生的电子将在时间投影室中电离产生次级电子，通

过电场作用次级电子漂移向读出平面，后者收集记录这些次级电子从

而确定原初衰变放出的电子的能量。探测器将采用微网气体放大器

（Micromegas）作为读出平面，利用贝塔粒子在氙气中的径迹来分辨

事件类型以降低本底，从而进一步提高探测器灵敏度。为了研究该探

测器的设计、展示其核心技术并刻度其性能，我们建造了一个可容纳

20 公斤氙气的原型机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试和运行。原型机在 5 bar

氙气中 241Am 放射源定标能谱的 59.5 keV 峰处达到了 14.1%的能量分

辨率，其对应于 136Xe 原子核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 Q 值 2458 keV 处

2.19%的能量分辨率。此外，我们还展示了探测器记录其中粒子径迹的

能力。本论文将分析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及其物理目标预期、探

测器相关技术、探测器原型机的设计、建造、运行以及其产生的数据。

论文各章节的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介绍了中微子相关物理，由中微子震荡现象引出中微子质

量起源的谜题，以及如何用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来检验其质量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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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描述了 PandaX-III 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项目并展示其特点

与关键技术。基于这一章中的相关参数，论文的第三章详细讨论了

PandaX-III 项目的物理目标与预期。 

为了展示 PandaX-III 项目探测器技术的可行性并刻度其性能，我

们建造并研究了一个原型探测器。论文的四到七章详细介绍了原型探

测器的工作。第四章为原型探测器的硬件与软件系统描述，包括探测

器高压罐体、时间投影室、电子学与数据采集系统以及气体系统。第

五、六章展开讨论了 PandaX-III 项目的一大特点：构成读出平面的微

网气体探测器，介绍了其结构、制作与测试。第七章介绍了探测器的

运行数据以及对数据的分析。 

最后，第八章中总结了本论文的工作，讨论了下一阶段的计划并

做出展望。 

 

关键词：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时间投影室，微网气体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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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Gaseous Prototype Detector for 136Xe Nuclear 

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ABSTRACT 
 

The experiments on neutrino oscillation in the recent 20 year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neutrino has non-zero mass. However, it still remains a 

mystery whether the neutrino mass term is Dirac or Majorana.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he detection of the 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NLDBD),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Majorana neutrino. 

And it can further lead to lepton number violation, which is the new physics 

beyond the standard model. In this thesis key topics of PandaX-III project 

on detecting 136Xe NLDBD is discussed. The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of Time Projection Chamber (TPC) in particle physics 

experiment, where 200 kg of high pressure xenon will be contained inside. 

Secondary electrons ionized by the electrons from 136Xe nucleus decay in 

TPC drift towards the readout plane with the electric field and are thus 

collected. Accordingly, the energies of the initial electrons can be recorded. 

Micromegas is chosen as the readout plane of our detector. Tracks in the 

gaseous xenon will be used to identify different even types, which 

suppresses the background and improves the detector sensitivity. To 

demonstrate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PandaX-III detector and calibrate 

some of its features, we built a scaled-down prototype detector which can 

contain 20 kg of high pressure xenon, then it was tested and run for a year. 

In 5 bar xenon, the prototype achieved an energy resolution of 14.1% for the 

59.5 keV peak in the 241Am calibration spectrum, corresponding to an energy 

resolution of 2.19% for 2458 keV, which is the NLDBD Q value. Moreover,  

we highlighted the tracking ability of the detector. This thesis includes topics 

of the PandaX-III 200 kg detector and its sensitivity analysis, the 

corresponding technologies of detector, and the design and commiss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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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etector prototype.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each chapter is given 

below: 

In Chapter 1 the physics about neutrino is discussed, from the neutrino 

oscillation to the mystery of neutrino mass, finally leading to the NLDBD 

experiment. 

In Chapter 2 the PandaX-III Project on NLDBD detection is introduc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NLDBD experiment technologies are discussed. In 

Chapter 3 the sensitivity of the project is discussed and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parameters given in Chapter 2. 

For demonstration and calibration of the experiment we built a 

prototype detector. In Chapter 4 to 7 the work of the prototype detector is 

shown. Chapter 4 shows the set up of the detector in detail, including the 

high pressure vessel, the TPC, the electronics and data aquisition system, 

and the gas system. Chapter 5 and 6 introduce Micromegas in detail, which 

is one of the key features of PandaX-III project, including its structure, 

fabrication and test. In Chapter 7 the commissioning and data of the 

prototype detector are shown. 

In Chapter 8 the work of this thesis is concluded and plans and 

prospections of the project are shown.  

 

KEY WORDS:  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Time Projection Chamber, 

Microme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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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微子质量起源与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 

1.1 中微子的质量及其物理起源 

1930 年中微子由著名物理学家 W. Pauli 作为一种假想粒子提出，以解释原子

核贝塔衰变实验上观测到的连续电子能谱。1942 年，王淦昌先生最先提出了探测

中微子的实验设想[1]。1956 年，美国物理学家 C.Cowan 与 F.Reines 首先探测到电

子中微子的存在[2]。在 Cowan-Reines 实验中来自反应堆的反中微子与靶物质的质

子反应，实验者通过探测反应中放出的中子与正电子确认了反中微子-质子反应的

存在。之后，另外两种味道的中微子也被人们发现（μ 子中微子[3]νμ与 τ 子中微子
[4]ντ）。长期以来中微子在标准模型中被当作没有质量的粒子，直到中微子震荡现

象的发现。中微子具有不同的两组本征态：质量与味道，而在传播的过程中，中

微子的相因子与其质量相关，因此其传播后的味道组份大概率与初始组份不同，

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微子的震荡。在 1998 年超级神冈（Super-Kamiokanda）项目组

发表的结果[5]中人们首次证实了大气中微子的震荡。2001 年，SNO（Sudbury 

Neutrino Observatory）项目组发表了首个太阳中微子震荡的证据[6]。在过去的二十

年中，众多实验项目对大气中微子（Super-Kamioknada[7]）、太阳中微子（SNO[8]）、

反应堆中微子（大亚湾实验[9]，Reno[10], Kamland[11], MINOS[12], OPERA[14], T2K[15]）

图 1- 1 中微子的质量本征态与味道本征态的混合：（左）质量本征态瓶子中装着味道

本征态糖果，图片来自参考文献[16]（右）混合矩阵，其中方块大小表示耦合系数大

小，图片来自参考文献[17] 
Fig.1-1 the mixing of neutrino’s mass and flavor eigenstates: (Left) the flavor eigenstate 

candies in the mass eigenstate bottle (Right) the mixing matrix, the area of the rectangle 

represents the level of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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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测提供了中微子震荡的决定性证据。从上述实验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中微

子具有与味道本征态（νe、νμ、ντ）不同的至少三个质量本征态（称为 ν1、ν2、ν3）。

这两组本征态之间存在耦合（如图 1-1 所示），其耦合矩阵被称为 PMNS

（Pontecorvo–Maki–Nakagawa–Sakata[13]）矩阵，由中微子振荡理论的先驱者命名。 

若要在标准模型中为中微子引入质量，很自然地可以假设其机制与其他基本

费米子(夸克和带电轻子)相同。这种情况下，其拉格朗日量中的质量项由左手征中

微子场和右手征中微子场与中性希格斯场的耦合构成。这一质量项被称为狄拉克

(Dirac)质量，它将把左手征中微子转化为右手征中微子。但是有许多因素让人们

对中微子具有狄拉克质量的假设心存疑虑: 在至今的实验观测中只观测到左手征

中微子与右手征反中微子，并未发现右手征中微子[18]。此外，目前已知的单贝塔

衰变实验结果（如 Troitsk 实验[19], Mainz 实验[20]）将电子中微子的有效质量限制

在了 eV 量级，考虑到希格斯场的真空项为 174 GeV，这要求质量项中的耦合常数

为极小的 10-12 量级，这样微小的耦合需要合理的解释。 

与狄拉克质量项相对，中微子的质量项可以由马约拉纳（Majorana[21]）的方式

构造：只由左手征或右手征的中微子场与中性希格斯场耦合而成。其被称为马约

拉纳质量，它将左（右）手征中微子转化为左（右）手征的反中微子。马约拉纳质

量项的本征态在共轭变换下不变，也就是说其为自己的反粒子，即马约拉纳费米

子。通常情况下与质量项的相互作用过程将违反电荷守恒定律，但由于中微子的

电中性，它是标准模型中唯一可能的马约拉纳费米子。在与马约拉纳质量项的作

用过程中轻子数并不守恒，这一现象超出了标准模型。若中微子具有马约拉纳质

量，则可以支持轻子创世论（leptongenesis[22]），为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正反物质

的不对称性提供间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狄拉克质量中引入了右手征中微子场。所以若中微子有狄

拉克质量项，那么标准模型并不排斥，或者说很有可能其也具有马约拉纳质量项。

如果中微子质量项为本征值为 mR 的马约拉纳项和本征值为 mD狄拉克项之和，可

以证明加和项具有两个本征值，可分别近似为 mR 和 mD
2/mR。自然地 mD被假设与

大部分夸克具有同一尺度(百 GeV)，而如果 mR 在大一统理论尺度下（Grand 

Unification Scale），则 mD
2/mR 项为现有实验结果估计的中微子亚 eV 量级质量，

mR 项为超出目前实验探测能力的右手征中微子质量。这一假说被称为 See-Saw 

mechanism[23]。而在目前流行的其他未证实理论中，为了解释右手征中微子实验观

测上的缺失，其有时候被假设为不参与绝大部分相互作用的惰性中微子（Sterile 

Neutrin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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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认为区分中微子质量不同物理起源最直接接的方法是对原子核无中微子

双贝塔衰变现象的观测。 

1.2 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 

在自然界中，原子核中的中子可以衰变成为质子并放出电子。小部分原子核

由于能级的关系无法进行放出单个电子的衰变（单贝塔衰变），其衰变过程中会有

两个中子转化为质子，同时放出两个电子（双贝塔衰变）。标准模型下还会有两个

反电子中微子被放出，使得这一过程保持轻子数守恒。但如果中微子的质量是马

约拉纳性质的，可以证明存在不放出中微子的双贝塔衰变[24]，即无中微子双贝塔

衰变（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NLDBD）。反之，若观测到了无中微子双贝

塔衰变，则如图 1-2 所示，不论衰变的具体过程是什么，结果上中微子与反中微

子等价，即中微子为马约拉纳费米子。 

图 1- 3双贝塔衰变能谱示意图 
Fig.1-3 a demonstration of the nuclear double beta decay spectrum 

图 1- 2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图，图片来自 B.Kayser 在 2017年 Potecorva 中微子暑

期学校上的报告 
Fig.1-2 the diagram for 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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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上可以通过测量双贝塔衰变过程中放出的两个电子能量之和来判断衰变

的类型。如图 1-3 所示，若衰变过程中有反中微子放出并带走一部分能量，两个

贝塔粒子的能量和在统计上会展开为一个能谱。反之若没有反中微子带走能量，

两个贝塔粒子的能量总和将为定值，统计上将在能谱里产生特定位置的一个峰，

这个能量位置即为对应衰变过程的 Q 值。 

理论上，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的速率与马约拉纳中微子（电子中微子）的有

效质量成正比： 

 

 
0 1 0 0 2

1/2 2
( ) | |

e

m
T G M

m

  
 

  (1-1) 

 

其中𝑇1/2
0ν 为相应半衰期；𝐺0ν为相空间因子，来自于对衰变相空间（由衰变前后粒

子的状态确定）的积分；𝑀0ν为核结构矩阵系数（nuclear matrix element）；𝑚𝑒
2为电

子质量；< 𝑚𝛽𝛽 >为电子中微子的有效质量。其中核结构矩阵系数的计算相当依

赖于模型，目前有许多不同的结果。通常被使用的两个算法为相对精细但计算困

难的原子核壳模型（Nuclear Shell Model, NSM[25]）和模型更加简化的准粒子随机

相位估计（Quasiparticle Random Phase Approximation, QRPA[26]），除此之外，

Interacting Boson Model (IBM-2)[27]和 Generator Coordinate Method (GCM)[28]也给出

不同的结果。而电子中微子的有效质量为三个质量本征态𝑚𝑖混合的结果：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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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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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其中𝑈𝑒𝑖为图 1-1（右）里展示的混合矩阵中第一行的三个元素。混合矩阵的元素，

或者说中微子的震荡效应是由不同质量本征值的平方差而非其绝对大小决定的，

因此从中微子震荡实验的结果还不能判断不同本征值的绝对大小。可以看到，电

子中微子的有效质量主要由本征值 m1，m2 的大小决定，其在三个质量本征值序列

中的位置将影响电子中微子有效质量的估计。图 1-4 中展示了电子中微子有效质

量（图中纵轴）与最轻的质量本征态（图中横轴）之间的关系[29]，其在质量正序

（m3>m2>m1，Normal Hierarchy）与质量反序（m2>m1>m3，Inverted Hierarchy）

下有明显的区别。目前有数个目标为测定中微子质量序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JUNO[30]，RENO-50[31]，DUNE[32])，未来的十年内我们或许能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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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极低的衰变速率对其探测实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实

验应在低本底环境下完成，使衰变事件不会淹没在本底噪声中；实验应具有良好

的能量分辨率以区分目标事件与本底噪声；实验需要有大量的衰变同位素，在年

的时间量级上稳定运行以获取足够的数据量。除此之外，一个实验还需要额外的

提高事件分辨能力的探测技术才能在同样条件下对现有的结果取得量级上的突破。

各种因素对一个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的能力的量化影响将在第三章中分析。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其它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在开展中，其中氙（136Xe）、

碲（130Ti）、锗（76Ge）是较为普遍的衰变物质选择。基于 136Xe 的实验如 Kamland-

Zen[33]、EXO-200[34]；基于 76Ge 的实验如 GERDA[35] 和 Majorana-Demonstrator[36]；

基于 130Te 的实验如 CUORE[37]。目前没有实验观测到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的存在，

对电子中微子有效质量的最佳限制由 Kamland-Zen 实验给出：在 90%确信度下，
136Xe 的半衰期大于 1.07×1026 年[33]，即电子中微子有效质量小于 61~165 meV。

其他使用不同衰变元素的实验里最佳结果为（下述结果皆为 90%确信度下）：

CUORE 实验报告 130Te 的半衰期大于 1.5×1025 年[37]，即有效质量小于 140~400 

meV；GERDA 实验报告 76Ge 的半衰期大于 8×1025年[35]，即有效质量小于 103~327 

meV。 

世界上还有许多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正在筹划中，如基于 136Xe 的

图 1- 4 电子中微子有效质量在不同质量序下与最轻质量的关系图,图片来

自参考文献[29] 
Fig.1-4 the effective mass of electron neutrino vs. the lightest neutrino eigen-mass 

under different mass or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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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land2-Zen[38]，nEXO[34]，PandaX-III[39]和 NEXT-100[40]；基于 76Ge 的 LEGEND[41]、

或基于 130Te 的 CUPID[42]和 SNO+[43]；基于 82Se 或 150Nd 的 SuperNEMO[44]，其中

本文将重点介绍 PandaX-III 实验。 

1.3 PandaX-III 实验 

PandaX-III 是一个以上海交通大学为基地的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探测项目，

它利用充入高压氙气的探测器来观察 136Xe 原子核的双贝塔衰变现象。实验将位

于中国四川省凉山州的锦屏地下实验室（China JinPing underground Laboratory, 

CJPL）。锦屏地下实验室在锦屏山的隧道中，其上 2400 米的岩石层能有效地屏蔽

来自宇宙中的射线。在我们的概念设计中，PandaX-III 实验探测器的容积为 4 立

方米，在 10 bar的工作压力下可容纳 200 公斤的氙气，探测器内的 136Xe 同位素

丰度为 90%。设计中探测器对信号的探测效率达到 35%，在 Q 值处的半高全宽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能量分辨率达到 3%。项目第一阶段将有

一个探测器运行，第二阶段探测器个数将扩展到 5 个。所有探测器都将被置于总

体积达 4800 立方米的超纯水屏蔽体中以进一步屏蔽外界的辐射。图 1-5 中展示了

位于水屏蔽体中 PandaX-III 实验（右侧）的 5 个 200 公斤探测器。 

 

图 1- 5 水屏蔽体中的 5个 PandaX-III 200 kg探测器 
Fig.1-5 the five PandaX-III 200 kg detectors in the water 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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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PandaX-III 项目探测器的技术与特点 

2.1 时间投影室 

PandaX-III 实验中每个 200 公斤探测器的核心部分为充满 136Xe 的气体时间投

影室。时间投影室（Time Projection Chamber, TPC[45]）可以记录在其中运动的粒子

的能量信息。图 2-1 中展示的是 PandaX-III 探测器时间投影室的原理图，它是一

个充满了工作物质（通常的选择为液态或气态惰性气体）的腔室，腔室中间的阴

极上加载高压，侧壁上的场笼将电场线限制在投影室内，使其间电场均匀。腔室

的两端为电荷收集平面。在投影室内运动的高能粒子将不断沉积能量并从工作物

质中电离出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顺着电场被“投影”到电荷读出平面并记录。

时间投影室可以通过读出平面上收集到的电荷量来刻度初始高能粒子的能量。另

外它还可以通过漂移电荷到达的“时间”来获取原初粒子电离出这些电荷时相对的

纵向（漂移方向）位置信息，因此得名时间投影室。对于某些具有优秀位置分辨

率的读出平面，电子投影后的在平面上的位置也将被记录，结合电子的漂移时间

便可以重构出原初粒子的三维径迹。 

图 2- 1时间投影室示意图 
Fig.2-1 the demonstration of a Time Projection Chamber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8 - 

如果原初高能粒子为带电粒子（阿尔法或贝塔粒子），它将与工作物质产生电

磁相互作用并损失能量（或称为电子反冲，electron recoil），其损失的能量有两个

主要去向：将束缚电子从工作物质原子中电离出来，或将工作物质原子刺激至激

发态。此外带电粒子的能量还会由于轫致辐射（bremsstrahlung radiation）而损失

或由于非弹性碰撞转化为热能。若原初高能粒子为光子（X 射线或伽马粒子），它

们的一部分将不与工作物质作用而逃出时间投影室的探测区域。其余的光子将在

时间投影室的电场内通过以下方式将能量转化：正负电子对产生（pair production，

要求其能量大于 1.022 MeV）、康普顿散射（Compton Scattering）、光电效应

（photoelectric absorption）。其反应概率与工作物质原子的核子数 Z 与光子能量 E

相关，分别与 Z2ln(2E)、Z‧E-1、Z5E-7/2 成正比[46]。在之后将讨论的 PandaX-III 实验

原型探测器的时间投影室中，光电效应占主导地位。总之，发生反应的光子能量

最终将转化为带电粒子的形式，如之前所述的一样被用于自由电子电离或原子激

发。 

带电粒子在工作物质中电离出自由电子，其中一部分能量消耗于电子的电离

势，另一部分转化为电子的动能，这些电子被称为次级电子。具有高动能的次级

电子会重复原初粒子与工作物质的反应继续电离与激发，直到产生的自由电子动

能低至不足以完成这些过程。最后剩余的电子动能将通过非弹性碰撞转化为工作

物质的热能。若在时间投影室中不存在电场，那么所有的次级电子最终都将与工

作物质的正离子再结合（recombine）使正离子回到原子激发态。由于电场 E 的存

在，一部分自由电子 Q 将漂向读出平面并被收集。越强的电场中读出平面收集到

的电子 Q 越多，最终这一效应趋于饱和。基于 Jaffe 模型[46]，被收集的电子与漂移

电场的关系为： 

 

 0 / (1 / )Q Q K E   (2-1) 

 

其中 Q0 为电离产生的总自由电子数，K 为依赖具体探测器条件的再结合系数，表

征电子-离子对在探测器中的再结合概率。Jaffe 模型为对高浓度气体的简单估计，

实际情况较公式将有所偏离。通常气体工作物质由于密度低的原因，内部的再结

合概率要低于液体工作物质，这一点有利于提高能量分辨率。 

带电粒子还会将工作物质原子激发。但是通常被激发的原子数仅为被电离原

子数的一小部分。在液态氙中，激发-电离比为 0.06[47]。少部分激发态原子有可能

在与其他原子的碰撞中将能量转化为电子 -离子对或者由非辐射能量弛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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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adiative energy relaxation[46]）转化为热能，更多被激发的原子则最终将衰变

到基态并放出光子。具体来说，当工作物质为氙气时，最内层电子（K 层α电子）

被激发后退激发放出的光子能量约为 29 keV[48]，此类光子将重复上一段中描述的

光子与工作物质的相互作用。而最外层电子被激发的氙原子可以直接退激发放出

光子（约 8 eV[47]），此类光子的能量将不够用于电离自由电子。更多的情况下，激

发态氙原子Xe*会与另一个基态氙原子Xe结合成单重态（singlet）或三重态（triplet）

二聚体（dimer）Xe2*。二聚体最终将衰变到基态并放出光子，其过程如下[49]： 

 

 
* *

2 2Xe Xe Xe Xe h     (2-2) 

 
这一过程中放出的光子能量（约为 7 eV）略小于氙原子的最小激发能，即其能量

不足以使氙原子发生光电吸收，因此时间漂移室对于此类光子将变得近乎“透明”。 

与粒子的衰变类似，激发态原子不同方式下退激发的时间分布都可用 e 指数

衰减函数描述，衰减函数的特征时间与退激发方式有关。由于有的退激发方式（如

二聚体）需要与其它原子相互作用，因此特征时间还与工作物质密度有关。另外

原初电离粒子的能量会影响单位体积内的受激发原子数，所以其也是决定特征时

间的因素之一。当工作物质为气态惰性气体时，通常的特征时间在纳秒量级，例

如在 5 bar 氙气中，由 1.3 MeV 贝塔射线产生的激发态氙原子以单重态二聚体形式

退激发的特征时间约为 2 纳秒[50]。 

在时间投影室中，我们通常用原初粒子能量 E 与最终产生的离子-电子对数量

Ni 的比值 W 来表征原初粒子对工作气体的电离能力: 

 

 / iW E N  (2-3) 

 
由于原初粒子能量的一部分转化为了自由电子的动能与激发态原子能量，所

以 W 值要比原子的电离能高。以氙气为例，W 值约为 20 eV[51]，而电离出自由电

子需要的能量约为 12 eV[52]。当气体密度增加，由于原子间作用力将影响气体的电

子能带结构，W 值也将受到影响。对一种状态固定的各向同性工作物质，实验上

通常认为 W 值为常数。图 2-2 中展示的是在不同密度的氙气中由 662 keV 伽马射

线引发电离的 W 值变化[53]，纵坐标中的 W0 为在低密度氙气中达到的 W 值上限，

数值为 21.5 eV。标准状态下气态氙的密度为 5.89×10-3 克/立方厘米，可以看到随

着密度增加 W 值下降，电子-离子对的电离变得更加容易，当密度接近液体时，W

值相对于最高值下降了约 15%。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0 - 

 

如果时间投影室中的工作物质为气体，入射粒子便会留下相对液体工作物质

更长的径迹。通过分析径迹特点时间投影室能进一步从本底噪声中筛选出作为目

标的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事例。且气体时间投影室在 136Xe 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

的能量 Q 值（约为 2.5 MeV）附近有着比液体更加良好的能量分辨率。与这些优

点相对应，气体工作物质密度较低，单位体积内的衰变物质较少。但是通过增大

气体压强能弥补这一不足，让基于气体时间投影室的探测器达到令人满意的分辨

率。综上所述，一个高压气体 TPC 有着如下特点：极具吸引力的三维成像特性，

卓越的能量分辨率和足够大的衰变物质容量。 

时间投影室技术自 20世纪 70年代被发明以来，被广泛用于粒子物理实验中。

最近，该技术的应用扩展到极端稀有事件探测领域，比如有质量的弱相互作用暗

物质（Weakly Interacting Massive Particle, WIMP）直接探测实验（PandaX-II[54], 

LUX[55], XENON1T[56], TREX-DM[57]），宇宙中暗物质的方向性探测试验（DRIFT[58], 

MIMAC[59]）和本文的重点：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PandaX-III[39]，NEXT[40]，

EXO[34]）。 

2.2 探测器工作物质 

PandaX-III 实验选择观测 136Xe 原子核的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同时氙元素也

将作为时间投影室内的工作物质。136Xe 在自然氙中的丰度约为 9%。如之前提到

图 2- 2 氙气中 W值随密度的改变,图片来自参考文献[53] 
Fig.2-2 the W value dependence on the density in gaseous x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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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物质的原子序数与其对电子或光子的能量吸收能力成正相关。氙元素的

高原子序数（54）让入射粒子与次级粒子更容易在时间投影室中将能量完全沉积。

在收集并统计能量的探测器中，这一点至关重要。此外，激发态氙原子较短的退

激发时间（纳秒至百纳秒[50]）让某些探测器可以通过探测光信号来标记事件的发

生。 

氙作为惰性气体元素性质稳定，不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能较容易地

在探测器内保持纯度。氙元素的三相图如图 2-3 所示[60]。气态氙具有良好的可压

缩性，在室温下可以达到数十个大气压而不液化，所以可以通过加压使一个气体

氙探测器获得足够的衰变物质质量。另外，气态氙的各向同性也使得探测器的设

计简化。不足的是，氙气的水溶性远远超出其他惰性气体，在标准状态下水的氙

溶液中氙的体积占比约为 0.2。因此在氙相关探测器的运行中不断循环并提纯氙气

是必要的步骤。 

表 2-1 中比较了几种用于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的原子核的相关参数[61]。

可以看到它们都具有较大的 Q 值，MeV 级别的目标能量区域意味着相对较低的本

底噪声。𝐺0ν系数（详见公式 1-1）则与实验探测对马约拉纳中微子有效质量的敏

图 2- 3 氙元素的三相图, 图片来自参考文献[60] 
Fig.2-3 the phase diagram of x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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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程度相关。相较于其它常用于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的元素（如固态的 76Ge

和 130Te），标准状态下的氙元素处于气态，因此更方便提纯。氙气作为空气分离厂

的副产品产出。这些原因导致氙在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物质中有较大的价格优势。

目前在筹划中的下一代基于氙的探测器容量都在吨级别。世界上每年的自然氙气

产量约为 40 吨，能生产的 136Xe 同位素小于 4 吨，若在未来想要制造十吨级的氙

探测器，这将成为不可忽视的限制条件。 

 

表 2- 1 不同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物质比较表，表格数据来自参考文献[61] 
Fig.2-1 the table comparing different 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isotopes 

同位素 
自然同位素丰度

【%】 

衰变 Q 值

【keV】 

𝐺0ν系数 

【10-15 年-1】 

76Ge 7.8 2039.1 2.36 
82Se 9.2 2995.5 10.16 

100Mo 9.6 3035.0 15.92 
116Cd 7.6 2809.1 16.70 
130Te 34.5 2530.3 14.22 
136Xe 8.9 2457.8 14.58 

 

时间投影室的工作物质中经常被加入添加物以提高其性能。比如，惰性气体

中的适量 H2 或 N2 可以提高电子在其中的漂移速度[62]。某些添加物可以提高工作

物质的电离能力，即降低 W 值。当添加物的电离能低于工作物质的激发能时，激

发态工作物质 A*可以通过与添加物 B 相互作用而退激发，其损失能量将用来电离

添加物的电子： 

 

 
*A B A B e      (2-4) 

 
这一现象被称为彭宁效应（Penning effect[63]），通过彭宁效应电离自由电子消耗的

电离能要小于工作物质正常电离时的电离能，从而降低工作物质的 W 值。探测器

倍增区域电离能力的增加将提高探测器增益。常见的用于氙气的添加物为三甲胺，

由于三甲胺的最低电离能要低于氙原子，因此它容易吸收氙原子退激发发出的紫

外波段光子，这一作用在气体探测器中通常被称为对光子的淬火（quenching）。气

体混合物通过淬火吸收了更多光子，产生了更多的自由电子，因此探测器的能量

分辨率也将提高。T-REX 项目的实验组测量了氙气+三甲胺混合物在不同比分下

的表现[64]，在他们的探测器中三甲胺占比为 0.7%至 1.3%时，探测器的增益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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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辨率同时处于最佳区间。而另一种被用在气体探测器中经典的混合气体为氩

气+异丁烷混合物。异丁烷的最低电离能（10.67 eV）低于氩气几个亚稳态的激发

能量（11.54 eV 与 11.72 eV），因此也具有彭宁效应。在本文之后介绍的实验中我

们使用了氩气+（5%）异丁烷混合物，该比份也被被证明具有优秀的增益与能量分

辨率[65]。 

2.3 PandaX-III 实验的特点 

与其他正在运行或提议中的实验不同， PandaX-III 实验项目将专注于记录目

标粒子和气体介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电离信号。 其时间投影室的读出平面由微网气

体结构构成[66]（ Micro-Mesh Gaseous Structure，简称 Micromegas。通常译作微网

气体探测器，为了将其与本文中的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探测器区分，本文将其称

为微网气体放大器，取其放大电荷信号之意）， 这是一种成功的微型气体探测器

（Micro-Pattern Gas Detector, MPGD） 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粒子和核物理探测中。 

它可记录接收电荷的能量与二维位置信息。如之前所述， 一个位置分辨率良好的

读出平面还可以结合收集电子的时间信息重构出原初粒子的三维径迹。 我们使用

的微网气体放大器是用 Microbulk 技术[67]制造的。这项技术制造的放大器有着良

好的能量分辨率、 空间分辨率以及较低的单位质量放射性。 基于这些原因， 

Microbulk 微网气体放大器被选定为 PandaX-III 实验第一阶段的读出技术。我们

还选择了条形读出技术来减少输出信号通道的数量，具体的细节将在第四章中展

开。 

PandaX-III 项目探测器中的工作物质为气态，这是它的另一个特点。 之前我

们提到过惰性气体作为时间投影室中工作物质的种种优点，其中一个就是它能产

生较长的径迹。一个 136Xe 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事件中的两个电子将在 10 bar 氙

气中产生约 15 厘米长的径迹。电子将在氙气中不断沉积能量，它在单位距离内

的能量沉积率与它的剩余能量成负相关。 当它将要损失完全部能量而停下时它的

能量沉积率达到高峰，因此我们将在一个高能电子的径迹末端看到大量被电离的

次级电子，而对于一个产生两个电子的双贝塔衰变事件，其径迹两端都有这个现

象。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观查一个事件径迹不同位置的能量沉积率，将双贝塔衰变

事件与能量相仿的贝塔或伽马射线引起的噪声事件区分开来。 这一思想最先由 

Gothard 小组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提出[68]。我们模拟了探测器中的能量沉积、电子

漂移、电子收集等产生事件所需的全部过程，并采用 T-REX 项目小组的算法[69]，

基于模拟数据对不同事件的径迹进行了重构与筛选， 达到了 35 倍的本底事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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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率。 图 2-4 中展示的是我们重构出的不同径迹，上方为 214Bi 原子核放出的 

2447 keV 伽马射线的径迹在 XZ 与 YZ 平面上的投影，下方为 136Xe 无中微子

双贝塔衰变事件径迹在 XZ 与 YZ 平面上的投影。电子在单位距离内沉积的能量

在图中以径迹上“泡泡”的大小表征。 模拟中假设的工作物质为 10 bar 氙气+（1%）

三甲胺混合物，漂移电场为 1 千伏/厘米。重构算法中的空间分辨率为 1 平方厘

米。上面展示的是初步结果，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进一步优化重构与筛选算法，

我们还能进一步提升对本底事件的排除效率。 

在对事件进行径迹筛选之前，PandaX-III 实验也有着较低的本底事件率，这是

所有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的共同特点。本底事件有两个来源：外界的宇宙线

与实验室/探测器自身发出的辐射。锦屏实验室是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它接

收到的宇宙射线率约为每周每平方米 1 个 μ 子。而在探测器材料的选择上低放射

性是极为重要的考察指标，这里的放射性主要考量以下几种同位素原子核的含量：
238U、 232Th、 60Co 以及它们衰变链上的子原子核，这些原子核的衰变都将放出

能量在目标 Q 值（2458 keV）附近的粒子。以探测器的主体（罐状容器）为例，

图 2- 4通过粒子径迹来区分不同类型的事件 

Fig.2-4 discriminating different types of event by their t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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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的材料为高纯无氧（Oxygen-Free High Conductivity, OFHC）铜。其 238U

与 232Th 含量皆在 0.1ppt（part per trillion, 兆分之一浓度）以下，约为最低放射性

的不锈钢的千分之一。通过基于蒙特卡罗（Monte-Carlo）方法的模拟我们研究了

实验项目各个部分对本底噪声的贡献[39]（未通过径迹筛选算法选择事件），其结果

展示在表 2-2 中。可以看到，为了保证机械强度而选择了不锈钢作为材料的螺丝

是 238U 本底事件的主要来源，而微网气体放大器则是 232Th 本底事件的主要来源。

总本底事件率为 3.44×10-5 (keV‧kg‧y)-1。若对事件进行径迹筛选，在以目标 Q 值

为中心的 100 keV 范围内，整个实验每年在探测器内产生的本底噪声数约为 10 

个。  

 

表 2- 2 PandaX-III实验不同部分对本底事件率的贡献，表格来自[39] 

Tab.2-2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background index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andaX-III 

experiment 

实验部分 材料 
所含同位素 

原子核 

本底事件率 

10-5【(keV‧kg‧y)-1】 

水屏蔽体 超纯水 

238U 0.23 
232Th 0.63 

罐体 OFHC 铜 

238U 2.41 
232Th 7.86 
60Co 2.11 

罐子端盖 OFHC 铜 

238U 1.26 
232Th 4.16 
60Co 0.76 

螺丝 不锈钢 

238U 11.9 
232Th 78.5 

场笼 
OFHC 铜与聚四氟

乙烯 

238U 17.0 

232Th 4.03 

电子学系统 / 
238U 1.42 

232Th 8.69 

微网气体放大器 聚酰亚胺与铜 

238U 158 
232Th 44.5 

总计 / / 344.4 

 

在实验材料所含的所有放射性元素中，238U 衰变链上的原子核 214Bi 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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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7 keV 能量的伽马射线与目标 Q 值最为接近，因此对实验结果有较大影响。

图 2-5 中展示了所有材料中 238U 贡献的原始本底能谱，能谱中心位置可以看到

来自 214Bi 明显的峰。在 3.3 节中，我们将基于上述本底数据计算 PandaX-III 实验

对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现象的探测能力。 

 

 

图 2- 5 探测器中
238
U对本底噪声的贡献 

Fig.2-5 the contribution of 238U from the detector to the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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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PandaX-III 项目灵敏度估计 

基于设计参数与模拟数据，我们可以对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的探测能力

作出估计，或者说，对其运行一定时间后产生的物理结果做出预期。通常人们用

灵敏度来作为一个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能力的指标。在详细介绍灵敏度之前，

我们先引入一些相关公式。 

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半衰期与马约拉纳中微子有效质量的平方成反比(公式

1-1)。而半衰期𝑇1/2
0ν 与衰变速率𝛤0ν的关系如下： 

 

 
0

1/2 0

ln 2
T 


  (3-1) 

 
所以中微子的有效质量越大，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就越容易被发现。而在时间 t 内

一个探测器观测到的目标衰变个数 U 可以估计为： 

 

  
0AN M a

U t
W

 
 

     (3-2) 

 

其中𝑁𝐴为阿伏伽德罗常数，M 为探测器内工作物质的有效质量，a 为发生衰变的

原子核同位素在工作物质中的丰度，W 为该同位素的摩尔质量，𝜀为探测器的探测

效率。显然 U 服从泊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此处计算的是 U 的期望值。

可以看到，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衰变物质、更高的探测效率都会让探测器记录下

更多的目标事件。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探测器观测到的目标事件（数据）翻译

为对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的相关限制(灵敏度)。 

为了避免描述过于冗长，本章还将引入以下记号： 

• 假设“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不存在”的模型：H0； 

• 假设“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存在”的模型：H1。 

具体来说，灵敏度分为发现灵敏度与排除灵敏度。讨论排除灵敏度时我们假

设 H0 模型为真并由此产生数据，一个实验基于所得数据并不能排除掉整个 H1 模

型，只能给出一定限制。其对衰变速率的可能最大值（对应半衰期或中微子有效

质量的可能最小值，这三者有简单的变换关系，下文中不再做区分）给出的估计

被称为排除灵敏度。而在讨论发现灵敏度时我们假设 H1 模型为真并由此产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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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衰变速率大于某一个值时，对象实验才有能力得到足够“好”的数据，并做出

具有说服力的发现报告，我们将这一个值称为发现灵敏度。值得注意的是，此处

的灵敏度是我们对实验的估计。所以我们计算灵敏度时并没有真实的实验数据，

其中需要的数据大部分来源于计算机模拟。 

当一个实验“给出限制”或“做出发现”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结论表述中涉及

概率或置信度（confidence level, c.l.）。对“概率”不同的表述或翻译语言也会导致

不同的灵敏度计算结果，相同表述下的结果才有比较价值。本章中将介绍几种常

用的概率“语言”，并给出相应灵敏度结果的初步计算。 

3.1 频率论(Frequentist)表述 

频率论表述中的概率可以理解为频率[69]。在传统的概率理论中，一个事件被

认为具有内禀的数值 p，当相互独立的事件次数趋于无穷时该事件在全系综的发

生占比将以某种方式收敛到 p（大数定律）。该数值 p 即被称为概率，表征对事件

发生频率的期望。 

频率论者建立了一套统计假设检验 (Statistical hypothesis testing[71] ，由

J.Neyman 与 E.Pearson 提出)方法来在一定的置信度下判断一个模型的真伪，本章

在此不赘述其全貌，仅涉及与灵敏度分析相关的部分。我们先讨论发现灵敏度: 假

设在某个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速率值𝛤0
0𝜈之下，一个实验的得到了数据 E0，若要由

E0 证明 H1 为真，则其等价于说明 H0 为假。按频率论的语言可以对置信度为 a 的

发现灵敏度做如下的简单翻译：在 H0 模型中得到 E0 或比 E0 还“好”的数据的概

率为 1–a。此处“好”数据的定义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成分。在统计假设检验方法

中将引入某些特定的值来判断好坏，这个值被称为检验统计量（test statistics）。通

常这个值的选择是 H0模型与 H1 模型的似然比（likelyhood raio），Neyman-Pearson

定理[71]保证了选择似然比的算法最有可能做出“发现”宣言。在一般的简单估计

中，E0 可以被简化为在我们感兴趣的能量区间（Region of Interest, ROI）内统计到

的事件总数 N0，N0 会被作为检验统计量，其越大则数据越“好”。一般情况下宣

称发现所使用的置信度至少为 0.9973（对应误差正态分布中 3 个标准差外区域的

积分），此时有如下公式表述： 

 

 0 0( | ) 1 0.9973P N N H    (3-3) 
 

假设 ROI 的宽度为 dE，在 H0 假设下其中统计的事件数 N0 全部由本底事件数 B 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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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生成的数据中 N0=U+B）。B 的期望值为： 

 

 B b M t dE     (3-4) 

 
其中本底事例率 b 为单位时间内、单位能量区间中、单位工作物质质量产生的本

底事件数，注意此处所有探测器材料产生的本底事件被平均到工作物质质量上。

本底噪声的个数服从泊松分布，其标准差为√𝐵 。当 B 的数量足够大时，由中心

极限定理（Centeral Limit Theorem, CLT）其分布依概率收敛于正态分布。此时公

式(3-3)中即要求 N0=U+B 处在距正态分布中心 3 个标准差位置，即: 

 

 3U b M t dE     (3-5) 

 

将 U 用公式（3-2）估计后结合公式（3-1）有𝑇1/2
0ν 的发现灵敏度的表述： 

 

 
0

1/2

ln 2

3

AN a M t
T

W b dE

   
  


 (3-6) 

 

即探测器的发现能力在此估计下与本底噪声率的根号成反比，与测量时间以及工

作物质质量的根号成正比。 

接下来我们讨论排除灵敏度:用H0模型下产生的数据N0（与之前做同样简化），

来说明 H1 模型中的一部分（某些半衰期区间）为假。频率论中将其翻译为：若这

部分模型为真，那么其产生 N0 的概率很小。下面是在置信度为 a 情况下对一个半

衰期数值𝑇1/2
0ν 的一种频率论排除判据：若𝑇1/2

0ν 为真值，那么我们得到比 N0 更“好”

数据的概率应大于 a。频率论者为了在这里定义“好”引入了接受区间（acceptance 

interval）的概念。对每一个固定𝑇1/2
0ν 值我们都能得到 ROI 内事件总数 N 的概率分

布，频率论者提前约定好了某些算法，可以确定出 N 空间上的区间 I，使得 N 在 I

中的概率为 a，此时 I 则被称为接受区间。它是𝑇1/2
0ν 的函数，可以记为 I（𝑇1/2

0ν ）。

这里不妨将上面的表述理解成 I 中的数据更“好”，我们应排除掉那些使得 N0 在 I

（𝑇1/2
0ν ）之外的𝑇1/2

0ν 。 

计算排除灵敏度的具体过程如下：在（N，𝑇1/2
0ν ）的二维平面上，对每个𝑇1/2

0ν 我

们计算其相应的接受区间，集合 S={（N, 𝑇1/2
0ν ）| N ∈ I (𝑇1/2

0ν ) }将构成一个二维区

域。实验数据线 N=N0与该区域的交即为被接受的𝑇1/2
0ν 区间，通常我们称其为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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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置信区间的边界应为此种算法下的对应 N0 的灵敏度

𝑇1/2
0ν (𝑁0)。由于在 H0 模型下 N0只由本底事件贡献且遵循泊松分布，最终的排除灵

敏度𝑇1/2
0ν 可以取𝑇1/2

0ν (𝑁0)的概率平均： 

 

 
0 0

1/2 1/20
( )

!

n B

n

B e
T T n

n

 







   (3-7) 

 
其中 B 为公式（3-4）中的本底事件数期望值。 

显然，不同的接受区间算法将极大地影响最后的灵敏度数值。有些算法还可

能会让最后的结果与常识相悖，比如，它们中的一部分会得到我们并不需要的半

衰期置信区间上界，亦或是让集合 S 的边界成锯齿状导致置信区间对 N0 过于敏

感。美国物理学家 G.Feldman 与 R.Cousins 在 1998 年解决了这些问题[72]，以他们

名字命名的算法也成为目前置信区间计算较为通用的方法。在 Feldman-Cousins 算

法中，对应某一个确定的半衰期𝑇1/2
0ν̅̅ ̅̅ ̅，在每个 N 值下计算似然比： 

 

 

0

1/2

0

1/2

( | )
( )

( | (max))

P N T
L N

P N T




  (3-8)

  
 

其中分母里的𝑇1/2
0ν (max)在 N 固定的情况下让 P(N|𝑇1/2

0ν )达到最大。之后该算法按

照 L(N)的降序来选择 N，直到接受区间的大小满足概率上的要求。 

可以发现，不论是讨论排除灵敏度还是发现灵敏度时，在频率论的假设中严

格地计算概率的过程相当复杂，所以我们做出了诸多简化以方便讨论，比如把实

验数据能谱 E 简化为事件总数 N 从而避免了对整个能谱的分析。而与频率论相对

的另一套概率语言:贝叶斯（Bayesian）表述中，就可以直面这些问题。 

3.2 贝叶斯（Bayesian）表述 

贝叶斯表述[73]里的概率基于贝叶斯定理（Bayesian theorem）：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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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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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为 B 的构成全空间的指标集。与频率论表述中“由模型（以𝛤0ν或𝑇1/2
0ν 表征）

计算获取数据 E 的概率”这一方向相反，贝叶斯表述中直接由获得的数据 E 计算

一个模型的“概率”，下面以衰变率𝛤0ν来表征模型： 

 

 

0 0
0

0 0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P E
P E

P E d d

 


  

     
 

       






 
 (3-10) 

 

其中𝜃代表实验中涉及的各种参数，𝛺为参数空间。𝑃(𝛤0ν|𝐸)可以通过继续对𝜃积分

获得： 

 

 
0 0( | ) ( , | )P E P E d       (3-11) 

 
值得注意的是贝叶斯公式里的 P(𝛤0ν)是没有频率论上的意义的，因为任何系综中

的所有元素应该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它在公式里被特意写成π (𝛤0ν )以与频率论

概率区别，也被称为先验分布（prior distribution）。先验分布代表了人们基于以往

的实验经验对衰变速率的估计，某个衰变速率下先验分布的数值越大则代表人们

对该衰变速率为真值的信心越高，而π(𝜃)也是同理。所以公式（3-10）计算得到的

𝑃(𝛤0ν, 𝜃|𝐸)与其说是概率，不如说是人们基于实验数据 E 对不同衰变速率的信心

度。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π(𝛤0ν)在已经被其他实验排除掉的衰变速率范围内取值

为 0，而在未排除掉的部份中我们不能对任何特定数值有“偏好”，所以通常人们

默认其先验分布在这个范围内数值恒定（当然，这里已经不可避免地带入了用欧

几里得度规来表示衰变速率区间这一偏好）。计算公式（3-10）的𝑃(𝐸|𝛤0ν, 𝜃)时可

以将能量区间分解为许多小区域 i,我们用在每个 i 上的事例数 Ei 来描述数据 E，Ei

服从以 𝑘𝑖(𝛤0ν, 𝜃)为均值的泊松分布，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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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在贝叶斯表述中计算排除灵敏度的算法如下[74]（以 90%置信度为例）： 

1. 基于 H0 模型由模拟生成数据 E（一个能谱）； 

2. 基于 E 计算𝑃(𝛤0ν|𝐸)（一个𝛤0ν的概率分布函数）； 

3. 取一个𝛤0
0ν值使得比它大的衰变速率被排除掉，即P(𝛤0ν > 𝛤0

0ν|𝐸)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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𝛤0
0ν即为此次模拟结果 E 对应的排除灵敏度； 

4. 重复步骤 1 至 3，计算所有生成的排除灵敏度的中位数； 

当计算发现灵敏度时，我们由某个特定的衰变速率𝛤0ν̃获得数据 E，当置信度

为 a 时，在贝叶斯表述中需要说明： 

 

 0( | ) 1P H E a   (3-13) 

 
用贝叶斯公式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展开上式： 

 

 
0 0

0

0 0 1 1

( | ) ( )
( | )

( | ) ( ) ( | ) ( )

P E H H
P H E

P E H H P E H H



 



 (3-14) 

 

其中π(𝐻0)与π(𝐻1)为H0模型与H1模型的先验概率。由于对这两个模型没有偏见，

我们不妨将它们都取值为 0.5。与公式（3-10）的分母类似，（3-14）中𝑃(𝐸|𝐻0)与

𝑃(𝐸|𝐻1)可以展开为： 

 

 
0

0 0( | ) ( ) ( | , )P E H P E H d d    


   (3-15) 

  

 
0 0 0

1
0

( | ) ( ) ( ) ( | , )P E H P E d d         



    (3-16) 

 

在贝叶斯表述中计算发现灵敏度的具体算法如下[74]（以 0.9973，或称为 3δ 置信度

为例）： 

1. 基于一个固定衰变率𝛤0ν̃下的 H1 模型由模拟生成数据 E； 

2. 基于 E 计算𝑃(𝐻0|𝐸)（一个𝛤0ν的概率分布函数）； 

3. 固定𝛤0ν̃的情况下重新生成模拟数据，重复步骤 1 与 2，统计结果中的

𝑃(𝐻0|𝐸)并计算其中值𝑃(𝐻0│𝐸)
̅̅ ̅̅ ̅̅ ̅̅ ̅̅ ̅̅

作为多次模拟的估计；  

4. 遍历𝛤0ν，重复步骤 1，2，3，直到找到使𝑃(𝐻0│𝐸)
̅̅ ̅̅ ̅̅ ̅̅ ̅̅ ̅̅

<1–0.9973 的最小𝛤0ν

值，这个值即为发现灵敏度； 

虽然贝叶斯表述的灵敏度计算相较于某些频率论方法已经简单许多，但是在

其中直接处理整个不经简化的能谱仍然是很困难的事。以上面展示的排除灵敏度

算法为例，在分析数据时我们对许多实验参数并不能完全了解（如能量分辨率、

本底噪声率、探测器收集效率等），因此公式（3-10）中参数空间𝛺的维数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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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积分处理相当困难。而在发现灵敏度的算法中，额外的一层循环会使计算复杂

度再上升数个量级。因此在计算贝叶斯公式时人们需要引入各种数值算法来处理

其中的高维积分。 

3.3 灵敏度的初步计算结果 

我们在几种不同的表述下，使用了本章之前提到的相关算法初步计算了 

PandaX-III 项目与其它几个基于 136Xe 的实验项目对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半衰期

的发现与排除灵敏度。在贝叶斯表述的计算中我们将各个实验的本底事件能谱做

了一定简化。如 2.3 章中提到的，同位素 214Bi 产生的本底信号能量（2447 keV）

与目标事件能量（2458 keV）十分接近，因此我们将本底分为 214Bi 事件与其他事

件。在 ROI 内其他事件的发生概率被简单假设成以事例率 b1 (keV‧kg‧y)-1 均匀分

布，而 214Bi 事件的概率分布函数则被假设为以 2447 keV 为中心的高斯函数。计

算中采用的相关参数如表 3-1 所示，表中列出了相关的参考文献，部分参考文献

未给出本底事例率的精确数值，这种情况下表中数据为估计值，依据为参考文献

中展示的本底能谱。除此之外，在贝叶斯公式的计算中我们忽略了参数空间，将

所有参数都设定为已知。因此表中贝叶斯表述的结果应视为粗略估计。 

 计算结果展示在表 3-2 中，其中相应的实验时间为 5 年，排除灵敏度置信

度为 90%，发现灵敏度置信度为 0.9973（即 3δ）。每个贝叶斯表述下的数值为 10000

次蒙特卡罗模拟后的结果。其中 nEXO 与 DARWIN 为下一代（数）吨级实验，因

此其设计中要求的工作物质有效质量等参数要优于将更快投入运行的 PandaX-III 

200 kg 与 NEXT-100。 

 

 

表 3- 1 不同实验项目探测器参数表,各个项目的参数来源标注在表中 
Tab.3-1 the parameters of detectors of different project 

 

实验项目 
PandaX-III 

200 kg[39] 
DARWIN[75] 

NEXT-

100[40] 
nEXO[76] 

ROI【keV】 (2408,2508) (2385,2533) (2448,2577) (2428,2488) 

能量分辨率(δ)

【keV】 
31.3 24.5 7.8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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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物质有效质

量 m【kg】 
200 6000 100 3000 

衰变同位素丰度 a 0.9 0.089 0.91 0.9 

探测效率𝜀 0.35 0.9 0.28 0.85 

均匀本底事例率

b1【(keV‧kg‧y)-1】 
1×10-4 1.8×10-5 1×10-4 7×10-6 

214Bi 本底事例率

b2【(keV‧y)-1】 
2×10-3 2×10-3 1.37×10-2 8×10-4 

 

 

 

表 3- 2 不同实验项目在不同表述下的灵敏度 
Tab.3-2 the sensitivities of different experiments in Bayesian or Frequentist view 

 
 

 

 

 

 

 

 

  

实验项目 
贝叶斯表述排

除灵敏【年】 

频率论表述排

除灵敏【年】 

贝叶斯表述发

现灵敏【年】 

频率论表述发

现灵敏【年】 

PandaX-III 

200 kg 
1.3×1026 1.3×1026 5.5×1025 8.2×1025 

DARWIN 4.0×1026 3.5×1026 1.5×1026 2.0×1026 

NEXT-100 7.7×1025 7.2×1025 3.6×1025 5.3×1025 

nEXO 3.6×1027 3.1×1027 1.2×1027 1.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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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PandaX-III 项目探测器原型机介绍 

4.1 原型机介绍 

为了研究并刻度高压氙气 TPC 的关键特性，特别是其径迹记录和能量响应

能力，我们设计，建造并调试运行了一个缩小版气态 TPC 探测器作为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的原型机。作为原型探测器核心的 TPC 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位于

顶部的电荷读出平面、悬挂于电荷读出平面下的场笼、连接于场笼底部的阴极平

面。场笼具有约 270 升的圆柱形体积（即探测器有效体积）。其直径为 66 厘米，

其长度，即电子漂移距离为 78 厘米。在高压氙气中，大部分 MeV 级的电子可以

在有效体积内完全沉积能量。原型机的体积约为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的七分

之一，因此具有技术上的代表性，依照它的表现我们能对下一阶段探测器的能力

做出估计。电荷读出平面由七个 20×20 平方厘米的 Microbulk 微网气体放大器

读出模块组成，其在世界上的同类型探测器中拥有最大的面积[77]。原型探测器的

核心部分是时间投影室，我们订做了一个容积约为 700 升，厚度为 8 毫米的不锈

钢罐用于容纳工作气体与时间投影室。罐子的顶部是一个直径约 1 米，厚度为 95

毫米的大型平面法兰，时间投影室被悬挂于其下。在大型平面法兰上安装了七个

DN-65 法兰用于信号读出，电荷读出平面的电荷信号经由信号线穿过这七个法兰

被输送到位于不锈钢罐外部的电子学系统中。我们的电子学系统由基于 AGET 芯

片[78]的商业化数据采集系统构成。图 4-1 中展示了原型探测器的结构设计图，上

述的几个关键部分已在图中标出。除此之外整套原型机系统还包括用于充入、回

收、混合工作气体的气体系统、给阴极平面提供电压的高压源套件以及用于清空

探测器中气体的真空泵组。这些位于罐外的系统分别通过罐子下部的三个小型连

通器（feedthrough，由法兰加上额外结构构成）与罐子连接。建造该原型探测器时，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机械结构的设计与制造上以满足实验对高气压高电压的要求，

而在低放射性材料的选择上我们并未投入太多精力，因为这个原型机的目的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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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探测。本章的其他小节将详细描述探测器的各个主要部分。 

4.2 高压不锈钢罐体 

原型探测器的主体被装在一个圆柱形不锈钢罐中，罐子的容积约 700 升，侧

壁厚度为8毫米。设计上它可以承受最高 15 bar的高气压，而原型探测器与PandaX-

III 200 kg 探测器的设计工作压力都为 10 bar。罐子的顶部由一个大型平面法兰通

过膨体聚四氟乙烯垫圈密封。在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中，为降低罐体内的放

射性，我们希望缩短处于探测器内的信号线长度。虽然原型机对材料的放射性没

有要求，它的大型法兰也被特意设计成平面型而非穹顶型以为下一阶段探测器提

供参考。这一设计还能让信号线的安装连接过程更为方便。相对的，顶部法兰被

加厚至 9 厘米，以承受平面设计带来的更高气压。罐体的底部为半球型，厚度与

侧壁一样都为 8 毫米。罐子的圆柱形主体内径为 90 厘米，高度为 100 厘米。顶部

的法兰由 28 个 M28 螺栓固定在容器主体上。 

在罐体的下部，有四个 DN-80 端口。除去一个备用端口外，剩下三个被分别

用于与气体系统、真空泵组、高电压源连接。通向气体系统的连接口为世伟洛克

图 4- 1原型探测器设计结构图 
Fig.4-1 schematic design of the prototype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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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Swagelok）生产的标准 1/4 英寸 VCR 不锈钢管，由金属垫圈密封。两个不

同量程的气压表被分别接在这个端口处以测量罐内气压，其中一个工作范围为 0

至 50 千帕，精度为 0.1 千帕，另一个工作范围为 0 至 10 兆帕，精度为 50 千帕。

罐体与真空泵组通过一个由 Carten-Fujikon 公司制造的型号 HFC2003 波纹管阀连

接，这个阀的流量系数（单位 psi 压差下的 4 摄氏度清水流速，流速用加仑/分钟

表示）为 157，可以承受高达 25.8 bar 的气压，一个高流量系数的阀门对于在合理

时间内抽空罐体至关重要。波纹管阀的另一端与真空泵组相连接，真空泵组由一

台干燥前级泵（由安捷伦 agilent 公司生产，型号 PTS300）和一台涡轮泵（普发

pfeiffer 公司生产，型号 HiPace300）组成。在约 20 小时内，泵组能使罐内降至 2

毫帕的真空度。 

在顶部的平面法兰上，安装有七个小型的 DN-65 法兰。罐内读出平面收集到

的信号通过聚酰亚胺（Kapton）材质的信号线经由这七个法兰导向罐外的电子学

系统。这些法兰上每个都开有一个细长的通槽，信号线通过槽后，我们用环氧树

脂胶将其固定在法兰上并且达到密封法兰面的效果。除了这七个 DN-65 法兰之外，

顶部平面上还装有一个 DN-25 法兰，我们从这个法兰上导出了另一条 1/4 英寸不

锈钢管到气体系统。罐体顶部与底部的两条通往气体系统的管路让探测器中的气

体循环成为可能。这些法兰与顶部的大型法兰一样，由膨体聚四氟乙烯垫圈密封，

都能承受实验要求的高气压与真空。在安装前，我们用独立的系统测试了每个法

兰以保证其稳定性。我们还在罐体中充入 15 bar 的氮气与微量的氙气，通过普发

公司的 GSD 320 气体质谱仪在罐外观察潜在的氙气信号，该气体质谱仪的探测

精度为 40 百万分比浓度（parts per million，ppm）。该测试在 120 个小时内反复进

行，在探测到气体的质量谱中没有发现可见的氙气峰，因此我们判断罐体没有泄

露。在完成 TPC 安装并且向罐内充入工作气体后，我们通过线上监控系统对罐内

的压力保持实时的检测，在 1到 10 bar的不同压力之下探测器累计运行了三个月，

期间我们皆没有观测到气体泄露现象。 

4.3 读出平面 

电荷读出平面由安装在一块圆形铝制固定板上的 7 个微网气体放大器[66]模块

组成，每个模块上的微网气体放大器是一片厚度约为 0.2 毫米，面积为 20×20 平

方厘米的正方形薄膜。我们完成了包括薄膜在内的整个模块的设计，而薄膜的制

造是由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一个实验设备加工小组完成的。在下一章中，我

们将详述微网气体放大器相关内容。用于提供机械结构支持的圆形铝制固定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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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右侧白色底板）直径为 880 毫米，厚度为 6 毫米，在其上有 7 套微网气体放大

器模块的定位与安装孔。7 个模块在固定板上按从左到右的顺序呈 2-3-2 配置排

列，如图 4-2 所示。左侧图片为不锈钢罐中整个读出平面由下往上的仰视截面图，

右侧图片中为防止灰尘污染，读出平面暂时包裹在薄膜里。由于机械加工精度的

原因，每个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约为 1 毫米的间隙，下一章

将讨论如何避免这些间隙对测量带来的影响。 

微网气体放大器薄膜上收集到的信号会被导向一条可弯曲的信号线，该信号

线位于正方形薄膜的一条边上，我们将其称为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尾巴”。在工作

状态下，读出平面上的微网气体放大器薄膜面在罐体内朝下，而尾巴被 90 度弯曲

向上，经由固定板上的槽口后到达读出平面的上方。由于长度限制其不能直接穿

过顶部的平面法兰将信号传输到罐外，我们设计了信号延长线来连接尾巴与罐外

的电子学系统。延长线如上一小节所述通过顶部的 DN-65 法兰后由环氧树脂胶密

封。图 4-3 中展示了由读出平面至顶部法兰的空间，信号延长线与向上弯折的尾

巴连接后通过图中上部的法兰孔并密封在法兰面上。由图 4-2 的左侧截面图中可

以看出七块微网气体放大器未覆盖整个圆形漂移区域（即场笼内部区域），但在四

个角上略微超出。在读出平面上空余的位置我们加工了四个备用插槽，每个插槽

长 104 毫米，宽 34 毫米，分别可容纳 3 个 1 英寸光电倍增管。由于光电倍增管的

在目标能量区域的放射性通常超过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的可接受范围，故其

图 4- 2读出平面图 (左)读出平面装在探测期内的仰视图 (右)读出平面实物图 

Fig. 4-2 the readout plane (Left) the upward view (Right) the actual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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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不被用在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的设计中。而在对放射性本底没有过多要

求的探测器原型机里，这些光电倍增管可用于读取入射粒子产生的光信号。由此

探测器可以获取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而推算出入射粒子径迹在探测器中的绝对位

置。在本文涉及的探测器运行与数据里，光电倍增管并未被安装，它们将在以后

的实验中被投入使用。 

 

图 4- 3 微网气体放大器尾巴与信号延长线连接图 
Fig.4-3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icromegas tail and extension signal cable 

 

读出平面的固定板下方悬挂着场笼与阴极板，而固定板由六个不锈钢螺纹吊

杆固定在顶部平面法兰上，位于顶部平面法兰下方 9.6 厘米处。通过微调固定板在

螺纹杆上的位置，我们让读出平面平行于顶部法兰，也让底部的阴极板处在与高

压输入接口契合的位置上。 

4.4 场笼 

探测器的不锈钢罐体是接地的，而读出平面固定板也直接与其相连，故探测

器内的漂移电场线由读出平面指向阴极板并垂直于这两个平面。场笼的存在束缚

了这些电场线，使其内的电场场强更加均匀。TPC 内的电子漂移区域通常指的就

是由场笼限制的圆柱形区域。场笼的结构如图 4-4 所示，外侧的八根聚四氟乙烯

条提供了机械支撑，它们吊挂在读出平面的固定板上，而阴极板则连接在它们的

下端。每根条宽 8 厘米，厚 2 厘米，长 78 厘米。它们朝外的表面光滑，而面向场

笼内部的表面呈锯齿状，上开有 59 个槽口。每个凹槽宽 6.1 毫米，深 6.1 毫米，

长度与条宽相同，每两个相邻凹槽之间相距 7 毫米。相应的有 59 个铜环嵌在这些

槽口内，每条铜环直径为 66 厘米，由一根外直径 6 毫米，壁厚 1 毫米的直铜管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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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后再焊接成环。考虑到加工精度以及铜的高延展性等原因，设计上的固定用凹

槽口宽度比加工完成后的铜环截面直径略大，为安装过程留下余量。为了减小场

笼的总质量，我们选用了中空的铜管。每根铜管上都打有两组直径约 2 毫米的通

风孔，这样做可以避免铜圈在外部高压或者真空环境中产生形变，也能在对罐体

抽气时将铜圈内的残余气体抽出，避免它们污染工作气体。为了让场笼内的电场

均匀且方向垂直于读出平面，我们需要提供相应的边界条件，即要求各个铜圈上

的电势随位置线性变化，所以我们在每两个相邻的铜圈之间都连接了两个 1G 欧

姆的电阻。上面提到的两组通风孔同时还被用于固定这些电阻，电阻的针脚绕铜

管一周后被塞入通风孔内，有效避免尖端放电效应。安装完成后场笼上一共有两

条电阻链，总电阻值为 30G 欧姆。足够大的阻值保证探测器运行时流经场笼的电

流处于微安量级，不会产生过多热量。两条电阻链可以确保在某个电阻故障时相

对应的铜圈之间仍然有另一个电阻在工作，使电场形状不会发生剧烈改变。为了

避免场笼在强电场中发生打火现象，聚四氟乙烯条与顶端固定板和底端阴极板之

间使用尼龙螺丝连接。 

场笼的安装过程如图 4-5 所示。我们先用 5 根聚四氟乙烯支撑条搭起场笼的

部分骨架，之后将铜圈卡入支撑条的凹槽里固定，最后将剩余的支撑条与电阻链

图 4- 4场笼结构图 
Fig.4-4 structure of the field c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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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上。我们场笼的结构遵循传统的设计方法，类似的结构在许多实验中证明过

其效果与稳定性，例如 PandaX-II 暗物质探测实验[54]。同时我们也按无中微子双

贝塔衰变实验的本底要求在进行其它可能的场笼结构设计与研究，为未来的探测

器提供备选方案[79]。 

4.5 阴极板与高压系统 

阴极板是一块位于场笼下方的厚度为 3 毫米，直径为 694 毫米的不锈钢板。

其上有八组通孔用于与场笼的聚四氟乙烯骨架相连接。场笼的铜圈限于加工精度

不是严格的圆环，且铜的延展性让其在实际安装过程中容易产生形变，由此带来

的应力会通过聚四氟乙烯条作用在阴极板上。3 毫米的不锈钢厚度足够让它不因

此应力产生变形进而影响电场的形状。为了减少阴极板在高电压下的放电现象，

其边缘经过倒角加工，整个表面也被抛光磨平，足够的厚度也大大简化了加工过

程的难度。 

阴极板上的负高压通过特制的输入电极引入。该输入电极的设计图如图 4-6

所示。输入电极的主体是一根长度约为 20 厘米，直径为 6 毫米的不锈钢棒。为了

图 4- 5场笼的实际安装图 
Fig.4-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eld c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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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围的接地部分（例如法兰面与罐壁）绝缘，这根不锈钢棒被一层约 1 厘米厚

的聚四氟乙烯包裹。我们探测器的特殊工作环境要求输入电极本身以及其与法兰

的连接能承受最低 10 bar 的高压。因此在加工过程中，我们将一条 1 英寸粗的聚

四氟乙烯棒打穿，将其加热后将不锈钢棒塞入其中，最后再对所有部分进行冷却，

收缩后的聚四氟乙烯贴紧不锈钢棒的表面达到密封效果。另一方面，聚四氟乙烯

棒与法兰之间通过世伟洛克公司的卡套接头密封。一个 1 英寸塔形卡箍直接被套

在棒上，在卡箍的左右两段分别是法兰上焊接的螺纹公头和可活动的螺纹母头，

卡箍与母头连接面为有密封效果的光滑不锈钢刀口面，当两头夹紧时卡箍将被母

头驱动并咬入聚四氟乙烯棒中，达到密封效果。世伟洛克公司的接头组件与我们

制作的特富龙套管电极经过反复的测试，在 10 bar 的压力下表现良好。在探测器

罐体内，考虑到加工与安装带来的种种误差，我们并未直接将不锈钢棒与阴极板

相连，而是在它们之间连接了一条延展性更好的铜棒。铜棒被一块聚四氟乙烯夹

板固定在阴极板上(如图 4-6 所示)。为了进一步减小电极的放电效应，铜棒与不锈

钢棒的连接处由厚度约为 1 厘米的聚四氟乙烯套筒包裹。在罐体外，高压由松定

公司（Matsusada）的型号为 AU-100N3-L HV 电源供应。不锈钢棒与高压源的导

出线相连，在连接处为避免空气中的放电效应，也包裹着与罐体内类似的绝缘套

筒。场笼的长度为 78 厘米,故需要–78 千伏的阴极板高压才能产生我们设计目标

中 1 千伏/厘米的电场。当加载高压时，由高压源到阴极板的金属部分连接处通常

会有很强的电场引起打火现象。在实验中我们将包括场笼在内的高压相关部分置

于暗室并加上高压，通过观察其上的打火位置来优化连接处的设计。我们在罐内

充入常压空气并对探测器高压系统进行了电压测试。我们的高压源的最小电流分

图 4- 6高压电极设计图 
Fig.4-6 schematic design of the high voltage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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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为 0.01 毫安。当向阴极板输入–79.5 千伏高压时我们观测到有稳定的 0.01 毫

安的电流流向地面。我们还在罐内充入 10 bar 氮气并进行了类似的测试，我们向

阴极板施加了–95.0 千伏的电压，在长达 120 小时的测试周期内没有观测到大于

0 的电流读数。 

安装探测器时，我们先将整个时间投影室安装在探测器顶部平面法兰上。此

时我们适当调整读出平面与顶部法兰的距离以方便下一步操作（图 4-7 左），包括

阴极板在内的整个时间投影室的高度将随之做出相应变化。之后我们将顶部法兰

吊起，再将时间投影室缓缓放入不锈钢罐体中（图 4-7 右）。阴极板平面与其上连

出的转接铜棒将位于罐体相应法兰口的中心。另一方面包括聚四氟乙烯保护套筒

在内的所有电压输入套件已被连接在法兰面上。最后我们推动法兰面将转接铜棒

插入保护套筒内并固定法兰，完成高压输入系统的安装。我们通过测量不锈钢输

入电极到地面的电阻来确认所有部分连接正常，预计的测量值应为 30G 欧姆，即

场笼上两条电阻链的总阻值。 

 

 

图 4- 7探测器安装图（左）将整个时间投影室安装在顶部平面法兰上（右）将时间投影室

降入探测器不锈钢罐体内 
Fig.4-7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detector (Left) install the Time Projection Chamber on the top flat 

flange (Right) lower the Time Projection Chamber into the stainless steel vessel of the detector 
 

4.6 电子学与数据收集系统 

电子学与数据采集系统被用于读取来自微网气体放大器的信号，它将模拟信

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后写入磁盘。我们的电子学系统由基于 AGET 芯片 [78]的

ASAD/CoBo 套件[80]构建，其由 PandaX-III 项目组的合作单位法国原子能署萨克

雷研究中心（Commissariat a l'Energie Atomique, CEA, Saclay）提供。探测器工作

时，漂移电子会先到达微网气体放大器外侧的网格结构（详见 5.1 节）并产生电信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4 - 

号，之后电荷进入网格与读出条之间的孔隙被强电场倍增放大。经过放大的电荷

信号被收集在 128 个读出条上输入电子学系统，而放大前的电信号由另一条读出

条导出。由于后者是经由每块放大器上的网格读出的，我们通常将其称为网格信

号。网格信号经过一个奥泰克公司（Ortec）生产的型号 142A 前端放大器放大后

被输入到示波器中便于实验的监测与调试。在本文的实验内容中我们并未使用网

格信号来触发电子学。为了在孔隙内产生倍增电场我们在网格上加上高压，而孔

隙另一端的读出条则在加载保护电阻后接地。数百伏量级的高压也是经由 142A 前

端放大器被加载在网格上。142A 前端放大器同时具有去耦器（decoupler）的功能，

所以在读取网格信号时能滤掉直流高压使读出不受影响。 

电子学系统的核心是 AGET 芯片（全称为 ASIC for Generic Electronic system 

for TPCs），该芯片曾被用于多个粒子和核物理实验。每块芯片可以处理 64 个通道

的信号输入。AGET 芯片能处理的最高事件触发频率为 1 千赫兹，这完全满足无

中微子双贝塔衰变这类极端稀有事件探测实验的要求。图 4-8 展示了 AGET 芯片

处理信号的流程，64 路通道的信号在芯片内皆为串行输出。输入的电荷信号经过

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Charge Sensitive preAmplifier, CSA）被放大并转化成电压脉

冲，通过控制芯片选择不同的 CSA 电容，可以在 120 飞库至 10 皮库区间内调节

其动态范围（dynamic range）。经过放大后的信号先由极零相消电路消去 CSA 产

生的反向脉冲，再由滤波电路将剩下的正向脉冲整形至设定宽度。理想状态下，

图 4- 8 AGET芯片信号处理流程简化图 
Fig.4-8 illustration of the signal processing of the AGET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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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高度将与初始输入信号的电荷量成正比。整形后脉冲的达峰时间（peaking time，

脉冲从上升沿到峰顶的时间）在 50 纳秒至 1 微秒范围内可调。由滤波电路发出的

信号将被分别送往甄别器（discriminator）与开关电容阵列（Switched Capacitor Array, 

SCA）。芯片上预先设定好的阈值经过数模转换器（Digital Analog Converter, DAC）

被转化为模拟信号，甄别器将该信号与每一个通道的输入信号比较，若达成触发

条件（依赖于不同的触发模式设定），则甄别器会把触发信息与过阈通道的信息发

送给 SCA。SCA 为一个 512 单元的储存器，每个单元对应一个时间窗口内的采样

点，其采样频率最高可至 100 兆赫兹。当接收到触发信号时，SCA 停止采样，开

始信号输出。 

图 4-9 为整个电子学系统的示意图。每四块 AGET 芯片被安装在一块 ASAD

（ASIC Support & Analog-Digital conversion）板上，在其上有与 AGET 芯片相对

应的四个 12 比特模数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因此，每块

ASAD 板可以处理多达 256 道输入信号。 ASAD 板上的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控制着 AGET 芯片并将信号发送给后端的 CoBo

（Concentration Board）板。每一块 CoBo 板控制和读取来自 4 块 ASAD 板上的信

号，总计 1024 个信号道。除了通过外部输入触发外，AGET 芯片也可以将来自微

图 4- 9电子学系统示意图 
Fig.4-9 the overview of the electronic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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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气体放大器的信号与预设的触发阈值比较，若过阈的通道数超过某个设定的数

值则达成触发条件，我们一般将其称为多重自触发（Multiplicity Self-Trigger）。在

本文涉及的实验内容中我们皆采取这种触发方式。 

我们的探测器一共可以容纳最多 7 块微网气体放大器，相对应地有 896 个读

出条信号道。正如 4.3 小节中提到的，微网气体放大器上的的信号经由信号延长线

被导向罐子外。信号延长线是由聚酰亚胺材料制作的印刷电路板（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其具有相对良好的延展性和可弯折能力，上面除了位于两端的连

接头外没有其他任何电子组件。信号延长线经由 ZAP（siZed connections And 

Protections）板与 ASAD 板相连（如图 4-10 所示，ZAP 版的实物图展示在图 4-10

（左）中）。在实验中，微网气体放大器里的过量电荷可能会造成打火现象并损害

电子学系统，而 ZAP 板的作用就是为电子学系统提供保护。ZAP 板的电路图如图

4-10（右）所示，其遵循了我们的电子学供应商的推荐设计，在它的上面有与延长

线上信号道相对应的 128 道相同的电路，每条电路上有一个 220 皮法的电容防止

电压剧烈变化，一个 10 欧姆下拉电阻（pull down resistor）以及一个 Infineon 公司

生产的型号 BAV99W 快速切换二极管（图 4-10（右）中蓝色框内）。当信号里有

过大的正向或负向电压时，快速切换二极管都能将相应电流导向地面。图 4-10（右）

中绿色框内为 CLARE 公司生产的型号 PLA143 光耦。 

我们使用的数据采集软件由密西根大学 NSCL 小组与法国原子能署宇宙基础

图 4- 10 ZAP板实物与设计电路图(左) ZAP 板实物图（右）ZAP 板上的设计电路图，虚线框中的部

分为 128道相同电路 
Fig.4-10 the picture of the ZAP board and the schematic of the circuits on the ZAP board (Left) the 

Picture of ZAP board (Right) the Picture of ZAP board，in the dotted rectangle is a sample of the 128 

identical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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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es lois fondamentales de l'Univers, Irfu）开

发。它能够读取和写入 ASAD 与 CoBo 板的配置参数，管理数据采集过程，监控

数据质量并显示采集的数据。由 ASAD 板生成的原始二进制数据被 CoBo 板打包

后按照来源分开储存。数据采集软件将这些文件合并后转换为ROOT数据格式[81]。

同时它还提供一个图形化用户交互界面便于数据的显示和监测。我们在原版的基

础上依照探测器的实际情况做出微小改动，避免在高事例率时采集的数据占用过

多计算资源。 

4.7 气体系统 

探测器的气体系统用于气体混合、罐体充气、气体回收以及气体循环。整套

气体系统的管路都由 1/4 英寸不锈钢管构成，管路的连接处采用世伟洛克公司的

VCR 接头，由 1/4 英寸金属垫圈密封。气体系统里的所有组件，包括阀门、流量

计、气体纯化器、气压计、循环泵等都可以承受至少 15 bar 的气压。这套系统在

项目之初是为 PandaX-200 kg 探测器设计的，目前能完全满足探测器原型机的需

求。 

气体系统的结构如图 4-11 所示。在图中红色箭头标注了探测器充气时气体流

经的管路与流向，绿色箭头标注了气体循环时的气体管路与流向，红绿相间的箭

头表示它们共用的部分。图中 P1 至 P5 为 50 千帕精度的气压计，用于监控相应管

路的气压。气体系统有数个外接阀门：V1、V2、V3 和 V6。在充气时，外接气瓶

里的高压气体由这些阀门口之一导入气体系统，经过一个 0.5 微米颗粒过滤器后

由一个减压阀（图 4-11 中上部蓝色组件）降压。在气体进入减压阀之前流经的所

有管路组件都可以承受至少 68 bar 的气压，通常高于外接的高压氙气瓶里的气压。

充气时我们将用于循环的 V11 关闭，气体经过减压阀降压后（降至约 10 bar 量级）

流向阀门 V12 方向，旁通阀门 V15 将被打开使气体绕开循环泵。其后的管路上我

们安装了一个容积为 2 升缓冲罐（buffer）避免气压的剧烈变化，以及一个额外的

颗粒过滤器来确保在采用其他管路充气时充入气体仍然纯净。最后气体经由阀门

V18 被充入探测器的不锈钢罐中。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8 - 

在探测器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其内部材料放气或外部气体渗入等原因工作气体 

的纯度会不断下降，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提纯工作气体。我们用一个机械泵驱动气

体循环。循环时 V9 以上的所有阀门与充气时的旁通阀门 V15 将全部关闭，气体

由阀门 V20 从罐体里导出，流过循环泵之后从阀门 V18 回到不锈钢罐内。我们在

循环通路上安装了气体纯化器（Getter，如图 4-11 中底部所示）来去除气体中的杂

质。其中一个由先普公司（SIMPure）生产的型号 7NG 稀有气体热纯化器用于纯

氙气的提纯。由于它会去除工作气体中的三甲胺或异丁烷，所以我们另外安装了

SAES HP190 纯化器，该纯化器可在常温下工作，主要针对空气里的杂质气体。当

工作物质为氙气+三甲胺或氩气+异丁烷混合气体时时我们将后者用于提纯。在循

环通路上还装有流量计用于监控气体流量，通常情况下循环泵的功率约为 15 至 20

瓦特，循环流量被控制在 3 升每分钟。 

    实验中我们有时需要回收探测器中较珍贵的气体，比如氙气。气体的回收通

路与充气通路相同，流向相反。气体由阀门口 V18 与 V20 导出，最终流向连接在

图 4- 11气体系统结构图 
Fig.4-11 Schematic drawing of the ga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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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 V1 至 V3 上的外接容器中。此时旁通阀门 V13，以及主管路上的大部分阀门

都会被打开以加快回收速度。我们将回收的氙气储存在一个容积为 220 升的不锈

钢罐中，这个罐子被吊挂在一个大杜瓦瓶（dewar）里。回收过程中我们向杜瓦瓶

里充入液氮来冷却回收罐，内部气压降低后的回收罐将把探测器里的氙气吸入其

中，整个回收过程通常持续约一天。 

除此之外气体系统上还有外接口 V4，V14 可与真空泵组连接。在进行其他操

作之前我们通常将气体系统抽至 10-5 帕量级的真空度。系统上的样品口 V10 与一

个外接样品钢瓶连接，用于对探测器里的气体采样。 

当工作物质为氩气+异丁烷混合物时，我们直接在探测器罐体中混合两种气体。

以总压强 1 bar、异丁烷含量 5%为例，我们先将 50 千帕的异丁烷注入 TPC 中，用

连接在气体系统阀门口 V19 上精度为 0.1 千帕的气压表 P0 测量压力。之后我们用

真空泵抽去管道中的残余异丁烷气体，往探测器内充入氩气直到压力达到 1 bar。

由于减压阀的存在，几乎不会有探测器内的异丁烷回流到外接的氙气瓶中。充气

完成后我们使用常温纯化器来纯化循环气体。 

当工作物质为氙气+三甲胺混合物时，气体的混合过程相对更复杂。以总压强

5 bar、三甲胺含量 1%为例，由于 SIMPure 7NG 热纯化器在纯氙气提纯中表现良

好但是与三甲胺不兼容，我们先将约 5 bar 的氙气充入探测器，开启气体循环用热

纯化器进行为期一周的提纯。之后我们需要将三甲胺充入探测器内。三甲胺在常

温下的气液相变压力约为 2 bar, 小于探测器中的氙气压力，所以外接三甲胺气瓶

中的压力并不足以把三甲胺压入探测器中。我们把一个空的样品瓶连接到外接口

V10 上，并将 V10 到三甲胺气瓶（通常连在 V2 上）之间的管路抽至真空。接着

我们用液氮冷却样品瓶，把固定质量的三甲胺吸入样品瓶内。然后我们关闭阀门

V9 开启气体循环，在循环通路上的常温纯化器开始提纯气体。此时样品口 V10 与

样品瓶保持开启状态，瓶内的气态三甲胺将缓慢扩散向循环通路并被气流带走，

液态三甲胺则不断蒸发以补充被带走的气体组分。我们在样品瓶上缠上温控加热

带，样品瓶将被维持在 100 摄氏度以加速蒸发与扩散的过程，选择用 V10 样品口

来收集三甲胺也是为了缩短扩散距离。一般情况下三甲胺的充入过程持续约一至

两周。在充气过程结束后，气体的循环仍会在整个实验周期内被一直保持。 

在未来的计划中，我们将对气体系统进行升级。我们将添加一个 20 升容积的

小型回收瓶便于少量气体的回收。我们还将安装数个精密流量计，通过这些流量

计在充气时我们便可算出气体的比分。除此之外，一个线上气体比分分析系统也

在设计中，计划里它将被用于气体比分的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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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Microbulk 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 

本章将详细描述了探测器原型机读出平面上微网气体放大器的结构、原理及

其特点。 我们使用的微网气体放大器的电荷倍增区域为深 50 微米，直径 50 微

米的小孔阵列。 电荷在小孔中被放大之后由横纵两个方向共 128 条读出条收集。

Microbulk 加工工艺保证了微网气体放大器电荷倍增电场的均匀性，从而使其获

得优秀的能量分辨率。我们设计了整个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与信号延长线等扩展

结构，并进行了相关测试以保证它们能在探测器的高气压高电压环境中正常工作。 

5.1 微网气体放大器的结构 

微网气体放大器在许多实验中被用于在气体里放大和读出电荷信号[66]。最近，

一项被称为 Microbulk[67]的新兴工艺被投入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制造中，其采用光刻

技术来加工传统的印刷电路。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加工工序如图 5-1 所示，图中最

下方为加工完成后的放大器结构。浅色部分为聚酰亚胺层，深色部分为铜层，铜

层的厚度远小于聚酰亚胺层。放大器的上表面为一层铜薄膜，漂移电子将最先接

触到这一层。铜薄膜之下由一层聚酰亚胺支撑。这两层中被刻蚀出许多的等间距

等大小的孔使得电子通过，小孔的另一端埋有电极用于收集电子。处于最外部的

铜层在刻蚀后成网格状，因此我们通常将其称为微网气体放大器的网格（mesh），

而将收集电子的电极被称为读出条（strip）。微网气体放大器工作时，网格层被加

上百伏量级的负高压，而读出条接地。电荷在小孔中发生倍增之后被收集，收集

 图 5- 1微网气体放大器加工流程图，图片来自参考文献[67] 
Fig.5-1 the workflow of manufacturing a piece of Microbulk Micromegas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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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电荷信号被导向埋在底部聚酰亚胺层里的读出条上，读出条沿 X 与 Y 方向交

错排列。图 5-2（左）中展示了我们用显微镜拍摄到的小孔图像，而图 5-2（右）

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微网气体放大器的读出条分布，红色虚线为 X 方向读出条，

黄色虚线为 Y 方向读出条，每个方向各有 64 条。与用于电荷倍增的小孔一样，这

些读出条也是由光刻技术刻蚀而成的。如图中所示，小孔聚集成许多菱形，相邻

读出条的距离，即菱形对角线的长度为 3 毫米。处于同一块菱形中的倍增电荷将

被一条读出条收集，当与图中菱形具有相同尺度的漂移电子团到达微网气体放大

器时，其能量可以被 X 与 Y 方向上的读出条共享，从而使探测器获得该电子团的

二维位置信息。 

我们使用的Microbulk微网气体放大器是由CERN的Micro-Pattern Technology 

(MPT) 小组制作的。每个小孔的直径为 50 微米，孔深为 50 微米。一块微网气体

放大器的总厚度约为 0.2 毫米，表面为 20×20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而有效工作区

域，即倍增小孔分布的区域比表面略小，设计上为 18.4×18.4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

图 5-3 中展示了微网气体放大器的俯视图，图中正方形部分正方形下端引出的条

带为 4.3 节中提到的“尾巴”。所有 128 道读出条上导出的信号线被集成至尾巴上

Samtec 公司的无焊阵列界面上（图右侧）。在与尾巴连接的信号延长线上有镜像的

阵列界面，尾巴与延长线上的两个界面由 Samtec 公司的连接器相连。连接器上带

有弹簧，当两端被压紧时将相对应的点相连。尾巴的末端有四对电极（如图右所

图 5- 2（左）微网气体放大器上的小孔结构 （右）微网气体放大器读出条分布图 

Fig.5-2 （Left）the amplification holes on Micromegas (Right)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readout 

strips of Microme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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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中一对电极与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地线相连，另外三对分别用于加载高压至

网格、内边缘线和外边缘线(后两者的作用将在下一节中详述)。同一对的两个电极

分别连向微网放大器的两头，安装时通过测量它们之间的电阻与电容我们可以判

断相应的内部线缆是否工作正常。 

微网气体放大器对电荷的放大效应由小孔内倍增电场决定。Microbulk 工艺确

保了小孔深度等几何参数在整个工作区域内的一致性，让倍增电场均匀分布。由

于这个原因，Microbulk 微网气体放大器相对与传统制造工艺生产的气体放大器有

着更优秀的能量分辨率。Microbulk 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制造材料为放射性相对较低

的铜与聚酰亚胺，且由于总厚度仅为 0.2 毫米，其单位面积的放射性较低，这在极

端稀有事件探测实验中具有很大优势。 

5.2 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的设计与制作 

Microbulk 微网气体放大器的机械性能与常见的柔性印刷电路板相似，不借

助外力很难保持平整。为了让整块微网气体放大器薄膜垂直于漂移电场，我们将

其粘在一块紫铜制的背板上，之后再把背板固定在读出平面上。我们把包括薄膜、

图 5- 3（左）Microbulk微网气体放大器实物图 （右）微网气体放大器尾

巴上的电极 
Fig.5-3 (Left) the picture of Microbulk Micromegas (Right) the electrodes on the 

tail of Micromegas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3 - 

背板以及包括其它辅助部件在内的一套整体称为一个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其结

构显示在图 5-4 中。背板厚度为 1 厘米，长宽都为 20 厘米，与薄膜面积匹配。其

三条边上开有凹槽，凹槽内打有螺纹孔，三条聚四氟乙烯条分别由不锈钢螺丝固

定，嵌在三条边的凹槽内。聚四氟乙烯条用于固定内埋的外边缘线，并将其与接

地的背板绝缘。外边缘线通过放大器薄膜边缘的接口（图 5-3（右））被连接到尾

巴末端的电极上。 

紧密排列的许多块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可以覆盖很大的面积。在原型探测器

中我们用 7 块放大器排列覆盖了约 80%的场笼横截面积。由于加工精度的原因，

两个模块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毫米尺度的间隙。而小孔区域到微网气体放大器薄

膜边缘也有 8 毫米的距离。这两个部分在两个相邻模块间构成了总计约 2 厘米宽

的“无效区域”。当入射粒子径迹的二维投影经过无效区域时，会有一小部分的漂

移电子团落入间隙中而不被放大器接收到。此类能量统计上的误差将造成探测器

的能量分辨率下降，因此我们在模块上额外设计了两条导线来改变无效区域内的

电场形状。一条导线直接被埋在放大器薄膜的聚酰亚胺层中，其绕行整个正方形

的边缘，我们将其称为“内边缘线”。另一条固定在模块三条边上的聚四氟乙烯条

中，我们将其称为“外边缘线”。当在这两条边缘线上加载比网格还要高的负高压

时，由网格出发的电场线将被推向无效区域，此时“无效区域”内的电子也将被

 

图 5- 4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结构设计图 
Fig.5-4 the designed structure of the Micromegas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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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网格上。图 5-5 展示了内外边缘线工作时无效区域内的电场模拟结果，其

相对应的网格电压为–600 伏特，内边缘线电压为–650 伏特，外边缘线的电压为

–800 伏特，漂移电场场强为 0.1 千伏/厘米。 

我们对每块加工完成的模块背板进行清洗，除去其表面的锈渍以及加工过程

中留下的颗粒，以免对微网气体放大器薄膜产生影响。清洗步骤为针对铜材料的

标准过程，如下所述（清洗步骤皆在超声波清洗仪中完成）： 

1）清洗 1 小时，浸泡液体为美国 IPC 公司生产的 5%体积比 Micro-90 水溶

液，温度为 40 摄氏度。 

2）清洗30分钟，浸泡液体为Elma公司生产的 5%体积比浓缩清洁剂水溶液，

温度为 60 摄氏度。 

3）清洗 30 分钟，浸泡液体为 3.3%体积比硝酸水溶液，温度为 40 摄氏度。 

4）清洗 1 小时，浸泡液体为 10%体积比柠檬酸水溶液，温度为 60 摄氏度，

此步骤主要目的为去除残留的硝酸。 

5）由超纯水冲净。 

6）于真空烤箱内加热至 60 摄氏度，持续约 3 小时，以除去孔隙中的水分。 

7）真空塑封后保存。 

每次经过超声波清洗后，铜背板都会被取出用超纯水冲去其上的残留液体（如第

5 步）。 

图 5- 5两块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之间的电场模拟图 
Fig.5-5 the electric field simulation in the gap between two Micromegas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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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背板以及其他组件的清洗准备之后我们在洁净室中进行下一步安装。我

们将聚四氟乙烯条固定至背板上，用环氧树脂胶把外边缘线封嵌入条内。最后一

个步骤是把微网气体放大器薄膜粘至背板上。我们先在背板上贴好 3M 公司生产

的 VHB 级别双面胶，然后将薄膜固定在一块亚克力（有机玻璃，acrylic）制作的

辅助扩展板上方便下一步操作，如图 5-6（左）所示。在图中朝向镜头的是薄膜准

备与背板相贴的背面，可以看到薄膜两端打有定位孔，而背板会被放在一个特质

的定位平台上。图 5-3（左）里左右两端银色部分即为定位平台，平台上装有与薄

膜定位孔相对应的柱子，通过它们薄膜将与背板对齐（图 5-6（右）展示了对齐后

的一角）。之后我们用滚轮对薄膜均匀施力，使其由双面胶粘在背板上。最后薄膜

上背板平面之外的区域被切下。完成后整个模块面为 20×20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

如图 5-3 所示。 

5.3 聚酰亚胺信号延长线 

如第四章所述，我们用信号延长线将读出平面收集到的信号导至探测器罐外

的电子学系统，同时它还为微网气体放大器的网格以及内外边缘线传输高压。由

于以下三个原因，延长线的设计是必须的：1）放大器尾部长度受到限制，不足以

直接通到罐体外。2）信号线传输线不可避免地需要穿过内部高压-外部大气压界

面，这一部分需要密封固定在法兰面上且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放大器对环境洁净

度的要求很高，这使得其尾巴参与密封与测试的实验难度相对较高。3）柔性的微

图 5- 6微网气体放大器薄膜的粘贴过程 (左) 将薄膜固定在辅助亚克力板上（右）对齐

薄膜与背板边界 

Fig.5-6 the gluing process of the Micromegas film onto the copper backboard （Left）fixing 

the film  on an auxiliary acrylic board (Right) match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lm and the 

copper back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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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气体放大器尾巴与刚性的 ZAP 保护电路板之间需要转接。当然加入延长线的设

计也有缺点，如增加连接的不稳定性，并且带来额外的电容，贡献潜在的噪声。 

信号延长线是基于聚酰亚胺材料的柔性印刷电路板，（两条）延长线的实物如

图 5-7 所示。较粗的左侧位于探测器罐外而较细的右侧位于罐内。每条左侧有两

列与 ERNI 公司 80 针双排连接器（型号 154744）适配的焊盘，左侧“颈部”焊有

用于连接外输入高压的 NIM 接头。右侧则为与微网气体放大器尾巴上成镜像的

300 针无焊集成阵列，由 Samtec 连接器与尾巴相连。其右侧末端有与尾巴相对应

的三对高压电极与一对接地电极。延长线长 625 毫米，厚 0.6 毫米。左侧最宽部分

为 115 毫米，主体宽 45 毫米。信号导线与电极导线位于延长线中不同的两层，这

两层都分别夹在两个接地层中间以防止信号噪声和串扰。我们设计了信号延长线，

并由兴森快捷公司制造了一共 12 条。在完成 ENRI 连接器的焊接后我们对所有延

长线逐一进行了高压测试，所有延长线都可以承受至少 700 伏特高压。同时我们

还进行了连通性测试，以确保每条延长线上的信号道连接正常且没有相互短路。

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个 ENRI 连接器在焊接后都能够保持稳定，为此我们正在设计

由刚性和柔性印刷电路板组合而成的新版本延长线。 

完成延长线的独立测试后，我们将其密封固定在不锈钢 DN-65 法兰上，一同

形成一个连通器。法兰上开有一条长 50 毫米，宽 2 毫米的矩形槽，延长线将穿过

矩形槽。我们在槽中倒入乐泰公司（Loctite）生产的型号 Stycast RE2039 环氧树脂

胶，并将在矩形槽的底部塞进聚四氟乙烯胶带防止胶水漏出。环氧树脂胶在室温

下放置 24 小时后即固化，将法兰面密封。我们设计了一套专门的设备用于测试制

作完成的连通器。连通器的两端将分别与两个密封腔体相连，其中一个被充入 11 

图 5- 7信号延长线实物图 
Fig.5-7 the picture of the extension signal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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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的氩气，另一个被抽至真空。我们在密封真空腔后测量其气压变化。漏入真空

腔内的气体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由连通器的环氧树脂封口漏入、由测试装置连

接处漏入、真空腔壁的放气。我们事先检查确认了测试装置连接处的密封性。而

腔体放气效果会随时间而减弱，为此数周时间内我们进行了多轮测量，每轮测量

至少持续 10 小时。最终测量所得到的每个连通器的漏率上限为 1×10-5 mbar/L‧s，

相当于在探测器中每年每个连通器向外漏出 2 克的氙。我们制作并测试了 7 个连

图 5- 9微网气体放大器尾巴读出面与延长线上的电容测量结果 
Fig.5-9 the measured capacitance values from the Micromegas tail and from the extension line 

 

图 5-8用环氧树脂胶将延长线粘接在法兰面上 
Fig.5-8 seal the extension cable to the flange with ep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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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器，它们被安装在原型探测器上。在持续数周的实验运行中，探测器内充满 10 

bar 的氩气或氙气，我们并发现任何可测量的压力变化。 

在安装微网气体放大器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步测量相应信号道的电容以保证其

工作正常。我们最先测量由放大器尾巴上集成阵列到地面的电容，其数值主要由

相应读出条与地线之间的结构决定。图 5-9 中绿色部分为一块微网气体放大器上

128 道的测量结果，通常的读数约为 0.3 纳法。在完成探测器内放大器模块的安装

与延长线的连接后，我们由延长线罐外的信号道测量其到地电容。图 5-9 中蓝色

部分为相应测量结果，平均电容值约为 0.6 纳法。若放大器薄膜内部结构损坏或者

信号线的各个连接处出现问题（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们都可能得到异常的测量

数值。为此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经常由延长线末端测量电容值以监控相关部分的健

康状况。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9 - 

第六章 微网气体放大器测试系统 

为了了解微网气体放大器的性能并刻度其工作区域上不同位置的的电荷放大

能力，我们制作了一套独立的测试系统。测试系统的核心为一个缩小版的时间投

影室，可以容纳一个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它的漂移距离可在 0 至 2 厘米范围内

调整，读出平面即为一个放大器的工作平面。时间投影室被装在一个亚克力制的

盒子内。我们分别在氩气+（30%）二氧化碳混合气体与氩气+（5%）异丁烷混合

气体中对其进行测试。 

6.1 测试系统结构与设计 

测试系统主要部分的工程图如图 6-1 所示。其外部结构为一个长 40 厘米，宽

27 厘米，高 7 厘米的亚克力制长方体盒子。底部和侧壁厚度都是 1.5 厘米。盒子

底面上打有四个螺纹孔，在其上固定有四根 4 毫米直径的不锈钢螺杆作为内部机

械骨架。盒子底部固定有一个“几”字形不锈钢支撑，它的作用是使微网气体放

大器模块保持水平，并代替四根螺柱受力为模块提供支撑。在不锈钢支撑之上是

一块 2 毫米厚铝制的扩展平面板，它的中心与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相连，四角固

定在周围的螺杆上，作为模块与螺杆的中间连接使用。在扩展板之上就是微型的

图 6- 1微网气体放大器测试盒子的的爆炸视图 
Fig.6-1 the exploded view of the test box for the Micromegas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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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投影室结构，由下端的放大器模块与上端的不锈钢制阴极板构成。模块的铜

质背板向下为测试盒子的接地部分，向上为高压部分，所以在铝制扩展板之上的

不锈钢螺杆转接为尼龙螺杆以绝缘。阴极板的面积为 23×23 平方厘米，厚度为 1

毫米，侧面加工有倒角以防止尖端放电现象。由于放射源将被置于阴极版上端，

所以阴极板上打有直径 9 毫米通孔的 21×21 阵列，使得来自放射源的伽马射线能

穿过它进入漂移区域。漂移区域的长度可以通过调节阴极平面的高度来变化，调

节范围为 0 至 2 厘米。通常阴极平面与铝制扩展板之间的四个角上垫有长度为 1.5

厘米的陶瓷套筒，用这四个套筒我们较为方便地让阴极平面与读出平面平行，此

时的漂移距离固定为 0.5 厘米。 

 

对应于较短的漂移区域，我们使用 55Fe 放射源来提供低能的入射粒子，其射

线的主要成分为 5.9 keV 的伽马粒子（55Fe 原子核发生 K 层电子俘获后退激发放

出的 X-射线）。在 1 bar 的氩气+异丁烷混合物中，由 5.9 keV 伽马射线产生的光电

子的衰减距离（Continuously Slowing Down Range, CSDR）小于 1 毫米，所以大部

分的电子能将能量沉积在漂移区域内。由于我们需要测试微网气体放大器平面上

不同位置对放射源的反应，所以放射源被放置在测试盒子外方便移动。测试盒子

有两套上盖板。当使用放射源时，上盖板为一块 5 毫米厚的不锈钢板，它与亚克

力盒底之间垫了一层 0.25 毫米厚的聚酰亚胺薄膜并用 O 型圈密封（如图 6-2（左）

所示）。不锈钢板在微网气体放大器位置开有一个边长为 23 厘米的正方形口，在

这个区域由放射源放出的伽马射线可以以直接透过聚酰亚胺薄膜进入盒子内而不

图 6- 2微网气体放大器测试盒子实物图 （左）使用放射源测试时的不锈钢加聚酰亚胺上盖

板 （右） 其他测试时的亚克力上盖板 
Fig.6-2 the picture of the Micromegas test box (Left) the stainless steel and Kapton cap during the 

radioactive source test (Right) the acrylic cap during other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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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阻挡。当进行其他测试时，我们使用一块厚度为 1.5 厘米的亚克力上盖板。如图

6-2（右）所示（此时测试盒子内的阴极板被移除）， 通过透明的亚克力板可以较

容易地观察微网气体放大器的情况（比如打火现象），但是亚克力板的机械强度并

不足以同时保证伽马射线的透过率与测试盒子的气密性。 

由于测试盒子没有独立的气体系统，所以它在运行时与外接气瓶连接，瓶内

有提前混合好的工作气体。工作气体由盒子的进气口进入后从另一端的出气口离

开，气体在测试盒子内保持流动状态，盒内气压略高于 1 个大气压。测试时气体

流量被控制在 3 升/分钟，盒内容积约 5 升，在每轮测试前我们会先让工作气体流

动 10 分钟以保证测试时盒内气体比分的稳定。每轮测试的时间约为 2 至 5 小时。

阴极板的高压接头与盒内的地面接头都由测试盒子的一侧导出（图 6-1），高压部

分的导出接口为 SHV 接口。微网气体放大器的信号与网格高压则由另一侧连接。

整个盒子与电子学的 ASAD 板部分被放置在一个铜质箱子内以屏蔽外界电磁波的

干扰。 

6.2 测试系统的运行数据 

测试系统的工作气体为氩气+（30%）二氧化碳混合气体或与氩气+（5%）异

丁烷混合气体中。由于规章制度的原因，我们无法直接购买到氩气+异丁烷混合气

体，所以绝大部分的测试是在氩气+二氧化碳混合气体中完成的。图 6-3 中为一块

图 6- 3微网气体放大器在氩气-二氧化碳混合物中的能谱 
Fig.6-3 the spectrum of Micromegas in Ar-CO2 gas m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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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网气体放大器在氩气+二氧化碳混合气体中的原始能谱示例。在我们的电子学设

置中，读出条收集到的电荷信号会被转化为数十纳秒宽的脉冲信号，其峰值正比

于电荷数。图中横轴为脉冲峰值，可认为其正比于事件能量，纵轴为统计数。能

谱中最高处为 5.9 keV 伽马射线引起的峰。在电子学系统中低能量的事件与噪声

一起被筛选去掉，所以能谱左侧十分陡峭。在运行时电子学的动态范围被设置为

120 飞库每 4096 个 ADC 单位，网格高压为–470 伏特，漂移电场为 260 伏/厘米。

本文将在第七章详述电子学记录一个事件的过程。 

我们先验证了测试盒子内气体比分在运行时的稳定性。图 6-4 中为在长达 16

个小时内不同时刻下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几个能谱。初始状态下测试盒子内被混入

少量异丁烷气体，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增益稍高（黑色能谱）。在我们保持二氧化碳

+氩气混合气体流通 1.5 个小时后增益达到稳定（绿色能谱），相比于有异丁烷残

留时有约 10%下降。之后测试盒子被密封 12 个小时，并继续进行时长为 3 小时的

测试（蓝色与红色能谱）。在这个时间段内微网放大器的增益波动在 5%以内。 

我们在一个 40 升容积的气瓶中混合了约 40 bar 的氩气+（5%）异丁烷混合物。

并用其进行了时长约为 8 小时的一轮测试。测试时微网气体放大器的网格电压为

–320 伏特，漂移电场为 260 伏/厘米，电子学的 ADC 转化率为 120 飞库/4096 个

ADC 单位。所得的能谱展示在图 6-5 中，在异丁烷混合物中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增

益明显上升，所以更多的低能事件能与探测器噪声事件区分开来。除了右侧最高

的 5.9 keV 伽马峰外，位于其左侧稍低的为氩气电子产生的数个逃逸峰的叠加，氩

图 6- 4微网气体放大器能谱随工作气体流动时间的变化 
Fig.6-4 the Micromegas spectrums changing with the time of gas f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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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原子的 K 层电子的激发能量在 2.8 keV 至 3.2 keV 不等[48]。 

 

 

微网气体放大器对电荷的放大倍数 G 可以由微网放大器读出条收集到的电荷

Q 与原初自由电荷量的比值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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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其中 E 为相应入射粒子的沉积能量。W 为工作物质中产生一个离子对所需要的平

均能量。WCO2
与 WAr 分别为二氧化碳与氩气中的离子对平均电离能，fCO2

与 fAr 分

别为二氧化碳与氩气在混合气体中的相应比份。公式里混合气体 W 值由氩气与异

丁烷 W 值得加权倒数平均估计。WCO2
与 WAr 的取值分别为 33.0 eV 与 26.4 eV[88]。

图 6-3 能谱上我们取能量为 5.9 keV 的事件来计算增益，其峰值处对应的电荷数约

为 15 飞库，此时微网气体放大器对电荷的增益倍数约为 400。类似的，我们取异

丁烷的平均电离能 WIso 为 23.4 eV[88]，图 6-5 的能谱对应的增益约为 1500。 

我们只统计单通道触发的事件（即事件的能量全部被一个读出条记录），对某

图 6- 5微网气体放大器在氩气-异丁烷混合物中的能谱 
Fig.6-5 the spectrum of Micromegas in Ar-isobutane gas m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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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微网气体放大器上 128 道读出条的能谱分别进行了分析。我们对每个能谱的

最高峰进行单高斯拟合之后计算读出条的增益。图 6-6 中展示了一块放大器上读

出条的增益与能量分辨率分布，其对应的网格电压为–450 伏特，漂移电场为 300

伏/厘米，此处能量分辨率定义为 5.9 keV 峰的半高全宽除以 5.9 keV。部分读出条

的异常增益是由能谱中统计数据不足导致的，这些读出条通常由于内部结构受损

无法正常工作，但由于噪声触发或其他读出条串扰导致其上记录下极少量的非物

理事例。图 6-7（左）中为读出条上的电子学噪声触发波形，图 6-7（右）中为一

道读出条在放射源远离自己时被另一道读出条上的物理信号串扰触发的波形。若

去掉这些异常部分则剩下读出条的增益浮动范围约为 15%。 

 从一根读出条上统计出的增益是所有与其相关的倍增小孔电荷放大能力的

图 6- 7一块微网气体放大器上读出条的增益（上）与能量分辨率（下）分布图 
Fig.6-6 the distribution of strip gain and strip energy resolution on one Micromegas module 

 

图 6- 6 微网气体放大器读出条上的噪声（左）与串扰（右）信号 
Fig. 6-7 the noise signal (Left) and the crosstalk signal of Micromegas s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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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若要仔细标定一块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增益能力，我们需要分别统计 128×

128 个倍增孔团簇上的能谱。但由于 55Fe 放射源的伽马射线能量低，且自由电子

团的漂移距离短，扩散效应不明显，导致其通常只能触发一道读出条，所以我们

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积累拥有 X、Y 二维信息的事件。对一块微网气体放大器不同

区域增益能力的粗略估计展示在图 6-8 中：其工作区域被 5×5 等分，放射源被分

别放在每个子区域的中心，此时得到的信号大部分来自该区域。图中 XY 轴分别

对应微网气体放大器工作平面的 XY 方向，标识的数字为在相应区域测量到的增

益。不同区域增益统计的标准差为其平均值的 3.9%。 

随着微网气体放大器增益电场（由网格电压决定）的上升，其对电荷的放大

效果越好。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某些倍增小孔中过量的电荷累计有可能会造成流经

网格与导向电子学系统的电流急剧上升，通常被称为打火现象。打火现象可能在

没有保护的电子学系统中造成损伤。更严重的是，它可能会破坏放大器的内部结

构，导致部分读出条无法正常向外输出信号。我们在测试时记录下流经网格的电

流以确定每个打火的时间点。我们发现打火现象确实能让某些读出条无法继续工

作，也观察到打火现象发生后某些受损读出条恢复工作的现象。此外，打火在某

些倍增小孔中发生时，其它小孔的增益在数秒的时间内会有普遍下降，如图 6-9 所

示。该散点图中展示了从某一根读出条上得到的脉冲峰值统计，纵轴即正比于读

图 6- 8微网气体放大器工作区域不同位置的增益 
Fig.6-8 the gain of different region on the Micromegas working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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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条收集到的电荷量，横轴为事件序号，每个小黑点代表一次事件，一次事件的

时间窗口约为 100 微秒。图中用蓝色箭头标出了打火发生的时刻，可以看到在这

些时刻后数秒内该读出条收集到的电荷平均数有显著下降。目前我们仍在研究造

成这些现象的机理。  

我们尝试了对微网气体放大器损坏读出条进行修复。其损坏原因很可能是倍

增小孔内存在异常（混入灰尘或聚酰亚胺层结构异常），依据在气体电子倍增器

（Gas Electron Multiplier, GEM）与较大孔径微网气体放大器中的经验，通过稳定

控制的打火现象有可能“烧”去小孔内的异常物质。因此我们将读出条与地相连

接，并控制网格高压缓慢上升期望能控制打火现象的发生。干燥的氮气被充入测

试盒子内以避免打火太过频繁，膨胀的氮气被加热以维持室温。我们将由网格流

向读出条的电流控制在 100 纳安以下，若一个小时内没有观测到打火现象我们则

增加 10 伏特网格负高压。当网格负高压升至 500 伏特以上时我们通常能观测到第

一次打火，但是该次打火即会直接造成新的读出条损坏。在这种现象发生两次后

我们未再进行修复尝试。 

 

 

 

  

图 6- 9 一根微网气体放大器读出条上的信号峰值随时间变化图 
Fig.6-9 the signal peak amplitude of one Micromegas readout strip changing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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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原型探测器运行与实验数据 

在用测试系统研究了微网气体放大器后我们进行了本章中介绍的探测器原型

机工作。我们在探测器中放入一个 241Am 定标放射源，并进行了许多轮的调试与

运行。探测器中被充入不同工作气体，如纯氩气、纯氙气、氩气+（5%）异丁烷混

合物、氙气+（1%）三甲胺混合物等。我们测试了这些气体在 1 bar、1.5 bar、4 bar、

5 bar 的不同气压下探测器的表现。本章将展示 1 bar 氩气+（5%）异丁烷与 5 bar 

氙气+（1%）三甲胺混合物为工作气体时探测器中一个微网气体放大器所采集的

数据。通过这几轮实验运行，我们验证了探测器每个子系统的能力与稳定性。探

测器核心部分，时间投影室的关键性能，如径迹记录能力等也得到了展示。我们

还初步研究了探测器的噪声水平、漂移区域的电子传输效率以及不同条件下探测

器的能量分辨率。 

7.1 241Am 定标放射源 

我们用一个 241Am 放射源来标定探测器。放射源的活度为 1.43×103 Bq。 

241Am 原子被涂抹在一块长 10 毫米，宽 5 毫米，厚 3 毫米的铁块上。放射性物质

的有效区域为直径 4 毫米的圆，由氩弧焊密封。在放射源之上我们覆盖了 0.2 毫

米厚的聚酰亚胺材料，所以由放射源放出的几乎所有阿尔法粒子和部分贝塔粒子

将被阻挡。我们将这个放射源当作低能区的伽马源使用。 241Am 原子核会衰变到

子粒子 237Np，放出能量为 59.5 keV(衰变道概率 35.9%)和 26.3 keV（衰变道概率

2.3%）[82][83]的伽马射线。而子粒子 237Np 继续衰变将放出能量分别为 13.9 keV、

16.8 keV、17.8 keV 和 20.6 keV 的伽马射线。在 1 bar 氩气+（5%）异丁烷中，我

们将放射源置于阴极平面上。在 5 bar 氙气+（1%）三甲胺中，由于伽马射线在其

中的衰减距离（attenuation length）相对较短，由阴极平面上放射源发出的大部分

伽马射线的能量将沉积在探测器底部，电子在长距离漂移中会有更多的损失，并

且扩散效应使探测器的位置分辨率变差。所以当工作气体为 5 bar 氙气+（1%）三

甲胺时，我们将放射源用尼龙线悬挂在读出平面下约 40 厘米。此外，在实验里我

们观测到了部分微网探测器读出条损坏，所以在上述的实验运行中我们特意调整

放射源的位置以使其中心投影避开损坏的读出条。 

为了估计 241Am 放射源在探测器中的能谱，我们进行了基于 GEANT4[84]工具

的蒙特卡罗模拟。如图 7-1（左）所示，模拟中我们忠实地还原了探测器的主要几

何结构，包括时间漂移室和七块微网气体放大器排列于其上的读出平面。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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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如不锈钢外罐和顶部平面法兰等也包含在模拟中，但被作了一定程度的简化。

在本章涉及的数据中，仅有一块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被投入运行，图 7-1（右）中

展示的是氩气+异丁烷混合物的模拟里放射源在该模块表面上的投影位置，与实验

中的位置相同。 

工作气体为 1 bar 氩气+（5%）异丁烷混合物时，241Am 放射源在探测器中的

图 7- 1（左）Monte-Carlo 模拟中的探测器几何结构 （右）氩气-异丁烷模拟中放射源投影

与微网气体放大器的相对位置  
Fig.7-1 (Left) the geometry we implemented in the Monte-Carlo simulation for the detector (Right) 

the projection of the radiation source on the Micromegas plane  

 

图 7- 2模拟中
241
Am放射源在探测器中的能谱图 

Fig.7-2 the simulated spectrum of one Micromegas from the 241Am source in 1 bar 

Ar+(5%)Isobutane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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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能谱如 7-2 所示，横轴为探测器探测到的一个事件的总能量，纵轴为事件数。

图 7-3 为将其上的每个峰按1.5% /Q E Q  半高全宽分辨率展开后的结果，其中 E

为每个峰的能量，Q 为 136Xe 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的 Q 值 2458 keV。在能谱中可

以看到来自 241Am，能量分别为 26.3 keV 与 59.5 keV 的两个伽马射线峰。来自衰

变子粒子 237Np 的几个伽马射线峰要相对更为明显，这是由于它们的能量更低，在

微网气体放大器工作区域内更容易完全沉积。 

5 bar 氙气+(1%)三甲胺混合气体中的模拟能谱与氩气+异丁烷中的十分相似，

之前提到的几个峰全部都出现在能谱中，只是峰值不同。此外能谱中出现了来自

氙气的 K 层α电子约 30 keV 的逃逸峰。由于此时伽马粒子与电子的衰减距离更

短，能量相对较高的粒子也很可能在探测器内完全沉积能量，所以放射源不同能

量放射线的强度成为影响峰值的主要因素。在能谱中，来自 241Am 的 59.5 keV 伽

马射线峰占主导地位。 

 

7.2 1 bar 氩气+（5%）异丁烷混合气体中的实验结果 

我们在探测器内充入 1 bar 氩气+（5%）异丁烷混合气体并运行数周。这一比

例混合气体的优秀性能已经在基于微网气体放大器的时间投影室实验中经过验证
[85][86]。在该轮实验运行中放大器模块的网格电压为–370 伏特，对应 74 千伏/厘

米的倍增电场。我们改变漂移电场的数值(从 36 至 149 伏/厘米)，以研究其对探测

图 7- 3 模拟中 241Am放射源在探测器中的能谱图，每个峰按一定能量分

辨率拓宽 
Fig.7-3 the simulated spectrum of one Micromegas from the 241Am source in 1 

bar Ar+(5%)Isobutane gas, smeared with a given energy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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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能量分辨率以及电子传输效率的影响。实验的相关参数总结在表 7-1 中，在整

轮实验中我们一共记录了 6×107 个事件。 

 

表 7- 1氩气异丁烷混合物实验参数表 
Table 7-1 the summary of parameters in the commissioning runs with 1 bar Ar-(5%)isobutane 

mixture 

实验序号 漂移电场【千伏/厘米】 记录事件总数 

1 0.036 1.16×106 

2 0.049 1.34×106 

3 0.062 1.01×106 

4 0.074 1.05×106 

5 0.085 3.41×106 

6 0.097 1.54×106 

7 0.110 1.22×106 

8 0.123 3.88×106 

9 0.136 1.49×106 

10 0.149 0.23×106 

 

 

图 7-4 中展示了一个典型的由低能伽马粒子引起的事件。AGET 芯片会把每

个通道上的输入信号与预先设定的阈值比较，若来自复数个通道的信号超过了阈

值，一个“事件”将被注册。在触发时刻附近一定宽度的时间窗口内，所有过阈波

形将被数据采集系统记录下来，图 7-4（右）中展示的是多个叠在一起的过阈脉冲，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通道。在这轮实验中，我们的采样频率为 5 兆赫兹，时间窗

图 7- 4一个低能量伽马粒子事件： (左) 伽马粒子径迹在 XZ平面上的投影 (中) 伽马粒子

径迹在 YZ平面上的投影 (右) 微网气体放大器读出条上收集到的脉冲信号 
Fig.7-4 a low energy gamma event: (Left) the projection of the event track on the XZ plane 

(Middle) the projection of the event track on the YZ plane (Right) the pulses collected by 

Micromegas s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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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内的采样点个数为 512 个，即每个被记录事件的时间窗口宽度为 102.4 微秒。

每个事件的能量由微网气体放大器读出条上收集到的电荷量确定，这些电荷将触

发高度与电荷量成正比的模拟脉冲信号，后者被 ASAD 板上的模数转换器转化为

数字脉冲信号。在实验中我们通过计算一个事件内转化后的过阈脉冲的峰值之和

来表征事件能量。如第三章中所述，入射粒子沉积的能量会被微网气体放大器 X

与 Y 方向上的读出条共享，因此探测器能记录下粒子的二维投影。而我们将脉冲

的相对触发时间作为第三维度（Z 方向）的表征。图 7-4（左，中）显示的即为伽

马粒子在两个方向上的投影，其中 y 轴的单位为读出条道数，相邻读出条间隔为

3 毫米，x 轴的单位为采样点序数，相邻两点间隔为 0.02 微秒。在探测器中，低能

的伽马粒子在很短的距离内便会沉积所有能量。 

我们进行了初步的数据分析，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事例选择（cut），以筛选出

合理的来自 241Am 伽马事件: 

1）每个事件中的触发通道数。当有超过设定值个数的通道被触发时事件才会

被记录，而触发通道数与伽马粒子在气体中引起的高能电子径迹长度有关。

低触发通道数的事件有可能是由噪声引起，而高触发通道数的事件则非我

们目标中的伽马事件（例如，其可能来自穿过探测器的 μ 子）。一团毫米

尺度的漂移电子云可以造成 X 或 Y 方向通道的触发，若其刚好处于读出

条交点附近则两个甚至更多的通道将同时被触发。在 1 bar 氩气+（5%）

异丁烷混合气体中，一个 60 keV 的高能电子的衰减长度约为 5 厘米。在

cut 中我们选择触发通道数在 4 至 29 之间的时间。 

2）一个事件所有触发通道中波形的基线噪声。我们将每个通道前 100 个采样

点的平均值定义为基线值(过阈触发点被设置在窗口中约第 150 点)，同时

用这 100 个点幅值的方差来表征噪声大小。电子学中过大的噪声可能让事

件的能量统计失准因此相关事件需要被舍弃。我们选择所有通道的噪声

（前述方差）小于 3.30 飞库的事件。 

3）脉冲的上升时间。我们将脉冲的上升时间定义为脉冲的过阈点到峰值点之

间的时间。正常的事件中这个时间由电子学中设置的达峰时间决定。过短

的脉冲上升时间通常来自噪声造成的电子学误触发。而过长的上升时间则

可能是由连续两个间隔过短的脉冲堆积（event pile-up）造成的，这种情况

下探测器的能量统计也不完全，应该将事件舍弃。图 7-5 中展示了所有事

件的脉冲上升时间分布。我们在 cut 中要求事件的所有脉冲上升时间在 0.4

到 1.6 微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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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件径迹的位置。由于微网探测器薄膜内部的损坏或信号输出通路上的连

接问题，部分通道无法正常工作。当一条粒子径迹穿过与这些通道相对应

的读出条时，它的部分能量在记录上将丢失。因此我们选择径迹避开损坏

读出条的事件。 

 

电子传输效率（Electron transmission, ET）定义为进入微网气体放大器倍增小

孔的电子数与原初电离电子数的比值，其主要表征时间投影室对电子的透明度。

电子在漂移过程中的速度很快将达到稳定，千伏/厘米量级的漂移电场也不足以让

漂移电子在工作物质中电离出新的次级电子。而在漂移过程中的自由电子会由于

图 7- 5 1 bar氩气+（5%）异丁烷混合气体中的脉冲上升时间分布图 
Fig.7-5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ulse rising time in 1 bar Ar-(5%)Isobutane 

mixture 
 

图 7- 6 相对电子传输效率随漂移电场变化曲线 
Fig.7-6 relative electron transmission vs. the drift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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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原因不能到达读出平面。它们有可能被离子等电正性物质吸收，或由于杂质

吸附而使漂移速度变慢，从而不能在正常时间窗口内被探测到。另一方面，部分

漂移电子不会进入微网气体放大器的小孔而是落在其薄膜的铜表面上，这个效应

主要受到电场形状与电子扩散的影响[87]。由于在实验中很难测量到进入微网气体

放大器小孔的电子数，因此我们测量微网气体放大器读出条上收集到的电子数，

将其除以原初电子即为探测器增益。若在测量过程中保持倍增电场不变，则认为

电荷在进入小孔后的放大倍数相同，因此我们可以用探测器增益的相对大小表征

相对电子传输效率。在图 7-6 中展示了 1 bar 氩气+(5%)异丁烷中测量得到的相对

电子传输效率随漂移电场的变化曲线。左纵坐标轴为相对电子传输效率，右纵坐

标轴为一个事件中读出条上收集到的电荷量，其大小由在能谱上对 13.9 keV 峰进

行高斯拟合得到的中值确定。我们将漂移电场与倍增电场的比值作为横坐标，因

为这个比值能表征漂移电场的形状。实验中我们将倍增电场固定，改变漂移电场

以绘制该曲线。 

在图中可以看到电子传输效率随着漂移电场的上升而升高，当漂移-倍增电场

比值在 1.49×10-3 和 1.83×10-3 之间时达到稳定（对应于 0.11 和 0.136 千伏/厘米

之间的漂移电场）。当漂移电场继续升高时，进入微网气体放大器小孔的电场线在

漂移区域内收缩到相对较小的区域，导致小孔的电子收集效率下降。这个效应可

图 7- 7 1 bar氩气+（5%）异丁烷中的探测器能谱图 
Fig. 7-7 the spectrum of the detector in 1 bar Ar-(5%)isobutene gas m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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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电子传输效率在高漂移电场时的下降。其它类型的气体探测器实验也报告

了类似的效应[85][86]。本节之后展示的能谱来自实验序号 8 的数据（详见表 7-1），

对应于 0.123 千伏/厘米漂移电场。此时电子传输效率达到最高且相应的数据量最

大。 

如之前提到的，探测器的增益 G 由如下公式估算： 

 

 

Ar Iso

Ar Iso

Q Q
G

E EW
f f

W W

 

  

      (7-1) 

 

其中异丁烷与氩气中的离子对平均电离能 WIso 与 WAr 取值分别为 23.4 eV 与

26.4 eV[88]。在 0.123 千伏/厘米的漂移电场中，我们用能谱上 17.8 keV 峰的位置来

标定探测器增益，结果约为 7×103。 

经过事件 cut 之后的能谱如图 7-7 所示，其结果与我们的模拟结果一致。探测

器能谱上的半高全宽能量分辨率在 13.9ke 处为 12.5%，在 17.8 keV 处为 11.9％，

在 20.6 keV 处为 11.2％，在 26.3 keV 处为 9.3％。16.8 keV 处的能量分辨率为

17.1%，其附近的两个小峰在拟合中降低了其能量分辨率。因为在 1 bar 氩气+（5%）

异丁烷混合气体中衰减长度的原因，能谱上没有明显的 59.5 keV 伽马峰。  

7.3 5 bar 氙气+（1%）三甲胺混合气体中的实验结果 

我们还在探测器中充入了 5 bar 氙气+（1%）三甲胺混合气体[64]进行实验，该

混合气体即为 PandaX-III 200 kg 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探测器设计中的工作气体。

图 7- 8探测器增益随气体时间变化图 
Fig.7-8 the detector gain vs. the purific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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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氙+三甲胺混合物的充气过程更加复杂。当充气完成后，

我们以 3 升/分钟的流速循环纯化工作气体。在这一轮实验中，微网气体放大器的

网格电压为–440 伏特，对应于 88 千伏/厘米的倍增电场。我们将阴极板高压设置

得尽可能高以提高漂移过程中的电子传输效率。在本轮实验中我们所能在阴极板

上加载的最高负电压为–26 千伏，对应于 333 伏/厘米的漂移电场。在更高的电压

下我们观测到打火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探测器内仍存在杂质的原因。本节中展示

的结果皆在–26 千伏阴极电压下获得。在气体的循环纯化中探测器的增益不断上

升，图 7-8 中展示了探测器随纯化时间变化的增益曲线。在 200 个小时的纯化后

探测器的增益趋于稳定，我们在这之后开始正式数据采集。 

图 7- 9 一个穿过探测器的 u 子径迹 （左）径迹在 XZ平面上的投影 （中）径迹在 YZ平面上的投

影 （右）微网探测器读出条上的脉冲信号 
Fig.7-9 the track of a muon traveling across the detector (Left) the track projection on the XZ plane 

(middle) the track projection on the YZ plane (Right) the signal pulses from the Micromegas readout s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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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图 7-9 中展示了一个穿过时间投影室的 μ 子事例。图（左）为 XZ 平面

上的投影，图（中）为 YZ 平面上的投影。这个 μ 子穿过探测器后，径迹两端的

电子漂移时间相差约 50 微秒。穿过探测器的 μ 子可以被用于标定探测器中的电子

飘逸速度和电子扩散效应。 

我们将所有事件的径迹中心投影在微网气体放大器工作平面上，在图 7-10 中

我们给出了其分布图。右侧热点位置与我们悬挂放射源的位置一致。由此可见探

测器的成像能力。 

这轮实验中我们的事件选择与在氩气+（5%）异丁烷中类似。例如，图 7-11

中展示了这轮实验中事件触发通道数的分布，我们选择触发通道数在 4 至 7 之间

的事件，这其中大部分应为伽马粒子产生的事件。考虑到一个 60 keV 的入射伽马

粒子在 5 bar 氙气+（1%）三甲胺中可以产生一条长约 4 毫米的径迹，比两个读出

条之间的距离略长。而通过漂移过程中的扩散效应，电子云可以触发更多的通道。 

图 7- 10 事件径迹中心在微网气体放大器读出平面上的投影分布图 
Fig.7-10 the distribution for the projection of center of event tracks on the 

Micromegas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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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径迹位置的选择中，我们选择图 7-10 中位于高亮区域里一个 3×3 平方厘米

正方形内的事件。位置 cut 并不针对噪声等非伽马事件，是由于我们微网气体放大

器读出条损坏这一探测器缺陷导致的。这一步的事件选择比率为 27.2% 

在所有的 cut 之后，我们将能谱用多高斯峰拟合，结果展示在图 7-12 中。该

能谱与我们的模拟结果一致。由于粒子在 5 bar 氙气+三甲胺混合物中更容易完全

沉积能量，来自 241Am 的 59.5 keV 伽马峰与预期一样在能谱中占主导地位。探测

图 7- 12 5 bar氙气+（1%）三甲胺中的探测器能谱图 
Fig.7-12 the energy spectrum of the dectecor in 5 bar Xe+(1%)TMA gas mixture 

 

图 7- 11事件触发通道数分布图 
Fig.7-11 the distribution of fired channel numbers per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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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半高全宽能量分辨率在 59.5 keV 处为 14.1%，在 29 keV 处为 19.3％，在 26.3 

keV 处为 28.2％，在 17.8 keV 处为 22.7％，在 13.9 keV 处为 36.5％。我们对氙气

+三甲胺混合气体中离子对平均电离能的估计为 22.1 eV[88]，与氩气+异丁烷实验

中计算方法类似，由 59.5 keV 伽马峰的位置标定的探测器增益约为 3×102。若在

事件选择中不进行径迹位置 cut，更多伽马事例将被保留。同时由于能量统计失准

将导致分辨率下降，此时 59.5 keV 峰的分辨率将降至 15.4%。 

由原型机在氙气+（1%）三甲胺中的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对 PandaX-III 200 kg 探

测器的能量分辨率做出估计。一个固定能量的粒子在探测器内完全沉积能量后，

其电离的自由电子数统计上的方差 δ0
2
与平均值�̅�有如下关系[89]： 

 

 
2

0 F N    (7-2)
   

（7-2）中的 F 被称为法诺系数（fano factor），其主要与探测器中离子对平均电离

能 W 以及工作物质原子的电离能有关，可以认为不同气压下的原型机与 PandaX-

III 200 kg 探测器具有相同的法诺系数。所以对一个理想的探测器，在能量 E 处的

分辨率（方差）将与√𝐸成正比。 

实际情况稍微更复杂一些，探测器在能量 E 处统计上的方差 δ
2
还有其它次要

的来源：粒子能量不完全沉积与再结合等效应造成的电子收集上的方差 δc
2
；读出

平面增益不均匀与电子学噪声等因素造成的电荷记录上的方差 δel
2
。当这些方差都

很小时，δ
2
可以表示成它们的线性叠加： 

 

 
2 2 2 2

0 c el       (7-3)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与原型机不同的几何尺度与电子学系统将导致上述因素

对能量分辨率的不同贡献。此外，本底噪声率与事件选择算法也会影响最终能量

分辨率的实际拟合值。确定这些因素影响的大小需要更细致的模拟和实际的刻度。 

图 7-12 的能谱中低能区（10 至 30 keV）由于数个峰彼此靠近导致在拟合上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用 59.5 keV 峰的能量分辨率来估计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在分辨率与√𝐸成正比的假设下，59.5 keV 处 14.1%的能量分辨率对应

的 2458 keV 处能量分辨率为 2.19%，这个数值达到了设计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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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PandaX-III 项目将利用高压氙气时间投影室来观测 136Xe 原子核无中微子双

贝塔衰变现象。探测器中将装入 200 公斤 10 bar 氙气，并选择微网气体放大器作

为读出平面。它将利用粒子在气体中的径迹来分辨事例类型进而降低本底噪声。

模拟中探测器的本底事例率在径迹筛选后约为 1×10-4（keV‧kg‧y）-1 量级。在衰变

Q 值 2458 keV 处预期的能量分辨率为 3%（半高全宽），预期的探测器探测效率为

35%。经过 5 年的有效运行后探测器的半衰期排除灵敏度将达到 1.3×1026 年。 

为了展示并刻度探测器的核心性能，我们设计、建造并运行了一个可容纳约

20 公斤高压氙气的探测器原型机，原型机最高可承受 15 bar 高压。我们在原型机

的读出平面上安装了 7 个 20×20 平方厘米的 Microbulk 微网气体放大器模块，其

总面积为世界上同类探测器中最大之一。每块放大器上产生的 128 道信号被传输

给基于 AGET 芯片的电子学系统，实验中的事件采样率为 5 赫兹。文章中详细介

绍了微网气体放大器的结构、制作。我们还设计制作了一个独立的系统用于测试

微网气体放大器的性能。 

通过微网气体放大器我们记录并重建了事件的二维径迹，展示了探测器的径

迹追踪能力。我们还用一个 241Am 放射源对原型探测器在不同混合气体中进行了

刻度。在 1 bar 氩气+（5%）异丁烷混合物中，当漂移电场为 123 伏/厘米，倍增

电场为 74 千伏/厘米时，探测器的总增益约为 7×103。我们在 13.9 keV 峰与 17.8 

keV 峰处分别达到了 12.5%与 11.9%的分辨率（半高全宽）。在 5 bar 氩气+（5%）

异丁烷混合物中，当漂移电场为 333 伏/厘米，倍增电场为 88 千伏/厘米时，探测

器的总增益约为 300。我们在 59.5 keV 峰处分别达到了 14.1%的分辨率（半高全

宽），原型机的事件选择算法会给这一数值带来误差。在能量分辨率正比于能量的

根号这一假设下，14.1%对应 136Xe 原子核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 Q 值 2458 keV 处

2.19%的分辨率（半高全宽），达到了设计中的要求。若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

能达到设计中较于原型机更高的漂移电场，以及更稳定的电子学与读出平面运行

环境，它的能量分辨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数十倍于原型机的输出通

道数将考验电子学系统能否维持现有的能量统计涨落。 

探测器原型机的制造与运行是 PandaX-III 项目中的重要一步，通过它我们对

微网气体放大器的性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用它产生的数据我们可以对下一阶段

探测器的相关性能指标作出合理估计。在未来的短期计划中，原型机中的 7 块微

网气体放大器将同时运行，处理大量的读出信号道将是一项技术挑战。我们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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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测试原型探测器在 10 bar 氙气+三甲胺混合物中的表现，该混合物也将作

为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的工作气体。在更高压力的工作气体中，高能的伽马

射线放射源，如 137Cs 或 208Tl 将被用于定标，它们放出的高能粒子产生的径迹将

更接近无中微子双倍塔衰变产生的电子径迹。同时，计划中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将

致力于包括 PandaX-III 200 kg 探测器、电子学系统、微网气体放大器标定系统、

探测器水屏蔽体等在内的一系列项目组件的设计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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