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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项目简要情况

Ø 探测器：硅像素传感器SPD+钨吸收体

Ø 辐照指标：1×1016  1MeV

Ø 传感器工作电压：600V

Ø 探测器面积：600m2  ，27000模块

n  方案优点

ü  三维位置读出能力

ü  精确的能量测量

ü  高时间分辨率

n  高能所HGCAL组承担的主要任务

ü  完成其中一个装配测试中心建造

ü  完成20%，5400块，探测模块的组装与测试（具体数量待定）

ü  开展模块的束流测试，以及探测器模块的性能研究

l CMS高粒度量能器HGCAL简介  

量能器硅+钨的结构设计方案

结构示意图



l 课题的任务目标、内容与中期预期结果

n  课题研究目标

Ø 参与HGCAL样机研制并建造  7个探测模块

Ø 参与硅传感器的性能研究

n  课题考核指标

Ø 时间分辨：50ps

Ø 能量分辨：25%／√（E）⊕ 1%

Ø 抗辐照性能：1×1016  1MeV

   （硅传感器100 µm) 

n  课题中期研究预期结果

Ø  完成模块组装工艺流程研究

Ø  完成模块样机MIP信号的测量与分析

Ø  硅传感器时间分辨与抗辐照指标满足要求

n 课题研究内容

Ø 硅传感器的性能研究 : 硅传感器的性能研究，工艺制造

技术研究。并针对模块组装与测试中的问题，参与研究

与定位分析，根据问题定位情况，优化传感器制造与模

块组装的流程，协助设计出满足高粒度量能器应用指标

需求的硅传感器；

Ø 硅模块组装的研究:  对模块组装过程进行研究，包括探

测器芯片的粘片、键合、以及前端电子学集成等工艺流

程等，并完成高能所组装测试中心的建造与调试；

Ø 实验样机的实验束测试 :  实验样机的测试分为束流测试

与宇宙线测试，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高粒度量能器模块

的性能研究，改进硅传感器的设计和模块的组装工艺。



l 课题完成情况

n课题完成情况概述：针对课题研究内容及考核指标要求，开展了三方面研究工作：

ü硅传感器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在HGCAL探测器模块组装过程高压问题的研究，以及基于国内自
主研制Si-PIN探测器的封装验证；

ü模块组装研究：参与了合作组模块组装的相关工作，  并掌握了模块组合工艺，同时在国内开始
建造模块组装测试中心；

ü实验束流测试：参与了硅传感器模块的束流测试，拟合了模块测试MIP信号，并在国内完成宇宙
线测试系统的搭建，进行了初步测试。

u发表文章：期刊文章  1 篇  （整理发表中5篇），  会议报告：8 次，TDR （2018/4）

u阶段性考核指标符合情况：

项目 考核指标 实测指标
时间分辨率 50ps 20ps （硅探测器最好分辨率）
抗辐照性能 1×1016 1MeV（硅传感器100 µm) 1×1016 1MeV（硅传感器120 µm)



n HGCAL模块组装高压问题研究

p探测器模块组装后，无法正常工作在传感器的偏置

电压（600V）状态下，具体表现为：

ü 在高压从低到高调整过程中，在100V左右时，漏

电流已超出正常预期值；

ü 探测器偏压在200V左右时，会出现异常毛刺波动，

并出现击穿效应，裸片测试可到1000V；

l 定位：探测器出现的异常现象符合表面污染的情况，

需要从粘片胶，试验环境，PCB板污染等方面考虑，

基于国内现有的条件，开展了胶粘污染试验的验证；

u结果与分析：1#，在电压60V以上时漏电流比正常

值开始出现显著增加，且电压越高，漏电流偏离正

常越大，直到300V时漏电流会达到5μA，1#传感器

的现象可以基本还原国际合作方测试到的现象。

u 试验中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涂胶方式进行试验

Ø 传感器表面灵敏区不涂胶，传感器边缘涂胶（2#）

Ø 传感器表面灵敏区与边缘全涂胶（3#）

Ø 传感器灵敏区涂胶，边缘不涂胶（1#）



n 传感器高工作电压封装技术初步研究

Ø 利用自主研制的Si-PIN探测器 ,开展传感器高
工作电压封装技术研究

Ø 传感器采用了Φ10mm的圆形Si-PIN传感器芯
片以及面积16mm2的方形Si-PIN传感器芯片

Ø 根据芯片尺寸设计了不同的封装方式

l 高工作电压封装工艺处理

ü 外壳的洁净处理工艺，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后的管壳，在

与探测器芯片接触后，不会对探测器表面造成污染，不

会导致探测器芯片漏电流增加；

ü 为了保证探测器的耐高压特性，将芯片与金属成分外壳

和地之间进行有效的绝缘隔离，降低芯片与金属外壳直

接接触产生爬电的风险，提高芯片的耐高压能力；

样品
序号

实测漏电流
（nA，300V）

1 1.69
2 2.6
3 1.8
4 3.5
5 1.5
6 1.22

实验结果:  通过试验结果可

以看到16mm2 Si-PIN传感器

采用针对性的高工作电压封

装设计，在300V时，探测器

漏电流基本正常。 



n 硅模块组装研究

Ø 模块组装: 主要包括探测器芯片的粘片、键

合、以及前端电子学集成等工艺流程。

Ø 每个探测模块中集成了256通道的前端电子

学读出通道，整个高粒度量能器有 600 多万

道读出。

Ø 组装工艺是由UCSB负责设计优化的，2016-

2019期间，高能所先后6人次前往UCSB参

与HGCAL模块的生产任务。共参与约50块6

寸HGCAL模块的生产任务，占此期间总模块

生产量50%。通过参与HGCAL模块组装对模

块生产工艺进行了调研和学习，初步掌握了

HGCAL模块组装过程中关键的技术。

粘片工艺流程 键合工艺流程

组装好的六寸模块 模块组装结构示意图



n 高能所组装测试中心建立

组装测试洁净间平面图

u组装测试间基本参数：

1）洁净度为静态千级 ；    2） 洁净间温度为21℃±1℃；

3） 湿度范围35%--55%； 4） 实际有效使用面积约为140m2

u目前状态：

ü洁净间内部主送风回风与高效通风口安装完成；

ü洁净墙板和天花板安装完成；

ü室内照明，插座，网口安装完成；

ü门窗，2级缓冲区风淋室安装完成；

ü空调机组已经安装完成；

ü空调机组配电安装已经完成，调试中；

ü空调机组的送回风管道正在测量设计中。

u Gantry，Bonder，OPG等主要设备，下半年将陆续到位。

洁净间目前状态

空调机组安装情况



Ø 自从2016年至今， 分别在CERN, FNAL和

DESY进行了多次对实验样机的束流测试；

Ø 高能所高粒度量能器组参加了全部的束流测试，

并独立进行了束流测试数据的分析，得到并分

析了MIP信号；

Ø 束流测试，同时完成并分析了模块样机的时间

分辨率和传感器辐照特性。

n 样机的束流测试

u 2016年第一次束流测试相关信息

❖ 16 Si modules, 15 X0

❖ e beam (4-32 GeV)

❖ p beam (120 GeV) for calibration

2017-2018 IHEP参与模块样机束流测试情况统计

CERN束流测试模块组装照片与模块测试MIP信号，线性分析

HGC束测时间 地点 IHEP贡献
2017/5/8-15 CERN  ✔

2017/7/12-19 CERN  ✔

2017/09/29-10/02 CERN ✔

2017/10/18-23 CERN ✔

2018/03/16-28 DESY ✔

2018/06/08-16 CERN ✔

2018/10/10-25 CERN ✔



n 模块束流测试-时间分辨率、抗辐照特性

Ø 在S/N大于100的区间，时间分辨好于20ps，并且不

明显依赖于S/N 

Ø 对120μm, 200μm, 320 μm厚度的硅片进行了测试，

抗辐射性能可达到 1.0*1016 1MeV n/cm2  (120μm)

模块测试时间分辨率分析结果

传感器抗辐照测试结果传感器抗辐照测试信息



n 宇宙线测试系统的搭建与测试

Ø宇宙线测试主要目的：

ü 在CMS高粒度量能器升级项目(HGCAL)中，可
能将在高能所完成20%左右模块的组装，
（120m2，5400模块）；

ü 宇宙线测试是模块组装后功能性能测试的主要
方法；

ü 现研究阶段需在高能所本地实验室建设完整的
测试平台，利用宇宙线中的缪子，对模块进行
验证性测试，熟悉该系统的使用。

Ø系统组成：

ü HGC模块（滨松6英寸硅像素传感器和前端电子
学）及其数据获取系统（接口板，ZedBoard，
计算机），NIM机箱和NIM插件，高压模块，光
电倍增管，闪烁体，光导，示波器。

HGCAL宇宙线测试系统现场照片

利用HGCAL模块测量到的MIP信号，S/N 8.2



n 期刊文章：1 篇 

1. First beam tests of prototype silicon modules for the CMS High Granularity Endcap Calorimeter. JINST 13 

(2018) P10023, 18/10/2018；

Ø 整理待发表文章： 5 篇 预计2019年下半年发表

1. H2: Commissioning and calibration of HGCAL prototypes 

2. H3: Electron performance 

3. H4: DESY beam test = single module and MC tuning 

4. H5: Timing performance 

5. C1: Pion performance (with CALICE AHCAL)



n 会议报告：8 次

1. “ HGCAL cosmic ray and test beam ”, LHC analysis and detector upgrade workshop , July 2018 , Weihai.

2. “ Detector performance studies for the CMS High Granularity Calorimeter ”, 2018 Asian Linear Collider 

Workshop, 28 May-1 Jun 2018 (Fukuoka,Japan)

3. “ Status of CMS phase II High granularity electromagnetic calorimeter upgrade in IHEP ”, 2017 CLHCP, Dec 

2017, Nanjing

4. “ First workshop on Semiconductor Radiation Detectors ”, May, 2017, Beijing.

5. “CMS phase II  High Granularity Calorimeter upgrade”, 2016 CLHCP, Dec 2016, Beijing

6. CEPC workshop 2018, 12-15 Nov 2018, Beijing, China, parallel talk :” updates on CMS HGCal”

7. FCPPL workshop 2018, 21-25 May 2018, Marseille, France, plenary talk :” CMS upgrades”

8. IASHEP mini workshop on experiment/detector 2018， 18-19 Jan, 2018, Hongkong, plenary Talk “CMS High 

Granularity Calorimeter upgrade ”;



n  后续工作

Ø硅传感器性能研究：耐辐照探测器的工艺研究，样片研制及测试等；

Ø硅模块组装研究：组装测试中心的建造，包括洁净间装修，设备到位，设备调试，及模块试制等；

Ø传感器模块研制：完成7块传感器模块的研制，并完成测试；

Ø束流测试：探索利用高能所束线进行束流测试的摸底；

n存在问题及对策

p存在问题：根据HGCAL的相关研制任务和研究内容，尚存在部分经费短缺；

p解决方案：多方筹措经费，完成研究工作，目前已从所里获得借支400万用于组装测试中心设备

的采购。

l 下一步工作安排、存在问题及对策  

2018: Clean 
room ready

2019: main 
MAC equipment 

ready

2020: training & 
site qualification

2021:start mass 
production



n目前人才队伍已基本到位，人员组成包括高能所天体中心CMS组固定成员和天体组部分成员，

实验物理中心部分人员也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工作。

n人员分工明确，组装测试流程的每个环节，设置专人负责，且岗位间人员互为A、B角，互为

备份，保证研制任务的连续性。

n参加人员 :  （浙大新加入，参加芯片测试）

张华桥，廖红波，刘勇，伍灵慧，王峰（博士后->职工), 李秉桓 (博士)

曹学蕾，顾虞栋，李鲜，刘晓静，孟斌，孙亮，张万昌

l 人才队伍的组织情况  



n经费使用：前期工作主要包括高能所内简易组装测试条件的建立，以及模块组装的学习与参

与，因此经费主要用于人员差旅费，以及国际合作交流费方面的支出。后续工作需要完成7

个模块的组装与测试，因此经费将用于模块研制中材料、外协等方面的支出。

Ø总经费285万：到账直接经费178万，使用105万； 间接经费～34万，使用～30万, 

                      执行率：63.6%

n档案管理：任务组没有设置专人管理档案，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文件等，目前均由个人独立保

存，在课题结题时统一汇总。

l 经费使用与档案管理



n HGCAL任务，按研制进度要求，完成了相关研究工作，包括模块组装中的高压问题，模块

组装技术研究，并参与了UCSB的相关模块组装测试工作，同时在高能所开始建造模块组装

中心。

n参与完成束流测试的相关工作，得到并分析了模块MIP信号，测试了模块样机的时间分辨率

和抗辐照能力，其时间分辨和传感器抗辐照指标均达到了任务要求。同时在高能所完成了宇

宙线测试系统的搭建，并进行了初步宇宙线测试。

n HGCAL任务组按进度要求，完成了课题任务书要求的阶段性全部工作，其主要指标均达到

任务书要求。

l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