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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中微子实验中激光/平面扫描刻度系统的研制 

和中微子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 

摘 要 

  中微子振荡意味着中微子具有非零的质量，是目前实验上鲜少的超出标准

模型的物理现象之一。最新的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也发现了中微子振荡的明确证

据，并且为中微子质量和混合参数提供了相对精确的测量。正在进行的和未来/

即将运行的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将着重探索其他重要问题，包括中微子质量序列，

寻找惰性中微子以及超越标准模型的其他新物理学。中微子以味道本征态产生

或者被探测，并且以质量本征态传播。中微子质量序列主要是为了判断中微子ν3

的质量本征态是否大于ν1或者ν2的质量本征态，这是中微子标准模型中亟待确定

的基本特征之一，它的确定将代表广义模型建立的第一步，并对中微子性质（马

约拉纳中微子或者狄拉克中微子）的研究及“味”物理的探索产生深远影响。 

  在影响中微子振荡的六个参数中，θ13的振荡幅度相对较大且θ12振荡角不

等于45度，这意味着中微子质量序列可以通过高精度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测量中

微子振荡的生存几率测得。但是由于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与太阳中微子质量

平方差存在约30倍的差异，故探测器需要非常好的能量分辨能力才能够区分

|∆m31
2 |与|∆m32

2 |之间的微小区别。 

  即将建成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是一个位于地下700 m，包含20 kt液体闪烁体

的反应堆中微子探测器，光阴极覆盖率高达78%，它以确定中微子质量序列为首

要科学目标。为了精确的测量反应堆中微子振荡能谱，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需

要达到前所未有的小于3%/√Evis(MeV)的有效能量分辨率(其中Evis是可见能量)

和小于1%的能标非线性不确定度，这对于探测器的刻度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使得我们需要对探测器的位置非均匀性，能标非线性以及电子学进行精准的刻

度。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为了实现该目标，我们相继研发了包括光源和放射源

在内的多套刻度源位置到达系统，包括一维的中轴线系统，二维的平面扫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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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维的潜水艇系统，以及用于刻度探测器边缘效应的导管系统。 

  本论文主要对中心轴扫描系统中的激光刻度系统，二维平面扫描系统及中

微子质量序列灵敏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其中核心内容为：1）基于大亚湾刻度系

统中的中轴线系统在实现< 1 cm定位精度的情况下，我们创新的采用了紫外激

光作为刻度源，模拟真实的高能中微子信号，对探测器进行能量非线性刻度，并

达到了0.3%的能量监控精度。2）基于萨德伯里中微子实验刻度系统，我们设计

了二维平面扫描系统，优化后的运动策略可使刻度源通过两根钢丝绳收/放的动

作实现扫描平面内大部分区域的刻度，并且具有较高位置到达可重复性。3）基

于刻度系统给出的能量非线性和有效能量分辨率的模拟分析结果，通过蒙特卡

罗分析观测能谱和预期能谱，基于变换后的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给出正/反质

量序列假设下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对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分析结果。 

 

关键词：江门中微子实验；激光刻度系统；平面扫描系统；中微子质量序列；中

微子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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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Calibration Systems of Laser and Cable 

Loop System in Jiangmen Underground Neutrino 

Observatory and Analysis of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Sensitivity 

 

ABSTRACT 

Neutrino oscill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neutrinos have non-zero masses is one of 

the physical phenomena that exceeds the standard model in experiments. The latest 

reactor neutrino experiment also found the clear evidence of neutrino oscillation and 

provided precise measurement for the neutrino mass and the mixing parameters. 

Ongoing and future reactor neutrino experiments will focus on exploring other 

important issues, including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searching for sterile neutrinos, and 

other new physics beyond the standard model. When neutrinos are produced or 

detected, they are in the eigenstates of flavors, but in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on, they 

are in the eigenstates of masses. The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is mainl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mass eigenstate of neutrino ν3 is greater than the mass eigenstate of ν1 

or ν2. It is one of the basic features yet to be determined in the standard neutrino model. 

Its determination will indicate the first step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eneralized model,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tudy of neutrino properties (Majorana or Dirac) and 

the exploration of "flavor" physics. 

Among the six parameters that affect the neutrino oscillation, the oscillation amplitude 

of θ13 is relatively large and the oscillation angle of θ12 is not equal to 45 degrees, 

which makes the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can be measured with the high-precision 

reactor neutrino experiments by measuring the survival probability of neutrino 

oscillation. However, since the mass squared difference of the atmospheric neutrinos 

is about 3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olar neutrino, the detector is required t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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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od energy resolution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subtle difference of 

|∆m31
2 |and|∆m32

2 |. 

The Jiangmen Underground Neutrino Experiment to be completed is a reactor anti-

neutrino detector with a 20 kt  liquid scintillator located at a depth of 700 m 

underground. The photocathode coverage can reach 78% . Its primary goal is to 

determine the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In order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energy 

spectrums of the reactor neutrino oscillation, the detector needs to achieve an 

unprecedented effective energy resolution of less than 3%/√Evis(MeV) (where Evis 

is the visible energy) and less than 1% for the uncertainty of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energy scale, which puts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calibration systems of the detector, 

so that we need to perform accurate calibration on the non-uniformity of the detector's 

position,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energy scale and the electronic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we have successively developed multiple position deployment systems 

for the calibration sources including light sources and radioactive sources, a one-

dimensional central axis system, a two-dimensional plane scanning system and a three-

dimensional submarine system, and also guide tube calibration system for the edge 

effects of the central detector. 

In this thesis, we mainly study the laser calibration system in the central axis calibration 

system, the cable loop system for the two-dimensional plane scanning system and also 

the sensitivity of the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The contents are: 1)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aya Bay calibration system in which its positioning accuracy can achieve 1 cm, 

we innovatively use an ultraviolet laser as the calibration source to similarly simulate 

high-energy neutrino signals, and perform the calibration of energy nonlinearity on the 

detector, and achieve an energy monitoring accuracy of 0.3%. 2) Cable loop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able loop calibration system in the Sudbury Neutrino 

Experiment, we optimize the motion strategy and guarantee the calibration source to 

achieve the most areas in the calibration plane through the retracting/releasing of two 

wires. Results show that it has high repeatability of position arrival. 3)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energy nonlinearity and energy resolution given by the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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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librations, we analyze the observed energy spectrum and the expected energy 

spectrum with Monte Carlo for different mass hierarchy hypotheses under a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the neutrino oscillation survival probability, and give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sensitivity in Jiangmen Underground Neutrino Observatory. 

 

Keywords: Jiangmen Underground neutrino experiment; Laser calibration system; 

Plane scanning system;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Neutrino Osc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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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中微子物理 

1.1 中微子简史 

  中微子的历史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二十世纪初叶，原子核物理学随着

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而逐渐发展起来，原子核的贝塔衰变[1]受到了大家

的显著关注。1914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J. Chadwick）通过研究放射性元

素的贝塔衰变发现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存在较大的偏差，而偏差主要来源于贝

塔衰变产生的电子能谱是连续能谱，而不是离散能谱，如图 1 所示。为了解释这

一现象，来自奥地利的青年物理学家泡利（Wolfgang Pauli）基于能动量守恒定

律，于1930年12月提出假设 [2]：氚原子核的贝塔衰变可能是三体过程，

H → He2
3 + e− + υ̅e1

3 ，即该裂变反应的产物包含电中性的，自旋为1/2的，质量很

小的新粒子υ̅e。这个当时被泡利称作“中子”的粒子带走了一部分的能量和动量，

导致了实验上测得的电子能谱为连续谱。为了将新粒子与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

的比较重的中子进行区分[3, 4]，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将其命名为

“Neutrino”，即中微子[5]，并正式发展出贝塔衰变理论n → υ̅e + p + e−。 

 

      

图1. 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和由查尔斯∙埃利斯与威廉∙伍斯特测量的贝塔衰变的电子连续

能谱，图片来源[6]。 

Figure 1 British physicist Chadwick and the electron continuum spectrum of the beta decay of 

Radium E observed by Charles Ellis and William Wooster.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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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微子是电中性的，并且考虑到其只参与弱相互作用和质量极其微小

的特殊性质，直接测量贝塔衰变过程是很难确认中微子存在的。相比之下，在原

子核层面的贝塔衰变的逆过程逆贝塔衰变(Inverse Beta Decay,简称 IBD)：υ̅e +

p → e+ + n，则可以用来直接探测核反应堆产生的电子型反中微子。计算发现，

当一个1兆电子伏特(MeV)的中微子穿过1光年厚的铅板时，平均才会发生一次相

互作用，因而要想测到该反应过程，需要极强的中微子流强。1956年，美国物理

学家莱因斯（Frederick Reines）和考恩（Clyde Lorrain Cowan）使用四氯化镉（CdCl4）

和水作为探测器，使用一个在萨凡纳河附近的核反应堆作为源，探测并宣告了电

子型反中微子的实验发现[7]。实验中，铀裂变碎片作为丰中子源，会产生中子贝

塔衰变，发射电子和能量在几个MeV的电子型反中微子。对于一个1000 MW的反

应堆，几米远处的通量在1013 cm−2 ∙ s−1的量级，如若通过流强补偿截面，每个

小时则可以发生几个事例。中微子与氢核相撞发生反应产生一个正电子和一个

中子，其中正电子在探测器中损失能量至最后被电子捕获湮灭产生光子，并被光

子闪烁计数器记录，而中子慢化后由Cd捕获产生光子，并被记录。两个批次的光

子记录时间相差数微秒，这成为电子型中微子反应发生的有力证据。 

  最开始，人们认为缪子衰变产生的中微子与中子衰变产生的中微子是同一

种，直到1962年，由莱德曼（Leon M. Lederman），舒瓦茨（Melvin Schwartz）

和斯特恩伯格（Jack Steinberger）领导下的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首次采用产生

中微子束流的方法发现了第二代中微子[8]，即缪子中微子，在缪子衰变过程中，

缪子衰变为电子，缪子型中微子和电子型反中微子。该实验利用布鲁克海文实验

室的交变梯度同步加速器产生的15 GeV的质子束流，束流打在铍靶上，产生大量

的π介子，π介子会衰变为缪子和中微子，之后，通过13.5 m厚的钢墙对所有的粒

子进行筛选，仅有相对含量较多的中微子会轻松的穿过钢板，而π介子和缪子以

及质子会被钢板阻挡，仅有微乎其微的几率穿过。为了探测中微子，研究人员建

造了10吨重的火花室，由90块1英寸厚度的铝板组成，间隔3/8英寸，中间充满

氖气。当中微子穿过探测器时，偶尔会与铝核中的质子相互作用，并产生一个中

子，以及一个电子或者缪子，通过分析带电粒子在径迹室中的轨迹，我们可以对

粒子种类做初步的判断。实验结果发现，探测器中只产生了缪子，而未探测到电

子，这意味着实验中的中微子束流是完全不同于贝塔衰变产生的中微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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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第三种类带电轻子——陶子,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被发现，陶

子的质量非常大，是电子质量的3500倍左右。2000年，美国费米实验室用中微

子束流的方法探测到了第三代中微子[9]，陶子中微子。陶子中微子探测器内包含

一个约1 m长的铁板，这个铁板被两层感光乳胶剂夹着，用于标记陶子中微子与

铁核的相互作用，通过鉴别陶子的产生和衰变的痕迹来间接的证明陶子中微子

的存在。到此为止，标准模型中的三代中微子均被找到，图 2 给出了目前的粒子

物理标准模型图表。 

 

 
图2. 标准模型中的基本粒子。三代轻子中包含了三代中微子：电子中微子，缪子中微子和

陶子中微子对应于电子，缪子和陶子。 

Figure 2 Elementary particles in the standard model. Three generations of leptons include three 

generations of neutrinos: electron neutrino, muon neutrino and tao neutrino corresponding to 

electrons, muon and tao. 

 

  在中微子被发现之后，戴维斯（Ray Davis，美国化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

人类最大的中微子源——太阳。巴考尔（John Bahcall，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及其

同事基于如图 3 所示的太阳中微子产生机制，推算出了不同能量的太阳中微子

所对应的通量。由于太阳中微子与氯元素发生反应会产生具有放射性的氩原子

( Ar 
37 )，他们计算了在一个泳池大小的盛满四氯乙烯(C2Cl4)的巨大水池中每月可

以观测到的太阳中微子的事例数（νe + Cl 
37 → Ar 

37 + e−）。 

  1965年，戴维斯在地下深矿霍姆斯特克(Homestake)搭建了太阳中微子探测

器，包含100000加仑四氯乙烯，矿井深度为4850英尺，可以显著降低宇宙线本

底，经过几年的测量，戴维斯在1968 年首次发表实验结果：他探测到的太阳中

微子的事例数比预期的少很多，只有巴考尔等人基于标准太阳模型[10]给出的理



第一章 引言：中微子物理 

4 

 

论预言的三分之一。这个问题的提出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对太

阳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探测太阳光来实现的，但是太阳中心产生的光子因为强烈

的散射，到达地球表面所需的时间平均为2至3万年，所以通过光子的研究不能

直接反映出太阳中心状况，而通过中微子对太阳中心的观测却和已有的理论存

在较大的偏差，那么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太阳中微子消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戴维斯进一步地改进了实验，提高了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自此太阳中微子消失之谜愈发严重。 

 

 

图3. 太阳中微子产生机制示意图和太阳中微子的能量与通量示意图,右图中中括号中的数

值为目前测量的通量的不确定度。太阳释放的能量 99%是通过质子-质子融合而产生的，

图片来源[11, 12]。 

Figure 3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olar neutrino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olar neutrino energy and flux. The value in brackets in the right figure i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current measured flux. 99% of the energy released by the sun is produced 

by proton-proton fusion.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11, 12]. 

 

  1989年，由小柴昌俊和户冢洋二领导的日美神冈国际合作组汇报了他们关

于太阳中微子的测量结果[13]。神冈探测器属于水切伦科夫探测器，主要用来探

测水中的电子与来自太阳的高能 B 
8 中微子发生的弹性散射过程。该实验证实了

实验观测到的太阳中微子的数目确实小于理论预言值，但是神冈实验反映出来

的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偏差比戴维斯的实验要小一些，而这两类实验结果之间的

差异则主要是来源于两种实验装置对于 B 
8 太阳中微子的能量和数量敏感度不同。 

  可想而知，仅靠对太阳中微子中的电子中微子的测量是不能够确认太阳中

微子消失之谜的，必须结合其他的实验手段。不久之后，美籍华裔物理学家陈华

森（Herbert Chen）提出如果采用重水作为太阳中微子的探测媒介，便可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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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确认太阳中微子在到达地面之前是否进行了味道的转换,即是否转化成了

对纯水或其他探测媒介不敏感的缪子中微子或者陶子中微子。从图 3 的理论模

型可以看出，典型的太阳中微子能量不超过11 MeV，而由于缪子和陶子的静止

质量分别为105 MeV和1777 MeV，故即使太阳中微子在到达地球的过程中发生

振荡，产生的缪子型中微子或陶子型中微子到达地球后也不足以产生缪子或陶

子。众所周知，太阳中微子与重水中的氘核发生的反应有三种，中性流反应，电

荷流反应和弹性散射： 

 中性流反应： 

να + D → p + n + να, α = e, μ, τ 

 电荷流反应： 

νe + D → p + p + e− 

 弹性散射： 

να + e− → να + e−, α = e, μ, τ 

  如果电子中微子从太阳到达地球探测器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转换，那么

通过上述三种不同的反应过程测得的中微子通量应该是相等的。但是，一旦太阳

中微子中途发生振荡，由于带电流相互作用只对电子中微子敏感，而中性流相互

作用和弹性散射对三种中微子都敏感（敏感程度会存在一定区别），实验上就会

观测到参与中性流相互作用的太阳中微子的通量（ΦNC = Φe + Φμτ）明显大于参与

弹性散射过程的太阳中微子的通量（ΦES = Φe + 0.156Φμτ），而后者又大于参与带

电流相互作用的太阳中微子的通量（ΦCC = Φe）。该种探测方式完全不依赖于太阳

中微子的模型，结果更令人信服。 

  最终，位于加拿大的萨德伯里中微子观测站（Sudbury Neutrino Observatory, 

简称 SNO）使用重水作为靶核探测到了全部味道的中微子通量[14, 15]，发现电子

中微子通量与早期的实验相符，并且中微子总通量与标准太阳模型理论基本相

符（如图 4 所示）。随后的神冈液体闪烁体反中微子探测器（The Kamioka Liquid-

scintillator Anti-Neutrino Detector, 简称 KamLAND）确定了中微子振荡属性，实

验中，KamLAND 利用液体闪烁体能量分辨率高的特点精确测量了反电子中微

子的能谱，测得的能谱和中微子振荡的模型预言结果一致，并且与其它用来解释

太阳中微子消失之谜的理论预测的能谱不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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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微子的振荡的发现表明了它们具有微小的静止质量，但是在标准模型中

并不包含右手中微子，这意味着中微子是无质量的，包含中微子和带电轻子的规

范相互作用的矩阵是对角的，中微子之间也不存在混合，即中微子振荡不可能会

发生。SNO 实验测得的中微子振荡现象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推动了中微子物理学的发展。 

 

 

图4. 左侧为 SNO 实验探测器，整体为亚克力结构；右侧为 SNO 实验在 2002 年通过太阳中

微子与重水的弹性散射(ES)，带电流相互作用(CC)和中性流相互作用(NC)测得的中微

子通量，以及与标准太阳模型所预言的总通量ΦSSM的对比。三者的交汇点就是 SNO 的

测量结果，实体区域为1σ误差区域，结果清楚地表明了Φμτ ≠ 0。图片来源[17]。 

Figure 4 The left side is the SNO experimental detector with the acrylic structure; The right side 

is the result of the SNO experiment in 2002 by measuring the elastic scattering of solar 

neutrinos with heavy water (ES), charged current interaction (CC), also neutral current 

interaction (NC) . It shows the measured neutrino flux comparing with the total flux ΦSSM 

predicted by the standard solar model.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three is the results of SNO, in 

which the solid area is a 1σ error area, and the result clearly shows that Φμτ ≠ 0.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17]. 

 

  近一个世纪以来，从中微子的发现，到确认三代中微子的存在，再到太阳

中微子消失之谜得以解决，中微子物理和实验手段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验

精度的提高使我们更有信心进行更多更深入的中微子物理的研究，例如中微子

的质量起源，中微子是马约拉纳费米子还是狄拉克费米子，中微子振荡是正能级

或者倒能级，以及中微子振荡是否存在宇称-电荷破缺及其破缺程度等等。未来

能否从理论上和实验上取得突破，是基本粒子物理学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需要

各个中微子物理国际合作组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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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微子未解之谜 

  作为在微观和宏观世界都扮演着及其重要角色的基本粒子，中微子还有许

多未解之谜吸引着无数的科学家的好奇心并激发着他们的创造力。这些未解之

谜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已知的三种中微子和其反粒子自身性质相关的基

本问题，包括中微子绝对质量，质量等级，宇称-电荷相位，马约拉纳还是狄拉

克粒子等。第二类，是针对假想的中微子——惰性中微子——相关的问题，即是

否存在质量很轻的惰性中微子及其在物理模型中扮演的角色和惰性中微子与暗

物质之间的联系等。第三类是与宇宙天文学相关的若干中微子问题，包括如何探

测宇宙的热暗物质——宇宙背景中微子，和如何探测来自遥远天体源、与宇宙线

甚至引力波伴生的超高能中微子等。在该章节中，我们着重介绍第一类，中微子

及其反粒子相关的基本问题。 

 

 中微子是马约拉纳费米子还是狄拉克费米子 

  意大利物理学家马约拉纳（Ettore Majorana）在1937年指出，中微子的反粒

子可能是它自身，即中微子为马约拉纳费米子。如果中微子为马约拉纳费米子，

中微子和反中微子会具有相同的组成，会湮灭并产生能量。如果中微子是狄拉克

费米子，中微子和反中微子的组成则会具有非常大的区别。在1957年，物理学

家证明了中微子与反中微子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亚原子自旋，中微子

为左旋，而反中微子为右旋，这似乎清楚的表明了中微子和反中微子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中微子具有质量，我们总能通过改变参考系的方法使得其自旋相同。 

  中微子的非零质量意味着它应该和电子一样属于狄拉克粒子，但是由于中

微子是电中性的费米子，故它们与带电轻子和夸克非常不同。那么，中微子是纯

中性的费米子吗？由于中微子只有在空间中自由传播时才具有确定的质量，而

与物质相互作用时处于“味”本征态---质量本征态的叠加。因此，只有当马约拉纳

中微子处于质量本征态时，才能说其反粒子等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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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左侧为双中微子双β衰变示意图，右侧为无中微子双β衰变示意图。如果中微子为马约

拉纳中微子，某些原子序数和质量数均为偶数的原子核内部两个中子各自发生贝塔衰

变，所释放出来的马约拉纳中微子与其反粒子等价而有一定几率被相互吸收，导致反

应的最终产物只有两个电子和两个质子。如果中微子为狄拉克费米子，则会同时还有

两个中微子产生。图片来源[18]。 

Figure 5 The left side i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neutrino double beta decay, and the right side 

i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If the neutrino is a Majorana 

neutrino, the two neutrons in some nuclei with even numbers of atomic numbers and mass 

numbers will each undergo beta decay, and the released Majorana neutrino and its antiparticle 

will be absorbed by each other with a certain probability, leading to the final product of the 

reaction only with two electrons and two protons. If the neutrinos were Dirac fermions, two 

neutrinos would be p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18]. 

 

  如果中微子为马约拉纳中微子，这将开辟新的物理学，使得无中微子双贝

塔衰变成为可能发生的。如图 5 所示，在贝塔衰变中，通常发射的粒子之一为中

微子（伴随着一个电子），但是如果中微子也可以是其反粒子，则它可以在第二

个相互作用中被吸收，从而使贝塔衰变仅发射电子，而不产生中微子。除此之外，

如果中微子是马约拉纳中微子，也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中微子的质量是如此之

小。 

  若要确定中微子的马约拉纳属性，实验上目前唯一可行的是探测某些原子

序数Z和质量数A均为偶数的原子核可能发生的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 NZ
A →

NZ+2
A + 2e−，即相当于原本出现在两个贝塔衰变末态中的反中微子被彼此吸收了，

图 5 中的轻子数不守恒过程只有当中微子为马约拉纳费米子时才有可能发生。

不过由于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的反应截面远小于同一原子核的双贝塔衰变的，

到目前为止，该反应在实验上还没有被探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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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微子质量与中微子质量序列 

  物理学家们通常以中微子的味道来称呼它们，电子中微子，缪子中微子或

者陶子中微子。这是由于在它们与探测器相互作用时会产生其特征带电粒子，使

味道特征变得明显，比如电子中微子与探测器相互作用产生电子，缪子中微子与

探测器相互作用产生缪子，陶子中微子与探测器相互作用则产生陶子。 

  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对待中微子的方式，即它们的质量或者“质量状态”。

物理学家将中微子以质量1，质量2和质量3命名，对应于ν1，ν2，ν3。味道本征

态和质量本征态并不完全匹配，而是由三种质量本征态混合而成。一定质量的中

微子与探测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概率产生一定味道的带电粒子（e，μ，

τ）: 

a) 质量态ν1以三分之二的时间作为电子中微子相互作用，并以三分之一的

时间作为缪子或者陶子中微子相互作用； 

b) 质量态ν2作为三种味道相互作用的时间大概各三分之一； 

c) 质量态ν3分别大概以45%的时间作为陶子或者缪子中微子相互作用，以

10%的时间作为电子中微子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点的中微子味道和产生点的中微子味道不同的可能性取决于三个

质量中微子的运动速度。这表明，中微子有质量并且质量是不相同的，因为如果

中微子是无质量的，它们将会以光速传播，将不存在振荡。科学家们通过观察太

阳产生的电子中微子转化为缪子和陶子中微子，了解到ν1和ν2具有非常相似的质

量，并且ν2稍重于ν1，质量平方差小于1/10000。科学家们通过对大气中微子（缪

子中微子）的研究得出，ν3与其他两个质量状态之间的质量平方差远大于ν1和ν2

之间的质量平方差。但是目前尚未确定ν3比其他两个质量态更重或者更轻以及

它们的绝对质量。 

  目前关于测量中微子质量的实验主要有三类，但是都只能给出中微子质量

的上限： 

  第一类，贝塔衰变实验。费米早在1934年就指出，有限质量的中微子会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贝塔衰变末态电子能谱的端点行为，会使其与中微子没有质量

的情形存在微小的差别，而电子型反中微子的有效质量〈m〉e决定了这个微小的

差别。电子型反中微子的有效质量依赖于三种中微子的质量以及与电子型中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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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味道相关的中微子混合矩阵元Uei(i = 1,2,3)的大小， 

〈m〉e = √m1
2|Ue1|2 + m2

2|Ue2|2 + m3
2|Ue3|2 

到目前为止，最精确的实验测量给出的电子型中微子的有效质量的上限约为2 eV。 

  第二类，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与贝塔衰变实验不同，无中微子双贝

塔衰变的反应概率依赖于电子反中微子的另外一个有效质量〈m〉ee，〈m〉ee由三种

中微子的质量，中微子混合矩阵元的大小以及马约拉纳宇称-电荷共轭（Charge-

Parity,简称 CP）相位共同决定， 

〈m〉ee = m1
 |Ue1|2 + m2

 |Ue2|2 + m3
 |Ue3|2 

  由于中微子混合矩阵元Uei含有马约拉纳 CP 相位，它们的存在可能导致

〈m〉ee的三个分量彼此相消，甚至等于零。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三种中

微子的质量序列呈现倒能级排列（m3 < m1 < m2）时，|〈m〉ee|的下限约为0.1 eV，

而当质量序列呈现正能级排列时（m1 < m2 < m3），有一定的参数空间允许

|〈m〉ee|小于1 meV，甚至趋于零。目前的实验结果给出的上限约为0.3 eV，不过

该结果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其主要来源是计算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原子核跃

迁矩阵元时产生的较大的误差。 

  第三类，宇宙学观测。中微子质量虽然微小，但是由于它们数量巨大，仍

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宇宙的演化，从而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各向异性和大

尺度结构的细节产生影响。目前，以普朗克（PLANCK）为主的实验在95%的置

信度水平给出了最新宇宙学限制限制了∑ = m1 +υ m2 + m3 < 0.12 eV，虽然这

个数值不可避免的依赖于宇宙学观测数据的选取和模型的参数输入值，但是这

依然成为目前实验对于中微子质量的最强限制。下一代的宇宙观测站有望将对

中微子质量的灵敏度提高至十几个meV的水平从而达到分辨中微子质量等级的

目的：对于倒能级中微子质量和的下限约为0.1 eV，而对于正能级中微子质量和

的下限则可以达到0.05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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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微子质量及其等级性在不同观测量下的关联示意图。图中输入了目前已知的取 3σ 置

信度的中微子振荡的实验数据。其中蓝色区域对应的是倒能级而红色区域对应的是正

能级。图片源自[19]。 

Figure 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sses of neutrinos and their 

hierarchies under different observations. In the figure, the currently known experimental data 

of neutrino oscillation with 3σ confidence is input. The blue area corresponds to the inverted 

energy level and the red area corresponds to the positive energy level.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19]. 

 

  除了中微子的绝对静止质量，其质量等级也具有重要的物理意义。中微子

质量等级会影响其振荡概率，可以通过中微子振荡实验来测量。如章节 1.4.2 所

述，中微子的质量等级的测量主要依赖于θ13，由于大亚湾测得第三种中微子振

荡模式的振荡幅度为8.6%，直接证实了θ13并非像人们预言的那么小，故在实验

上我们可以通过高精度的加速器实验或者反应堆实验进行中微子质量等级的测

量。 

 

 CP 相位 

  CPT 定理（宇称对称 P、电荷正负对称 C、时间反演对称 T）表明，不论 C，

P，T 的顺序如何放置，所有相互作用在 CPT 变换的联合作用下具有不变性。而

CP 破坏指的是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此前 CP 破缺仅在K0 − K0
̅̅̅̅ 混合中以千分之几的微弱效应被测量到，最近，

在欧洲核子中心 LHC 底夸克探测器观测到了显著的 B 介子 CP 破缺（图 7）[20, 

21]。在标准模型中，不同夸克之间的味道混合现象来源于携带相同电荷的夸克场

同时与规范场和标量场发生相互作用，这导致夸克的质量本征态与味道本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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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匹配，在取质量本征态的情况下，可以用 CKM1矩阵将此种不匹配体现在

带电流弱相互作用中。三代夸克的混合导致的强子衰变 CP 发生破坏，对应于

CKM 混合矩阵中三个混合角和一个非零的 CP 破坏有关的相角。非零的 CP 破

坏有关的相角表明夸克跃迁振幅在正反粒子电荷和空间奇偶反演联合变换下会

发生改变，夸克混合角的大小则表明了不同夸克之间相互转换的强度。 

 

 

图7. CP 对称性可以被认为是一面“镜子”，其图像也将物质转化为反物质。新的实验观察表

明，带电 B 介子衰变成三个介子违反了这种对称性。图片来自 Alan Stonebraker。 

Figure 7 The CP symmetry can be thought of as a “mirror” whose image also converts matter to 

antimatter. New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show that this symmetry is violated by the decay 

of charged B mesons into three pions. The figure is from Alan Stonebraker. 

 

  对标准模型做简单地，合理地扩充后，我们引入了中微子质量项。在这种

情况下，不同轻子之间的味道混合来源于携带相同电荷的轻子场会同时与规范

场和标量场发生相互作用，导致弱相互作用的带电流部分出现与夸克类似的味

混合效应。需要注意的是，带电轻子和中微子的味道混合矩阵，即著名的 PMNS

矩阵，该矩阵在低能区不一定是幺正矩阵，这一点与夸克的情形十分不同，但是

目前的实验结果也表明，该幺正性破缺效应小于1%，因此可以假设其为幺正的，

并用它来分析中微子振荡效应。 

  由于中微子振荡本身与带电轻子无关，我们可以不失一般性的取带电轻子

的质量本征态等价于其味道本征态，于是中微子的味道本征态就等于 PMNS 矩

阵乘以其质量本征态。考虑到中微子振荡对于马约拉纳 CP 相位不敏感的事实，

 
1 C 代表的是 1963 率先明确提出夸克混合概念的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 Nicola Cabibbo，K 和 M 代表的是

预言了三代夸克的存在，并提出标准弱电统一模型的 CP 破坏机制的日本理论物理学家 Makoto Kobayashi

和 Toshihide Mas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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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NS 矩阵可以近似取与 CMK 矩阵相似的参数化方案，也包括三个味道混合

角，和一个 CP 相位角δ。 

  那么如何进行δ的测量呢？参考章节 1.3 中的对于 CP 破坏的描述，观察轻

子 CP 破缺的可行方法是利用中微子振荡现象，研究中微子和其反中微子的振荡

概率之间的区别，从而获得 CP 破缺相位角δ。在短基线中微子振荡实验中，CP

破缺效应受到压制，而长基线则可避免该种压制[22-26]。最近，在长基线中微子振

荡实验中测量 CP 破缺引起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但是，在长基线中微子实验测

量 CP 破缺时，由于地球物质不是 CP 对称的，物质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测

量结果，我们需要寻找合适的方法进行 CP 破缺的研究。 

  迄今为止，一系列成功的中微子振荡实验使得测量三个轻子的混合角大小

成为可能，而且获得了有关 CP 不守恒的初步测试结果。未来的实验将进一步降

低中微子混合角的误差，并且更加精确的测定 CP 相位δ的数值（目前的结果倾

向于270o附近[27]），这将极大地帮助科学家解释可观测宇宙的物质与反物质的不

对称性。 

 

1.3 中微子振荡 

  按照来源，中微子可以划分为太阳中微子，大气中微子，反应堆中微子，

和加速器中微子。在标准模型中，典型的能量在MeV的中微子的υN散射截面是： 

 σ~
GF

2E2

π
~10−34 cm2 (1) 

  所以当流强为1010 s−1的中微子束流射向地球时，每秒钟只有一个中微子会

被地球物质散射。中微子束流通过的物质的性质也会对中微子的振荡产生较强

的影响，考虑到模拟分析的简洁性，在本文中我们仅讨论了在真空中传播的中微

子振荡，不考虑物质效应。 

  截至目前为止，人们在实验上发现了三代轻子。标准模型中，中微子属于

轻子，与电子（e−），缪子（μ−），陶子（τ−）相对应，有三代中微子（三个味道，

分别为电子型中微子νe，缪子型中微子νμ，陶子型中微子ντ）。作为轻子的一种，

中微子只参与弱相互作用。根据章节 1.2.2 中的味道混合理论以及实验中各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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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测量结果表明，中微子在传播过程中会自发的发生味道的转化，这是一种类

型（味道）的中微子在空间传播的过程中自发地周期性地转化成另外一种类型

（味道）的中微子的量子相干现象，即中微子振荡[28]。 

  中微子是以质量本征态（< ν1|, < ν2|, < ν3|）传播，并以味道本征态（<

νe|, < νμ|, < ντ|）被探测到的，两者之间的变换矩阵为： 

 U(< ν1|, < ν2|, < ν3|) = (< νe|, < νμ|, < ντ|) (2) 

其中转换矩阵 U 为参数标准化后的 PMNS 矩阵，其中 P 对应于庞蒂科夫

（Pontecorvo）， M 对应于牧二郎（Z. Maki），N 对应于中川昌美（M. Nakagawa）,S

对应于坂田昌（S. Sakata）。PMNS 矩阵又可以称做中微子混合矩阵，它有四个

自由度，可以被三个混合角和一个 CP 破坏相位角参数化[29-31]，可以表示为： 

U = (
1 0 0
0 cosθ23 sinθ23

0 −sinθ23 cosθ23

) (
cosθ13 0 e−iδsinθ13

0 1 0
−eiδsinθ13 0 cosθ13

) (
cosθ12 sinθ12 0

−sinθ12 cosθ12 0
0 0 1

) 

其中θjk是νj − νk混合角，δ是 CP 破缺相位，第一项中的θ23与大气中微子振荡相

关，第二项中的θ13与相位角δ与反应堆中微子和长基线加速器中微子振荡相关，

而第三项θ12则与太阳中微子振荡相关。U 矩阵等价于： 

U = (

Ue1 Ue2 Ue3

Uμ1 Uμ2 Uμ3

Uτ1 Uτ2 Uτ3

)

= (

c12c13 s12s13 s13e−iδ

−s12c23 − c12s13s23eiδ c12c23 − s12s13s23eiδ c13s23

s12s23 − c12s13c23eiδ −c12s23 − s12s13c23eiδ c12c23

) 

其中cij = cosθij，sij = sinθij，其中ij = 12，13，23。矩阵的第一行，第二行和

第三行分别对应于三个味道相关的 U 矩阵元。综上可得，味道本征态可以用质

量本征态通过 U 矩阵元表示为： 

 |να⟩ = ∑ Uαii |νi⟩ (3) 

那么中微子以某一味道|να >传播一定时间后，塌缩为另一味道|νβ >的概率为: 

A(|να⟩ → |νβ⟩) = ⟨να|νβ⟩ ∑  

i

∑〈νj|Uβje
−ipxUαi

∗ |νi〉

j

= ∑ Uβie
−ipxUαi

∗

i

 

其中p为中微子的动量。中微子的绝对质量mi远小于其能量Ei或者动量pi，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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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对论粒子。e−ipx是质量本征态的传播子。在实验室坐标系下，e−ipx =

e−i(Et−|p|L)，v ≈ c,E ≈ p，其中L为探测器与中微子源之间的距离。中微子的能量

可以表示为： 

 Ei = √p2 + mi
2 ≈ p +

mi
2

2p
≈ p +

mi
2

2E
 (4) 

由t ≈ L可以得到： 

 px = Et − |p|L = (E − |p|)L =
mi

2

2E
L (5) 

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到中微子从初始状态为|να >在传播一定的距离L后，振荡为

另一状态|νβ >的概率可表示为（其中质量平方差Δmij
2 = mi

2 − mj
2）： 

P(|να⟩ → |νβ⟩) = |A(|να⟩ → |νβ⟩)|
2

= ∑  

i

∑ Uβj
∗ Uαje

imj
2L

2E UβiUαi
∗ e−

imi
2L

2E

j

=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e
−iΔmij

2 L

2E

j

 

由于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j −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j = 0 ，以及 U 为单元矩阵，有

∑ Uαi
∗ Uβii = δαβ，故上式可以变换为： 

P(|να⟩ → |νβ⟩)

=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e
−iΔmij

2 L

2E

j

+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j

−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j

=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e
−iΔmij

2 L

2E − 1)

j

+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j

= ∑  

i

∑ Uβj
∗ UαjUβiUαi

∗  (e
−iΔmij

2 L

2E − 1)

j

+ δαβ 

假设Dij = Uβj
∗ UαjUβiUαi

∗ ，则有Dij = Dji
∗ ，并且Dij + Dji = 2Re(Dij)，利用eix =

cosx + isinx，并做单位制运算，上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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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να⟩ → |νβ⟩)

= δαβ + 2 ∑ Re(Uβj
∗ UαjUβiUαi

∗ ) (cos (
Δmij

2L

2E
) + isin (

Δmij
2L

2E
) − 1)

i>j

= δαβ − 4 ∑ Re(Uβj
∗ UαjUβiUαi

∗ )sin2 (
Δmij

2L

4E
)

i>j

+ 2 ∑ Im(Uβj
∗ UαjUβiUαi

∗ )sin (
Δmij

2L

2E
)

i>j

= δαβ − 4 ∑ Re(Uβj
∗ UαjUβiUαi

∗ )sin2 (
1.27Δmij

2L

E
)

i>j

+ 2 ∑ Im(Uβj
∗ UαjUβiUαi

∗ )sin (
2.54Δmij

2L

E
)

i>j

 

最后一行的变化来源于L/E的单位制的转换引入，其中E的单位为MeV，L的单位

为km。如果α = β，式中的第三项会变为0，此即是中微子振荡存活的几率，如

果α ≠ β，给出的则是中微子从一个味道转化为另外一个味道的几率。如果 CPT

守恒，对于中微子振荡，则有： 

 P(|να⟩ → |νβ⟩) = P(|υ̅α⟩ → |υ̅β⟩) (6) 

 P(|να⟩ → |νβ⟩; U∗) = P(|νβ⟩ → |να⟩; U) (7) 

综合可得， 

 P(|υ̅α⟩ → |υ̅β⟩；U) = P(|να⟩ → |νβ⟩; U∗) (8) 

即中微子从一种味道转化为某一味道的振荡几率和反中微子振荡几率是相同的。

P(|υ̅α⟩ → |υ̅β⟩)和P(|να⟩ → |νβ⟩)不相等意味着 CP 不守恒，而P(|να⟩ → |νβ⟩)和

P(|νβ⟩ → |να⟩)的不同意味着 T 变换不守恒。故在实验中从υα到υβ和从υ̅α到υ̅β的

概率差可以用来检测 CP 的破坏程度。 

 当α = β = e，即υ̅e → υ̅e时，反电子中微子振荡存活几率可以用 PMNS 矩阵

第一行电子中微子矩阵元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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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υ̅e → υ̅e) = 1 − 4 ∑ Re(Uej
∗ UejUeiUei

∗ )sin2 (
1.27Δmij

2L

E
)

i>j

 

               = 1 − 4|Ue3|2|Ue1|2sin2 (
1.27Δm31

2 L

E
) − 4|Ue3|2|Ue2|2sin2 (

1.27Δm32
2 L

E
) −

4|Ue2|2|Ue1|2sin2 (
1.27Δm21

2 L

E
)  (9) 

  可以看出，影响中微子振荡的参数一共有6个，分别为3个混合角（θ12，θ23，

θ13），两个中微子质量平方差（Δm21
2 ，Δm32

2 ）和一个 CP 相位角δ，其中质量平

方差会影响中微子振荡的频率，混合角影响的是中微子振荡的幅度，而 CP 相位

角影响的是则是电荷宇称对称性的破坏程度。正能级情况下有m1 < m2 < m3，

反能级情况下有m3 < m1 < m2。考虑到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与太阳中微子质

量平方差存在大约30倍的等级性，探测器需要非常好的能量分辨能力才能够区

分|∆m31
2 |和|∆m32

2 |的微小区别。在本文的第五章中，通过采用不同的中微子参数

定义方法（使用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的定义取代正序下的|∆m32
2 |或者反序下的

|∆m31
2 |），在加入刻度模拟的有效能量分辨率和非线性的结果后，进行了质量序

列灵敏度的研究。 

  世界各地的中微子探测装置，如超级神冈、SNO、KamLAND、大亚湾（Daya 

Bay），都为中微子振荡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并测得了一系列中微子

振荡参数。截止2020年，各个振荡参数的实验测量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2020 年 PDG2最新中微子振荡参数表 

 

振荡参数 测量结果 

sin2θ12 0.307−0.012
+0.013 

∆m21
2  (7.53 ± 0.18) × 10−5 eV2 

sin2θ23 假设反序 0.547 ± 0.021 

假设正序 0.545 ± 0.021 

∆m32
2  假设反序 −2.546−0.040

+0.034 × 10−3 eV2 

假设正序 (2.453 ± 0.034) × 10−3 eV2 

sin2θ13 (2.18 ± 0.07) × 10−2 

δ  1.36 ± 0.17(π rad) 

 

  对于反应堆电子反中微子，其振荡存活几率可以表示为： 

 
2 Particle Data Group，简称 P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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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υ̅e → υ̅e) = 1 − sin2(2θ13)sin2 (
1.27Δm31

2 L

2E
) 

                          −sin22θ12cos4θ31sin2 (
1.27Δm21

2 L

2E
) (10) 

当Δm31
2 远大于Δm21

2 时，上式可以简化为： 

 P(υ̅e → υ̅e) = 1 − sin2(2θ13)sin2 (
1.27Δm31

2 L

2E
) (11) 

可以看出，反应堆反电子中微子测量实验对于θ23和δ 完全不敏感。表 2 中给出

了不同的中微子源对于质量平方差的敏感区间，参考表 1 若想对∆m32
2 进行精确

的测量，质量平方差的敏感区域需要落在10−3 eV2至10−5 eV2，那么对于反应堆

反电子中微子源，需要搭建长基线探测器进行测量。而对于加速器中微子，无论

长基线还是短基线，均难以对质量序列进行精确的测量。 

 

表2. 各种中微子源的中微子典型能量，飞行距离和对应的质量平方差敏感区域，SBL 对应

的是短基线（short baseline），LBL 对应的是长基线(long baseline)。 

 

中微子源/反

中微子源 

中微子/反中

微子类型 

典型能量

（GeV） 

距离（km） 质量平方差敏感

区间（eV2） 

太阳中微子 νe 10−3 107 10−10 

大气中微子 νe,νμ,ν̅e,ν̅μ 0.1~102 10~103 10−1~10−4 

反应堆中微子 ν̅e 10−3 SBL: 0.1~1 10−2~10−3 

LBL: 10~102 10−4~10−5 

加速器中微子 νμ,ν̅μ 10 SBL: 0.1 > 0.01 

LBL: 102~103 10−2~10−3 

 

1.4 中微子振荡探测实验 

  中微子振荡现象的发现为中微子具有非零的质量和轻子混合提供了令人信

服的证据。如前文所述，三代中微子之间的振荡概率由六个独立参数决定：3个

与中微子质量本征态相关的混合角（θ12，θ23，θ13），两个中微子质量平方差参

数（Δm21
2 ，Δm32

2 ）和一个 CP 相位角δ 。除了相位角δ 的大小和质量平方差Δm32
2

的符号外，其他参数均已通过测量大气中微子，太阳中微子，反应堆中微子的振

荡相关实验获得。当前和将来的中微子物理大科学装置中微子振荡实验（长基线

加速器和反应堆）除了进行混合参数的精确测量外，都在集中寻找轻子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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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破缺和进行相位角δ 的测量，以及中微子质量等级的确定。本章节主要分类

讲述这些实验的概念设计及其关键探测技术。 

 加速器实验 

  近三十年来，中微子振荡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加速器中

微子实验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质子在同步加速器中轰击铍原子组成的

靶标，这种撞击会产生一种叫做π介子的粒子。这种粒子的衰变产物会产生实验

所需的中微子（缪子型中微子和陶子型中微子）。加速器产生的中微子束流具有

能量高、流强大、方向性好的特点，非常适合进行中微子的研究。事实上，今天

测量中微子振荡 CP 相角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长基线加速器中微子，例如美国的

美国深层地下中微子实验和日本的顶级神冈实验。 

  利用加速器中微子探测器探测质量序列和 CP 破坏，通常通过比较正反缪

子中微子各自振荡到正反电子中微子的差别来实现。中微子在穿越地球过程中，

与物质中的电子发生特殊的物质效应，改变振荡几率，如果质量序列为正，对于

电子中微子来说，振荡效应被加强；而反电子中微子振荡效应被减弱；如果质量

序列为负，则两者颠倒。基线越长，中微子在地球中运动受到物质效应的影响越

大。CP 相角也会改变振荡几率，正的 CP 相角会减弱缪子中微子到电子中微子

的振荡，而加强缪子反中微子到电子反中微子的振荡。 

 T2K 

  高能的宇宙射线（主要包含质子）穿过地球时，与大气层发生相互作用产

生介子，进一步衰变产生中微子。中微子的振荡具有周期性，振荡频率由中微子

的质量平方差决定，振荡幅度则由中微子的混合角决定。超级神冈中微子探测实

验（Super-Kamioka Neutrino Detection Experiment，简称 Super-K）探测到的大气

中微子振荡对应的两种中微子质量平方差在(0.5 − 6) × 10−3 eV2之间，第一个振

荡极大值位于L/E ≈ 200~2000 km/GeV附近，即如果利用加速器产生能量为

1 GeV的中微子,探测器需要放置在数百公里之外才能得到最好的探测效果，这种

实验被称之为长基线加速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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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T2K 实验原理示意图。图片源自[32]。 

Figure 8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principle.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32]. 

  

  日本的中微子实验 T2K[33]是 Tokai-to-Kamioka 的缩写，即从东海到神冈的

意思。在过去的中微子实验中，仅观测到缪子中微子振荡为陶子中微子，一直到

2013年才观察到缪子中微子振荡到电子中微子。究其原因是由于控制这个振荡

概率的参数θ13非常小。T2K 主要是用来测量缪子中微子到电子中微子的振荡，

从而直接的证实中微子的味道转化行为，并且对轻子部分的 CP 相位破坏进行了

限制。T2K 使用的中微子源是由日本加速器研究中心（Japan Proton Accelerator 

Research Complex，简称 J-PARC）给出的30 GeV质子产生的高强度偏轴中微子

束流。质子与目标材料相互作用会产生大量的π+介子，π+衰变主要产生反缪子

和缪子中微子（π+ → μ+ + υμ）。T2K 远端的探测器是位于距日本加速器研究中

心295 km处的日本著名的实验 Super-K 的5万吨纯水切伦科夫探测器，周围有

11200个光电倍增管，可以测量振荡后的缪子和电子中微子（反中微子）的能谱。

比对表 2，该实验对中微子质量差敏感区域∆m2~10−3 eV2。Super-K 使用切伦科

夫环区分由中微子带电流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缪子和电子。中微子的能量重建基

于带电流准弹性散射（υl + n → l−1 + p）通过轻子动力学创建。T2K 的2.5o偏轴

束流带来一个相对窄带的中微子（反中微子）通量，可以提供一个更为理想的中

微子能谱，其能量峰值为600 MeV，对应于 Super-K 的第一个振荡最大值。T2K

的近端探测器位于产生靶280 m处，由一个同轴探测器（INGRID）和一系列位

于与质子束流方向夹角为2.5o的偏轴线上的子探测器（ND280）组成，并放置在

磁场强度为0.2 T的 UA1 磁场内部。近端探测器主要用来精确测量未振荡的中微

子束的能量谱，通量，中微子振荡之前的相互交叉的部分以及中微子散射截面，

从而降低中微子束流的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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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2K 观测到的电子中微子和反电子中微子事例数以及对于270o相角（中微子增强）和

90o相角（反中微子增强）的事例数预期，数据来源于[27] 

 

 观测值 预期值 

δ = 270o δ = 90o 

电子中微子 90 82 56 

反电子中微子 15 17 22 

  

  如今 T2K 实验已经在7.3σ的置信度上测量到缪子中微子到电子中微子的振

荡[34]，并且也成功地观测到反缪子中微子到反电子中微子的振荡，不过后者的

置信度相对偏低一点。在 T2K 2018年发表的文章，以95%的置信度排除了 CP

破坏相角δ在0o和180o的可能性[35]，表明了在中微子振荡中很可能存在 CP 破缺。

T2K 2020年的测量结果（表 3）暗示了 PMNS 轻子混合矩阵中为 CP 破缺相位

角接近于270o，并且以3σ（99.7%）的置信度排除了 CP 破坏相角δ在−2o到165o

的可能性[27]，这意味着中微子振荡过程中的 CP 不守恒效应将会很显著。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潜在的 CP 破缺效应测量的实验灵敏度，T2K 合作组将

升级近端探测器套件，以减少系统不确定性并积累更多数据，而 J-PARC 也将通

过升级加速器和光束线来增加光束强度。对于质量序列，T2K 由于基线相对较

短，不能够实现对质量序列灵敏度的精确测量。 

 

 顶级神冈 

  顶级神冈（Hyper-Kamiokande，简称 Hyper-K）[36]是基于成功的 Super-K 实

验之上建立的，位于超级神冈实验朝南8 km处的日本岐阜县飛驒市650 m深

（1750 m等效水深）的神冈矿山矿洞内，是一个多物理目标探测器项目，主要

包括通过观察来自于 J-PARC 加速器的中微子和反中微子的振荡的区别精确测

量 CP 破缺，研究中微子质量序列，观测宇宙中微子，以及探索宇宙及其粒子的

起源，演化和未来发展，质子衰变等。为实现 CP 破缺精确测量的目标，Hyper-

K 探测器的事例率预测系统误差需要小于3%，这个问题将通过升级 ND280 和在

T2K 中微子产生靶一公里处建造一个适中的水切伦科夫探测器来解决。Hyper-K

探测器的有效体积是超级神冈的10倍，探测器设计包括一个圆柱形罐，圆柱罐



第一章 引言：中微子物理 

22 

 

高60 m，直径74 m，罐中将会盛满26万吨的超纯水，高能中微子在探测器重通

过ν − e散射产生高能电子，如果其速度大于光在这种超纯水中的传播速度，高

能电子将会在水中产生蓝色辉光，即切伦科夫光，该超大圆柱形的“水切伦科夫”

探测器产生的光信号将被4万个光电倍增管探测到（约40%的光阴极覆盖率）并

由电子学读出。 

 

 

图9. 左侧为顶级神冈探测器效果图，右侧为盒线型光电倍增管工作原理示意图，优化打拿

极排布及其形状，提高光电子收集效率，加入聚焦电极，并且增加了第一个打拿极的有

效面积，图片来源[37]。 

Figure 9 The left side is the picture of the Hyper-K detector. The right side i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box-line photomultiplier tube. The layout and shape of the 

light-emitting stage are optimized, the photoelectron collection efficiency is improved, and the 

focusing electrode is added, also the effective area of the first dynode is increased.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37]. 

 

 

  由于切伦科夫光的光子数会从几个变化到几百个，因而要求光电倍增管具

有较高的光子探测效率，足够的动态变化范围和良好的能量响应非线性。中微子

反应的顶点重建是基于切伦科夫光光子在每个光电倍增管的到达时间信息决定

的，从而要求光电倍增管必须有良好的时间分辨率，对于单光子的渡越时间展宽

也需要小于3 ns。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滨松公司为 Hyper-K 设计了两款具有快速

能量响应和高光电子收集效率的20英寸的真空光电探测器，盒线型光电倍增管

（Box & Line PMT）R12860 和混合光电探测器（Hybrid photodetector, 简称 HPD，

使用雪崩二极管作为电子倍增器制作而成）。盒线型光电倍增管由于打拿极的结

构调整，使其光电子具有较为统一的运动路径和高的光电子收集效率，从而显著

降低了渡越时间展宽（1.1 ns）和提高了量子收集效率和单光子分辨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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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谷比为4.3）。同时，盒线型光电倍增管的第一个打拿极有效接收面积的调整使

其在400 nm的量子效率可以达到30%。该种光电探测器的制作成功，将会显著

的提高了 Hyper-K 实验的灵敏度。该实验预计2026年建造完成并开始取数。 

 

 NuMI 离轴中微子外观和美国深层地下中微子实验 

 

图10. DUNE 实验和 NOvA 实验相对于费米实验室选址示意图。NOvA 和 DUNE 都是长基

线中微子实验，接收来自于费米实验室质子加速器打靶产生的中微子，并且利用近远

端探测器进行探测。 

Figure 10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ocation of the DUNE experiment and the NOvA experiment 

comparing with the Fermi laboratory. Both NOvA and DUNE are long-baseline neutrino 

experiments, which receive neutrinos produced by the proton accelerator in Fermilab and 

detect them with near and far detectors. 

  

  NuMI离轴中微子外观（Neutrinos at the Main Injector(NuMI) off-Axis Electron 

Neutrino Appearance(NOvA) Experiment，简称 NOvA）主要目标是使用费米国家

加速器实验室的 NuMI 中微子束流进行中微子振荡的研究。NOvA 的300吨的近

端探测器距离π产生靶1000 m，且置于100 m深地下，14千吨的远端探测器置于

明尼苏达州阿什河上，距离π产生靶810 km，这使 NOvA 具有较高的质量序列灵

敏度。NOvA 建造了一万四千吨分小单元的液体闪烁体探测器，由盛装液体闪烁

体的 PVC 结构（截面为6.6 × 3.9 cm2，近端探测器中长度为4 m，远端探测器中

为15 m）阵列而成，产生的信号由波长位移光纤和32位的雪崩式光电二极管读

出并放大，对电子中微子的探测效果较好。两个探测器偏轴13.6o，该方向上的

中微子束流的能量峰值为2 GeV，为大气中微子振荡参数的第一个振荡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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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 的几何形状可以为电磁场和强子簇射提供良好的重建和分离，以及进行

缪子和中性π的识别。2015年，通过事例挑选效率不同的两种方法比对分析，

NOvA 分别观测到6个和11个电子中微子事例，和反应堆实验结果联合之后，同

样指出 CP 相角可能在270度附近。该实验正在以700 kW的束流功率采数，预计

到2023年可以达到36 × 2020的质子的曝光量。 

 美国深层底下中微子实验（Deep Underground Neutrino Experiment，简称

DUNE）主要实验目标是进行中微子科学研究和质子衰变研究，由两个位于世界

上强度最强的中微子源束流上的中微子探测器组成。其中一个探测器位于美国

伊利诺伊州巴达维亚的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附近，用来探测中微子源的性质。

另外一个探测器位于南达科他州里德的桑福德地下实验室，深埋地下1000 m，

中微子束在地下穿越1300 km后被探测器捕捉到，用于研究中微子物理。与

NOvA 一样，都是接收来自于费米实验室质子加速器打靶产生的中微子，并且利

用近远端探测器进行探测。 

 

 

图11. DUNE 实验原理示意图。 

Figure 1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UNE experiment principle. 

  

  利用高能粒子加速器提供中微子束流是中微子实验的重要手段之一，加速

器中微子为中微子理论模型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微子振荡和参数测

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国际中微子研究进展和规划来看，加速器中微子在未

来数十年还将会保持蓬勃的发展，力争解决中微子的各种物理问题。也希望我国

可以抓住历史的机遇，发展自己的加速器中微子实验，在中微子的领域可以走在

世界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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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堆实验 

  反应堆和原子弹类似，都是利用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1956年，科学家

们通过核反应堆探测到了第一个贝塔衰变产生的中微子，并由此开启了反应堆

探测中微子的大门。反应堆的燃料主要是2% − 4.5%的浓缩铀235，其他成分为

铀238。反应堆运行过程中，铀235持续裂变，同时产生中子，中子被铀俘获后

会产生两种可裂变原子核，钚239和钚241，这四种原子核是反应堆产生能量和

中微子的主要核素。这四种核素每次裂变平均释放200 MeV的能量，裂变产物大

部分为不稳定的放射性同位素，平均发生六次贝塔衰变后形成稳定的核素，相应

地，会释放出六个反中微子。对于一个热功率为1 GW的反应堆，每秒钟释放出

的中微子约为2 × 1020个，这些中微子全部为反电子中微子，大部分能量在0 −

10 MeV之间。反应堆作为超级丰中微子源，我们可以通过将探测器放置在不同

的位置，研究中微子的振荡行为[38]。 

  中国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39, 40]，韩国的 RENO 实验[41]（全称为 Reactor 

Experiment for Neutrino Oscillation，简称 RENO）和法国的 Double Chooz 实验[42]

为了对第三个混合角θ13做出精确的测量，这些实验在反应堆附近建立了近端-远

端探测器，近端探测器紧靠反应堆（由θ13带来的振荡非常小），而远端探测器距

离反应堆约1 km，对θ13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在这些实验中，探测器均采用掺钆

液体闪烁体作为为靶核，由于近端-远端探测器具有相同的结构，来自于中微子

流强，中微子散射截面，探测效率和探测器质量的系统误差被显著压制。这些实

验使用液体闪烁体通过逆贝塔衰变探测反应堆反中微子，使用光电倍增管作为

光电探测器。进入探测器的电子型反中微子与探测器媒质中的质子发生相互作

用，转化为正电子和中子。其中正电子很快会被探测器媒质中的电子捕获，发生

正负电子对湮灭，释放出能量在MeV量级的运动方向相反的伽马光子，并被光电

倍增管看到。中子在探测器中游走片刻后，会被捕获，同时释放出能量为MeV量

级的伽马光子。通过观察两个前后发生的，间隔只有若干微秒的两次闪光信号，

就能够令人信服的确认探测器内部发生了υ̅e + p → e+ + n反应，进而判断其中看

不见的粒子就是来源于核反应堆的电子型反中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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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左侧：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一号厅探测器；右侧：大亚湾实验布局图。六个圆点表示六

个反应堆， 包括大亚湾反应堆 D1 和 D2，岭澳和岭澳二期 L1、L2、L3 和 L4。一共

八个全同的探测器，用 AD1 到 AD8 表示，分别布置在三个通过隧道相互连接的地下

实验大厅 EH1,EH2 和 EH3,大亚湾近点 EH1 距离反应堆约 360 m,岭澳近点 EH2 距离反

应堆约 500 m，远点 EH3 距离大亚湾约 1900 m，距离岭澳约 1600 m。 

Figure 12  Left: the detector in Hall I for Daya Bay Neutrino Experiment; Right: layout of the Daya 

Bay Experiment. The six dots represent six reactors, including Daya Bay reactors D1 and D2, 

Ling Ao and Ling Ao Phase II L1, L2, L3, and L4. A total of eight identical detectors, denoted 

by AD1 to AD8, are respectively arranged in three underground experimental halls EH1, EH2 

and EH3, which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by tunnels. Daya Bay near point EH1 is about 

360 m away from the reactor, and Lingao near point EH2 is about 500 m away from the reactor. 

EH3 is about 1900 m away from Daya Bay and 1600 m away from Lingao. 

  

  RENO 和 Double Chooz 都是使用了一个近端探测器和一个远端探测器。而

大亚湾实验则搭建了更为复杂的实验布局(图 12)，六个核反应堆（总功率约为

17.4 GW），位于两个不同位置的四个近端探测器，和四个远端探测器，每个探测

器中包含20吨的液体闪烁体。大亚湾实验的有效能量分辨率约为7.5%/

√Evis(MeV)。大亚湾实验对于θ13的测量结果来自于近端和远端测到的反电子中

微子的比值。测量结果与反应堆反中微子流强和谱形无关。目前大亚湾实验对于

sin22θ13的测量精度约为2.5%。大亚湾实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43]，测得第三

种中微子振荡模式的振荡幅度约为8.6%，证实了θ13并非像人们预言的那么小，

这开启了新实验的大门，使得发现 CP 破坏具有了可能性，为解释中微子与反中

微子的区别，甚至为解释早期宇宙间物质不对称的现象提供了基础，也催生了下

一代反应堆中微子探测器——江门中微子实验的设计与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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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中微子实验 

 

2.1 江门中微子实验简介 

  在2012年大亚湾测得较大的θ13后，江门中微子实验（Jiangmen Underground 

Neutrino Observatory，简称 JUNO）的可行性大大提高，使得其2013年得以正式

立项。江门中微子实验将在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县地下693 m深(1800 m. w. e)处建

造一个有效质量为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不掺钆）探测器，地理位置为东经

112o31′05′′，北纬22o07′05′′，如图 13 所示，距离阳江和台山核电站均为53 km

（设计总功率为35.8 GW，），其主要目标是测量中微子质量序列，同时对振荡参

数θ12 ，∆m21
2 ，∆m31

2 做精确的测量，还进行其它多项科学目标前沿研究，包括超

新星中微子、太阳中微子、大气中微子和地球中微子的观测等[44-47]。实验使用的

2万吨液体闪烁体被约束在厚度为12 cm直径为35.4 m的有机玻璃大球中，然后

浸泡在一个直径和深度均为43.5 m的水池中，并由钢架支撑，钢架上安装约

17600个20英寸和25600个3英寸光电倍增管（量子效率大于30%）用来观测闪

烁光，小光电倍增管被安装在大光电倍增管的间隙中[48]，探测器总的光阴极覆

盖率预计可以达到78%，有效能量分辨率预计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3%。JUNO 液

体闪烁体的吸收长度长达25 m（对比大亚湾的仅有15 m），光产额可以达到

1300 PEs/MeV。液体闪烁体作为探测中微子的媒介，当中微子穿过时，部分中

微子会与其发生反应，激发液体闪烁体，通过荧光共振能量转移，产生微弱的闪

烁光，并被光电倍增管探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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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江门中微子实验选址以及JUNO探测器示意图。图片源自[49]。 

Figure 13  Location of Jiangmen Underground Neutrino Observatory and the schematic view of 

JUNO detector.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49]. 

 

  在 JUNO 中，探测器通过由逆贝塔衰变正电子湮灭产生的快信号和由中子

被氢捕获产生的慢信号的时间差约为200 μs甄别反中微子事例。宇宙线粒子和环

境中的自然本底会产生与中微子信号非常接近的事例，为了排除这些本底信号，

水池中安装了大约2000个20英寸光电倍增管，被称为“反符合探测器”。此外，

宇宙射线径迹探测器被安装在水池上方，用来精确测量宇宙射线的方向。中心探

测器通过“烟囱”（chimney）与刻度室相连，刻度室内则放置多套刻度装置用来

对探测器进行刻度。如表 4 所示，根据实验物理和安装要求，江门中微子实验包

括12个课题，上海交通大学组主要负责的是课题八：刻度系统。 

 

表4.  江门中微子实验十二个课题及其相关的内容 

 

课题 名称 内容 

1 总体 物理；安装集成；机械；电子学；PMT 模块及安

装；综合管理； 

2 中心探测器 中心探测器结构设计与实验；中心探测器小模型

实验；中心探测器有机玻璃球；中心探测器不锈

钢网壳；液体灌装；系统安装和调试； 

3 反符合探测器 顶部径迹探测器支撑结构及水池密封；水切伦科

夫探测器设计与安装；纯净水系统设计与安装；

地磁补偿系统；系统研究与集成； 

4 新型光电倍增管研制 新型光电倍增管研制 

5 液体闪烁体研制 液体闪烁体纯化设备；液闪原材料及质量检测；

烷基苯存储与运输；液闪混制；总体集成研究； 

6 电子学与触发 专用芯片研制；PMT 前端电子学；PMT 读出电

子学；电子学工艺；触发判选及时钟；PMT 电压

系统（高低压）；集成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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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获取与探测器监测 前端电子学数据读出；数据获取；探测器监测； 

8 刻度系统 自动刻度；ROV 及声呐定位；导管系统；CCD

定位；系统整体测试与调试； 

9 软件模拟与计算环境 软件平台；模拟；重建；计算环境；现场事例数

据快速重建和质量监控； 

10 土建与通用 土建与通用 

11 光电倍增管测试与防护 PMT 测试；PMT 分压器；PMT 防爆；PMT 防

水封装； 

12 小光电倍增管系统 SMPT 测试；SPMT 分压器；SPMT 分装； 

 

表5.  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相关参数比较 

 

 KamLAND Borexino Daya Bay JUNO 

有效质量[t] ~1000 ~300 ~170 ~20000 

有效能量分辨率 6%/√E 5%/√E 7.5%/√E 3%/√E 

光产额PEs/MeV 250 500 200 1200 

  

  从表 5 可以看出，JUNO 的中心探测器有效质量是 KamLAND 的20倍，是

Borexino 的40倍。光产额更高，是 Borexino 的2倍之多，是 KamLAND 的5倍左

右。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预计于2022年底全面完成，正式的数据采集则会在2023

年初开始。通过分析 JUNO 两万吨液闪运行六年的有效数据，我们有望在3~4σ

的置信水平上确定中微子的质量序列，且对相关振荡参数实现小于1%的精确测

量[50]。  

  如图 14 所示，在 JUNO 中，能量分辨率会显著影响探测器对于中微子质量

序列的分辨能力。这便要求刻度系统定期的对探测器的非均匀性或者探测器的

物理性质的变化进行刻度，从而获得优异的修正后的探测器有效能量分辨率。可

以看出，探测器的对于质量序列灵敏的区域主要集中在 3-5 MeV。 

  JUNO 和 Hyper-K, DUNE 一样，都是通过在地表深处存储大量的靶物质来

探测中微子的性质。Hyper-K 能够精确的研究正反中微子行为差异，并且对超新

星中微子和质子衰变具有较高的灵敏度；而 JUNO 将会最早投入运行，有希望

率先测量并确定中微子质量序列，它在精确测量相关振荡参数上具有不可替代

的优势；DUNE 主要研究的是中微子质量序列以及正反中微子的行为区别。三大

中微子实验之间具有良好的互补作用，它们将共同为人类揭开中微子神秘的面

纱，为宇宙起源的追溯迈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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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在JUNO中不同有效能量分辨率对应的正反质量序列下的反应堆中微子能谱。横轴为

中微子能量，纵轴为相对事例率。随着能量分辨率的提高，正反中微子能谱的分辨能力

提高（NO对应正序，normal ordering，IO对应反序，inverted ordering。能量分辨率越好，

对应的能量分辨率数值越小）。 

Figure 14  Anti-neutrino spectrum of normal ordering and inverted ordering with different effective 

energy resolutions. The horizontal axis is the energy of neutrino, and the vertical axis is the 

events in each bin with arbitrary unit. The sensitivity will increase to the increasing of the 

energy resolution (a small value of the energy resolution gives the better energy resolution). 

 

2.2 江门中微子实验刻度系统 

  对中微子探测器的刻度是数据采集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分析中最

重要的方面之一[51, 52]。本质上，刻度将探测器数据（点亮的光电倍增管的数量，

位置和时间）转换为事件的能量和位置。由于探测器的灵敏度是位置依赖的，并

且对于电子，伽马射线和中子而言是不同的，这导致了该种转换相对复杂。并且

考虑到光电倍增管的增益会随着探测器的状态会发生漂移，因此我们必须经常

更新校准。 

  理想的校准方法是使用便携式高能中微子源，对探测器的各个位置进行较

准。但是这样的源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校准。江门中微子实

验的刻度将使用光学光子，伽马射线和中子源对探测器进行充分的表征。 

  不同的独立研究表明，为了精确的测量反应堆中微子能谱，并且达到对质

量序列的合理敏感度和对精确测量中微子振荡参数的要求，江门探测器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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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分辨率需要达到< 3%/√MeV的要求，而正电子绝对能量非线性需要达到好

于1%的程度[53, 54]。 

  根据大亚湾实验的经验，液体闪烁体探测器的能量响应非线性主要由液闪

的能量非线性（如闪烁光的能量猝灭效应和切仑科夫光的比重）和电子学的非线

性造成。对液闪和电子学系统的离线测量可以限制他们的内秉非线性，然而利用

刻度源对江门探测器的直接刻度才是修正非线性的最可靠的手段。液体闪烁体

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率有两个主导因素：液闪的光子产额和探测器响应的非均匀

性，两者都可以通过已知能量的刻度源来可靠评估。另外，刻度源是检验事件重

建算法的工具（根据初步模拟计算，事件重建的位置精度可以到达小10 cm），而

重建对于中微子能量的修正和本底的区分至关重要。 

  因而，江门中微子实验刻度系统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对探测器内部

的不同位置，不同能量，光强和不同粒子的刻度源进行刻度，从而实现 

1. 对正电子能量的绝对非线性的测量精度好于1%； 

2. 精确刻度探测器位置相关的响应的非均匀性，使由之引起的能量分辨率的展

宽的改变可以忽略； 

3. 给定刻度源的位置测量精度好于3 cm。 

 

          
图15. 左图：SNO刻度系统，亚克力球直径为12m，图中包含边线和中心线，用于控制放射

源的运动。边线穿过位于亚克力球内壁上的锚（北纬十度）。通过控制绳长和绳子的张

力，放射源对探测器内部进行平面刻度。右图：Borexino实验源放置系统示意图。尼龙

气球直径为8.5m。主图显示了手套箱和内部容器，以及连接它们的管道，右上侧插图显

示了手套箱的放大视图。为了到达目标位置，将铰链固定好，然后将系统垂直降低到探

测器中（铰链设计在液闪中为零浮力）。接下来，撤回系绳管（红线），直到铰链弯曲至

目标角度即可。通过将杆φ向旋转设定±180o程序限制进行φ向方位角确定。要收回刻



第二章 江门中微子实验 

32 

 

度源，步骤与上相反。图片来源[55]。 

Figure 15  Left picture: SNO calibration system, the diameter of the acrylic ball is 12m. In the 

picture, it contains the side rope and the central rope to control the movement of the calibration 

source. The side rope passes through the anchor (ten degrees at north latitude) located on the 

inner wall of the acrylic ball. By controlling the length of the rope and the tension of the rope, 

the radioactive source can calibrate the plane inside the detector. Right: Schematic diagram of 

source deployment system for the Borexino experiment. The diameter of the nylon balloon is 

8.5m. The main image shows the glove box and inner container, as well as the pipes connecting 

them, and the upper right illustration shows a magnified view of the glove box. In order to 

reach the target position, the hinge is fixed, and then the system is vertically lowered into the 

detector (the hinge is designed to have zero buoyancy in liquid scintillator). Next, withdraw 

the tether tube (red line) until the hinge is bent to the target angle. The φ direction azimuth 

angle is determined by setting the rod φ direction rotation (there is ±180o limitation for the 

azimuth angle). To withdraw the calibration source, the steps are reversed to the above.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55]. 

 

  图 15 中展示了 SNO[56]和 Borexino[55]中的放射源放置系统，这两个实验均

仅设计了一套单一的刻度系统进行球形探测器的刻度，相比于 SNO 实验使用锚

点固定边线的方法，仅能实现单个平面刻度的方法，Borexino 实验使用铰链及旋

转杆的方法，使其可以实现探测器多个平面的测量。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由于

探测器直径为35.4 m，远大于 SNO 实验的12 m直径和 Borexino 实验的8.5 m直

径，铰链方法在过大尺寸时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而 SNO 的悬线方法仅进行两

个平面的刻度又不能够满足实验的刻度需求。为了实现对探测器的充分刻度，设

计一套单一的刻度系统是不现实的，也势必会大大增加系统的复杂程度和风险。

因此，根据不同的需求，我们将任务分配到几个相对独立的刻度系统。作为 JUNO

合作组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刻度组负责了刻度系统的研发与制作，并联合来自

东莞理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的三个科研小组共同研发出了一维

中轴线扫描系统、二维平面扫描系统、三维潜水艇悬浮测量系统、边缘导管刻度

系统和相关的辅助定位测试系统。在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下，刻度系统可以实现

将光源沿中轴线放置在各个位置，并且将放射源放置在探测内部的绝大多数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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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江门中微子实验刻度系统总图，包括放射源放置系统 ACU,CLS,GTCS 和 ROV,以及辅

助定位系统CCD 和 USS，还包括用于测量液体闪烁体性质的AURORA3。图片来源[57]。 

Figure 16  The general diagram of the JUNO calibration system, including radioactive source 

deployment systems ACU, CLS, GTCS and ROV, and auxiliary positioning systems CCD and 

USS, as well as AURORA for measuring the properties of liquid scintillator.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57]. 

 

 刻度源 

 光源 

 光源主要进行光学校准以监控各个探测器区域的光学状况，并刻度光电倍增

管的增益和效率以及进行时间对齐[58]。江门中微子实验中选用的光源是一台

266 nm紫外脉冲激光。光束通过由各向同性散射球终止的特殊石英光纤传送到

检测器中，快速（~0.6 ns）的紫外激光激发液体闪烁体，使我们能够获得与高能

中微子激发液体闪烁体一致的以420 nm为中心的光谱。然后，使用光源放置系

 
3 相关缩写的全称会在后文中一一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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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散射球可以放置于探测器中心轴的多个位置。 

 

 放射源 

  γ源在衰变或者裂变过程中会产生γ射线，它非常有用，因为他们可以提供

非常明确的能量，经常被用来提供单能量校准点。广泛应用的中子源一般是利用

放射性核素衰变产生的α粒子或者高能的γ与某些轻元素，如铍，硼等相互作用，

通过(α，n)或者(γ，n)反应产生中子。多个放射源给出的多个能量校准点可以被

用来进行探测器能量非线性的刻度。目前，我们有几个正在开发的放射源如表 6

所示[59, 60]， 

 

表6.  江门中微子实验中的放射源与其相关物理性质 

 

放射源/过程 种类 半衰期 放射性 

Cs 
137  γ 30.18年 0.662 MeV 

Mn 
54  γ 312天 0.835 MeV 

Co 
60  γ 5.273年 1.173 + 1.333 MeV 

K 
40  γ 1.248 × 109年 1.461 MeV 

Ge 
68  e+ 9个月 annihilation 0.511 + 0.511 MeV 

Am − Be 
241  n, γ 432年 neutron + 4.43 MeV ( C 

12 ∗) 

Am − C 
13

 
241  n, γ neutron + 6.13 MeV ( O 

16 ∗) 

(n, γ)p γ  2.22 MeV 

(n, γ) C 
12  γ  4.94 MeV or 3.68 + 1.26 MeV 

 

 刻度源放置系统 

  对于包括光源和放射源在内的刻度源，我们设计了若干套放置系统以满足

不同的实验要求，本节中详细介绍了各个系统的相关信息。 

 一维中轴线扫描系统 

  一维中轴线扫描系统（Automated Calibration Unit, 简称 ACU）是一套为了

完成定期常规的刻度，开发的一套全自动刻度源放置装置[61]，可以实现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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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使用光纤将光源或使用钢丝绳将不同种类的放射源放置到探测器内的不同

位置（类似大亚湾的 ACU[62]），使用频率为每周一次。通过将激光光源放置至

探测器中心，可以实现定期测量光电倍增管增益以及刻度光电倍增管和电子学

时间延迟和时间漂移。通过改变位于探测器中心的激光光源的强度，可以刻度光

电倍增管及其后端电子学的非线性。通过将多个放射源放置至探测器中心，可以

定期刻度探测器光产额，刻度探测器能量响应的非线性和刻度探测器对中子响

应（俘获时间等）随位置的不均匀性。通过将放射源沿中轴线放置，可以用来刻

度探测器中轴线位置响应的非均匀性。 

 

 

图17. 左侧为 ACU 三维示意图，包括密封罩，四个绕线机构，转台等结构；右侧为位于上

海交通大学的不含密封的 ACU 实物图。图片来源[61]。 

Figure 17  The left side i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CU solidworks, including the sealing cover, 

four winding mechanisms, turntable and other structures; The right side is the physical diagram 

of ACU located i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ithout sealing.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61]. 

 

  如图 17 所示，ACU 封闭在不锈钢真空密封的钟形罩中，该罩的内径为

1400 mm，高度为1050 mm。钟罩的侧壁上有两个透明视窗和一个法兰用于安

装电馈通（electric feedthrough）器件。ACU 的底板厚18 mm，带有一个电馈通

法兰和一个与中心探测器的中心轴对齐的直径150 mm的孔,该孔与底板的中心

偏移620 mm，通过它可以将刻度源放置到探测器中。在非刻度数据采集期间，

插板阀会从底板的下侧密封该孔。 

 

 二维平面扫描系统 

  为了更好的限制位置非均匀性，我们设计了二维平面扫描系统（Cable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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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简称 CLS），详情参考第四章。如图 18 所示，CLS 是一套通过进行某

确定平面大部分位置的扫描（类似 SNO 刻度系统）而实现非均匀性刻度的刻度

装置[63]，综合考虑运动的复杂性及刻度时长，该系统的运用频率预计为每月一

次。CLS 系统包含两套独立的半平面扫描系统，每套半平面系统包含两个绕线

机构控制边线和中心线，通过调整边线和中心线的长度，从而实现放射源位置的

调整。CLS 通过将不同种类的放射源放置至探测器内不同位置，可以研究探测

器对中子响应（俘获时间等）随位置的不均匀性，并将其同天然放射性本底和宇

宙线引发的本底做比较，并且也可用于刻度探测器内液体闪烁体的光学性质，或

用于刻度探测器能量响应和分辨率随位置的非均性。 

 

  

图18. 左侧：CLS 三维示意图；右侧：位于刻度室内部的 CLS 刻度系统实物图（拍摄于大

亚湾联调测试）。图片来源[63]。 

Figure 18  Left side: side view of CLS solidworks; Right side: physical picture of CLS calibration 

system located in the calibration house (taken at Daya Bay commissioning test).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63]. 

 

 三维球体扫描系统 

  潜水艇悬浮液闪测量系统（Remotely Operated under-LS Vehicle，简称 ROV）

由西北工业大学承担研发和制作[64]，主要目的是为了更为精确的刻度整个探测

器的非均匀性，该系统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放射源放置到探测器内的大部分位置。

考虑到系统的复杂性，这套系统的在整个实验进程中运用个别次（年度）。 

  如图 19 所示，ROV 在水平面的矢量推进由两组泵推进单元和四个均匀分

布的挡板和块结构控制。为了降低 ROV 的重心并随后稳定运动控制，水平推进

装置安装在 ROV 的底部。电机和齿轮泵的轴水平放置，以避免 ROV 沿轴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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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直接安装在底盖上，以减少浮力调节装置的复杂性。这节省了活塞在浮力调

节装置上方运动的空间。电子设备都安装在顶部，以避免由于 ROV 底盖和外壳

之间的连接意外泄漏造成的短路。并且，它为 ROV 的紧急恢复提供了足够的时

间，因为泄漏到 ROV 内部的液体会从 ROV 的底部上升。放电时间为30秒的超

级电容器(27 V, 10 F)由10个子电容器(2.7 V, 100 F)组成。在运行之前，它已充

满电，并且在操作过程中发生电源故障时，可以为垂直定位设备供电。这种故障

保护功能可使 ROV 迅速上升到水面。 

 

     

图19. 左侧为 ROV 三维示意图，包括超声发射器，同轴供电线缆，ROV 主体，喷嘴，和放

射源结构。中间为 ROV 内部结构，包括 PCB 控制电路版，电机，泵，压力传感器，超

级电容，垂直定位装置，不锈钢管，球阀连接器和 CCD 相机。右侧为 ROV 在水中悬

浮图，黄色球为浮子，和红色线结合在一起组成零浮力线缆。图片来源[64]。 

Figure 19  On the left is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ROV, including ultrasonic transmitter, coaxial 

power supply cable, ROV body, nozzle, and radioactive source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i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ROV, including PCB control circuit board, motor, pump, pressure sensor, 

super capacitor, vertical positioning device, stainless steel tube, ball valve connector and CCD 

camera. On the right is the ROV floating in the water. The yellow balls are floats,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red wire to form a zero-buoyancy cable.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64].  

 

 边缘导管刻度系统 

  边缘导管刻度系统（Guide Tube Calibration System, 简称 GTCS）是通过安

装在探测器外围壁上的导管系统放置放射源来测量探测器边缘效应[65]，这套系

统的运用频率约为每季度一次。通过多个源，多个位置的密集扫描，并同天然放

射性和宇宙射线引发的本底比较，从而对边缘效应有更为精确的理解。 

  如图 20 所示，GTCS 的主体是一个长130 m的特氟龙管，其内径为1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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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厚为1.5 mm。选择特氟龙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摩擦。该管子沿亚克力球体

经度展开，然后沿 JUNO 烟囱走出水池。GTCS 将浸入最大高度为40 m的用于

屏蔽的超纯水中。为避免因水压而变形，导管内充满循环水，这样既可以平衡外

部压力，又可以保证管内清洁。管在中心探测器表面上的固定装置也称为 GTCS

锚。如图 20 右图所示，它由三部分组成，深蓝色部分是亚克力材料，它将通过

本体聚合的方法固定在探测器表面。青色和灰色部分均为可调节的尼龙固定结

构。特氟龙管将穿过灰色固定器中的孔，并通过螺栓固定在青色固定器上。在探

测器外壁上，总共有58个 GTCS 锚，大约每两米一个。为了避免特氟龙管安装

与亚克力球支撑结构发生冲突，整个 GTCS 圆由两个半圆拼接而成：一个在经

度2.61°上，另一个在经度146.61°上。 

 

 

图20. 左侧为 GTCS 总设计图，放射源在导管中，通过两个绕线机构使用钢丝绳拉动。中间

的为 1：15 GTCS 小模型示意图,特氟龙管被固定在墙壁上。右侧为 GTCS 特氟龙管固

定结构“锚”，蓝色为亚克力节点，青色和灰色为可调节的尼龙固定结构。图片来源[65]。 

Figure 20  On the left is the general design of GTCS. The radioactive source is in the catheter and 

is pulled by a steel wire through two winding mechanisms. The middle i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a 1:15 GTCS small model, and the Teflon tube is fixed on the wall. On the right is the 

"anchor" of the GTCS Teflon tube fixing structure, the blue is the acrylic node, and the cyan 

and gray are the adjustable nylon fixing structure.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65]. 

 

 辅助定位系统 

  对于 ACU，刻度源可以通过绳长实现自主定位。对于 GTCS,刻度源可以通

过绳长以及位置传感器实现精准定位。但是对于 CLS，ROV 系统中携带的放射

源结构不能够通过系统自身实现有效的定位，故由东莞理工和西北工业大学独

立地设计了 CCD[66]和 USS[67]（Ultrasonic System）来做辅助定位。CCD 主要通

过拍照后采用多界面分析实现位置重建实现从而获得高精度定位。USS 则由放

射源结构携带超声波发射器，通过在探测器内壁的8个位置安装超声接收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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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发射器发射的声波会被接收器接收到，通过对液闪声速的测量，间接的获得发

射器与接收器的距离并实现放射源位置的计算，初步测试结果表明该定位精度

预计可以实现小于3 cm的要求。 

 

    

图21. 左侧为 CCD；右侧 USS 超声接收器在探测器内的分布示意图。图片来源[67]。 

Figure 21  The left side is the CCD; The right side i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USS ultrasonic receiver in the detector.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67]. 

 

2.3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创新 

  本文主要介绍了 ACU 中的激光刻度系统的研制与测试以及 CLS 原型机搭

建和测试分析。此外，本文基于对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的新的表达，结合目前刻

度系统的模拟结果，给出一种中微子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的新方法。本论文的结

构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简述了中微子物理发展史，主要包括中微子发现历史及其

相关性质，分析了中微子振荡原理和相关的实验。 

  第二章中详细介绍了江门中微子实验和江门中微子实验刻度系统，包括探

测器的搭建，实验的物理意义以及 JUNO 对刻度系统要求等。 

  第三章主要讲述激光刻度系统，章节中详细介绍了 ACU 中激光刻度系统的

研发，搭建，测试及分析结果，并且在章节最后给出了安装清单和调试步骤。 

  第四者详细介绍了 CLS 概念的提出与实验室原型机搭建，给出了 CLS 测

试和结果分析，并在章节最后给出了 CLS 安装清单与注意事项。 

  第五章基于现有的探测器能量分辨率和非线性模拟结果系统地介绍了基于

新的生存几率的表达方式下的中微子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对于未来江门中微

子实验质量序列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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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总结正文，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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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刻度系统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我们通过测量逆贝塔衰变产生的快信号来确定中微

子的能量。快信号的能量包括正电子的动能和正电子湮灭产生的伽马射线的能

量。探测器将这样一个物理信号转化为光电信号进行测量，此过程包含两个步骤，

一为液体闪烁体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将沉积能量转化为光子，二为探测器中的光

电倍增管收集光信号将其转变为电信号并读出。在譬如江门中微子实验之类的

高精度实验中，液闪对正电子能量响应的非线性和光电倍增管对光子响应非线

性以及其后端电子学的非线性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我们需要

对其进行精确的刻度。闪烁体能量的非线性可以通过多个放射源（伽马源）进行

标定，而光电倍增管及后端电子学的非线性理论上可以通过激光改变光强来实

现标定。 

  激光刻度系统通过远程控制ACU系统使用光纤将紫外激光从探测器正上方

导入探测器中心位置，调整光强，来实现探测器电子学非线性的刻度，同时实现

对光电倍增管的增益和单光子分辨率的测量。由于激光具有良好的脉宽响应，我

们也可以用它来进行电子学的时间对齐[68]。 

  本章节详细地论述了激光刻度系统的概念设计，讲解了各个光学元件的相

关性能，选取标准与使用注意事项。在章节的最后进行了实验结果的分析与总结。

并且考虑到实验的将要运行20年，我们给出了安装清单及安装步骤。 

 

3.1 激光系统设计与实验室搭建 

  基于一维中心轴扫描系统，我们可以将光源置于探测器中心，进行非线性

标定。为实现江门中微子实验精确测定质量序列的目标，搭建的激光系统需要满

足以下几点要求： 

1. 可以实现1%的区间能量非线性标定； 

2. 能量动态变化范围广（从keV到TeV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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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光位置可近似看作点源； 

4. 发光各向同性； 

5. 时间响应快（相较于液闪吸收重发射（4 ns）和光电倍增管的渡越时间

(15 ns)）； 

6. 产生的光波段与真实事例产生的一致； 

为满足第一点要求，我们需要搭建高精度分光系统与能量标尺系统，这也是我们

实验的重中之重。第二点，可以通过选择合适强度的可调节激光来实现。通过光

纤将激光导入探测器后，在光纤底部加上特氟龙散射球，可以实现光的各向同性，

并且相对35.4 m的探测器，该光斑可近似看作点源。关于第五点要求，时间响应

快，我们可以选择调 Q 紫外激光，实现纳秒量级的脉冲时间。对于第六条，实

验发现，选取波长小于300 nm的紫外光会在液闪中发生吸收重发射过程[69]，可

以产生与真实事例完全一致的液闪激发谱。 

 

 设计概念 

  基于上述的设计要求和实验室的综合测试分析结果，我们给出了如图22所

示的激光刻度系统设计概念图。光束经过小孔后被分光镜分成两束，一束经由光

纤进入能量标尺系统，一束经由光纤通过中心轴扫描系统（图17 ACU）进入中

心探测器。假设系统分光比一定，能量标尺拥有完美的非线性响应，那么JUNO

探测器的信号和能量标尺的信号的比值变化则可以反应江门中微子探测器的光

电倍增管及其后端电子学非线性。然而，在实验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例如激光光斑浮动后由于分光镜表面区域分光不均匀造成的分光比例的变化，

或者能量标尺系统的非线性带来的测量的不确定性，都会导致我们对探测器的

电子学非线性测量存在不确定性。该系统的研发的困难之处也主要来源于此，即

如何控制分光比例，和如何获得高线性度的能量标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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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激光刻度系统概念设计图。左侧浅蓝色大球为模拟探测器结构。右侧为光路部分，环

状为可旋转衰减片结构。 

Figure 22  Conceptual design of laser calibration system. The large blue ball on the left is the 

simulation of the JUNO detector structure. The right side is the light path part, and the 

honeycomb structure is a rotatable attenuator. 

 

 

图23. 激光刻度系统中光路光学元件排布图。 

Figure 23  Arrangement diagram of optical components in laser calibration system. 

 

  遵循以上设计概念，通过各个光学元件的选择，测试，和安装顺序调整等，

最终确定的光学元件的排布示意图如图23所示。图24给出了实验室搭建的最终

版的激光刻度系统。该系统主要包含三部分，激光及其光路，光纤，和光电探测

器暗箱。暗箱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模拟能量标尺系统，另一部分用来模拟

JUNO探测器，为了提高光收集效率，暗箱内表面使用特氟龙薄板进行包覆。激

光被分成两束后，一束通过5 m光纤导入能量标尺系统，另外一束通过55 m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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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JUNO探测器模拟箱。每个光纤的尾端在进入暗箱后被插入塑料闪烁体4，用

以产生准各向同性的光信号。暗箱中采用光电倍增管作为最终的光探测器，每个

暗箱中放置两个光电倍增管，用以自检光电倍增管的工作状态。基于该排布方式，

经测试分析发现，我们可以实现约0.3%的能量非线性刻度精度。章节3.1.2至3.1.4

中会详细讲述该设计各个部分的功能及其特点。 

 

 

图24. 激光系统原型机搭建。左侧为激光及其分光光路，右侧为作为能量标尺系统的光电倍

增管暗箱；两个箱子之间通过光纤相连接。尺寸分别为 350*700*300 mm 和 500*350*300 

mm。 

Figure 24  The laser system prototype was built in the lab. The left side is the laser and its beam 

splitting optical path, and the right side is the photomultiplier tube dark box as the energy scale 

system; the two boxes are connected by optical fibers. The dimensions are 350*700*300 mm 

and 500*350*300 mm, separately. 

 

 紫外调 Q 激光 

  除了未掺钆之外，JUNO中使用的液体闪烁体和大亚湾的液体闪烁体配方基

本相同，发光机制同为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均是基于线性烷基苯（Linear Alkey 

Benzene, 简称LAB），2,5-二苯基恶唑（2,5-diphenyloxazole，简称PPO），和对-双

-（σ-甲基苯乙烯基）苯(1,4-bis[2-methylstyryl]benzene，简称bis-MSB)制作。其中

LAB为液闪溶剂，PPO为第一发光物质，bis-MSB为第二发光物质，或称之为波

长位移剂[69]。 

  当光波长小于300 nm时即可激发液体闪烁体产生在420 nm附近的光谱，用

来模拟真实的物理事例光谱，图25展示了266 nm激光激发液体闪烁体产生的光

谱图。 

 
4 性质与液体闪烁体基本一致，详情参考章节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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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综合考虑包括刻度电子学非线性和时间对齐在内的

实验需求，选取了型号为FQSS266-Q4-1k-STA[70]的由德国CryLaS(Crystal Laser 

Systems)公司生产的紫外调Q固体激光器。在脉冲激光中，相比于普通激光器由

于弛豫振荡而难以获得窄脉宽高峰值功率的劣势，调Q激光可以通过加入调Q元

件，通过抑制激光振荡后瞬间释放能量，可以实现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高峰值功

率的脉冲光。我们选取的激光波长为266 nm，脉宽小于1 ns，因而可用于刻度光

电倍增管并做光电倍增管的时间对齐，频率1 − 1000 Hz可调，可满足不同的实

验要求，单脉冲能量高达12 μJ，可产生高达TeV量级的等效光子数。此外，该激

光可提供外部触发同步信号（如图26所示），在转换为TTL信号后用于电子学触

发。 

 

 
图25. 266 nm 激光激发液体闪烁体，产生 420 nm 左右的光谱，由型号为 FX2000 全谱光谱

仪（购于复享光学）测量。其中蓝虚线为激光光谱，峰值在 266 nm 左右，半高宽约 1 

nm。红线为激光经过光纤和特氟龙散射球后测得的光谱。绿线为激光直接射入由石英

比色皿盛装的液体闪烁体后测得的光谱。可以看出该激光具有窄带光谱，且光纤和特

氟龙散射球不会改变激光光谱分布，当激光经过液体闪烁体后，会产生波长在 420 nm

附近的荧光光谱。 

Figure 25  The 266 nm laser excites the liquid scintillator to produce a spectrum of about 420 nm, 

which is measured by the spectrometer with model FX2000(purchased from Fuxiang Optics). 

The blue dashed line is the laser spectrum, the peak is around 266 nm, and the half-height is 

about 1 nm. The red line is the spectrum measured after the laser passes through the optical 

fiber and the Teflon diffuser ball. The green line is the spectrum measured after the laser is 

directly injected into the liquid scintillator contained in the quartz cuvett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laser has a narrow-band spectrum, and the optical fiber and Teflon scattering ball will not 

change the distribution of laser spectrum. When the laser passes through the liquid scintillator, 

it will produce a fluorescence spectrum with a wavelength around 42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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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主体部分被密封在铝制盒子中，并通过内部铜结构和底部散热板进行

散热。研究发现，激光的能量稳定性与环境温度高度相关。图26给出了激光在十

个小时内的相对强度变化，测试温度为(20 ± 1)℃，强度浮动约为10%。测试发

现，虽然激光不稳定，但是在短时间（5 − 10 min）内服从高斯分布。 

 

 
图26. 左侧：黄线为激光同步信号，蓝线为基线，横轴间隔为 10 ns/div,纵轴间隔为 100 mV/div； 

右侧：激光能量稳定性测试。测试温度 20℃(±1)，测试时间 10 小时，每个数据点在 50 

Hz 下取样 5 分钟，横轴为时间（h），纵轴为某个光电倍增管测得的光电子数

（Photoelectrons,简称 PEs）。 

Figure 26  Left: the yellow line is the laser synchronization signal, the blue line is the baseline, the 

horizontal axis interval is 10 ns/div, and the vertical axis interval is 100 mV/div; Right side: 

laser energy stability test. The test temperature is 20℃(±1), the test time is 10 hours, and each 

data point is sampled at 50 Hz for 5 minutes. The horizontal axis is time (h), and the vertical 

axis is the number of photoelectrons measured by a photomultiplier tube (Photoelectrons, 

referred to as PEs). 

 

 分光光路 

  该激光刻度系统的实现主要依赖于监控部分与测试部分监测到的信号能否

实现线性的变化，从而在精确的能量标尺系统下，我们可以实现对测试部分进行

准确的刻度。该系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激光产生与入射，分光，光纤传输和光

电倍增管探测。在整个过程中，总光强的调整依赖于光学衰减片和激光内置衰减

结构，分光依赖于分光镜片。接下来分别介绍各个部分的组成及相应的功用。 

 

 光学衰减片 

  对于单脉冲能量为12 μJ的激光，理论上单次可产生的266 nm光子数为: 

 N =  
12×10−6 J

1240

266
eV

=
12×10−6 J

1240

266
×1.602×10−19 J

≈ 1.607 × 10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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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比于1 MeV的高能伽马在JUNO探测器中的光产额为10000光子，1.607 ×

1013的光子量会使探测器中的所有光电倍增管饱和，因而我们需要对总光强进

行衰减，从而可以实现对探测器进行0到10 MeV的刻度。虽然激光携带可以从0%

调整至100%的电动光学衰减片，但是为了增长激光的使用寿命以及考虑到精度

需求，我们选择在光路中加入光学衰减片。 

  在此光路中我们加入的衰减片有两种，第一种是连续可变中性密度滤光片。

如图27左侧所示，轮盘结构，直径为50 mm，当光密度可以从0.04调整至4.0，通

光率相应地从10−0.04（91%）变化至10−4（0.01%）。光密度（Optical Density，

简称OD）是材料遮光能力的一种表征，表示被物体吸收掉的光密度，为入射光

和透射光的强度比值的常用对数值（其中trans为通光率）。 

 OD = lg(1/trans) (13) 

  第二种是具有确定衰减强度的中性密度滤光片。如图27右侧所示，此镜片

是采用紫外熔融石英作为基底制作而成，它的一面镀有镍铬铁合金，可以提供平

坦的光谱响应。此外，对于这种未镀保护层的金属膜我们只能用空气清洁，绝对

不能直接用物品接触，否则可能毁坏未镀保护层的表面。为了获得最佳的通光性

能，光线应该入射到具有镀膜层的一侧。 

 

      

图27. 左侧: NDC-50C-4M连续可变中性密度反射型滤光片;右侧: NUK01套装，确定中性密

度滤光片，内含10个UVFS反射型滤光片，Ø25 mm，作用光谱范围200 – 1200 nm。 

Figure 27  Left: NDC-50C-4M continuously variable neutral density reflective filter; Right: 

NUK01 Set, definite neutral density filter, contains 10 UVFS reflective filters, Ø25 mm. 

Effective spectrum range 200-1200 nm. 

 

  具有确定强度的中性密度滤光片可以安装在6位电动滤光片转轮[71]（索雷博

Thorlabs, FW102C,参见图28）上，我们可以通过电机驱动滤波轮来实现滤光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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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从而实现激光光强的外部调节。电动滤光片转轮外壳上包含两个一英寸内

螺纹孔径，210o位置相对于标记A，0o位置相对于标记B，可用于安装额外的滤

光片结构，A/B切换可将标记端口之一指定为主端口，滤光片转轮将会相对于指

定的主端口旋转。我们可以通过按装置顶部的按钮手动选择相应的滤光片，也可

使用索雷博提供的软件进行自动化选择。相应于所选的端口，滤光轮当前位置将

会显示在仪器显示屏窗口。FW102C附带的滤光片转轮是可以更换的。我们可以

根据需求，选择六位和十二位滤光片转轮，对应于六个光强变量或者十二个光强

变量。要更换具有相同位数的滤光片转轮时，需要先关闭电动滤光片转轮的电源，

松开外壳前侧的手拧螺丝后取下前盖，在取下滤光片转轮后，将所需的滤光片转

轮放进去，装上前盖。在每次重装后，必须重新确认电动滤光片转轮的设置，更

新至新的位数，方法为按住顶部的两个箭头按钮三秒钟左右，然后将滤光片转轮

的位数更改为6或者12即可。 

     

图28. 电动滤光片转轮及其拆卸图。转轮上的衰减片可以直接从NUK01套装中拆卸获得。 

Figure 28  Motorized filter wheel and its disassembly diagram. The attenuators in the wheel can be 

directly disassembled from the NUK01 set. 

 

 光学小孔与分光镜 

  激光光斑的大小及形状主要受激光自身结构影响。在实验中，光经过衰减

片衰减后，产生的光斑直径约为1 mm，有一个最强光点，一个次强光点，且受

环境影响，光斑会在一定范围内小幅度晃动。为了减少激光光斑的跳动对于实验

的影响，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第一种为加入聚光镜，将所有的激光收集后进行

下一步操作，第二种为加入小孔，对光斑进行部分选择。经过实验分析，小孔法

优于聚光镜的方法，我们使用小孔对光斑最亮部分进行部分选取后摄入分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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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光。由于激光功率相对较低，我们选择不锈钢材质的针孔[72]（P75D）。针

孔周围镀黑色氧化膜能够增大吸收率，从而减少杂散光对于实验的影响。 

        

图29. 左侧：P75D 小孔装置，不锈钢材质针孔，小孔直径为 75±3 μm；右侧：BSW20 分光

镜。镜片材质为紫外熔融石英，镀紫外透射膜，厚度为 5 mm。 

Figure 29  Left: P75D pinhole device, the material of the pinhole is stainless steel, diameter of the 

small hole is 75±3 μm; Right: BSW20 beam splitter. The lens material is ultraviolet fused 

silica, coated with ultraviolet transmission film, and its thickness is 5 mm. 

 

实际中，有多种方法可以将光束分成两束，我们可以选择分光晶体，也可以

选择分光片，或者分光棱镜等。经过稳定性测和非线性测试，我们最终选用分光

镜（BSW20）作为分束器，分光比例约为50: 50（45o入射角）。 

如图29右侧和图30所示，BSW20是紫外熔融石英宽带平板分束镜，表面镀

介质膜，能够提供长期使用的稳定性，45o入射角优化，作用波长为250 − 450 nm，

厚度5 mm。分束镜上下平面呈一定角度（30弧分），将反射光纤和鬼影分开，避

免下平面反射光对实验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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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BSW20 分束镜光路分析。红色为反射光束，绿色为透射光束。黑色反射线为鬼影，

分光镜 30 弧分的楔角可以将鬼影和红色反射光束分开。 

Figure 30  Analysis of the optical path of the BSW20 beam splitter. The red is the reflected beam 

and the green is the transmitted beam. The black reflection line is a ghost, and the wedge angle 

of 30 arcmin of the beam splitter can separate well the ghost from the red reflection beam. 

 

 聚光镜 

  在激光经过小孔和分光镜后，被分成两束，由于激光不是绝对的平行光，

在一定的距离后，每束光束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张，为了保证光束可以全部打

进光纤接口中，我们使用聚光镜LA4306-UV（索雷博Thorlabs，图31）进行聚光。

聚光镜及其工作原理如图31所示，LA4306-UV为紫外熔融石英平凸透镜，作用范

围为245 − 400 nm。虽然平凸透镜和双凸透镜都可以会聚准直光，但在选择时，

如果想要获得小于0.2的绝对放大率，我们通常会倾向于选择平凸透镜。平凸透

镜可以将准直光束聚焦到后焦点。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球差，聚焦光束时，应该

将准直光入射在透镜的曲面。而在准直光束时，则可以让点光源入射在平面。 

  经过聚光后的光会直接射入光纤。根据实验的需求，我们会在聚光镜后加

入光学衰减片来调整光强，从而抵消由于光纤或者转接头带来的对于光强的影

响，将两边光电倍增管测得的光强调整至同一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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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聚光镜 LA4306-UV 及其原理图。 

Figure 31  Condenser LA4306-UV and its schematic diagram. 

 

 光纤及其辅助装置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激光是通过光纤导入中心探测器，并激发液闪发光。

光纤需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1. 与液体闪烁体兼容5； 

2. 柔软，纤细，可以被缠绕在16 cm直滚轴的绕线机构上； 

3. 具有一定的强度，并且对于50 m光纤100 g配重的拉伸形变小于1 cm； 

4. 光纤纤体不透光，否则会成为线源。 

  在经过多次筛选后，我们选择由北京首量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外包层为

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ETFE，与PTFE具有相似的性质，均与液体闪烁体兼容，

且在长时间浸泡下不会变硬)，芯径为200 μm，外径为1 mm的紫外多模光纤，型

号为BGBU-200/220-245-22-AC，最小转弯半径为3 cm。长50 m的该种光纤漏光

率测量结果显示小于0.1%6，基本可满足漏光率要求。 

 

 
5 兼容是指不污染液体闪烁体，对其光学性质影响极低。文中以光吸收系数恶化率小于 1e-4 作为判断依

据。 
6 使用 266nm 激光，采用 R8520-406 PMT 测试漏光。将光纤置于暗箱中，光纤尾端置于暗箱外部，计算

考虑量子效率和立体角之后的入射光和 PMT 测到的实际光强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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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左侧为光纤截面图，光纤芯为高羟基石英玻璃，包层为掺 F 石英玻璃，包覆层为双层

紫外光固化丙烯酸树脂，外包层为 ETFE。右侧为定制的光纤。 

Figure 32  The left side is a cross-section view of the optical fiber. The core of the optical fiber is 

high-hydroxyl silica glass, the cladding is F-doped silica glass, the cladding is double-layer 

ultraviolet curable acrylic resin, and the outer cladding is ETFE. On the right is a customized 

optical fiber. 

 

激光经过聚光镜后入射光纤，光纤通过SMA905接口与光纤支撑架(图33)连

接，光纤支撑架安装在固定结构上后通过M6螺柱与光学平移台相连。该三维光

学移动台（图33，购于大恒光电）可以使元件沿XYZ三个方向做直线运动，各个

方向调整范围为±6.5 mm，调整精度为0.01 mm。可以使被聚光后的光纤精确的

入射至光纤中。三维平移台中心高度为50 mm，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垫高。 

 

  

图33. 左侧为SM1SMA光纤支撑架（购于索雷博）；右侧为GCM-901603M三维组合平移

台。 

Figure 33  On the left is the SM1SMA optical fiber support frame (purchased from Thorlabs); On 

the right is the GCM-901603M three-dimensional movement device. 

 

  激光具有极强的方向性，在光纤中通过全反射的方式进行传输，如图34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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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光纤中的激光性状，可以看出，光在光纤中以折现传播（全反射），光纤转接

会显著影响激光的传输效率，故而在实验中，应尽量减少光纤转接头，或者聚光

后再进行转接。 

 

图34. 266 nm紫外激光经过光纤后打在纸上产生荧光圆环。 

Figure 34  266 nm ultraviolet laser passes through the optical fiber and hits the paper to produce a 

fluorescent ring. 

 

为了精确的将光纤放入或拉出中心探测器，我们设计了相应的绕线机构来

存放光纤（图35）。ACU外部的光纤和内部的光纤通过位于绕线机构上的滑环相

连。滑环的型号为FO228，内置与200 μm裸纤。经测量，266 nm激光经过光纤

滑环的衰减率约为64%，且由于光纤转接界面的匹配问题，转动滑环，滑环在同

一角度下会有1% − 2%的光学强测量偏差，滑环在不同转动角度下，会有12%左

右的光学测量偏差（表7）。 

 

 

图35. 左侧为绕线机构示意图；右侧为实验室已经搭建完成的光纤绕线机构（包括光纤和光

纤滑环，其中滑环定制于MOOG）。 

Figure 35  The left side is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winding mechanism; the right side is the 

optical fiber winding mechanism (including optical fiber and optical fiber slip ring, which is 

customized from MOOG) that has been built in the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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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PMT0,1,2,3分别对应的是暗箱中的四个光电探测器。PMT0和1对应的是未使用滑环的

光纤分支，而PMT2和3对应的是使用滑环的光纤分支。通过转动光纤滑环，我们测量对

应于不同角度的光电探测器的探测到的相对强度，分析滑环转动是否影响滑环的通光

率。对于每组数据，采样时间为5分钟，激光频率为50 Hz，表中给出的数值为高斯拟合

平均值。可以看出，无滑环的情况下，在测试期间，相对强度变化（峰-峰）为1.1%;在

有滑环的情况下，转动360度，探测到的光信号相对强度变化为约为12%。但是，经过

多次测量也发现，滑环转到相同位置时，光强可重复性约为2%。 

 

探测器 是否使

用滑环 

滑环转动角度（初始位置任意） 

0度 90度 180度 270度 360度 

PMT0  无 3536(5.4) 3495(5.4) 3532(5.5) 3531(5.4) 3526(5.7) 

PMT1  4466(6.6) 4427(8.8) 4462(6.5) 4465(6.4) 4468(6.5) 

PMT2  有 2632(3.2) 2335(3.0) 2338(3.0) 2540(3.1) 2588(3.1) 

PMT3  3600(4.0) 3192(3.7) 3194(3.8) 3467(3.9) 3527(4.0) 

 

 闪烁体 

  闪烁体是一类吸收高能光子或者带电粒子后能够发光的材料，主要包括无

机闪烁体和有机闪烁体。无机闪烁体[73]一般指固态的添加有少量激活剂的无机

盐晶体，例如NaI(Tl)，NaI为晶体，而Tl作为激活剂可以显著提高发光效率，其

发光机制主要来自于原子中的轨道电子被入射粒子激发跃迁至导带，然后退激

发的过程。根据退激发机制的不同，衰减时间表现为从很短的荧光（~10 ns）到

相对较长的磷光（~1 μs）。大多数有机闪烁体属于具有苯环结构的芳香族，其发

光主要是来自于分子本身从激发态回到基态的跃迁，荧光过程一般小于1 ns。有

机闪烁体[74]又分为有机晶体闪烁体，液体闪烁体和塑料闪烁体。而有机晶体闪

烁体主要包括蒽，萘等。 

  然有机闪烁体晶体单位体积内靶核更多，荧光过程时间短，荧光效率更高，

但是考虑到造价及其体积不易做大等因素，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采用的是富含

氢原子核的有机液体闪烁体探测反应堆反电子中微子信号。经过优化配比后，

JUNO液体闪烁体的发光效率可以达到蒽晶体的50%。而在激光刻度系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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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长期实验的物理及化学稳定性，我们选用有机闪烁体蒽晶体代替液体闪烁

体作为发光媒介置于暗箱中。激光经由光纤进闪烁体，激发闪烁体发光，并由光

电探测器探测到。蒽晶体的性质如表8所示。 

 

表8.  罗列了 JUNO 液体闪烁体与蒽晶体的部分物理性质。JUNO 液体闪烁体和蒽晶体化学

性质均相对稳定，可以用于长期的实验测试。而其相似的物理性质，如光谱和衰减时

间，可以使蒽晶体成为液体闪烁体的替代品。 

 

性质 JUNO 液体闪烁体 蒽晶体 

性状（20℃） 液体 固体（不潮解） 

折射率 1.48 1.59 

密度 (g/cm3) 0.859 1.05 

衰减时间 (ns) 4.6 2.4 

激发光谱 (nm) 380 − 460 380 − 460 

激发光谱峰值 (nm) 420 410 

等体积相对发光效率 0.5 1 

 

    

图36. 左侧：于北京高能科迪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蒽晶体; 右侧：266 nm紫外激光从左侧直

接打入蒽晶体的内部，并产生荧光。晶体内部可以看到明显的亮斑及发光光晕。 

Figure 36  Left: Anthracene crystal purchased from Beijing Gaoneng Kedi Technology Co. Ltd.; 

Right: 266 nm ultraviolet laser directly injects into the anthracene crystal from the left and 

produces fluorescence. Bright spots and glowing halos can be seen inside the crystal obviously. 

 

  如图37所示，蒽晶体在暗箱中由方形特氟龙模块挤压固定。光纤进入暗箱

后，通过特氟龙空心圆柱模块插入蒽晶体的中心位置，从而确保光纤接头处不受

力7。在清洁过程中，由于蒽晶体不溶于水，难溶于乙醇和乙醚，故建议纯水清

洗。 

 

 
7
 该处光纤接头为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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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刻度系统能量监控暗箱的内部。光纤插入特氟龙空心圆柱固定在蒽晶体上。蒽晶体和

光电倍增管均由特氟龙结构固定在暗箱底板上。 

Figure 37  Inside of the dark box which is used to monitor the energy. The optical fiber is inserted 

into the hollow cylinder of Teflon and fixed on the anthracene crystal. Both the anthracene 

crystal and the photomultiplier tube are fixed on the bottom plate of the dark box by a Teflon 

structure. 

 

 光电倍增管 

  在实验中，我们使用光电倍增管（photomultiplier tubes, PMTs）作为光电探

测器。光电倍增管可以将微弱的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它具备高增益，低噪声，

高频率响应的特征，是一种具有极高灵敏度和超快时间响应的光电真空器件。我

们所使用的光电倍增管是从日本滨松光电公司（Hamamatsu）购买的R8520-406

系列，编号为LVxxxx。表9给出了R8520-406的相关参数。 

  R8520-406是一英寸的方形光电倍增管，有十个打拿极，对于液体闪烁体产

生的蓝光具有较好的响应，量子效率在25%左右，光阴极的有效面积为20.5 ∗

20.5 mm，最高加压为900 V。由于其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8 ns且渡越时间展宽小

于0.8 ns，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研究液体闪烁体的闪烁光性质。在800 V电压下工作

时，其典型的单光电子增益为1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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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PMT R7725-806 参数。数据来源于滨松官网。 

 

参数 描述     单位 

光谱响应 160 − 650 nm 

最大响应波长 420 nm 

窗体材料 石英玻璃 — 

光阴极 材料 双碱阴极 — 

最小有效面积 20.5 ∗ 20.5     mm 

打拿极 结构 金属通道 — 

级数 10      — 

重量 22.9 g 

供压 阳极和阴极 900 V 

阳极和最后一个打拿极 150     V 

平均阳极电流  0.1 mA 

 

时间响应 

阳极脉冲上升时间 1.8     ns 

电子渡越时间 12.4     ns 

渡越时间展宽 0.8     ns 

 

 

 

图38. PMT R8520-406及其光谱量子效率曲线。 

Figure 38  PMT R8520-406 and its spectral quantum efficiency curve. 

 

当我们给光电倍增管加压时，电压会以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光电倍增管的各

个打拿极。在实验中，考虑到我们使用的是激光的同步信号作为触发以及为了获

得良好的光电倍增管响应信号，我们选用负高压加压方式。光电倍增管基板电路

设计如图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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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R8520-406基板电路设计图。 

Figure 39  Circuit design of PMT R8520-406. 

 

在光电倍增管电路设计中，终端负载阻抗设计为100千欧，这样可以提高输

出电荷信号的幅度。在阴极与地之间，我们放置了一个电容（C4）用于滤波，而

C1，C2，C3则用来避免可能产生的光电倍增管饱和的问题。 

 

 

图40. R8520-406基板实体图正反面。 

Figure 40  The front and back pictures of the R8520-406 base. 

 

图40给出了R8520-406基板的实物照片。前文提到，我们采用了负高压基板，

高压和信号线分别通过RG136（耐高压1000 V）的提供直流高压和读取光电信号。

实验中，我们选用了CAEN的型号为N1470的高压插件来给光电倍增管提供直流

负高压850 V。如图37所示，在暗箱中，为防止PMT晃动，PMT被固定在由特氟

龙制作的结构中。 

 

 JUNO 探测器中光纤接头设计 

  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为球形，光电倍增管均匀分布在球面上，为了

刻度光电倍增管的性能，及其后端电子学的非线性，当激光源放至探测器球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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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同时点亮整个探测器中的光电倍增管。由于激光的方向性较强，为了实

现点亮光电倍增管且同时使其处在非线性区域的目的，我们需要使发射光具有

良好的各向同性。我们选择在光纤末端固定一个15 mm直径的特氟龙球来散射

激光，并使用光谱仪进行光均匀性的测量。 

 

 

图41. 左侧: 光均匀性测试装置示意图，直径为2 mm的ST接头的光纤插入直径为15 mm深

度为6.5 mm的特氟龙球。右侧为光谱仪FX2000。 

Figure 41  Left: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ptical uniformity test. The optical fiber with a ST 

connector(a diameter of 2 mm) is inserted into a Teflon ball with a diameter of 15 mm and a 

depth of 6.5 mm. On the right is the spectrometer FX2000. 

 

  测量表明，当光纤深入特氟龙球孔深度在6.5 mm时，实现了最佳的均匀性

（约为15%）。此外，光经过特氟龙散射球进入探测器，探测器中特氟龙球附近

的液体闪烁体的吸收重发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光的均匀性。 

 

 

图42. 特氟龙球在θ向和φ向的相对光强分布。整个球表面的光强分布相对均匀。 

Figure 42  The relative light int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Teflon ball in the θ and φ directions. The 

light intensity distribution on the entire ball surface is relatively uni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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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光纤进入探测器时，我们需要设计进入探测器的50 m光纤的尾端

结构。该结构需满足两点要求，第一，可以相对均匀的散射紫外光，第二，作为

配重，拉直光纤。实验测试，当有效质量为100 g时，基本可以满足拉直光纤的

要求，由图 43 可以看出，此时光纤的拉伸形变量小于0.5 cm。 

 

 

图43. 光纤外壳承受不同配重时的长度拉伸情况。实验重复进行两组，“down”为加配重，测

量光纤某点相对于初始位置的变化，“up”为减配重，测量光纤某点相对于初始位置的变

化，每个点测量时间为10分钟。可以看出，光纤的形变量约为2 cm/100 g。当配重为200 

g时，光纤量的拉伸约为1 cm。可以推出，当光纤配重为100 g时，光纤拉伸量小于0.5 

cm。 

Figure 43  The length of the fiber is stretched under different weights. The experiment is repeated 

for two groups, "down" means adding weight, measuring the change of a certain point of the 

fiber relative to the initial position, "up" means reducing weight, measuring the change of a 

certain point of the fiber relative to the initial posi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time for each 

point is 10 minut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deformation of the optical fiber is about 

2 cm/100 g. When the weight is 200 g, the amount of fiber stretch is about 1 cm. It can be 

deduced that when the fiber weight is 100 g, the fiber stretch is less than 0.5 cm. 

 

  光纤尾端结构设计结构如图 44 所示。特氟龙球作为散射结构，其直径设计

为30 mm，研究结果表明，孔深为13 mm时可以实现约15%的散射均匀性。特氟

龙球底端通过螺纹结构与镍棒相连。镍棒的主要作用有两点，增加配重质量和便

于该结构意外脱落时打捞。光纤穿过镍棒时，与镍棒的空隙通过环氧填充以提高

摩擦力。如图 45 所示，在镍棒尾端，设计十字花倒角弹性结构，并使用螺丝将

其与光纤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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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光纤尾端结构设计示意图。特氟龙球的直径约为30 mm。 

Figure 44  Schematic diagram of optical fiber tail. The diameter of the Teflon ball is about 30 mm. 

 

  该设计中，特氟龙球质量为37 g，镍管重量为60 g，镍螺丝质量为19 g，质

量总计为115 g，其有效体积约为26 cm3，考虑到液闪密度为0.859 g/cm3，故浮

力对于该结构的影响约为22 g，结构去浮力后净重为93 g。 

 

 

图45. 左侧为镍螺丝，总长为22 mm，外径14 mm;右侧为内径为1 mm的镍管，镍管总长15 

cm，外径8 mm。  

Figure 45  On the left is a nickel screw with a total length of 22 mm and an outer diameter of 14 

mm; on the right is a nickel tube with an inner diameter of 1 mm, with a total length of 15 cm 

and an outer diameter of 8 mm. 

 

 控制系统与数据获取 

  控制系统和数据获取主要是通过调控激光的光强，获得来自于光电倍增管

产生的信号。具体来讲，主要包括激光开关控制，激光光强控制，激光强度和温

度监控，信号的触发，波形的获取和模数转换。基于对信号大小的要求与性质的

理解，我们在控制系统和数据获取上有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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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使用激光自带的基于LabVIEW的软件DX-Q-Control(图47)对激光

实现开关与简单的光强调控，同时对激光头的温度和激光的光强实现基

本的监控； 

2. 使用激光提供的同步信号进行光电倍增管信号的触发； 

3. 考虑到我们需要对光强进行自动化调节，我们在光路上安装的滤波轮可

以通过自动化程序进行控制； 

4. 考虑到我们需要利用单光电子（single photon-electron, SPE）对光电倍增

管进行标定，数模转换器（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DC）必须能够

精确测量单光电子的电荷。假设光电管的增益为1 × 106，而单光电子的

信号宽度为10 ns的话，典型的单光电子的信号幅度为1.6 mV左右。所以，

我们要求模数转换器的采样率至少要100 MS/s (100 × 106个数据点每

秒，即10 ns一个数据点)，而纵向的有效采集精度要小于1.6 mV； 

5. 在我们使用激光进行液体闪烁体的发光性质的测量（荧光时间小于5 ns）

时，此时的波形读取设备的采样率至少要达到1 GS/s（即1 ns一个数据

点），纵向的有效采集精度同样要小于1.6 mV； 

6. 考虑到我们使用的光电倍增管的阳极脉冲上升时间约为1.8 ns，大信号

时整个信号的宽度约30 ns，两个暗箱系统内部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存

在约50 m光纤，即~250 ns的时间延迟，以及数据分析时需要采样前的

部分区间计算基线，故数模转换器采样宽度需要大于400 ns。 

  每一个光电倍增管都有一个独立的数据采集通道。系统中，配套有一个四

道的高压模块的为光电倍增管提供负高压。从光电倍增管出来的原始信号通过

信号线直接进入模数转换器，并将其暂时存储在缓存器中，一旦收到来自于触发

系统的触发信号后，便将数字化的信号读出。在此，我们使用的是型号为 DT5720

的模数转换器模块，它含有4道12位的，采样率为250 MS/s（即4 ns一个数据点）

的数模转换器。其电荷的采集范围为2Vpp，也就是说，在纵向幅度上，其电荷分

辨率为2Vpp/212 = 0.488 mV。而测试液闪的发光性质我们可以使用的是10 GS/s

（即0.1 ns一个数据点）的示波器进行精确的测量。 

  触发数模转换器的信号来自于激光的同步信号。激光的同步信号宽度窄，

只能产生一个很窄的原始触发信号，这个原始的触发信号由于太窄，在数模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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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中不足以被捕获形成真正的触发信号。故原始的触发信号需要在产生后需要

被送进甄别器（型号为 LRS Mod222）做阈值判断。当其值超过设定的阈值后，

甄别器便输出一个标准的 NIM 逻辑电平（Transistor Transistor Logic，TTL）作

为触发信号，该 NIM 信号的高低电平占比可以调节。一旦该触发信号被模数转

换器接收到，则缓存区域内的模拟采样信号便会被记录下来，并通过 USB 线被

计算机读出。 

 

 

图46. 实验控制设备，包括模数转换器，高压机箱，前置信号放大器，NIM脉冲产生器，NIM

信号分束器，四道高压源，信号衰减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Figure 46  Experimental control equipment, including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high-voltage 

chassis, pre-signal amplifier, NIM pulse generator, NIM signal splitter, four-channel high-

voltage source, signal attenuator (from top to bottom, from left to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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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LabVIEW DX-Q-Control控制软件在实现激光对强度和脉冲进行调控的同时，还可以

实现对激光头温度以及激光输出能量的实时监控。控制面板左上角显示的是激光工作

时间，理论上的工作寿命为10000小时。每次激光开始工作前，要进行30分钟以上的预

热，以保证其输出光强的稳定性。“closed loop”选项会使激光进行能量反馈，自行稳定

激光强度在一定的数值。 

Figure 47  LabVIEW DX-Q-Control control software can realize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laser 

head temperature and laser output energy while realizing the control of laser intensity and 

pulse.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control panel shows the laser working time. The theoretical 

lifetime is 10,000 hours. Each time the laser starts to work, it must be preheated for more than 

30 minute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its output light intensity. The "closed loop" option will 

enable the laser to perform energy feedback and stabilize the laser intensity at a certain value 

by itself. 

 

3.2 激光光强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刻度系统中，激光必须能够点亮整个探测器，即使所有

光电倍增管可以同时看到大于100个光电子。因而要求激光具有高强度。对于

12 μJ的激光，可以激发液闪产生TeV量级的光子。但是由于激光经过小孔，分光

镜，衰减片，以及由于光纤的耦合效应和闪烁体的荧光损耗，光子数会显著减少。

我们使用激光刻度系统估计在进入探测器的光分支上的激光的可产生的光子数

的最大值。实验中采用激光的低光强标定光电倍增管的增益，典型值为6 × 106。

按照图 24 中的设置，采用10 GS/s的示波器进行数据采取，光电倍增管的量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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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ε = 25%，立体角为： 

 Ω = S/4πR2 (14) 

其中S为一英寸光电倍增管有效光阴极面积，R为闪烁体距离光电倍增管的距离，

实验数据分别为 

S = 20.5 × 20.5 mm2 

R = 170 × 170 mm2 

计算可得进入探测器的光子数最多为8: 

 Nmax =
Nsignal

NSPE
×

1

Ω
×

1

ε
×

1

D
 (15) 

其中 D 为光路系统中的滤光片衰减系数，Nsignal为实验测得的激光最大光强下

的实验测得信号强度，NSPE为测得的相应的光电倍增管的单光子倍增系数。在该

次测量中，加入了六个衰减片为0.2，1.0，0.5，0.3，0.6，0.6。故 

D = 10(−0.2−1.0−0.5−0.3−0.6−0.6) = 10−3.2 

从图 48 可以得到， 

Nsignal = 0.04575 

NSPE = 0.07495 

由此可以算得探测器可探测到的最大光子数为， 

Nmax = 33440946 

 

 

图48. 左侧为光电倍增管单光子信号。绿线为单光子峰，蓝线为“台阶”峰。右侧为一定光强

下光电倍增管信号。 

Figure 48  On the left is the single photon signal of the photomultiplier tube. The green line is the 

single-photon peak, and the blue line is the "pedestal" peak. On the right is the signal of the 

photomultiplier tube under a certain light intensity. 

 
8
 测量日期为公历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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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江门中微子实验中新探测器中的液体闪烁体光产额约为10000 PEs/

MeV，故激光系统可以模拟约3.3 TeV的可见信号，甚至可以用来模拟缪子簇射。

此外，激光的强度会随着时间发生一定的变化。故需年度的监控激光强度数值，

确保光强满足实验要求。 

 

3.3 实验测量与分析 

  在激光刻度系统中，激光经由分光镜被分成两束后，一束经由55 m光纤进

入暗箱，模拟“JUNO 探测器”，另一束经由5 m光纤进入“能量标尺系统”暗箱。

每个暗箱中有两个一英寸的光电倍增管。实验中，光电倍增管的电压设置在

850 V，激光头温度通过激光器自带 LabVIEW 软件监控。考虑到激光能量的稳

定性，激光脉冲重复频率设置在50 Hz，此时，环境温度为20摄氏度时，激光头

的温度可以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当激光头的重复频率设置在100 Hz，激光头

的温度会稳定在35摄氏度左右。虽然激光头的脉冲重复频率可以从1 Hz调节至

1000 Hz，但是1000 Hz时，激光头的温度会高达50摄氏度，会严重影响激光的

稳定性。 

  在光电倍增管接收到闪烁光后，产生的光电信号会被数模转换器读出并保

存在 ROOT 文件中进行分析。通过数模转换器采得的波形信号减去基线后通过

积分获得总的电荷数，除以单光子时的电荷数得到相应的光电倍增管看到的光

电子数。在数据采集时，我们使用1000 ns（包含250个样本数据）的采样窗口。

基于波形的最前端的40个样本数据，我们计算得到每一个波形的基线。 

 

 光电倍增管刻度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我们得到的所有的信号都是来自于探测器内的光电

倍增管。对于光电管的了解是我们了解整个探测器的基础。所以我们需要每周都

对光电倍增管做刻度，并及时更新刻度结果。光电倍增管的刻度主要包括单光子

增益和光电子分辨率[75, 76]。标定光电倍增管的单光子增益和分辨率是将能量与

测量到的信号对应的基础。光电倍增管的增益是指光电倍增管内单光电子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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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倍率。在光电倍增管工作时，光阴极将入射的光子转化为光电子后，光电子

在多级打拿极形成的电场中被加速，并且实现倍增。最后，被放大的光电子被光

电倍增管的阳极收集，以脉冲信号的形式输出。在光电子的加速过程中，打拿极

的电场越强，光电子动能越大，打在打拿极上敲击出的光电子越多，即倍增率越

高。所以光电倍增管的增益与其施加的电压直接相关。为了刻度光电倍增管的增

益，我们可以将激光的脉冲能量调节的非常低，光子会一个一个地轰击到光电倍

增管的光阴极面上，此时，打在光阴极的光电子数目理论上服从泊松分布。实验

中，我们用光子的占有率来衡量激光的光强是否合适。光子的占有率是指光电倍

增管被点亮的事例数占总事例数的比例。我们一般将占有率控制在10%到30%，

即大部分时间光电倍增管除了噪声，什么也看不见，而在点亮光电倍增管的事例

中，入射光子的数目会近似服从泊松分布。并且在我们得到的入射光子的数目分

布图中，单光子的事例会占据大多数。图 49 显示了来自一英寸光电倍增管的典

型的电荷分布。我们使用双高斯函数f来拟合光电倍增管的电荷分布，拟合结果

如图 49 中红线所示。 

 f = Gaus(c1, μ1, σ1) + Gaus(c2, μ2, σ2) (16) 

  在光电倍增管没有探测到光信号时，光电倍增管输出的信号时来自于随机

的噪声或者数据线的波动。因而，在光电倍增管电荷分布上会出现一个均值在零

左右的高斯峰（图 49 中第一个高斯峰）。图 49 中的第二个高斯峰则对应了单光

电子电荷分布。从模数转换器获得的波形信号积分后的单位为ADC，将其转化为

电荷单位之后，我们再将电荷的单位转换为电子，单光子峰对应的光电子数目便

是光电倍增管的增益。其中对于 DT5720 模数转换器， 

1 ADC =  
2V

212
= 0.488 mV 

假设单光子的积分信号值为n ADC，电荷数 Q 可表示为 

Q =
∆t × ∆U

2 × R
=

 n × 0.488 × 10−3 V × 4 × 10−9 s

50 Ω
= n × 3.9 × 10−14 C 

增益 G 可以表示为： 

G =
Q

1.602 × 10−19 C
≈ n × 2.43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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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激光低光强刻度四个PMTs的增益和单光子分辨率;其中ch0, ch1对应的是能量标尺系

统中的两个PMT，而ch2和ch3对应的是“JUNO探测器”暗箱中的两个PMTs；横轴单位为

ADC。 

Figure 49  The laser with low intensity calibrate the gain and single photon resolution for four 

PMTs in which ch0 and ch1 correspond to the two PMTs in the energy monitoring system, and 

ch2 and ch3 correspond to the two PMTs in the dark box of the "JUNO detector" ; The 

horizontal axis unit is ADC. 

 

  在光电倍增管增益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同样的电荷分布计算了单光子的分

辨率。计算公式如下： 

 R单光子分辨率 =
√σ2

2−σ1
2

μ2−μ1

 (17) 

其中σ1和σ2分别对应着噪声和单光电子的电荷分布的展宽，而μ1和μ2则对应的

是噪声和单光电子的电荷分布的均值。表 10 给出了实验中使用的四个光电倍增

管的增益和单光子分辨率测量结果。实验中，我们采五分钟的数据，共计15000

个事例用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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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光电倍增管的增益和单光子分辨率测量结果。分辨率数值越小，说明分辨率越高。 

 

暗箱 光电倍增管 加压（V） 增益 单光子分辨率 

“JUNO 探测器” Ch0 850 6.08 × 106 47.5% 

Ch1 850 5.56 × 106 55.7% 

“能量标尺系统” Ch2 850 2.92 × 106 82.8% 

Ch3 850 6.30 × 106 49.6% 

 

 系统非线性刻度 

  激光刻度系统的非线性不仅来源于分光镜分光，还与聚光镜及后面衰减片，

光纤，闪烁体和光电倍增管有关。在理想情况下，当激光光强上下变化时，两个

暗箱中的四个光电倍增管的信号互相之间的大小的比值是一个常数。测试中，同

一个暗箱中的光电倍增管接收到的是来自于同一个闪烁体发的光，光电倍增管

信号仅受立体角和光电倍增管本征特性的影响。而不同暗箱中的光电倍增管的

信号则受到分光比，不同的光路衰减不一致，闪烁体性质及光电倍增管本征特性

的影响。因而，当立体角确定时，对于同个暗箱中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的比值可

以用来衡量光电倍增管的本征特性，从而确定光电倍增管是否处于线性工作状

态，而对于不同暗箱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的比值则可以用来间接衡量分光比的

稳定性（该实验中测得的结果包含光电倍增管和系统分光的非线性，实际上分光

的非线性应该小于该数值）。当光强变化在一定的区间变化时，如果来自不同暗

箱光电倍增管的信号比值为常数，则表明分光比与光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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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黄色为激光同步信号，红色为来自于“能量标尺系统”的暗箱中的一个光电倍增管的信

号，蓝色为来自于“JUNO探测器”的一个光电倍增管的信号。两个信号之间的约250ns的

时间差来源于光在光纤中的传播。 

Figure 50  The yellow is the laser synchronous signal, the red is the signal from a photomultiplier 

tube in the dark box of the "energy monitoring system", and the blue is the signal from a 

photomultiplier tube of the "JUNO detector". The time difference is about 250 ns between the 

two signals,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propagation of light in the optical fiber.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大部分反应堆产生的反电子中微子的可见能量集中

在1 MeV到8 MeV, 对应的光子数约为10000到80000个。在我们的设置中，为了

模拟该范围的光子数，在光电倍增管立体角约为1%和量子效率约为25%的情况

下，两个暗箱中的光电倍增管接收到的光子数应从十几个光电子到一百个光电

子。在光路中经过合适的衰减后，激光的相对光强可在6个数值上进行循环调节

测试，分别为 10−0.1(79%) ， 10−0.2(63%) ， 10−0.3(50%) ， 10−0.4(40%) ，

10−0.5(32%)，和10−0.6(25%)，即激光相对总光强从79%至25%之间调节。 

  当激光强度从25%至79%连续调节6个光强时，如图 51 所示，两个暗箱中

的四个光电倍增管表现出一致的趋势，其中 Ch0 对应的光电倍增管的光电子数

从20变化至90个。实验过程持续十个小时，每个光强单次采集5分钟数据，一共

15000个事例。分别比较来自于同一个暗箱中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强度的变化，

与来自于不同暗箱中的光电倍增管的强度变化，从图 52 可以看出，对于相同暗

箱中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强度比值相对稳定，1个σ的浮动小于0.2%，而对于不

同暗箱中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的比值相对较大，1个σ的浮动小于0.3%。需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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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明的是，不同暗箱中的信号强度的比值不仅包括分光镜系统的非线性，也包

括光电倍增管自身的非线性。这种分光精度使得该系统可以用于激光相对强度

监控。 

 

图51. 光电倍增管信号强度变化。理想情况下，对于每道光电倍增管信号的斜率为常数。其

中，绿色和蓝色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的比值可以用来自刻度，而绿色和紫色的光电倍

增管的比值可以用来比对分光的非线性。85个PEs在该设置中对应的光子数约为80000

个。此外，可以调整激光至低光强使PMTs观测单光子，并进行增益的刻度。 

Figure 51  The change of the signal intensities of the PMTs. Ideally, the slope of each 

photomultiplier tube signal is constant. Among them, the ratio of the signal of the green and 

blue photomultiplier tubes can be used for the self-calibration to check the systematic errors, 

and the ratio of the green and purple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beam 

splitting. The 80 PEs is corresponding to ~80000 photons. Besides, the laser intensity can be 

adjusted to calibrate the PMTs’ gain with single photon. 

 

 

图52. 来自不同暗箱的光电倍增管的比值与某一到光电倍增管的信号强度关系图（C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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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0

ch1
和

ch2

ch3
 是同一个暗箱中光电倍增管信号的比值，

ch0

ch1
对应于“能量标尺系统”暗箱，

ch2

ch3

对应于模拟探测器暗箱；
ch2

ch0
和

ch3

ch1
为来自于不同暗箱的光电倍增管的比值。图中虚线和

实线分别对应的为1个σ和2个σ的区间。 

Figure 5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 of the photomultiplier tubes from different dark boxes 

and the signal intensity of a certain photomultiplier tube (Ch0). ch0/ch1 and ch2/ch3 are the 

ratios of the photomultiplier tube signals in the same dark box, ch0/ch1 corresponding to the 

“energy calibration system” dark box, ch2/ch3 corresponding to the “detector” dark box; 

ch2/ch0 and ch3/ch1 are the signal ratios of the photomultiplier tubes from different dark boxes. 

The dotted line and the solid line in the figure correspond to the interval of 1 σ  and 

2 σ respectively. 

 

 时间对齐 

  对于每道光电倍增管，由于其渡越时间，飞行时间以及后端电子学（电缆

长度）的差异，光电倍增管的时间响应会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实现精确的实验测

量，我们必须对时间做精准刻度[77]。实验中使用的紫外激光具有优异的时间信

息（脉冲宽度约为0.656 ns），但是在激光经过液体闪烁体的吸收重发射后，又由

于光电倍增管自身的渡越时间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确定该激光是否依然可以进

行时间对齐。 

 

 

 

图53. 左侧为紫外激光的脉宽；右侧为光电倍增管信号上升时间，下降时间以及电子渡越时

间定义。图片来源于激光说明书。 

Figure 53  The left side is the pulse width of the ultraviolet laser; The right side 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rise time, fall time and electron transit time of the PMT signal.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 

the manual of the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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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从光信号产生到到达光电倍增管的时间称之为飞行

时间，而从光阴极到达阳极信号读出的时间，称之为电子渡越时间（如图 54 所

示）。飞行时间与探测器的结构及散射相关，而渡越时间与光电倍增管的自身的

结构相关。由于入射光子的能量不一致，导致光阴极发射的光电子速度存在差异，

从而造成渡越时间存在一定的展宽。 

  通过对比激光直接入射光电倍增管和激光经过液体闪烁体后入射光电倍增

管，我们可以准确的了解液体闪烁体对于激光的时间信息带来的影响。实验中，

我们使用8 cm内径，5 mm厚度的玻璃球盛装液体闪烁体，通过55 m的光纤将激

光导入该液体闪烁体探测器中，然后光被一英寸的光电倍增管探测到，或者经过

55 m的光纤之后直接入射光电倍增管。图 54 给出了实验中的信号以及飞行时间

和渡越时间的定义（从激光同步信号触发计算起）。图 55 给出了经过液体闪烁

体和直接打入光电倍增管的信号的时间分布信息，可以看出，当激光直接入射光

电倍增管的展宽约为0.23 ns，而经过液体闪烁体吸收重发射后的展宽约为0.5 ns。

而液体闪烁体吸收重发射带来的时间差约为4.5 ns。 

 

 

图54. 激光直接入射光电倍增管与激光经过液体闪烁体后入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 

Figure 54  The PMT signal of laser directly injecting into the photomultiplier tube and the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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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MT after laser passing through the liquid scintillator. 

 

 

图55. 激光直接入射光电倍增管与激光经过液体闪烁体后入射光电倍增管的信号时间分布

信息。红色曲线为直接入射，绿色曲线为经过液体闪烁体后入射。 

Figure 55  The signal timing distributions for the laser directly entering the PMT and the laser 

light passing through the liquid scintillator and then entering the PMT. The red curve is for 

direct incidence, and the green curve is for incidence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liquid 

scintillator. 

 

  通过改变光强，我们可以研究响应响应时间与光电倍增管的信号大小的关

系。由于飞行时间与渡越时间不能够独立地进行测试，因而实验中我们分析的是

其时间加和。一定光强下的飞行时间和渡越时间的分布如图 56 所示。 

 

 

图56. 一定光强下光电倍增管的渡越时间与飞行时间加和的分布图。 

Figure 56  Distribution of transit time + flight time of a PMT under certain light intensity. 

 

  改变激光光强，图 57 给出了光电倍增管光电子数从20到520个变化时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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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间和渡越时间平均值分布，可以看到，在光电子数大约50个时，飞行时间和

渡越时间的中心值基本稳定在289.3 ns，不确定度约为万分之三。而对于飞行时

间和渡越时间的展宽，随着光电子数的增多，其展宽变小，最后稳定在约0.32 ns

左右。故当光电倍增管的光电子大于20 PEs时，该系统可以实现小于1 ns的时间

对齐，而达到200 PEs时，则可以实现0.4 ns的时间对齐。 

 

 

图57. 左侧为渡越时间和飞行时间拟合后的平均值随光电子数变化的分布图；右侧为渡越

时间和飞行时间拟合后的展宽的随光电子数的分布。其拟合函数为f(x) = [0] ∗

exp([1] ∗ x) + [2]。 

Figure 57  The left side is the diagram of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transit time and the flight time 

with the photoelectron numbers; The right is the sigma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it time and the 

flight time with the photoelectron numbers. The fitting function is f(x) = [0] ∗ exp([1] ∗

x) + [2]. 

 

3.4 失效性分析 

  本章节主要分析了激光系统测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具体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11. 激光测试失效性分析 

 

序号 失效模式 解决办法 

1 激光头温度过高 关闭激光；查看是否环境温度过高。 

2 激光触发失灵 使用示波器查看激光同步信号大小；如果过小，需

要对其进放大。 

3 进入探测器和暗箱的光信号

突然大幅度减小 

关闭激光，查看主光路上的小孔或者衰减片是否由

于震动发生偏移。同时查看个分支光路上的信号。 

4 激光自身强度显著降低 查看激光器使用寿命，购买新的激光备用；减少光

路上的衰减片，提高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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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装清单和安装步骤 

 在激光刻度系统中，考虑到激光系统的安装便捷性与可持续性，在本章节中，

我们给出了该系统的安装清单及安装步骤。表 12 按照安装顺序给出安装清单及

各个元件的用途。 

 

表12. 激光刻度系统安装清单 

 

序号 项目 型号 数量 用途 

1 紫外激光 FQSS266-Q4-

1k-STA 

1 产生紫外光 

2 激光电源  1 为紫外激光供电 

3 激光控制盒  1 控制激光 

4 激光 LabVIEW

控制软件 

 1 控制激光开关 

5 旋转衰减片 NDC-50C-4M 1 大尺度调整激光光强 

6 小孔 P75H 1 减小光斑浮动对于实验带来的影

响 

7 电动滤光片转轮 FC102C 1 装载滤光片后，通过旋转可以到

达不同的位置，从而实现光强调

整 

8 滤光片 NDUV01B-

NDUV13B 

20 安装在电动滤光片转轮上，调整

激光强度，每个滤波片仅能进行

一个强度调节；安装在小孔后和

聚光镜后用来调整光强。 

9 分光镜 BSW20 1 分光，将激光分成两束，比例约

为 50：50 

10 聚光镜 LA4306 2 将光聚如光纤 

11 SMA905 光纤支

撑架 

SM1SMA 2 固定光纤接口 

12 光纤（SMA905-

ST） 

BGBU-

200/220-245-

22-AC 

5 m 将激光所分光束的光纤入口与能

量监控系统暗箱上的接头连接 

13 光纤(ST-裸纤) 同上 0.3 m 连接能量监控系统暗箱上的接头

与塑料闪烁体 

14 光纤转接头 ST-ST 1 用来连接光纤的 ST-ST 接头 

15 光纤（ST-特氟龙

球配重） 

黑色 ETFE 外

壳 1mm 直径 

50 m 进入探测器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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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纤（ST-ST） 铠装光纤 1 m , 

1.5 m , 

2 m 

连接光纤滑环与 ACU 罩上的

KF25 转接口 

17 光 纤 （ ST-

SMA905） 

铠装光纤 100 m

/150 m 

从 ACU 罩上的 KF25接口到电子

学间 

18 光纤滑环 FQ228 1 绕线机构转动时，保证光纤的传

输性能 

19 电脑  1 控制激光及其他自动化程序控制 

20 模数转换器 DT5720 1 采集波形 

21 示波器  1 查看波形，从而进行光路调整 

22 暗箱及其配件  1 包括蒽晶体和四个光电倍增管，

用于初始调试。 

 

  激光刻度系统安装调试步骤具体如下： 

1. 打开示波器 

2. 确认高压线,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如正常，为四道光电倍增管加高压。

并实时监控电流，最大电流小于13 μA。 

3. 打开电脑，软件重连激光USB线和滤波轮USB线。确保滤波轮处于零位。

如果不在零位，需要手动归位。零位处安装有黑挡板，可保证激光不射

入探测器。连接后，打开激光控制器上的开关（在真实实验中，开关打

开后，不需要关闭），等激光控制软件上显示“ready”后，点击运行（按

钮从灰变红），并输入密码，激光开始发射。 

4. 激光打开30分钟后，信号基本趋于稳定。在此期间，需用示波器确认光

束是否有效的入射光纤（每年一次）。 

5. 进行非线性的测量工作。 

6. 测试完成后，点击激光控制面板上的“运行”，按钮变灰，则激光器停止

发射。并将滤波轮归至零位。 

  考虑到激光刻度系统长时间使用的稳定性及实验测试的准确性，使用过程

中，我们需要注意： 

1. 在激光刻度系统测试过程中，所有光学器件备不可以移动。移动后需现

场重新调节。 

2. 各个光学器件安装过程中，应避免用手直接接处光学界面。小孔透过的

光应调整至激光光斑最强的位置的光。分光镜应保证45度分光，光从其

正面入射，此时分光比约为50: 50。激光与光纤耦合的位置应该处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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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镜的焦点处（此处光斑最小），保证激光尽可能多的入射光纤。使用

三维光学平台进行光纤位置调节时，采用示波器直观的确认是否调整至

光斑最亮位置。 

3. 在激光运行中，为确保激光的稳定性，应保证激光头的温度小于35摄氏

度。一般情况下，激光脉冲重复频率为50 Hz，20摄氏度环境温度时，

激光头的温度约为30摄氏度。  

4. 为减少光的损耗，以及避免对光纤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光纤转弯半径应

保证大于3 cm。 

5. 光纤存在一定的漏光问题，刻度系统结果分析时需要考虑在内。 

6. 每个光纤接头会对光产生2 − 3倍的衰减，实验中应尽量减少光纤接头

的使用。 

7. 激光的使用寿命为10000个小时，当到达8000个小时后，需购买新的激

光器备用。 

 

3.6 本章小结 

 本章中，着重讲述了激光系统的搭建与测试结果分析。对于该激光刻度系统，

可以同时实现进入探测器的激光在闪烁体中可以产生TeV量级的等效沉积能量,

以及对于激光相对强度的非线性监控小于0.3%，验证了该激光刻度系统可以用

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电子学非线性刻度和光电倍增管的刻度。此外，紫外激光良

好的时间效应使其可以用来做光电倍增管及其后端电子学的时间对齐。在本章

结尾，我们给出了详细的激光系统安装步骤，以及测试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为现

场安装测试提供了有力的文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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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S 原型机测试与结果分析 

  CLS 全称为“Cable Loop System”，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刻度小组根据江门中

微子实验的要求设计并搭建的二维平面扫描系统。该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对

探测器非均匀性的刻度。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为球形设计，但是由于其内

部盛装液体闪烁体，并且完全浸没在水中，球体受到的内外压力差以及来自于地

球的引力会使探测器近似椭球分布，φ向基本呈对称分布，而θ向分布不均匀，

故而需要使用 CLS 进行额外的刻度。准确地刻度探测器的非均匀性可以有效的

提高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率，从而提高探测器对于质量序列的灵敏度。 

  在本章节中，我们给出了 CLS 的设计搭建与测量结果[63]，并且详细的介绍

实验装置的各个部分。本章由以下几部分组成：CLS 设计与实验室搭建，失效性

分析与解决办法，运动步骤，实验测试结果与分析，实验注意事项以及最后的安

装清单。 

4.1 CLS 设计与实验室搭建 

 CLS 设计概念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虽然 ROV 可以实现探测器的全局刻度，但是由于

ROV 操作的复杂性导致了其刻度周期较长（一年）。而 ACU 虽然可以实现每周

进行刻度的工作，但是其并不能有效的刻度探测器的非均匀性。因此，我们设计

了 CLS 二维平面悬线系统，期望可以通过对探测器φ = 0及φ = 180平面的刻度

来实现对探测器非均匀性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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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CLS设计总图及位于刻度室内部的CLS控制系统（单边）。 

Figure 58  General design of the CLS and its controlling system (single side) located inside the 

calibration room. 

 

  在 CLS 的设计中，我们着重考虑三个要素，刻度系统运动的简单性，放射

源可到达刻度区域有效覆盖面积与刻度点位置可重复性。如图 58 所示，与 SNO

实验设计类似[78]，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中，设计了两套半平面扫描系

统，对应于两套独立的 CLS 扫描系统。每套 CLS 由中心线和边线及放射源结构

组成。绳子从探测器顶部脖子（chimney）处进入探测器，经由 A->C->B->A 后，

绕出探测器。放射源结构置于 C 点，B 点放置一个滑块（简称“锚”）用来限制钢

丝绳的运动，放射源可到达区域面积大小与锚点的位置直接相关，我们可以通过

模拟分析得到最佳锚点位置分布。 

  基于该设计，我们可以通过调整中心线（AC 段）和边线（ABC 段）两根

绳子的长短使放射源到达目标位置。控制中心线和边线长度的绕线机构位于探

测器脖子上方的刻度室内（图 58 右图所示）。刻度室内部的源库存放着需要使

用的多种类型的放射源，可以通过机械夹爪实现自动化换源。 

  该系统的优势是仅通过两根绳子的运动便将可以实现多个放射源在刻度平

面内大部分区域的刻度，且在刻度的同时不会对探测器带入额外的本底。劣势是

由于锚点的位置是固定的，只能实现特定平面的刻度，而且由于探测器体积较大，

中心线和边线在探测器中基本处于悬链线状态，难以通过绳长来确定放射源的

位置和难以判断放射源位置到达的可重复性。但是，前者可以加入额外的超声定

位系统和红外相机来实现放射源绝对位置的确定，而后者则需要实验重复测量

来给出。 

Chimney

Central detector

CLS plane

Anchor 1

Anchor 2

Calibration source

Side cable

Central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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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LS 原型机测试中，我们需要初步确认放射源位置到达可重复性精度是

否能够满足 JUNO 实验需求，放射源配重的大小，CLS 刻度所需时长以及刻度

源可以到达的刻度区域，并且给出最佳的放射源收放模式。 

 

 CLS 实验室搭建 

  为了细致地了解 CLS 的运动方式及其测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有效的

给出解决方案，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理科楼 4 号楼粒子物理实验室搭建了 CLS

原型机。刻度室内部的控制系统为1: 1完全仿照江门中微子的实际情况进行搭建

测试，而受制于实验室的空间（长宽高14 ∗ 6 ∗ 8.5 m），我们仅搭建部分35.4 m 

CLS 圆平面以及若干个等比例缩小 CLS 圆平面进行测试分析（图 59）。基于该

设计搭建的若干个原型机，我们可以实现对4 m  CLS 整圆，8 m  CLS 整圆，

18 m CLS 部分圆和35.4 m CLS 部分圆的放射源可到达刻度区域的测试，并且基

于35.4 m圆我们进行了放射源的位置到达可重复性测试。对于不同比例的原型机

的测试，将有益于我们研究该系统的整体行为及准确地预测 JUNO CLS 的可到

达刻度区域。 

 

 

图59. 实验室搭建不同比例CLS圆平面示意图以及锚点（Anchor 1 和 Anchor 2）固定示意

图。在不同的圆弧上的黑色的点表示的是该尺寸CLS原型机下锚点对应的安装位置。灰

色的虚线代表的是实验室的地板，橘色的虚线代表的是实验室天花板。脖子与圆弧的

交接处（等价于图58 A点）安装着特氟龙围脖来模拟真实情况。 

Figure 59  Schematic diagrams of CLS planes and anchor points(Anchor 1 and Anchor 2) for 

different scales. The black dots on the different arcs indicate the corresponding installation 

positions of the anchor points under this size CLS prototype. The gray dotted line represents 

the laboratory floor, and the orang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the laboratory ceiling. At the junction 

of the chimney and the arc (equivalent to point A in Figure 58), a Teflon piece as the collar is 

installed to simulate the re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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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S 原型机构架整体采用60 ∗ 60 mm方形铝型材搭建，主体部分包括控制

系统中的两个绕线机构，围脖，锚，放射源结构，模拟源库和 LabVIEW 控制系

统五个部分，如图 60 所示，绕线系统及模拟源库距离地面5 m高，实验人员可

以站在搭建的4 m高的工作平台上进行安装和操控钢丝绳等相关工作。实验中使

用的刻度源结构为等比例缩放模型（仅改变大小，重量不变），但是里面不包含

放射源，仅为其悬挂和配重结构。实验中，刻度源位置通过全站仪进行精确测量。

后续的章节会详细的讲述 CLS 各个部分的构成及其功用。 

 

 

图60. 位于上海交通大学理科群楼4号楼的CLS原型机，包括绕线机构，模拟源库，伺服电

机，刻度源结构，全站仪，锚和LabVIEW控制系统。 

Figure 60  The CLS prototype, located in Building #4, Science Group Build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includes winding mechanism, mock-up of source station, servo motor, structure of 

calibration source, total station, anchors and the LabVIEW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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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线机结构及相关配件 

 

 

图61. 绕线机构原型机，包括导线滑轮，卷轴，伺服电机，缠绕在卷轴上的钢丝绳，压力传

感器，限位开关以及导线孔。 

Figure 61  Prototype of the winding mechanism, including pulley, reel, servo motor, wire wound 

on the reel, pressure sensor, limit switch and guiding hole. 

 

  放射源的位置是通过改变边线和中心线的长度实现的。为了可以高精度的

收/放刻度源至指定的位置，绕线机构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线轴具有较大

的直径，避免中心线/边线钢丝绳长期放置卷曲；第二，可以实现缓慢而均匀的

放/收线；第三，实时监控绳子状态，松弛或绷紧需要瞬间停止收/放线。绕线机

构主要包括不锈钢钢丝绳，用于缠绕钢丝绳的线轴，防止钢丝绳跳槽的限位孔，

检测钢丝绳张力的张力检测器，保护绕线机构和用于系统归零的限位开关以及

驱动绕线机构的伺服电机。 

 

 不锈钢丝绳和线轴 

 在 CLS 中，有长达73 m的不锈钢丝绳需要永久的浸泡在液闪中。选择钢丝

绳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五点，一，与液闪兼容，长期的浸泡物理性质不发生变

化，且不影响液体闪烁体的光学性质；二，极低的放射性，即不为探测器引入额

外的本底；三，可以为超声定位系统供电，用于超声定位；四，有足够的柔软性

以携带放射源到指定的位置；五，可承受 20 年中强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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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钢丝绳和缠绕钢丝绳的特氟龙线轴。 

Figure 62  Stainless steel wires and the Teflon spool. 

 

  如图 62 所示，出于兼容性及低摩擦系数考虑，我们选用全氟乙烯丙烯共聚

物（四氟乙烯和六氟丙烯共聚而成，英文名称 Teflon*FEP9）作为钢丝绳的外包

皮。出于其导电性及柔软性考虑，我们选用7 ∗ 7股钢丝绳作为内芯。钢丝绳直径

为1 mm（Teflon*FEP 厚度0.1 mm，芯直径0.8 mm），最大可承受60 kg的拉力，

最小转弯半径小于5 mm。钢丝绳质量为280 g/100 m。有效密度为3.565 g/cm3。

所选钢丝绳放射性本底如表 13 所示，在大于0.7 MeV的生存本底事例率筛选时

总本底约为8.7 mHz，可满足实验要求（表 14 中给出 JUNO 实验各项目放射性

数据）。 

 

表13. 不锈钢丝绳铀钍钾本底表 

 

 生存本底事例率（> 0.3 MeV） 生存本底事例率（> 0.7 MeV） 

放射性元素 K − 40 Th − 232 U − 238 K − 40 Th − 232 U − 238 

73 m 钢丝绳对应

的事例率（mHz） 

6.51

± 2.88 

5.25

± 4.53 

1.76

± 3.12 

4.35

± 1.93 

3.02

± 2.61 

1.32

± 2.34 

总本底（mHz） 13.52 ± 6.22(

< 23.88 @90% C. L. ) 

8.70 ± 4.00(

< 15.36 @90% C. L. ) 

 

 

 

 

 

 

 

 
9
 聚全氟乙丙烯树脂具有与聚四氟乙烯相似的特性，又有热塑塑料的良好加工工艺，因而使之成为代替聚

四氟乙烯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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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JUNO 实验探测器内部在不同的有效体积内单个事例事例率预估（>0.7 MeV）。数

据来源[79]。 

 

 单个事例事例率（Hz） 

全体积 R < 17.2 m有效体积 

液闪 2.57 2.38 

亚克力 7.24 0.39 

亚克力节点 23.79 2.09 

不锈钢架连接杆 1.07 0.11 

20英寸 PMT 10.31 1.41 

水中的氡 16.79 1.38 

钢架构 0.04 0.01 

PMT 钢支架 0.04 0.01 

总计 61.85 7.78 

 

  实际实验中，为了保护不锈钢丝绳和减少摩擦力，所有与钢丝绳的接触面

均采用特氟龙材料。如图 62 所示，绕线机构卷轴整体由特氟龙一体化制作，直

径为160 mm（±0.5 mm），槽深0.5 mm，槽宽1 mm，槽间距2 mm，线轴总计120

圈，为中空结构，总计可缠绕60 m钢丝绳。对于两套独立的 CLS 系统，每套 CLS

有两个绕线系统，分别用于安装中心线和边线。由于锚在探测器内部安装位置的

不同，绕线机构所需的最大线长存在较大的区别。在综合考虑了探测器结构各个

部分的贡献以及备用线后，表 15 给出了对应的每个绕线机构所需的钢丝绳的总

长度，其中对于46度锚点和76度锚点对应的边线和中心线的总长度分别为

(56.39 m，50.44 m)和(75.01 m，59.00 m)。 

 

表15. 对应于不同绕线机构的钢丝绳长度组成 

 

绳长(m) 46度锚点 76度锚点 

 

 

 

 

 

 

边 

探测器脖子 8.73 8.73 

从脖子底部到锚点 13.83 21.79 

从锚点到最低刻度点位置 13.83 23.50 

悬链线引入 2 3 

刻度室内部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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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备用线 15 15 

总长 56.39 75.01 

绕线机构上最大缠绕量 29.39 39.48 

 

 

 

 

中 

心 

线 

探测器脖子 8.73 8.73 

从脖子底部到最低刻度点位置 21.27 34.30 

悬链线引入 2 3.00 

刻度室内部 2 2.00 

备用线 15 13.00 

总长 50.44 59.00 

绕线机构上最大缠绕量 49.96 58.50 

 

 张力检测器 

  在 CLS 中，绳子的张力是唯一可以用来监控系统是否正常工作的参量。张

力过大表明绳子处于绷紧状态，需要及时终止刻度，并排除故障。张力过小则会

导致绕线机构上的钢丝绳跳槽，这便要求张力检测器需要有较高的精度。我们设

计如下张力检测系统来监测绳子的张力。其中称重传感器的型号为 ILBLS-I（购

于上海隆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精度为0.03% F. S.，量程为0 − 10 kg，4 − 20 mV

信号输出，并通过24位高精度模数转换器（RW-ST01D 2.1，购于上海天贺自动

化仪表有限公司）把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 RS485 协传输至运动控制系统。

钢丝绳通过导线模块后压在特氟龙滑轮上，在钢丝绳运动过程中承重传感器可

以实时监控钢丝绳上的相对张力大小。为了降低该处特氟龙滑轮给钢丝绳带来

的摩擦力，滑轮支撑采用了陶瓷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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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张力检测器设计图与成品，陶瓷轴承隐藏于不锈钢结构与特氟龙滑轮之间。 

Figure 63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the tension monitoring. The ceramic bearing is hidden 

between the stainless steel structure and the Teflon pulley. 

 

 限位开关 

  在测试过程中，限位开关主要用来进行两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一，确定测

试零点；二，防止绕线机构过度放线。考虑到限位开关的精度及耐用性，我们选

择 SCHURTER 公司型号为 MSM 124 的限位开关，该限位开关为机械行程直接

接触驱动。当安装于限位孔运动结构上的模块撞击限位开关时，限位开关通过触

点动作实现控制系统的切换，它的作用原理与按钮类似，且在大亚湾实验中连续

使用十年未出现异常（碰撞频率为每周一次），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图64. SCHURTER公司型号为MSM 124的限位开关及其拆卸结构。 

Figure 64  Model MSM 124 limit switch from SCHURTER company and its disassembly structure. 

 

  在 CLS 绕线机构中，我们将限位开关安装在线轴支撑面板上，通过螺丝结

构碰撞限位开关实现触点动作，而精度则通过钢丝绳长度的变化来监测。测试流

程为：第一步，释放钢丝绳，当螺丝碰撞限位开关后，停止运动，测试钢丝绳长

度；第二步，转动绕线机构至初始位置，重复步骤一，分析绳长相对于第一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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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偏差分布。测试结果如图 65 所示，限位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约为2 mm。 

 

 

图65. 左侧：实验室测试限位开关安装示意图；右侧：限位开关重复定位精度测试结果。 

Figure 65  Left side: schematic diagram of limit switch installation in laboratory tests; Right side: 

results of limit switch positioning repeatability accuracy. 

 

 伺服电机 

  大亚湾实验刻度系统中，采用步进电机驱动绕线机构。但是步进电机的控

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者负载过大时，容易出现丢步的现象，停止时转

速过高也容易出现过冲的现象。而对于伺服电机，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以直接

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路和速度环路，一般不会出现

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者过冲的情况，控制性能相对更为稳定可靠。并且，对于伺服

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一般仅需要几个毫秒到十几个毫秒的时间，可

以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系统。在 CLS 中，考虑到伺服系统响应能力快、速

度性能好的优点，我们选用科尔摩根型号为 AKMH22E-CNT2GE5K-AQT060-

010-0-MMR-724 的伺服电机来驱动绕线机构。该电机安装的减速机的减速比为

10: 1，机体为 316L 不锈钢，IP69K 密封10。  

 

 
10
 完全防止灰尘侵入的同时，可以承受高压高温水/水蒸气的清洗，设备仍可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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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左侧为CLS伺服电机;右侧为安装减速机后的电机。 

Figure 66  The left side is the CLS servo motor; The right side is the motor with the reducer 

installed. 

  

 围脖及锚 

  如图 58 所示，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由亚克力本体聚合而成，在 CLS

钢丝绳运动过程中，位置 A 处的亚克力长期与钢丝绳接触。钢丝绳运动对接触

面产生的切应力会显著损坏 A 点的表面结构。为了避免损坏该处的亚克力结构，

造成应力集中的现象，在探测器脖子和中心探测器的连结位置，即 A 点，我们

制作了两个围脖分别安装于此，分别对应于两套独立的 CLS 系统。围脖由特氟

龙制作，表面光滑，转弯半径为50 mm，通过聚醚醚酮（PEEK）螺丝与探测器

亚克力结构固定。安装示意图 67 所示。在实验室原型机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将

围脖固定在相应的位置，用来模拟 CLS 测试中的 A 点。 

 

      

图67. 围脖设计安装示意图及其成品安装示意图（白色部分）。 

Figure 67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Teflon collar and its finished 

product(white). 

  

  作为 CLS 系统的关键组成，锚由摩擦系数极低并且与液体闪烁体兼容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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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龙制作而成，其安装位置直接决定了放射源是否能够到达指定的位置。根据模

特卡罗模拟计算，图 69 给出了锚位置与有效能量分辨率的关系图，可以看出，

锚位置最优值理论上是北纬48度和78度（有效能量分辨率为2.915%），但是由于

78度锚点位置与亚克力球的本体聚合缝隙接近，不利于锚点固定结构的安装以

及力学稳定性，故将其调整为46度和76度（有效能量分辨率为2.916%）。 

 

          

图68. 锚的设计安装示意图及其成品。 

Figure 68  Schematic diagram of anchor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and its finished product. 

 

 
图69. 蒙特卡罗模拟计算给出的锚位置与有效能量分辨率的关系图。 

Figure 6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hor position and effective energy resolution given by 

Monte Carlo simulation. 

 

  在实验室原型机搭建过程中，对于不同的 CLS 原型机，我们制作了等比例

缩放的锚结构进行独立测试。在 JUNO 中，锚的设计需要满足三点要求，一，与

亚克力球耦合紧密，避免脱落；二，与液闪兼容，保证至少20年的使用寿命；三，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不能对钢丝绳产生损坏。为满足以上要求，我们设计了钢丝绳

缠绕时转弯半径为50 mm的特氟龙模块作为锚，中间有直径为1 mm的孔用于穿

钢丝绳。该锚总重3.2 kg，表面光滑，易清洁。锚用 PEEK 螺丝通过 PEEK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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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固定在位于亚克力球内表面的亚克力节点上，该节点通过本体聚合于亚克

力表面。节点设计如图 70 所示，其最大可以承受的拉应力约为70 MPa。 

 

 

图70. 锚固定:左侧为亚克力节点，通过本体聚合的方法固定在亚克力球内表面；右侧为锚

与节点的固定结构，材质为PEEK。 

Figure 70  Anchor fixation: The left side is the acrylic node, which is fixed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acrylic ball by the method of bulk polymerization; The right side is the anchor and node 

fixing structure, made of PEEK. 

 

  在整个锚及其固定结构中，节点位置最为脆弱。该处的最大应力σ可表示为 

 σ =
M

ω
 (18) 

其中M为弯矩，即弯曲所需要的力矩，最大值等于力乘以力臂。ω为抗弯截面系

数11，可表示为 

 ω =
πd3

32
 (19) 

其中d为节点最细位置的直径5 cm。计算可得，当钢丝绳拉力为20 N的力时，锚

所受最大拉应力为0.23 MPa。计算可得，节点损坏所需的力约为8600 N，即钢丝

绳上的拉力达到4300 N时会将节点损坏。而使钢丝绳断裂的力约为620 N，当力

过大时，钢丝绳会先于节点断裂。且在整个实验运行过程中，钢丝绳一般受力为

1 − 6 N，最大受力小于20 N，远远小于钢丝绳和节点损坏的所需的力，有效的

避免了各种风险发生。 

 

 放射源结构 

  放射源悬挂在图 58 位置 C 处。如图 71 左图所示，为了保证以钢丝绳作为

悬线的 CLS 系统可以有效地运动，放射源需要加相应的配重来克服绳子的自重

及系统摩擦力对于实验的影响。其次，考虑到不能通过绳长对放射源位置进行有

 
11 截面系数是用于描述零件截面形状或尺寸对零件受力，受弯矩，受扭矩等影响的物理量。其是机械零

件和构件的一种截面几何参量，旧称截面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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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判断，我们需要在放射源结构上安装额外的超声发射器用来进行定位。最后，

我们设计了快速接头（公头/母头）用于放射源更换。由于配重，快速接头及超

声发射器距离放射源较近，为了降低其对放射源的挡光效应，裸漏部分尽量采用

具有高反射率的特氟龙材料包覆。 

 

 

 

图71. 左侧：与钢丝绳连接并且携带超声发射器的快速接头母头；右侧：放射源结构通过

快速接头公头与快速接头母头相连接。图片来源[57]。 

Figure 71  On the left: the female quick connector connected to the stainless steel wires and 

carrying the ultrasonic transmitter; On the right: the radioactive source structure is connected 

with the female quick connector through the male quick connector.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57]. 

 

  综合考虑安全性能和实验扫描区域最大化，最终的放射源结构设计有效质

量（包括快速接头母头和超声发射器）约为150 g。放射源组成如图 71 右图所示，

从上至下，依次包括快速接头，放射源及其封装和配重。它们由175 mm长的不

锈钢丝绳互相连接。放射源结构通过快速接头公母头连接至 CLS 钢丝绳悬线系

统。用于三维定位的超声发射器安装于快速接头母头位置，并由中心线和边线供

能。常规刻度时，底配重由 PTFE 外壳包裹镍组成，除了用来拉直放射源结构中

的不锈钢丝绳，还可以用于紧急情况下的放射源脱落打捞。而在使用 CCD 定位

确定绳长与位置的一一对应关系时，底配重会更换为体积和重量相等的光源结

构。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无论是超声定位系统使用超声接收器对于位于快速

接头上的超声发射器进行定位，还是 CCD 定位系统对于配重光源做定位，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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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现对刻度源的直接定位。但是由于在测试过程中，放射源结构中的光源或者

超声发射器相对于放射源的位置与刻度位置无关，我们可以直接根据几何结构

推算出放射源的实际位置（图 72）。 

 

图72. 光源作为配重下的放射源结构实物图。从上到下依次为快速接头（包含圆头超声发射

器），放射源和光源配重，底部为光源充电基座。由于快速接头母头与上部固定钢丝绳

特氟龙结构在θ方向无约束，故超声发射器结构和光源结构与放射源的相对位置仅受重

力影响，与在探测器内刻度位置无关。 

Figure 72  The light source is used as the bottom weight of the radioactive source structure. From 

top to bottom, there are quick connectors (including ultrasonic emitter), radioactive source and 

light source, and the bottom is the light source charging base. Since the female connector of 

the quick connector and the upper Teflon structure which is used to fix to steel wire rope are 

not restricted in the θ direction, the relative position among the ultrasonic emitter, the light 

source structure and the radioactive source is only affected by gravity,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alibration source positions in the detector. 

 

 源库 

  在一维中心轴刻度系统中，通过将不同能量的不同种类的放射源放在探测

器的中心位置进行能量标定，可以实现探测器能量非线性的基本刻度。探测器的

能量响应的位置响应非均匀性则需要使通过 CLS 进行测量。为了可以使用多种

源对探测器进行刻度，如图 58 所示，在 JUNO 刻度室中的两套 CLS 之间，我们

设计了一个环形源库，该源库一共可以悬挂12个备用放射源。放射源可以通过

机械夹爪结构进行自动化换源。在原型机测试过程中，环形源库制作还未完成，

考虑到实验安装的简便性与测试的等价性，我们使用直线源库进行换源测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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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械夹爪相配合成功实现自动化换源动作。 

 

  

图73. 左侧：JUNO实验中源库上计划悬挂的放射源，可以为ACU和CLS提供放射源，其中
241Am-13C为CLS常规刻度源。右侧：实验室测试中使用的直线源库和机械夹爪测试示

意图。 

Figure 73  Left: The radioactive source planned to hang on the source station in the JUNO can 

provide radioactive sources for ACU and CLS, among which 241Am-13C is the CLS 

conventional calibration source. Right: Linear source station and mechanical gripper used in 

laboratory tests. 

 

 控制软件 

  在原型机测试中，我们设计了 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软件进行原型机的运动控制。软件界面如图 74 所示。

对于一套 CLS 系统，控制系统可以同时控制两个伺服电机，三个夹爪和三个电

缸，并且实现以下几个动作： 

1. 读取EXCEL数据，中心线/边线独立运动至指定目标位置，并给出位置

反馈； 

2. 读取EXCEL数据，中心线和边线同步运动至指定目标位置，并给出位置

反馈； 

3. 中心线和边线张力同时监控； 

4. 中心线和边线张力阈值设置； 

5. 读取EXCEL数据，夹爪运动至目标位置，并给出位置反馈； 

6. 读取EXCEL数据，电缸运动至目标位置，并给出位置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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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实验室CLS运动控制软件界面。 

Figure 74  Software interface of the CLS movement controlling with LabVIEW in lab tests. 

 

  在 LabVIEW 平台搭建中，我们配合使用的是 NI7358 运动控制卡进行多轴

控制。但是截至到目前位置，该运动控制卡已经停产，虽然已经储备两块备用，

在 JUNO 二十年实验中依然存在更换缺货风险。相比于 LabVIEW 系统，PLC 系

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有如下特点： 

1. 编程容易，组态灵活，易于维护。 

2. 安装方便。与计算机系统相比，PLC的安装既不需要专用机房，也不需

要严格的屏蔽措施。使用时只需把检测器件与执行机构和PLC的输入输

出接口端子正确连接，就可以正常工作。 

3. 成本相对较低。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考虑到与其他系统的一致性及软件维护的原因，我

们会建立额外的 PLC 系统进行 CLS 运动控制。 

 

 定位系统 

  CLS 刻度中，由于刻度源不能通过绳长实现精准定位，我们设计了超声定

位系统和 CCD 系统进行辅助定位。在原型机测试中，我们希望精确的了解系统

的运动行为，为了避免超声定位系统和 CCD 定位系统带来的厘米量级的测试误

差，我们采用了更为精准的定位仪器，全站仪，来研究 CL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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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站仪，即全站型电子测距仪（Electronic Total Station），是集水平角、垂直

角、距离（斜距、平距）、高差测量功能于一体的高精度测绘仪器系统。可以自

动记录和显示读数，避免读数误差的产生，广泛应用于地上大型建筑和地下隧道

施工等精密工程测量或变形监测领域。 

  在原型机测试中，我们使用红外激光全站仪进行刻度点的定位分析，选用

的全站仪型号为 KTS-442R4（图 75），测距精度为2 + 2 ppm。在测距精度中，

前2为全站仪的常数误差，后面的2为比例误差，即每公里误差为2 mm。在实验

中，我们的测试尺度约为10 m量级，故可以忽略比例误差，全站仪测量精度可近

似认为2 mm。测量时，在靶上贴反射十字标签卡片，全站仪发射红光激光打在

靶上产生反射光，并由全站仪探测到。 

 

     

图75. 全站仪与贴反光十字卡片纸用于定位的快速接头母头，快速接头此时处于围脖处，正

在由钢丝绳同步运动拉回刻度室内部。 

Figure 75  The total station and the female part of the quick connector with a reflective crossing 

card used for positioning. The quick connector is at the collar in the right picture and is being 

pulled back into the calibration house by the synchronous movement of the wires. 

 

4.2 失效性分析 

  实际实验中，复杂的环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我们需要对可能发

生的实验情况进行分析并给出解决办法。相应的情况总结如表 16 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B%E7%BB%98%E4%BB%AA%E5%99%A8/108209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BE%E5%AF%86%E5%B7%A5%E7%A8%8B%E6%B5%8B%E9%87%8F/68484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8%E5%BD%A2%E7%9B%91%E6%B5%8B/135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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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CLS 刻度过程中失效性分析及其对应的处理方法 

 

失效模式 风险 解决方法 

钢丝绳松弛 线轴处钢丝绳

跳槽 

1. 设置压力传感器低阈值大于0.2 N； 

2. 反向运动拉紧钢丝绳； 

3. 通过手套箱将钢丝绳归位。 

特氟龙界面

磨损 

产生 PTFE 碎

屑 

1. 碎屑沉底，测试结果表明不会对实验造成太大影响 

2. 压力传感器高阈值设置<10 N,减少磨损 

放射源卡住

（例如，卡

在围脖处） 

钢丝绳损坏或

者放射源结构

损坏 

1. 保证各个界面光滑； 

2. 设置压力传感器高阈值低于10 N； 

3. 反向运动再缓慢拉回。 

压力传感器

失灵 

不能够即时检

测钢丝绳状态 

1. 监控伺服电机电流，间接监控钢丝绳张力； 

2. 必要时，关闭刻度是内部脖子保护盖，打开刻度室进

入，替换压力传感器。 

机械结构部

件失灵 

不能够移动放

射源 

1. 通过手套箱手动拉中心线放边线收回放射源； 

2. 必要时打开刻度室进入替换相关部件。 

刻度时断电 刻度中断 1. 使用 UPS 系统，为刻度预留充分的退出时间； 

2. 使用工业 PLC 控制系统，断电时可以保留刻度数据； 

3. 控制软件重启时，可以重载所有数据，继续进行刻度。 

钢丝绳断裂 放射源掉落探

测器 

1. 设置压力传感器上限和伺服电机电流上限，保证绳子

上的张力不超过10 N； 

2. 重载 10 倍余量测试线缆和接头； 

3. 如果放射源掉落探测器，使用 ROV 携带强磁铁进行

打捞。 

固定锚的亚

克力节点破

裂 

锚掉落至探测

器中 

1. 亚克力节点日常使用时可承受应力为4.5 MPa ,实验过

程中钢丝绳最大拉力为20 N，转换为拉应力仅有

0.35 MPa； 

2. 锚与节点的固定避免使用螺丝直接固定，降低由于亚

克力蠕变带来的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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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压力传感器上限和伺服电机电流上限，保证绳子

上的张力不超过20 N，减少对锚施加的拉应力； 

4. 重载 10 倍余量测试锚结构；理论上钢丝绳会先于锚

断裂； 

快速接头内

部钢丝绳电

气连接损坏 

超声发射器失

灵 

1. 保证钢丝绳受力上限<20 N; 

2. 损坏后及时拉出更换快速接头； 

 

  通过失效性分析，不但可以显著减少和预防同类问题出现，保证实验的可

靠性，还可以迅速的由事故推断出失效原因，及时进行修复。 

 

4.3 运动步骤 

  由于绳子的自重以及摩擦力的存在，刻度点位置的可重复性显著依赖于刻

度点的到达方式。如图 76 所示，中心线和边线长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放边线

和收边线会使放射源到达截然不同的两个位置。在 Case 2 中，由于L′段曲线的存

在，会使刻度点的到达的可重复性显著降低。故在实验中，对于边线我们选择保

持静止或者被拉的原则，仅收回放射源过程中，放边线。而中心线则可以通过放

或者收的方式到达指定的长度。CLS 原型机主要基于该原则进行位置到达与扫

描面积的测试分析。 

 

图76. 刻度点到达方法选择：Case 1和Case 2中边线和中心线的长度一致，但是给出不同的

放射源位置。Case 1中刻度点的位置是通过拉边线，放中心线的方式获得，Case 2中的

刻度点的位置是通过中心线不动，放边线的方式获得。 



第四章 CLS 原型机测试与结果分析 

99 

 

Figure 76  Selection of the method of reaching the calibration points: Case 1 and Case 2 have the 

same length for the side wire and the central wire, but different positions of radioactive source 

are given. The position of the calibration point in Case 1 is obtained by pulling the side line 

and releasing the center line. The position in Case 2 is obtained by keeping the central wire 

still and releasing the side wire. 

  

 CLS 刻度整个过程包括六个阶段。一，将放射源从源库取出；二，收边线，

放中心线，同步运动，将放射源结构从刻度值移动至探测器内部；三，边线不动，

放中心线至指定的刻度点，如图 77 所示；四，收中心线至上边界，收边线，放

中心线，同步运动至下一个指定的上边界，放中心线至相应的刻度点（如图 78

所示）；五，重复三四，至所有的刻度点完成；六，拉中心线，放边线，同步运

动，将放射源拉回刻度室，归位。在放射源到达刻度点的过程中，我们详细的分

析了中心线和边线的受力情况，可以为实际的测试提供有效的指导。 

 

 

           （a）                                 (b)  

图77. (a)放射源从点A至点C1至点C5。将放射源从脖子移入探测器的过程中，中心线和边线

同步运动，中心线和边线基本处于直线状态。当放射源到达点C1后，保持边线不动，

放中心线至点C2，C3，C4，C5。其中点C5为下边界，该点中心线张力<=0.2N，压力传

感器触发。(b)将放射源从点A至点C1至点C5过程中对应的中心线和边线的压力传感器

数值变化。可以看到在放射源从点A到点C1的过程中，拉力相对较为稳定。当到达点C1

线突然松弛至点C2时，边线和中心线拉力突然降低。在下放中心线过程中，中心线拉

力持续降低，直至触发。在此过程中，边线拉力基本保持不变，直至点C4，重力分量克

服边线所受的摩擦力，成为主导拉力。整个测试过程中拉力始终保持小于10N。 

Figure 77  (a) The radioactive source moves from point A to point C1 to point C5.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he radioactive source from the neck into the detector, the central wire and the side 

wire move synchronously, and the central wire and the side wire are basically in a straight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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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radioactive source reaches point C1, keep the side wire still, and release the central 

wire to points C2, C3, C4, and C5. The point C5 is the lower boundary, and the central wire  

tension at this point is less than 0.2N, and the sensor monitoring device is triggered. (b) Change 

of the pressure values in the sensor monitoring devices for central wire and side wire when the 

radioactive source moves from point A to point C1 to point C5.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ulling 

force is relatively stab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radioactive source from point A to point C1. 

When the wire reaches the point C1 and suddenly relaxes to the point C2, the pulling forces 

of the side wire and the central wire suddenly decrease. In the process of releasing the central 

wire, the central wire tension continues to decrease till it is triggered.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side wire tension remains unchanged until point C4, where the component of gravity 

overcomes the frictional force experienced by the side wire and becomes the dominant tension 

force. During the whole test, the pulling force is always kept less than 10N. 

 

 

          （a）                                 (b) 

图78. （a）放射源从点C5到达点D1。为了保证刻度点的可重复性，到达下一个更短的边线

的弧线上的刻度点，我们需要先将放射源从点C5拉回至C1点，然后边线和中心线同步

运动至D1点。（b）从点C5至点D1过程中的中心线和边线的压力传感器监测。对于中心

线，由于重力分量的增加，其数值处于上升趋势，对于边线，由于摩擦力的存在，到了

C3点后，重力分量克服摩擦力，才呈现出上升趋势。C2至C1的突变来源于边线突然拉

紧，中心线突然松弛。 

Figure 78  (a) The radioactive source reaches point D1 from point C5.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peatability of the calibration points, before we reach the calibration points on the arc of the 

next shorter side wire, we need to first pull the radioactive source back from point C5 to point 

C1, and then move the side wire and central wire to point D1 synchronously. (b) Change of 

the pressure values in the sensor monitoring devices for central wire and side wire when the 

radioactive source moves from point C5 to point D1. For the central wire, due to the increasing 

of the gravity component, its value is in an upward trend. For the side wire,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friction, after the point C3, the gravity component overcomes the friction and presents an 

upward trend. The sudden change from C2 to C1 comes from the sudden tightening of the side 

wire and the sudden relaxation of the central 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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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刻度点的可重复性，该刻度过程应保证运动单一方向性，即刻度过

程中一旦错过刻度点的位置，需要跳过该刻度点，或者重新回到刻度室归位后再

下放。在整个刻度过程中，应保证钢丝绳张力大于0.2 N以免跳槽，同时也应小

于10 N，以减少钢丝绳对于 PTFE 界面的磨损，或者引起钢丝绳自身的不可逆损

坏。当刻度最后将放射源从探测器拉回至刻度室的过程中，中心线钢丝绳的张力

上限为20 N,而边线为下限为1 N。具体的上下限数值需要结合江门中微子实验现

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更改。 

  基于该刻度流程，如果 CLS 刻度系统需要刻度200个刻度点（假设76度锚

20个等间隔边线扫描圆弧，46度锚20个等间隔边线扫描圆弧），每个刻度点刻度

时间为1分钟，绕线机构收/放线速度为1.5 m/min，预估单次刻度所需时间总计

约为40小时，约两天。若需要减少常规刻度的时间，则需要显著降低刻度点的数

目。 

 

4.4 实验测试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中，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几种因素，一，放射源结构重量选择。过重

会显著压低 CLS 上边界以及中心区域可到达面积。过轻则会显著缩减 CLS 下边

界。综合理论分析与实际情况，我们选择有效质量12为150 g的源结构。二，液闪

浮力对于扫描面积的影响。液闪的密度约为0.859 g/cm3，而钢丝绳的有效密度

约为3.565 g/cm3，液闪浮力会显著降低钢丝绳的有效质量，从280 g/100 m变为

212 g。为模拟该情况，我们选择质量为约184 g/100 m的直径为0.8 mm的特氟龙

包层钢丝绳作为替代品。三，摩擦力。摩擦力主要来自于钢丝绳与围脖和锚的接

触面，会影响我们对于 CLS 测试下边界的判断。在实验室测量中，所有的结构

均采用实验最终版设计，介面光滑。此外，在真实实验中，液闪可以作为润滑剂，

有助于降低系统摩擦力，理论上会有助于实验结果。基于以上实验室的原型机搭

建以及刻度源位置到达方法，我们给出了相应的测试结果。 

 

 
12
 考虑液闪浮力后的有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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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到达区域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为避免线绷紧或者松弛，压力传感器数值实时被监控。

CLS 有效的覆盖面积由三个边界来定义。边界一，在边线不动，放中心线的过程

中，中心线触发低阈值0.2 N，称之为下边界。边界二，收边线，放中心线，两线

同步运动时，边线张力5 − 6 N，称之为上边界。边界三，由于边线的自重带来的

下放过程中的偏中轴线边界，称之为中心边界。 

  通过对于4 m整圆，8 m整圆，18 m部分圆和35.4 m部分圆测试，如图 79，

给出35.4 m CLS 的预测结果。 

 

图79. CLS测试结果。图中的每个点代表的是实际测试过程中到达的位置。不同颜色的边界

代表的是不同的测试圆。绿色的虚线代表的是以锚位圆心，某一个半径为R的圆弧。黄

色阴影区域代表的是35.4 m CLS预测面积。JUNO计划对探测器边界和中轴线进行单独

刻度（黑色虚线），分别为导管刻度系统（GTCS）和一维中轴线刻度系统（ACU）。 

Figure 79  CLS test results. Each point in the figure represents the position reached during the 

actual tests. The borders of different colors represent different test circles. The green dotted 

line represents an arc with a radius of R at the center of the anchor position. The yellow shaded 

area represents the 35.4 m CLS predicted area. JUNO plans to separately calibrate the detector 

boundary and central axis (black dashed line), which are the guide tube calibration system 

(GTCS) and the one-dimensional central axis calibration system (ACU). 

 

  可以看出，随着 CLS 测试圆变大，上边界有向下收缩趋势，下边界有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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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扩张的趋势，而中心边界变得更加偏离中轴线。在同一个 CLS 测试圆中，浮

力使用0.8 mm线代替1.0 mm线的测试结果表明，其有助于扫描面积的增加。基

于以上测试结果，我们预测了35.4 m的 CLS 刻度源可到达区域（如图 79 阴影区

域）。对于46度锚和76度锚各自对应的半平面，CLS 刻度源可到达的区域面积分

别为60%和66%。考虑到探测器的φ向对称性后，整个平面的可到达区域面积高

达79%。此外，两个半平面重叠刻度区域也可以用来检验探测器的φ向对称性。 

  在图 79 中，左侧 46 度锚对应的下半部分的面积，在实际测试中可以通过

两种方法到达，第一种为上文中所讲述的方法，为了保证边线的长度可以使放射

源到达指定的位置，需要当放射源在探测器脖子中时就要保持边线不动，下放中

心线至刻度点，该种方法存在一定的风险，该风险来自于放射源在探测器脖子中

时，可能会与边线缠绕；第二种方法为通过中心线不动，放边线的方法到达相应

的位置（具体过程为，中心线不动，放边线∆l，拉中心线至探测器赤道位置，放

中心线到达指定刻度点，重复以上操作），但是该方法的位置可重复性不能保证。

在 JUNO 测试中，推荐使用第二种方法进行该区域的到达，但是在常规刻度中，

不建议在该区域进行过多操作。 

  此外，对于 CLS 系统不能到达的刻度区域，比如图 79 左上角的区域或者

左下角的区域，我们可以使用插值法进行预测，或者使用由高能宇宙射线的与生

中子（spallation neutron）刻度，或者使用 ROV 系统进行相关刻度点的刻度。如

果探测器存在较大的不对称性，我们可以通过 ROV 进行不对称性的刻度，或者

使用 CLS 左右重叠的区域进行刻度，也可以通过由高能宇宙射线的与生中子

（spallation neutron）进行刻度。 

 

 刻度点到达可重复性 

  理想情况下，刻度点的位置和绳长一一对应。但是由于摩擦力，绳子自重

的存在，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基于35.4 m CLS 原型机，我们进行了七个点的位

置重复性测试。考虑到 CLS 刻度为月度刻度，每年频率为12次，故我们进行了

12次重复实验，并分析其重复性（如图 80 所示）。在测试中，刻度源运动过程为

A -> B -> C -> D -> E -> F -> G -> A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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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0. 35.4 m CLS测试7个点的位置可重复性。测试区域受实验室空间限制。Z=35m的位置

表示的是探测器脖子底部与亚克力球交接的位置。对于每个点，直径表示十二次可重

复性测试中的标准差（具体数值见表17）。 

Figure 80  35.4 m CLS tests for the repeatability of 7 points. The test area is limited by laboratory 

space. The position of Z=35m represents the position where the bottom of the detector’s neck 

joint with the acrylic ball. For each point, the diameter represent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twelve repeatability tests (see next for specific values). 

 

表17. 位置重复性测试中 7 个点及其标准差 

 

点 A B C D E F G 

标准差（mm） 6.8 6.5 3.5 2.2 4.1 2.1 2.5 

  

  结果表明，刻度点中 A 的标准差最差，约为6.8 mm。该结果表明，一旦运

动过程确定，摩擦力及自重带来的影响可以被很好的控制。需要说明的是，在

JUNO 实验中，我们会使用超声波定位系统来确定放射源的绝对位置。此外，绳

长也可以提供一定的位置信息。如图 81 所示，给出了在8 m CLS 原型机中刻度

点位置靠绳长定位的精度。整体定位精度小于35 cm。上半圆定位精度基本小于

15 cm。下半圆定位精度基本大于20 cm，且小于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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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8 m圆测试中CLS使用绳长定位精度分布图。 

Figure 81  Positioning accuracy distribution with the length of the wires in the 8 m circle test. 

 

4.5 实验注意事项 

  CLS 实验搭建与测试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下： 

1. 钢丝绳φ向具有较大的自由度，极易旋转，从而在安装或者运行过程中

受力容易产生结节。故在钢丝绳安装前，需要将线完全松弛后再安装。 

2. 实验中，CLS运动速度小于1.5 m/min，降低对液闪的扰动以及提高系统

的可靠性。 

3. 实验中，35 m深的液闪上下温差约1 − 2摄氏度，理论上不会产生相对

强烈的对流，从而影响刻度源的位置，但是会对超声测量产生一定的影

响，需要进行温度场测量。 

4. 刻度点的到达是单向的，如果错过某一个刻度位置，只能跳过该刻度点

的刻度。返回至该刻度点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5. 刻度过程中，钢丝绳会将一定量的液体闪烁体带入刻度室，进入刻度室

操作时需要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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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安装清单 

  考虑到实验的可持续性，表 18 给出了 CLS 安装清单，并标注了其功用。 

 

表18. CLS 安装清单 

 

项目 分类 名称 数量 备注 

1  

 

刻度室内部 

CLS 型材支架 2 套 支撑绕线机构 

2 绕线机构 4 套 缠绕边线和中心线 

3 导电滑环 4 个 为超声发射器供电 

4 导线滑轮 12 个 每个绕线结构需要 3 个 

5 边线导线滑块 2 个 将边线导入探测器 

6 换源机构 2 套 自动化换源 

7 源库及其驱动机构 1 套 储存备用放射源 

8 快速接头 母头 2 个，公头

按需 

固定放射源结构及超声

发射器 

9  

探测器内部 

钢丝绳 250 m 拉动放射源至指定位置 

10 线夹 15 个 固定钢丝绳接口 

11 围脖 1 套 保护探测器脖子 

12 锚 2 个 探测器内部悬挂钢丝绳 

13 安全性 鞋套 按需 保持刻度室清洁 

14 手套 按需 保证自身安全 

 

4.7 本章小结 

  在本章节中，我们着重讲述了 CLS 的设计与原型机搭建，详细给出了各个

部分的设计目标与制作成品，并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给定的刻度源

位置到达方式，CLS在 JUNO中的刻度源可到达区域全平面面积覆盖率可达 69%，

且位置重复定位精度小于10 mm。该测试验证了CLS在 JUNO实验中的可行性，

并且在章节的最后提供了详细的测试方法说明与安装清单，为今后的安装提供

了依据。此外，在真实的测试中，在刻度初始，我们需要首先对探测器做密集扫

描，判断出所需刻度点的位置对应的相应线长关系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刻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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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O 实验中的质量序列灵敏度研究 

  作为未来高精度中微子振荡实验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微子质量序列灵敏度

分析方法已经广泛的被包括 T2K 和 NOvA 在内的多个实验组进行研究。目前采

用的分析方法大部分均是基于正反序下振荡参数|∆m32
2 |具有不同的表示方法进

行的[80]，在本文中，同太阳中微子质量平方差、相角和混合角的大小均不依赖于

正反序的定义一致，我们取不依赖于中微子质量序列大气中微子振荡参数|∆mA
2 |

替代|∆m32
2 |来对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进行了新的表示。基于刻度系统模拟给出的

能量分辨率和非线性的结果，通过对在 JUNO 探测器处预期反应堆中微子能谱

以及探测器本底的蒙卡研究，我们给出了变换后的生存几率表示下的 JUNO 探

测器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结果，并研究了相关振荡参数的测量灵敏度。中微子振

荡各个参数对于能谱的影响如图 82 所示。 

 

 

图82. 在JUNO实验中，对于2000天的数据采集量，考虑IBD散射截面后，无振荡与考虑震荡

下正序和反序下的预期反中微子能谱。图中显示了能谱对四个振荡参数的依赖性。图

片来源[49]。横轴为中微子的能量，纵轴为事例率。 

Figure 82  The expected antineutrino energy spectrum weighted by the IBD cross-section with and 

without oscillation at the JUNO experiment for normal ordering and inverted ordering 

assuming 2000 days of data-taking. Dependence on the four oscillation parameters is shown. 

The horizontal axis is the energy of neutrino, and the vertical axis is the events per 1 MeV.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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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JUNO 探测器处预期反应堆中微子能谱 

  JUNO 探测器处预期反应堆反中微子能谱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反应堆中微子流强，中微子振荡概率，靶核与中微子的散射截面，探测器相对于

反应堆的立体角，探测器中有效靶核数目，探测效率，以及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率

与非线性。本节中我们会一一分析该影响因素。 

 

 反应堆中微子流强 

  影响反应堆中微子流强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反应堆功率，核素裂变份额，

每次裂变释放的能量和核素裂变产生的中微子能谱[81]。JUNO 探测的反应堆设

计功率为35.8 GW，一共有12个反应堆，反应堆的能量与位置信息如表 19 所示,

其中阳江核电站有6个2.9 GW的正在运行的堆核，所有的堆核均是第二代

CPR1000 压水反应堆13，是法国百万千瓦级吨型法玛通 M310 的衍生版本，具有

更高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阳江核电站任意两个堆核之间的距离均在89 m与736 m

之间。台山核电站有两个4.6 GW的第三代 EPR 压水堆核堆正在运行，核堆之间

的距离为252.5 m。台山核电站还计划搭建两个反应堆，但是日期不明。到目前

为止，台山和阳江的核反应堆的总热能为26.6 GW。 

  距离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还有两个较远的反应堆，分别为215 km处的大

亚湾核电站反应堆群和265 km处的惠州核反应堆。大亚湾反应堆包含大亚湾反

应堆，岭澳反应堆和岭澳二期反应堆，反应堆分布在1.1 km范围内，每个反应堆

包含两个能量为2.9 GW的堆核。考虑到振荡后，大亚湾反应堆群将为江门中微子

探测器贡献约6.4%的反应堆反电子中微子事例。惠州核电站计划在2025年左右

建成6个2.9 GW的反应堆核。除了以上谈到的反应堆之外，在江门中微子实验站

方圆500 km之内无其他核电站[49]。 

 

 

 

 
13
 以加压的，未沸腾的轻水作为慢化剂和冷却剂的反应堆。是国际上目前使用的最为广泛的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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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JUNO探测器附近核反应堆位置和能量信息（YJ为阳江核电站，TS为台山核电

站，DYB为大亚湾核电站，HZ为惠州核电站） 

 

反应堆 YJ-C1 YJ-C2 YJ-C3 YJ-C4 YJ-C5 YJ-C6 

能量(GW) 2.9 2.9 2.9 2.9 2.9 2.9 

基线(km) 52.75 52.84 52.42 52.51 52.12 52.21 

反应堆 TS-C1 TS-C1 TS-C1（计

划搭建） 

TS-C1（计

划搭建） 

DYB HZ（计

划搭建） 

能量(GW) 4.6 4.6 4.6 4.6 17.4 17.4 

基线(km) 52.76 52.63 52.32 52.20 215 265 

 

  在核反应堆中，反电子中微子主要来源于核燃料中四种放射性同位素铀235、

铀238、钚239和钚241裂变产物的后续贝塔衰变，其他核素的贡献占比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其中，铀238的裂变主要由快中子引发的, 而其他的三种核素的裂变

主要是由热中子引发的, 只有少部分由快中子引发。初始入堆的核燃料只包含铀

238和铀235两种主要的裂变核素, 钚239 和钚241是在裂变过程中产生的。我们

采用了 P. Vogel 近似的方法进行了中微子数目的估算，每次裂变产生的中微子数

目依赖于相应的产生的中微子的能量Eυ̅e
，可表示为[82] 

φ(Eυ̅e
) = f U 

235 exp(0.870 − 0.160Eυ̅e
− 0.0910Eυ̅e

2) 

+f Pu 
239 exp(0.896 − 0.239Eυ̅e

− 0.0981Eυ̅e

2) 

+f U 
238 exp(0.976 − 0.162Eυ̅e

− 0.0790Eυ̅e

2) 

+f Pu 
241 exp (0.793 − 0.080Eυ̅e

− 0.1085Eυ̅e

2) 

其中fk表示的是反应堆中同位素k相应的裂变贡献，可由裂变率Nk
fiss计算得出 

 fk =  
Nk

fiss

∑ Ni
fiss

i
 (20) 

对于不同的堆芯，不同的堆芯运行阶段，fk会稍有不同，但是影响较小，我们可

以取相对的平均值进行计算[83] 

f U 
235 = 0.58，f Pu 

239 = 0.30，f U 
238 = 0.07， f Pu 

241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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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能量为P(GWth)的热核反应堆（JUNO 中总能量约为35.8 GW），反电

子中微子事例可以表示为, 

 
dN

dEυ̅e

=
P

∑ fkεkk
φ(Eυ̅e

) × 6.24 × 1021
 (21) 

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 JUNO 中单位中微子能量对应的事例数，其中 N 为中微子

流强，数值项6.24 × 1021来源于1 GW/MeV的单位转换，εk是第k种同位素每次裂

变释放的能量14，相应的数值分别为[84]: 

ε U 
235 = 201.7 MeV，ε Pu 

239 = 210.0 MeV， 

ε U 
238 = 205.0 MeV， ε Pu 

241 = 212.4 MeV  

 

 不同振荡参数表示下的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 

  对于阳江和台山核电站，尽管几个反应堆核与实验探测器的距离不一致（表

19），考虑到计算的复杂性，振荡距离取近似值L = 52.5 km。参考章节 1.3，反

电子中微子事例率受振荡效应调制[85]，υ̅e的生存几率可以表示为： 

              P(ν̅e ⟶ ν̅e) = 1 − 4|Ue3|2|Ue1|2sin2∆31 

                               −4|Ue3|2|Ue2|2sin2∆32 

                     −4|Ue2|2|Ue1|2sin2∆21                (22) 

其中∆ij= ∆mij
2 = (mi

2 − mj
2) × L/(4E) × 5.068 ,其中E为中微子能量，5.068为单

位转换常数(eV2 ∗ m/MeV ), 并且质量平方差满足∆m31
2 = ∆m32

2 + ∆m21
2   的关系，

Uei(i = 1,2,3)为 PMNS 矩阵元。故而反应堆振荡公式等价于： 

         P(ν̅e ⟶ ν̅e) = 1 − cos4θ13sin22θ12sin2∆21 

                           −1/2 × sin2θ13(cos2θ12(1 − cos2∆31) 

                           + sin2θ12(1 − cos2∆32))                  (23) 

其中太阳中微子质量平方差项 

∆s=  2∆21 

  在目前的已知中微子实验参数定义方法中，中微子振荡混合角，太阳中微

子质量平方差，CP 相位角δ的定义均不依赖于质量序列的正反。此前的大部分实

 
14
 裂变释放的能量指的是在反应堆铀核和钚核裂变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在反应堆中沉积并最终以热能释放

出来的那部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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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86-89]，中微子的生存几率表达式如下所示， 

 P(ν̅e ⟶ ν̅e) = 1 − cos4θ13sin22θ12sin2∆21 

                        −1/2 × sin22θ13{1 − a × cos  (2|∆23| ± φ)} (24) 

其中， 

sinφ = 1/a cos2θ12sin∆s 

cosφ = 1/a(cos2θ12cos ∆s + sin2θ12) 

a = √1 − sin22θ12sin2(∆s/2) 

该生存几率表示方法中包含的振荡参数有θ13，θ12，∆S，∆23= ∆m23
2 。在正序情

况下，有|∆m32
2 | = ∆mA

2，而反序情况下，有|∆m32
2 | = |∆m31

2 | + ∆m21
2 = ∆mA

2 +

∆mS
2，∆mA

2为中微子质量本征态第二大平方差值。显而易见，|∆m32
2 |的大小直接

依赖于质量序列的正反序。而在本文中，遵循中微子振荡参数大小不依赖于质量

序列的正反序的原则，我们使用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mA
2代替正序情况下的

|∆m32
2 |或者反序情况下的|∆m31

2 |表示正反序下的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90-92]。如图

83 所示，∆mA
2也被称为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 

 

 
图83. 中微子质量序列示意图。左侧为正序假设，右侧为反序假设，υ1，υ2，υ3为中微子的

三个质量本征态，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为中微子质量本征态第二大平方项差值，图

中atm表示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sun表示太阳中微子质量平方差。 

Figure 83  Schematic diagram of neutrino mass hierarchy. The left side is the normal order 

hypothesis, the right side is the inverted order hypothesis, υ1，υ2，υ3 are the three mass 

eigenstates of neutrinos, and the squared difference of atmospheric neutrino mass is the second 

largest squared differences for the mass eigenstates of neutrinos. In the figure, “atm” represents 

the mass squared difference of atmospheric neutrino, and “sun” represents the mass squared 

difference of solar neut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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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正序情况下有： 

∆atm= 2∆mA
2 = 2∆32; 

反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可以表示为， 

   P(ν̅e ⟶ ν̅e) = 1 − cos4θ13sin22θ12sin2∆21 

             −1/2 × sin22θ13(cos2θ12(1 − cos2∆31) + sin2θ12(1 − cos2∆32)) 

             = 1 − 1/2 × sin22θ13(1 − cos (∆atm + ∆S)) 

             − 1/2 × cos4θ13sin22θ12(1 − cos ∆S) 

             + 1/2 × sin22θ13sin2θ12(cos (∆atm) − cos (∆atm + ∆S))      (25) 

反序情况下： 

∆atm= 2∆mA
2 = 2|∆31|; 

反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可以表示为， 

 P(ν̅e ⟶ ν̅e) = 1 − cos4θ13sin22θ12sin2∆21 

         −1/2 × sin22θ13(cos2θ12(1 − cos2∆31) + sin2θ12(1 − cos2∆32)) 

         = 1 − 1/2 × sin22θ13(1 − cos(∆atm + ∆S)) 

         − 1/2 × cos4θ13sin22θ12(1 − cos ∆S) 

         + 1/2 × sin22θ13cos2θ12(cos∆atm − cos(∆atm + ∆S)) (26) 

∆atm均为正数。生存几率正序和反序公式可合并为： 

       P(ν̅e ⟶ ν̅e) = 1 − 1/2 × sin22θ13(1 − cos(∆atm + ∆S)) 

                 −2cos4θ13X2(1 − X2)(1 − cos ∆S) 

                +1/2 × sin22θ13X2(cos (∆atm) − cos (∆atm + ∆S))    (27) 

其中, 

X2 =  sin2θ12, NO; 

X2 =  cos2θ12, IO； 

X2是一个(0,1)连续变化的参数，正序情况下X2在0.3附近，反序情况下，X2在0.7

附近。在正反序下，相比于使用变化的∆m23
2 ，采用不变量∆atm进一步的简化了

分析方程，并给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进行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分析：在考虑反应堆中

微子流强及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后，假设正序情况下，随机产生多组实验数据，

分别采用理论谱线拟合，通过扫描相关振荡参数，卡方值分别会在X2 =  sin2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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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X2 =  cos2θ12处产生两个极小值，如图 84 所示，两个极小值的差值的分布即

为质量序列为正序时的∆χ2分布；而假设反序情况下，随机产生多组实验数据，

分别采用理论谱线拟合，扫描相关振荡参数后卡方值分别在X2 =  sin2θ12和X2 =

 cos2θ12产生的两个极小值的差值的分布即为质量序列时的∆χ2分布。通过对假

设正序情况和假设反序情况下的∆χ2的分析，可以获得该探测器的对于质量序列

的灵敏度。 

 

 

图84. 左图为假设正序时X2 − χ2分布图，右图为放大后的X2 = 0.3和X2 = 0.7两个位置附近

的χ2分布。横轴均为连续变量X2，纵轴为X2对应的χ2值。∆χ2为函数中两个极小值之差。

假设反序亦然。在该分析中，中微子的能量变化从1.806 MeV到10 MeV，划分250份，

组距为33 keV。 

Figure 84  Left figure is the X2 − χ2 distribution in normal mass hierarchy hypothesis, and right 

figure is the distribution of χ2  in X2 = 0.3  and X2 = 0.7 . X-axes are the continuous 

parameter X2, and the vertical axes are the corresponding χ2. ∆χ2 will b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local minima. Same with the inverted mass hierarchy hypothesis. In the analysis, the 

energy of neutrino is between 1.806 MeV to 10 MeV, 250 bin and the bin-width is 33 k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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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D 散射截面及中子反冲 

 

 
图85. JUNO中通过IBD探测反电子中微子：即时信号首先被探测，随后探测到延迟信号，间

隔时间一般为200 μs至300 μs。该种信号对可以显著提高事例测量准确率。 

Figure 85  In JUNO, neutrinos are detected through IBD process: the prompt signal is detected first, 

and then the delayed signal is detected, the interval time is generally from 200 μs to 300 μs. 

This kind of signal pair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event measurement. 

 

  在所有的反应堆实验都只能测正电子的能谱，而非直接测量反中微子的能

谱。因而，我们需要定量的了解正电子和反应堆反中微子的关联，即 IBD 反应

的散射截面。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使用质子作为靶核通过 IBD 反应探测反应

堆反电子中微子可表示为， 

υ̅e + p →  e+ + n 

  物理过程如图 85 所示，反中微子与质子发生反应后，产生正电子和中子。

正电子与液体闪烁体相互作用，将其动能转化为光子。最终，失去动能的正电子

与电子发生湮灭，产生两个0.511 MeV的光子，该过程极快，时间尺度约为10 ns。 

n + p → D + γ 

  中子则会被探测器中的质子捕获产生同位素氘，并伴随则2.22 MeV的闪烁

光，中子捕获信号存在约200 μs到300 μs的延迟，例如在 Borexino 探测器中的延

迟时间约为256 ns[93]。在中微子探测器中，以上即时信号和延迟信号组成的信号

对可以提供一个明确的 IBD 事例判断标准，显著的降低本底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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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D 散射截面 

  散射截面指的是两个粒子以某种方式碰撞并发生反应的几率，与粒子束流

强度和探测器大小无关。中微子和正电子与散射角相关的微分散射截面可以表

示为[94, 95]： 

 

 
dσ

dcosθ
(Eυ̅e

, cosθ) =
peε

1+ε(1+
Ee
pe

)

dσ

dEe
 (28) 

其中ε = Eυ̅e
/mp，Ee和pe是Eυ̅e

和θ的函数， 

  

 Ee =
(Eυ̅e−δ)(1+ε)+εcosθ√(Eυ̅e−δ)2−me

2κ

κ

 (29) 

pe = √Ee
2 − me

2 

其中κ = (1 + ε)2 − (εcosθ)2, δ ≡
mn

2−mp
2−me

2

2mp
。 

  这里中微子反应阈值为Eυ̅e
=

(mn+me)2−mp
2

2mp
= 1.806 MeV，而非不考虑中子

反冲时的mn + me − mp = 1.804 MeV。当中微子的能量大于 IBD 反应阈值

1.806 MeV时，我们近似认为散射角为在0到π的所有方向。对于总微分散射截面，

在类似于反应堆反中微子此类低能中微子实验中，可简写为： 

 σ ≈ 9.52 × 10−44 peEe

MeV2 cm2，Ee = Eυ̅e
− mn + mp (30) 

 

 中子反冲  

  在 IBD 反应中，当反电子中微子以一定角度入射时，与靶核质子碰撞发生

反应，产生的正电子和中子会以某个角度弹射。在电子反中微子与质子的准弹性

散射反应中， 

 Eυ̅e
− Ee = Δnp (31) 

  其中Δnp = mn − mp ≈ 1.293 MeV。由于中子反冲会带走一定的能量，故Ee

会存在一个上限，更精确地说，Ee将会落在一个定义的相对比较完备的动力学区

间[9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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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 [E1, E2] 

E1，E2定义如下， 

 s = (pν + pp)
2

, t = (pν − pe)2, u = (pν − pn)2 (32) 

 s − mp
2 = 2mpEυ̅e

 (33) 

 s − u = 2mp(Eυ̅e
+ Ee) − me

2 (34) 

 t = mn
2 − mp

2 − 2mp(Eυ̅e
− Ee) (35) 

 E1,2 = Eυ̅e
− δ −

1

mp
Eυ̅e

CM(Ee
CM ± pe

CM) (36) 

其中， 

 δ ≡
mn

2−mp
2−me

2

2mp
= 1.806 MeV (37) 

 Eυ̅e

CM =
s−mp

2

2√s
 (38) 

 Ee
CM =

s−mn
2+me

2

2√s
 (39) 

 pe
CM =

√[s−(mn−me)2][s−(mn+me)2]

2√s
 (40) 

  可以看出，当反电子中微子能量Eυ̅e
远大于阈值1.806 MeV时，中微子-正电

子能量差边界可近似为， 

 Eυ̅e
− E2 = δ (41) 

 Eυ̅e
− E1 = δ +

2(Eυ̅e−δ)Eυ̅e

mp
 (42) 

然后我们得到， 

 

图86. 左侧中微子能量E和正电子能量Ee的差值关于中微子能量的曲线。中子反冲的边界表

示为（E-E1）和(E-E2)。右侧为典型中微子能量对应的正电子能谱分布。为了查看方便，

谱线中心值重置为0。图片来源[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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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6  The left plot shows the difference of the neutrino energy E and the positron energy Ee 

with respect to the neutrino energy. The boundary of neutron recoil is expressed as (E-E1) and 

(E-E2). The right plot shows the positron energy distribu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typical 

neutrino energy. For viewing convenience, the center value of the spectral line is reset to 0.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96]. 

 

  如图 86 所示，对于每个能量的正电子能量分布可以近似表示为一个“顶帽

15”（top-hat）函数， 

 
1

σ(Eυ̅e)

dσ(Eυ̅e ,Ee)

dEe
≅

1

(E2−E1)
 (43) 

其中σ(Eυ̅e
)为总散射截面。 

 

 JUNO 探测器能量分辨率 

  为了精确测量在中等基线实验中由Δm31
2 和Δm32

2 两项影响的快速振荡和由

Δm21
2 项影响的慢速振荡，能量分辨率需要好于Δm21

2 /|Δm31
2 |。一般情况下，我们

定义的有效能量分辨率3%/√E(MeV)指的对于光电子（1200 PEs/MeV）的统计

分析，其中E对应于正电子可见能量。有效能量分辨率主要受到光电子统计量，

IBD 中子反冲，闪烁体非线性修正，顶点重建偏差，非均匀性修正偏差，光电倍

增管量子效率，光电倍增管量子效率非均匀性，光电倍增管单光子分辨率，光电

倍增管暗噪声，以及电子学暗噪声等的影响。 

  如图 87 所示，亮度确定情况下 (luminosity = 1) , 有效能量分辨率

2.6%/√E(MeV)和2.3%/√E(MeV)分别对应的∆χ2为16和25。而当亮度从1提高至

1.5时，相应的有效能量分辨率可以调整为2.9%/√E(MeV)和2.6%/√E(MeV)，依

然对应于16和25的∆χ2。可以看出，高的能量分辨率可以显著降低对于统计量的

要求。 

 

 
15 关注区域为平坦分布，其他区域为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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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事例率和有效能量分辨率相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的等高图，图中虚线对应于JUNO以

80%的IBD事例探测效率运行6年。图片来源[44]。 

Figure 87  The contour map of mass hierarchy sensitivity relative to event rates and effective 

energy resolution. The dotted line in the figure corresponds to JUNO operating for 6 years 

with an IBD event detection efficiency of 80%.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44]. 

 

  在 JUNO 实验中，影响能量分辨率的因素不仅仅包括光电子统计，还包括

电子学分辨率，例如来自于 PMT 和电子学的暗噪声，探测器的非均匀性，顶点

重建以及 PMT 单光子分辨率等等。因而更广义的探测器有效能量分辨率函数可

以定义为[57] 

 
σE

E
=  √(

a

√E
)2 + b2 + (

c

E
)2 (44) 

其中E为正电子可见能量，单位为MeV，a项是光电子统计项，主要受光电子数的

泊松统计影响。b项是常数项，和能量无关，主要取决于探测器的位置非均匀性。

c项代表的是本底噪声项，主要受光电倍增管和电子学暗噪声的影响，随着能量

的增加，该项的影响会显著降低。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后，a值为2.72%，b值为

0.83%，c值为1.23%，有效能量分辨率可以达到3.12%/√E(MeV)（1350 PEs/

MeV），基本满足实验对于有效能量分辨率的要求。 

  其中在探测器内部均匀撒点进行正电子刻度点自刻度可以看作是刻度最理

想的情况，有效能量分辨率的拟合曲线如图 88 所示。可以看出，探测器的能量

分辨率随着探测器探测到的能量的增加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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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在探测器内部均匀撒点进行正电子刻度点自刻度对应的有效能量分辨率拟合曲线。图

片来源[57]。 

Figure 88  The effective energy resolution curve for positron self-calibration with uniform 

calibration points distribution in the detector.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57]. 

 

 JUNO 探测器能量非线性 

  各个实验的独立研究表明，为了可以实现对于中微子质量序列的灵敏度和

精确测量相应的中微子振荡参数，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的有效能量分辨

率需要达到< 3%/√MeV的要求，而正电子绝对能量非线性需要达到好于1%的

要求。在液体闪烁体探测器中，能量非线性主要来自于电子学非线性和液体闪烁

体非线性。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电子学非线性相对复杂。每一个 PMT 都有其

独特的电子学非线性，显著的依赖于各个 PMT 自身的物理性质，后端电路封装

质量及信号线高压线的长短。故探测器的电子学非线性具有明显的位置非均匀

性。为了实现精准的刻度电子学非线性，在使用激光系统进行刻度的同时，我们

采用小光电倍增管（3英寸）来间接的刻度大光电倍增管（20英寸），基于该种方

法，可以实现小于0.3%的能量非线性刻度精度。而液闪的能量非线性主要来源

于粒子与液闪相互作用，产生闪烁光和切伦科夫光，其中闪烁光光产额与粒子的

能量和粒子的类型直接相关（Birks 定律,最初是用来描述有机闪烁体对于电离粒

子的响应）,而切伦科夫光显著依赖于带电粒子的速度。该种能量非线性理论上

可以通过刻度系统不同能量及不同种类的放射源以及探测器天然放射性本底进

行精确修正。 

  伽马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有三种，电子对产生效应，康普顿效应和光电效应。

其次级粒子均为电子或者正电子，并将能量传递给液体闪烁体。因而，我们可以



第五章 JUNO 实验中的质量序列灵敏度研究 

120 

 

通过一组不同能量的伽马源进行探测器非线性的刻度（如表 6 所示）。 

  在液体闪烁体中，大部分 IBD 正电子通过电离损失能量，在完全失去它们

的动能之后与电子湮灭或者形成正负电子偶素后再湮灭，湮灭后相应地产生总

能量为1.022 MeV的两个或者三个光子。故而，一个 IBD 事例的可见能量可以被

定义为， 

 Evis = Evis
e + Evis

anni (47) 

其中第一项Evis
e 为正电子的动能能量沉积，可近似等于相同动能的电子能量动能

能量沉积，第二项为正电子湮灭产生的伽马的能量，在江门探测器中，Evis
anni =

1260

1345
= 0.9368 MeV，其中1345为1 MeV的光产额，而1260为正负电子对在探测器

中心湮灭实际测到的光子数。由此，液闪的能量非线性可以定义为 

 fnonlin = Evis
e /Ee (48) 

其中Ee是正电子或者电子真实动能能量。 

  和大亚湾定义类似[98]，采用四参数法定义fnonlin， 

 fnonlin = (p0 + p3/Ee)/(1 + p1e−p2Ee
) (49) 

其中分子项包含了一阶非线性，分母项主要是确保高能区由 Birks 和切伦科夫效

应带来的非线性振荡的影响。该公式为纯经验公式，各个参数没有明显的物理意

义。 

  在模拟中，将伽马裸源放在探测器中心或者使 B 
12 均匀分布在探测器内部进

行相关的刻度。结合两者数据，通过使用最小卡方方法，得到参数pi的数值。电

子能量非线性结果如图 89 所示。 

 

 

图89. 电子能量非线性。黑色曲线代表的是模拟数据，红色曲线代表的是最佳拟合。灰色覆

盖区域综合考虑了放射源结构挡光效益，能量损失，PMT暗噪声，6.13 MeV伽马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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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度16，电子学非线性，位置非均匀性后的残余偏差，和联合系统误差的不确定度。图

片来源[57]。 

Figure 89  Electron energy nonlinearity. In the figure, black curve represents simulated data, and 

red curve is the best fit. The grey shaded region is the uncertainty band, which includes the 

shadowing effect of the radioactive source structure, energy loss, PMT dark noise, 6.13 MeV 

gamma uncertainty, electronic nonlinearity, residual deviation after position non-uniformity, 

and combined system error.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57]. 

 

  通过拟合得到非线性曲线（红色）的各个参数值，分别为 

p0 = 1.04968; p3 =  −0.00183932; p1 = 0.0919571; p2 = 1.12596 

  图 90 给出了正电子重建能量与真实能量的偏差相对于正电子真实能量的

曲线，灰色阴影区域代表的是刻度给出的不确定性。 

 

 

图90. 正电子重建动能偏差 (Erec
e+

− Ee+
)/Ee+

相对与正电子真实能量的偏差。灰色阴影区域

代表刻度给出的不确定性。最低能量点为0.5MeV主要是为了避免模型零点处带来的偏

差。图片来源[57]。 

Figure 90  The deviation of positron reconstruction kinetic energy deviation  (Erec
e+

− Ee+
)/Ee+

 

relative to the true energy of the positron. The gray shaded area represents the uncertainty 

given by the calibration. The lowest energy point is 0.5MeV mainly to avoid the deviation 

caused by the zero point of the model.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57]. 

 

  我们知道，勒让德多项式是区间在−1到1之间的正交多项式。本文中，考虑

到勒让德函数的正交性，高阶项系数趋于0，并且增加和删除一个项对其他项没

有影响，我们采用勒让德函数的方法引入正电子重建动能的偏差。低阶勒让德函

数表示如下： 

P0 = 1 

 
16

 𝐴𝑚 − 𝐶 
13

 
241 放射源在产生 6.13 MeV 伽马的同时，会伴随着产生中子-质子反冲能量。模拟发现，该反

冲能量会造成大约 0.4%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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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 x 

P2 =
1

2
(3x2 − 1) 

P3 =
1

2
(5x3 − 3x) 

P4 =
1

8
(35x4 − 30x2 + 3) 

 P5 =
1

8
(63x5 − 70x3 + 15x) (50) 

以勒让德项为不确定度加入的非线性为 

 Luncert = ∑ αiPi
5
i=0  (51) 

由于正电子能量非线性的区域半宽约为0.5%，考虑到勒让德各项的正交性，可

假设αi是中心值为0、不确定性为0.5%的多余参量（nuisance parameter）。因而正

电子能量的非线性可以表示为： 

 F(x) =
p0+p3/x

1+p1e−p2x + ∑ αiPi
5
i=0  (52) 

 

5.2  本底组成 

  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观察逆贝塔衰变产生的正电子与中子信号对实现对中

微子能谱的精确的测量。虽然主探测器有着精心的设计，但是由于中心探测器的

体积大，信号事例率低，约每天60个，因此实验数据的本底对信噪比影响较大。

实验本底主要包括偶然符合本底， C 
13 (α, n) O 

16 本底，和宇宙线缪子本底以及地

球中微子本底，其中以宇宙线缪子为本底主要来源，包括缪子与探测器周围的岩

石相互作用产生的高能中子在探测器中形成快中子本底和缪子与液闪中的核素

相互作用产生的长寿命同位素 Li 
9 He 

8 引入的本底。实验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各

个组分能谱形状的特点，最大程度的提取反应堆中微子事例的信号[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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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JUNO 探测器关键材料本底预估。最后一行的其他项包括刻度系统，PMT 灌胶，

电子学和线缆等，这些对于本底的贡献相对较小。最后两列给出了由本底带来的能量

大于 0.7 MeV 的单事例率。最后一列的有效体积指的是以 17.2 m 为探测器有效半径。

数据来源[49]。 

 

材料 质

量

[kt] 

杂质浓度上限 相关区域内单事

例率 

U 
238  

[ppb] 

Th 
232  

[ppb] 

K 
40  

[ppb] 

Pb 
210

/ Rn 
222  

Co 
60  

[mBq

/kg] 

全探测

器[Hz] 

有效

体积

[Hz] 

液闪 20 10−6 10−6 10−7 10−13ppb  2.5 2.2 

亚克力 0.61 10−3 10−3 10−3   8.4 0.4 

不锈钢架和

结点 

1 0.2 0.6 0.02  1.5 15.8 1.1 

PMT 玻璃 0.12 257 200 14   26.0 2.7 

水 35    10mBq

/m3 

 1.0 0.06 

其他       5 0.6 

总计 59 7.1 

 

 偶然符合本底 

  偶然符合本底的事例率可以表示为 

 Racc = Rp × Rd × ∆T (53) 

其中Rp和Rd是即时信号和延迟信号的对应的事例率，∆T是时间符合窗口。偶然

符合本底主要有三项随机符合本底组成：第一，放射性本底与放射性本底；第二， 

放射性本底与宇宙线产生的同位素产生的信号；第三，放射性本底和中子散裂产

生的信号。有效体积筛选可以显著降低偶然符合本底。进一步压低偶然符合本底

则需要进行能量选择，时间符合和即时延迟信号顶点关联的相关研究。要想绝对

的减少偶然符合本底，只能够通过严格的选址与选材尽量减少 JUNO 探测器中

的天然放射性本底，表 20 给出了 JUNO 中相关材料的本底数据[102]。 

  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对于放射性本底和放射性本底耦合情况，在进行有效

体积筛选后，从蒙卡模拟得到的单信号事例率约为7.6 Hz，其中类中子事例比例

约为8%，故在1 ms的时间框内，即时延迟信号对的事例率约为每天410个（7.6 ∗

7.6 ∗ 0.08 ∗ 0.001 ∗ 3600 ∗ 24）。除此之外，蒙卡研究引入Rp−d < 1.5 m限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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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底降低至1/380，即此类偶然性符合本底约为每天1.1个，其中Rp−d指的是

即时延迟信号对的空间间隔。对于放射性本底和宇宙线产生的同位素产生的信

号耦合情况，基于宇宙线产生的同位素的事例率，来自于宇宙线同位素的类中子

信号大概为每天340个。考虑到时间符合∆T < 1 ms及空间限制Rp−d < 1.5 m，此

类偶然性符合本底约为每天0.01个。对于放射性本底和散裂中子产生的信号耦合

情况，尽管在 JUNO 中总的散裂中子的事例率为1.8 Hz，但是在经过1.5 ms的缪

子反符合探测器后，事例率降低为每天45个，且该种偶然性符合本底在考虑时

间和空间筛选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而，在考虑了缪子反符合探测器的探测效率后，偶然符合本底的总事例

率约为每天0.9个。在实际情况中，由于探测器材料的本底控制良好（表 20），使

得偶然符合本底事例率从每天0.9个降低至0.7个。在采数期间放射性事例和来自

于散裂中子的类中子事例可以被精确的监控，偶然符合本底事例率的不确定度

可以被控制在1%以内，并且由于类即时信号大的统计量，能谱形状的不确定性

几乎可以被忽略。 

 

 

图91. 江门中微子实验中0.8-12 MeV偶然符合本底分布;组距为20 keV。数据来源[49]。 

Figure 91  0.8-12 MeV coincidence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in JUNO; Bin width is 20 keV. 

 

 13C(𝛂, 𝐧)16O 本底 

 来自于液闪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 U 和 Th 放射产生的α粒子及液闪的存储，

灌装过程中引入的氡气衰变链中产生的5.3 MeV的α粒子可以与液体闪烁体中的

C 
13 发生相互作用，发生如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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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C 
13 → n +  O 

16   

  反应产生的 O 
16 如果处于基态，则相应的中子携带的动能会比较大，中子会

与液体闪烁体中的原子核发生碰撞，反冲核和慢化后被俘获的中子将有一定概

率形成和中微子信号特征一样的关联本底。如果产生的 O 
16 处于激发态，则中子

携带的动能相对比较小，这样由 O 
16 退激发产生的伽马（~6 MeV）将会和中子慢

化后被俘获的信号也会形成关联本底[103]。 

  在 JUNO 实验中，有效体积筛选可以显著降低(α, n)本底。基于对天然放射

性本底模拟分析，对于亚克力球(α, n)本底事例率估计为每天0.05个。U 和 Th 产

生的α的能量最高约为9 MeV，我们知道对于能量小于10 MeV的 C 
13 (α, n) O 

16 反应

散射截面的不确定度为20%，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准确的测量α的事例率，(α, n)本

底就可以被准确的预测。在本论文的分析中，对于本底事例率不确定度和能谱形

状不确定度，我们均做50%的假设。 

 

 

图92. 基于大亚湾测量预测 C 
13 (α, n) 𝐎 

𝟏𝟔 本底谱在0.8-12 MeV能量分布；组距为20 keV。数据

来源[49]。 

Figure 92  C 
13 (α, n) 𝐎 

𝟏𝟔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in 0.8-12 MeV based on the prediction of the 

Daya Bay experiment; Bin width is 20 keV. 

 

 宇宙线本底 

  宇宙线的成分主要是约89%的质子，9%的α粒子，1%的重核，剩下的1%由

电子，伽马射线和超高能中微子组成。经过和大气层的相互作用，宇宙线会产生

一系列的次级粒子，如π±，p，e±，n，μ±（强度比大约为1: 13: 340: 480: 1420）

[104, 105]。这些粒子在经过一定厚度的屏蔽体后，除了缪子和中子，都会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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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在屏蔽体中主要通过非弹性散射损失，缪子在屏蔽体中通过电离，对产生，

光核作用等损失能量。当缪子停下来后，可以衰变，而反缪子还可能被原子核捕

获。前一种会产生高能电子，后一种情况会有一个或者多个中子释放出来。在地

下实验中，随着地下深度的增加，缪子的微分能谱向高能端移动。 

 

 快中子本底 

  在高质子数材料中，宇宙线产生快中子的过程有三种，反缪子被原子核捕

获后产生，光核作用和缪子散裂，即缪子通过交换虚光子的相互作用使物质中的

原子核解体。每个中子在探测器中都会产生两个信号，一个信号来自于n − p弹

性散射的反冲质子（能量近似等于中子的能量），另外一个信号来自于中子被质

子捕获产生的2.22 MeV的伽马信号，两个信号时间差大约为1 ms。当产生快中子

的母粒子缪子没有及时被反符合系统时间窗排除掉，那么快中子的快慢信号就

有可能通过逆贝塔衰变的挑选条件，形成本底。该过程能量沉积的能谱在

102 MeV内大致呈均匀分布[69, 106]。 

 

 

图93. 模拟到达大亚湾每个厅时缪子的能量分布能谱；在低能区呈水平均匀分布(<10 MeV)。

图片来源[106]。 

Figure 93  Simulate the energy distribution of the muons when they arrive at each hall in Daya Bay; 

They give a flat distribution in the low-energy area(<10 MeV).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106]. 

 

  一般来说，对于具有一定深度的探测器，由宇宙线缪子产生的快中子的事

例率2到3个量级的小于由当地的放射性反应(α, n)所产生的中子数（与探测器深

度和地质组成相关）。但是由(α, n)产生的中子能量普遍偏低（小于8 MeV），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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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屏蔽。而对于缪子诱导产生的中子，能量甚至会高达若干个GeV，对于岩

石和探测器屏蔽层均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非常容易在探测器中产生本底。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宇宙线缪子产生的快中子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

是缪子经过探测器时产生的快中子信号，另外一种是打在探测器周围的岩石上

的缪子和仅在水池中留下超短的径迹的缪子产生的次级粒子快中子。前者可以

有效地通过反符合探测器进行标记，而后者很难被标记，从而形成本底。 

  基于全面的模拟分析（不考虑光学过程），快中子的事例率估计为每天0.1

个。高能中子产生的信号大部分集中在探测器顶端，而在探测器赤道附近，相应

的事例最少。在质量序列分析中，我们假设相对事例率不确定度为100%，即时

能谱在0.8到12 MeV符合平坦分布，且假设能谱形状不确定度为20%。 

 

 

图94. 通过大亚湾测试结果给出的快中子能谱分布（0.8-12 MeV）；组距为20 keV。数据来

源[49]。 

Figure 94  Fast neutron background from Daya Bay measurements in 0.8 MeV to 12 MeV; Bin 

width is 20 keV. 

 

 𝐋𝐢 
𝟗 𝐇𝐞 

𝟖 本底 

  宇宙线中的缪子与探测器中的核素（主要是 C 
12 ）发生非弹性碰撞，产生半

衰期从几十个ms到几十天不等的核素（如表 21 所示），这些长寿命的核素发生

衰变的模式主要是β+/β−衰变。其中以 Li 
9 He 

8 最为特殊。其特点在于，发生β衰变

时，伴随着中子的级联发射（β-neutron cascade）[16, 107]： 

Li 
9 → Be 

9 + e− + ν̅e(Q = 13.6MeV) 

Li 
9 → Be′

 
9 + e− + ν̅e, Be′

 
9 → n + B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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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8 → Li 

8 + e− + ν̅e(Q = 10.6MeV) 

He 
8 → Li′

 
8 + e− + ν̅e, Li′

 
8 → n + Li 

7  

  因此，这两种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信号在反中微子探测器中能够产生时间

上有关联的快慢信号对：快信号为β衰变，慢信号时级联发射的中子慢化后被捕

获放出的γ。这个过程产生的信号在中微子探测器信号能区和时间窗口内，可以

形成本底。同时由于这几种粒子的寿命较长，在探测器中的衰变难以和其母粒子

缪子产生关联，故它们难以通过缪子反符合探测器进行排除，是一种非常难处理

的本底。 

 

表21. 宇宙线缪子产生的长寿命同位素及其衰变模式。数据来源[108]。 

 

衰变模式 同位素 半衰期 最大能量(MeV) 

β− B 
𝟏𝟐  0.02s 13.4(β−) 

Be 
𝟏𝟏  13.80s 11.5(β−) 

Li 
𝟏𝟏  0.09s 20.8(β−) 

Li 
9  0.18s 13.6(β−) 

Li 
8  0.84s 16.0(β−) 

He 
8  0.12s 10.6(β−) 

He 
6  0.81s 3.5(β−) 

β+, EC C 
11  20.38min 0.96(β+) 

C 
10  19.03s 1.9(β+)(+0.72MeV γ，98.53%) 

C 
9  0.13s 16.0(β+) 

B 
8  0.77s 13.7(β+) 

Be 
7  53.3d 0.478(β+)(γ,10%)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宇宙线引入的 Li 
9 He 

8 本底可以通过精确的缪子径迹

重建，通过在缪子入射后一定时间内扣除以缪子径迹为中心的半径为5 m垂直的

桶装区域内的事例的方法对 Li 
9 He 

8 本底进行排除。这个本底的扣除，依赖于主探

测器内缪子的精确重建。另外一个可以对缪子进行精确重建的方法是在水切伦

科夫探测器的顶部建造一个径迹探测器，通过位于不同高度，多层缪子径迹测量，

重建缪子径迹，独立于主探测器，并把它外推到主探测器内，与主探测器内径迹

进行比较，辅助研究 Li 
9 He 

8 本底的大小。 

  由于主探测器很大，入射到水池的缪子即便不直接穿过中心探测器，也有

可能通过缪子散裂产生高能的γ，入射到主探测器在主探测器内产生 Li 
9 He 

8 ，简



第五章 JUNO 实验中的质量序列灵敏度研究 

129 

 

单的模拟计算表明这种不能被中心探测器重建所扣除的本底大小与宇宙线在中

心探测器引入被扣除后的本底误差相当(1.2个每天)，而一个体积较大的顶部径

迹探测器，可以直接对此类本底进行测量。 

 

 

图95. 基于大亚湾理论能谱在JUNO探测器电子非线性下的 Li 
9 He 

8 谱（0.8-12 MeV）；组距为

20 keV。数据来源[49]。 

Figure 95  Li 
9 He 

8   background from Daya Bay theoretical spectrum with JUNO electron 

nonlinearity; Bin width is 20 keV. 

 

 地球中微子本底  

  地球中微子本底主要来源于铀（ U 
232 ）钍（ Th 

232 ）钾（ K 
40 ）等元素的天然

放射性β衰变。这三种同位素衰变过程中，以固定的比例释放中微子通量和能量，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地球中微子的通量获得放射性元素衰变能量的相关信息从而

对地球热能信息进行相关的测量[109]。在 JUNO 探测器中，地球中微子的总事例

率约为每天1.1个，其中铀和钍贡献量分别为23%和77%。相对的事例率不确定

度近似为30%。由于铀和钍的β衰变能谱在粒子物理实验中测量的已经比较准确，

因而我们可以假设地球中微子的能谱不确定度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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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在JUNO探测器响应下的地球中微子本底谱（0.8-12 MeV）；组距为20 keV。数据来源
[49]。 

Figure 96 Geo-neutrinos background between 0.8-12 MeV in JUNO detector; Bin width is 20 keV. 

 

  综上所述，JUNO 探测器中本底组成如表 22 所示(谱形不确定度是根据现

有实验如大亚湾实验进行的预测)。 

 

表22. JUNO 探测器中主要本底的事例率不确定度和谱形不确定度 

 

 事例率（/天） 事例率不确定度 谱形不确定度 

偶然符合本底 0.8 1.00% 0 

快中子本底 0.1 100.00% 20.00% 

Li 
9 He 

8 本底 1.6 20.00% 10.00% 

α − n本底 0.05 50.00% 50.00% 

地球中微子本底 1.1 30.00% 5.00% 

 

5.3 卡方检验 

  一般来讲，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 test）检验的是定义的被测物理量分布

函数是否可以用零假设规定的函数形式准确的描述。拟合优度检验的方法目前

主要包括三种，皮尔逊(Pearson)卡方检验，柯尔莫哥洛夫（Kolmogolov）检验和

斯米尔诺夫-克拉默-冯·迈希斯(Smirnov-Cramer-von Mises)检验[110]。皮尔逊卡方

检验适用于较大样本的拟合优度检验，后面两种检验方法则适合于任意样本容

量，但是相对于皮尔逊卡方检验而言，这两种检验零假设给定的分布不能包含未

知参数。在 JUNO 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中，考虑到六年的样本在十万量级，故可

以选用皮尔逊卡方分析方法进行拟合优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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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尔逊卡方检验简介 

  对于随机变量x的n个观测值xi(i = 1,2,3 ⋯ , n)，假定它们落入互不相容的 N

个子区间内，落入第i个区间的观测频数为ni，且有∑ ni
N
i=1 = n，当x为连续变量

时，一个观测值落入第i个区间的概率为 

 pi = ∫ f(x)
 

∆xi
dx, i = 1,2,3 … , N (54) 

当x为离散变量时， 

 pi = ∑ qj
 
j,xj∈∆xi

, i = 1,2,3 … , N (55) 

其中f(x)为变量x的概率密度，qj = P(x = xj)。 

  在检验中，我们想要检验的假设称之为零假设，有， 

H0: pi = p0i, i = 1,2,3 … , N 

即pi是否可以用某个已知的分布p0i来描述。其中p0i应当是归一的，即 

 ∑ p0i
N
i=1 = 1 (56) 

并且 

 p0i = ∫ f0(x)
 

∆xi
dx, i = 1,2,3 … , N (57) 

或者 

 p0i = ∑ q0j
 
j,xj∈∆xi

, i = 1,2,3 … , N (58) 

  如果零假设成立，则第i子区间的理论频数为np0i，它与实际观测到的频数

ni的差值应当合理的小，因此统计量[111] 

 X2 = ∑
(ni−np0i)2

np0i

N
i=1  (59) 

可以用来作为样本观测和假设分布一致性的检验统计量。在每个子区间的观测

频数ni可以考虑为泊松变量，当H0为真时，其期望值和方差均为np0i，当np0i足

够大时，泊松变量近似于期望值和方差等于np0i的正态变量N(np0i, np0i),即 

 Xi =
ni−np0i

√np0i
~N(0,1), i = 1,2,3 … , N (60) 

而X2是N个标准正态变量的平方和。由于p0i是归一的，故N个变量中有N − 1个是

独立的，因此，X2近似服从χ2(N − 1)分布，统计量的这一性质称之为皮尔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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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论f(x)是哪种函数，当零假设成立且n → ∞时，统计量X2的渐近分布是自

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 

  当零假设为真时，X2近似服从χ2(N − 1)分布，当零假设不为真时，观测到

的X2的值Xobs
2 平均地大于零假设为真时的Xobs

2 值，因此，过大的Xobs
2 意味着应当

拒绝原假设。接下来我们会以 IBD 能谱为函数f(x)，不同能量区间的事例数作为

频数，对假设正序或者反序下的能谱在 JUNO 探测器中的灵敏度进行分析。 

 

 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方法 

  在江门中微子实验中，考虑反应堆中微子流强，IBD 散射截面以及探测器

的相关性质，通过积分入射中微子的能量和出射正电子的能量，IBD 事例能谱可

以表示为[96]（可见能量Evis为变量）， 

S(Evis) = ε(Evis) ∫ dEe+
∞

me+
∫ dEυ̅e

∞

ET
(Φ(Eυ̅e

)P(Eυ̅e
))

dσ(Eυ̅e ,Ee+)

dEe+
r(Ee+ + me+ , Evis) (61) 

其中S(Evis)是能谱事例数，Eυ̅e
是中微子能量，ET为 IBD 反应中微子能量阈值，

在考虑中子反冲后取值为1.806 MeV，Ee+为正电子的总能量，me+为正电子质量，

dσ(Eυ̅e
, Ee+)/Ee+为 IBD 微分散射截面，r(Ee+ + me+ , Evis)为能量分辨率函数，

Ee+ + me+为真实可见能量，Evis为实际观测到的可见能量，ε(Evis)为探测器的探

测效率（可近似看作常数εi），Φ(Eυ̅e
)为单位能量，面积，时间的中微子流强，

P(Eυ̅e
)为中微子生存几率。 

  参考章节 5.1.3.2，对于每个能量的正电子能量分布可以近似表示为一个“顶

帽”函数（σ(Eυ̅e
)为总微分散射截面）， 

 
1

σ(Eυ̅e)

dσ(Eυ̅e ,E
e+)

dEe+
≅

1

(E2−E1)
  (62) 

故 IBD 事例能谱可表示为， 

 S(Evis) = εi ∫ dEυ̅e

∞

ET
(Φ(Eυ̅e

)P(Eυ̅e
))

σ(Eυ̅e)

(E2−E1)
∫ dEe+

E2

E1
r(Ee+ + me+ , Evis) (63) 

由于能量分辨率函数可以表示为， 

 r(Ee+ + me+ , Evis) =
1

σe+(Ee+)√2π
exp (−1/2 (

Evis−E
e+−m

e+

σe+(Ee+)
)

2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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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期望半高宽为， 

 σ
e+(E

e+)

Ee++me+
=

√(a)2+(1.6b)2+(
c

1.6
)2

√(Ee++me+)/MeV
 (65) 

故考虑到中子反冲和能量分辨率函数后，S(Evis)可表示为： 

 S(Evis) = εi ∫ dEυ̅e

∞

ET
(Φ(Eυ̅e

)P(Eυ̅e
)) σ(Eυ̅e

)R(Ee+ + me+ , Evis) (66) 

其中R(Ee+ + me+ , Evis)为能量反冲修正后的能量分辨率方程， 

 R(Ee+ + me+ , Evis) =
1

2(E2−E1)
(erf (

E2+m
e+−Evis

√2σe+(E2)
) − erf (

E1+m
e+−Evis

√2σe+(E1)
)) (67) 

其中erf(x)定义为： 

 erf(x) =
2

√π
∫ dte−t2x

0
 (68) 

 

 
图97. 不同中微子能量下能量分辨率函数考虑（实线）和未考虑（虚线）中子能量反冲示意

图。为了阅读方便，曲线中心位置对齐在零点位置。图片来源[96]。 

Figure 97  Schematic diagram of energy resolution function before(solid line) and after(dashed line) 

considering the neutron recoil under different neutrino energie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reading, the center position of the curve is at zero. The figure is taken from[96]. 

 

  综上可得，对于中微子可见能量处于Ei
′和Ei

′′的总事例数可以表示为： 

 Ni = ∫ d
Ei

′′

Ei
′ EvisS(Evis) (69) 

由于S是一个双重积分函数，Ni的计算包含三种积分∫ d
Ei

′′

Ei
′ Evis ∫ dEe+

E2

E1
∫ dEυ̅e

∞

ET
，

使用与参考文献[112]中相同的做法，Ni可以表示为： 

 Ni = εi ∫ dEυ̅e

∞

ET
(Φ(Eυ̅e

)P(Eυ̅e
)) σ(Eυ̅e

)Wi(Eυ̅e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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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i(Eυ̅e
)可表示为： 

 Wi(Eυ̅e
) =

√2σ
e+

2(E2−E1)
(g(Ei

′′ − E1
 ) − g(Ei

′′ − E2
 ) − g(Ei

′ − E1
 ) + g(Ei

′ − E2
 )) 

有 

g(x) =
x − me+

√2σe+

erf (
x − me+

√2σe+

) +
1

√π
e

−(
x−m

e+

√2σe+
)

2

 

  以上推导中，我们假设σe+在电子能量区间E1到E2的变化几乎忽略不计，可

取（E2 − E1)/2处的值代入。当无能量反冲和完美能量分辨率（σe+趋近于0）的

情况下，Wi会退化为一个以Ei
′′ − Ei

′为宽度的“顶帽”函数。而有限的能量分辨率

和能量反冲则会模糊“顶帽”函数。 

  在基于先前实验给出的振荡参数的基础上（表 1），我们给出真实能谱

S∗(Evis)。通过连续改变相关振荡参数，我们得到一系列能谱S∗(Evis)。对于一个

35.8 GW的反应堆，不考虑来自于反应堆的能谱形状不确定性和探测器本底，在

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分析中，χ2由三部分构成[113], 

 χ2 =  χpara
2 +  χsys

2 +  χstat
2  (71) 

  第一项为基于对振荡参数已有的信息计算出的惩罚项以及由于探测器的非

线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惩罚项。在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相关振荡参数包括混合

角sin2θ12，sin2θ13和质量平方差Δm21
2 ，|Δm31(32)

2 |，它们对χpara
2 的贡献如下： 

 χpara
2 =  {

(sin2θ12)
BF

− (sin2θ12)
input

 

δsin2θ12
}

2

+  {
(sin2θ13)

BF
− (sin2θ13)

input
 

δsin2θ13
}

2

 

                    + {
(Δm21

2 )
BF

− (Δm21
2 )

input
 

δΔm21
2 }

2

+  {
(|Δm31(32)

2 |)BF− (|Δm31(32)
2 |)input 

δ|Δm31(32)
2 |

}
2

 (71) 

  在章节 5.1.5 中已经讲述，探测器能量非线性的不确定度是由多项勒让德函

数引入，故由非线性不确定性引入的惩罚项可表示为： 

 χpara
2 = ∑ (

αi

σi
)

2
5
i=0  (72) 

其中αi为非线性不确定引入时的各勒让德项的系数，σi为各勒让德项的不确定性，

考虑到勒让德函数的正交性以及正电子能量非线性的区域半宽约为0.5%，σi取

值为0.005。在本文中，也对不同的能量非线性的不确定度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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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项 χsys
2 为系统归一化误差项fj，当fj = 1时的1σ不确定度为±sj。在当前

分析中，j主要考虑来自于反应堆能谱的事例率误差，相应的sr = 0.03，因而系

统误差可以简单表示为， 

 χsys
2 = (

fr−1

sr
)

2
 (73) 

  而加入本底后，我们还需要考虑来自于各个本底能谱的误差的不确定度，

分别为来自于偶然符合本底的误差不确定度sacc = 0.01，快中子本底的误差不确

定度sfastN = 1，Li 
9 He 

8 本底的误差不确定度sLiHe = 0.2，以及α − n本底的误差不

确定度sα−n = 0.5，和地球中微子本底的误差不确定度sgeo = 0.3。因而χsys
2 项可

表示为： 

χsys
2 = (

fr−1

sr
)

2

+ (
facc−1

sacc
)

2

+ (
ffastN−1

sfastN
)

2

+ (
fLiHe−1

sLiHe
)

2

+ (
fα−n−1

sα−n
)

2

+ (
fgeo−1

sgeo
)

2

 (74) 

  第三项χstat
2 为统计项，可以定义为： 

  χstat
2 = ∫ dEvis

 

 

d χstat
2

dEvis
= ∫ dEvis

 

 
(

S∗(Evis)−S(Evis)

√S∗(Evis)
)

2

 (75) 

  在考虑探测器本底（包括事例率不确定性和能谱形状不确定性）后，统计

项χstat
2 需要加入本底以及其带来的谱形不确定度[114-116]，可以表示为， 

 χstat
2 = ∑ (

(Mj−Tj
0∗αr−∑ Kj

B∗αB
 
B )

2

Mj+∑ (Kj
B∗σ

shape
bkg

)
2

 
B

)nbins
j + ∑ (

αB−1

σbkg
)

2
 
bkg  (76) 

其中Kj
B为第B种本底在第j个区间的本底事例率，Mj为基于最佳拟合参数下的中

微子能谱和本底能谱采用模特卡罗产生的第j个区间的事例数，即Mj = Mj
0 +

∑ Kj
B 

B ，Tj
0为中微子理论能谱在第j个区间给出的事例数，αB为本底事例数归一化

参数，αr为反应堆事例数归一化参数，σshape
bkg

为本底谱形状不确定度,σbkg为本底

事例率不确定度。在分析中，中微子的能量变化从1.806 MeV到10 MeV，划分250

份，组距为33 keV，在获得χ2分布后，我们可以算出在正序或者反序情况下∆χ2

分布，从而按照章节 5.1.2 中的方法进行探测器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分析。我

们将在下一小节中讲述对于探测器灵敏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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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探测器灵敏度定义 

  从分析的角度来讲，质量序列的确定就是区分两个对立的假设，正序或者

反序。在进行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介绍若干个基本定义： 

a) 第一类错误，弃真（type-I error，α），即原假设成立而我们根据检测拒绝

原假设的概率，为图 98 种蓝色区域。 

b) 第二类错误，取伪（type-II error,β），即原假设不成立备择假设成立但我

们根据检测无法拒绝原假设的概率，为图 98 种红色区域。 

c) 统计功效（power of test,1 − β），即取伪错误不发生的概率，为图 98 种

黄色区域和蓝色区域合集。 

  弃真错误表明,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接受原假设而拒绝备择假设的概率为

1 − α，但是由于取伪错误的存在，我们有β的概率会将备择假设错认为原假设。

增加样本量可以使弃真错误和取伪错误同时降低。弃真误差和取伪误差都属于

抽样误差17，如果扩大了样本容量，那么抽样得到的值越接近于真实水平，那么

如果原假设是成立的，这个抽样算出来的值（接近真实的值）很大程度上不会出

现在拒绝域，因而减小了弃真误差。取伪误差同理。弃真错误和取伪错误不会同

增同减，当样本例数固定时，α愈小，β愈大；反之，α愈大，β愈小。从逻辑上

讲，已知原假设成立，减小弃真错误，我们的容错性更强了，为了不让可能正确

的值脱离接受域，我们会尽可能的扩大接受域，弃真错误确实小了。但是当我们

的已知条件是原假设不成立的时候，我们抽样算出的错误值（取伪错误）落入我

们盲目扩大的“接受域”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即取伪增大了。实际上，我们可通过

选定α控制β大小。此外，要想同时减小α和β，唯有增加样本例数。统计功效（1 −

β）表明两个总体确有差别存在，是以α为检验水准，假设检验能发现它们有差别

的能力。 

  显著性水平是人们事先指定的犯第一类错误概率的α最大允许值，确定了显

著性水平α，就等于控制了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但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不确定

的。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都是低的，即α小，

 
17
  抽样误差，即由于抽样的不合理导至了与与其相违背的结论，例如，第一类错误，弃真错误，已知原

假设成立，但是由于抽样的原因，抽到了边缘地带，抽样的结果算出来出现在拒绝域，从而拒绝了原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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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β大，当α/(1 − β)小，则说明探测器灵敏度高，而α/(1 − β)大，则说明探测

器灵敏度低。 

  参考文献[116-118]中对于探测器质量灵敏度的定义，当β = 0.5时的概率1 − α

被当作探测器的中位灵敏度（median sensitivity）。当β = α时的概率1 − α被当作

探测器的交叉灵敏度（crossing sensitivity）。在图 98 中，先找到相应统计功效对

应的观测值，再用蓝色区域计算出探测器灵敏度即可。换言之，当我们在选定置

信度或者统计功效其中之一时，另一个变量随之确定。 

 
图98. 测量分布曲线。其中左侧曲线对应我们的原假设成立下的情况，而右侧曲线对应的是

备择假设成立的情况。找到我们的观测值p∗，蓝色阴影部分的面积对应的是弃真概率α，

而红色阴影部分对应的是取伪概率β，黄色与蓝色区域代表的是统计功效（1 − β）。 

Figure 98  Distribution of observation. The curve on the left corresponds to the situation when our 

original hypothesi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urve on the right corresponds to the situation when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is established. Find our observation value p∗, the area of the blue 

shaded part corresponds to the probability of false negative α , and the red shaded part 

corresponds to the probability of false positive β, and the yellow and blue areas represent 

statistical power (1 − β). 

 

  相对中位灵敏度，参考文献[119, 120]中对于修正后的置信度的定义（Modified 

Confidence Levels, 简称 CLs），探测器对于质量序列的灵敏度（简称“修正灵敏

度”）也可以表示为， 

 CLs = 1 −
α

1−β
 (77) 

  可以看出，修正灵敏度与中位灵敏度和交叉灵敏度的定义是等价的，但是

它是更为保守的一种灵敏度计算方法。在分析中，我们取β = 0.5时的 CLs 值来

判断探测器对于质量序列的灵敏度，此时，CLs 也可以被称之为“中位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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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蒙卡样本的产生流程 

  蒙特∙卡罗（Monte Carlo）方法是一种以概率统计理论为指导，使用随机数

或者易实现的伪随机数进行数值计算分析的方法。它采用大量的随机样本进行

系统的分析，从而获得对相关参量的知识。图 99 给出了在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

中蒙卡样本的获得方法以及灵敏度的计算流程。 

 

 

图99. 蒙卡样本获得以及灵敏度计算流程图。 

Figure 99  Flow chart of sample acquisition with Monte Carlo and sensitivity calculation. 

 

  样本量是指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元素的总个数，样本量大小是选择检验统计

量的一个要素，过大的样本会造成资源浪费，而过小的样本会造成大的抽样误差，

检验效能低，结论会缺乏真实性。若期望探测器模拟分析中可以实现四个九量级

的灵敏度，过少的样本肯定不能满足需求。两组样本量相等时，样本量的估算公

式如下， 

 n =
2(μα+μβ)

2
σ2

δ2
 (78) 

Fill the events into the histogram

Generate random events with MC

Oscillation spectrum based on the NO hypo Oscillation spectrum based on the IO hypo

Fit the histogram with the IO spectrum, get  IO
2

Fit the histogram with the NO spectrum, get  N O
2

  N O
2 =  IO

2   NO
2   IO

2 =  IO
2   NO

2

Take a sample of 1500 0

Distribution of   N O
2

Distribution of   IO
2

Calculate the sensi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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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为弃真错误概率，即显著水平，1 − α为置信度水平，β为取伪错误概率，

而μα和μβ对应的分别为两种错误概率对应的μ值。δ为容许误差，为两组数据均

数之差的绝对值。σ2为总体方差，可用样本方差估计： 

 σ2 =
σNO

2 +σIO
2

2
 (79) 

其中σNO
2 和σIO

2 分别为正序假设和反序假设下的∆χ2分布对应的标准差。 

  在本文的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中，初步估计各参数取值为： 

α = 0.0001 

μα = 3.08 

β = 0.5 

μβ = 0 

σNO = σIO = 6.8 

δ ≈ 0.25 

代入公式可以获得每组样本的含量为： 

n = 14037 

  故模拟分析中，采取15000的样本可实现对质量序列灵敏度的精确估计，保

证研究的可靠性。 

 

5.6 结果分析 

  江门中微子实验预计运行6年（2190天），设计功率35.8 GW，有效采样时间

为2000天，IBD 事例探测效率预估为73%，靶核质量为2万吨，其中氢核所占比

例为12%。实际情况中，同一能量的中微子产生的正电子的实际观测能量会受到

探测器能量非线性和能量分辨率的影响。根据章节 5.1 的描述，在综合考虑了探

测器以及反应堆的状态，探测器的有效能量分辨率，能量非线性函数（如图 89

所示），并结合本底数据，在图 100 给出了探测器获得的事例谱。我们通过在假

设正序或者反序情况下比较中微子能谱的拟合优度来给出不同的中微子质量序

列假设下 JUNO 探测器对于质量序列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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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0. 探测器处获得的事例谱。其中包括正反质量序列对应的中微子能谱以及由偶然本底，

α − n本底，快中子本底，Li 
9 He 

8 本底以及地球中微子本底谱。横轴为正电子可见能量，

纵轴为每个组距内的能谱的事例率。NO代表的是正序（Normal Ordering），IO代表的是

反序（Inverted Ordering）。中微子能谱是由先前实验给出的最佳参数获得的理想能谱通

过蒙特卡罗得到的随机实验能谱。 

Figure 100  Events spectrum obtained at the detector. These include the neutrino energy 

spectrums corresponding to the normal or inverted hierarchy and the background spectrums 

of accidental background, α − n background, fast neutron background, Li 
9 He 

8  background 

and geo-neutrino background. The horizontal axis is the visible energy of the positron, and the 

vertical axis is the event rate in each bin. NO stands for Normal Ordering, and IO stands for 

Inverted Ordering. The neutrino energy spectrum is the ideal energy spectrum obtained by the 

best-fit parameters given in the previous experiment with Monte Carlo. 

 

 理想情况下的质量序列灵敏度 

  理想情况，指的是分析过程中不考虑探测器的本底，以及非线性带来的影

响，仅考虑 JUNO 探测器的有效能量分辨率3.12@1 MeV。图 101 中给出了灵敏

度分析结果，计算可得，假设正序情况下的质量序列灵敏度为 0.9993(1)，对应

的置信度为3.2σ，假设反序情况下的质量序列灵敏度为 0.9995(1)，对应的置信度

为3.3σ。 

mailto:仅考虑JUNO探测器的有效能量分辨率


第五章 JUNO 实验中的质量序列灵敏度研究 

141 

 

 
图101. 理想情况下的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结果。不考虑本底以及探测器的能量非线性。实

验模拟次数为15000次。 

Figure 101 Results of the sensitivities of neutrino mass ordering in the ideal case. The 

backgrounds and energy nonlinearity are not considered. The number of tested experiments is 

15,000. 

 

 能量非线性引入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影响 

  在保证特定中微子能量的有效能量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加入能量非

线性。在本小节中，基于 5.1.2 中依赖于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的中微子振荡生

存几率定义，我们创新的给出了一种新的能量非线性不确定性引入方式——勒

让德函数，并研究了其对探测器序列灵敏度的影响，考虑到简便性与准确性，该

过程中暂未考虑探测器本底事例，仅考虑由反应堆给出的中微子事例能谱。对于

n阶的勒让德函数对于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的描述可表示为， 

Luncert = ∑ αiPi

n

i=0

 

考虑到勒让德各项的正交性，可假设αi的不确定度大小等于能量非线性不确定性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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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在正序或者反序假设下加能量非线性和不加能量非线性的反应堆反中微子能谱。 

Figure 102  The reactor anti-neutrino spectrum with and without energy nonlinearity for the 

inverted mass hierarchy and normal mass hierarchy. 

 

  图 102 给出了加入能量非线性后的中微子能谱，非线性拉宽了实验能谱。

表 23 对比了以三阶勒让德加入0.5%不确定度的能量非线性和未加能量非线性

时的探测器对于正反质量序列的灵敏度，可以看出加入能量非线性降低了探测

器的灵敏度，正序 CLs 从0.9993（3.2𝜎）降低为0.9990（3.1𝜎），反序 CLs 从

0.9995（3.3𝜎）降低为0.9993（3.2𝜎）。 

 

表23. 对比加入和未加入能量非线性时质量序列灵敏度分析结果 

 

是否加入非

线性 

中心值

（NO） 

标准差

（NO） 

中心值

（IO） 

标准差

（IO） 

CLs(NO) CLs(IO) 

加（三阶勒

让德） 

10.77(6) 6.83(6) −11.69(6) 6.62(4) 0.9990(1) 0.9993(1) 

未加 10.99(6) 6.28(6) −10.24(6) 6.11(4) 0.9993(1) 0.9995(1) 

 

  对于采用勒让德函数引入非线性不确定度，我们需要确认三点：第一，勒

让德函数是否能够准确的描述刻度数据给出的非线性的不确定度；第二，不同阶

数的勒让德函数对于非线性的不确定度的描述是否存在较大的区别；第三，不同

阶数的勒让德函数描述非线性的不确定度是否会对质量序列的灵敏度产生影响； 

  首先，对于第一点，勒让德函数是否能够准确的描述刻度数据给出的非线

性的不确定度？图 103 给出了三阶勒让德函数描述能量非线性0.5%的不确定度

时，1000次随机实验给出的最佳拟合优度下的勒让德函数的曲线分布图，可以

看出通过勒让德函数引入能量非线性的不确定度在0 − 6 MeV可以很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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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 − 8 MeV会有轻微的偏差，而从8 − 10 MeV存在较大的偏差。该结果的主要

原因来自于在8 − 10 MeV事例数的显著降低。 

 

图103. 左侧为假设正序情况下的勒让德曲线分布图；右侧为假设反序情况下的勒让德曲线

分布图。 

Figure 103 The left side is the Legendre curve distribution assuming the normal hierarchy; The 

right side is the Legendre curve distribution assuming the inverted hierarchy. 

 

  对于第二点，不同阶数的勒让德函数对于非线性的不确定度的描述是否存

在较大的区别？图 104 给出了假设正序情况下，在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为0.5%

时，采用三阶，四阶和五阶勒让德函数描述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时，1000次实

验中最佳拟合优度时获得的勒让德函数的分布图。可以看出，不同阶数的勒让德

函数描述探测器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时主要的区别集中在相对高能区域（6 −

8 MeV），整体区别相对较小，均可以用来较好的描述非线性的不确定度。 

 

 

图104. 1000次实验最佳拟合优度时不同阶数的勒让德函数的分布图。从左到右依次为三阶，

四阶，五阶勒让德函数描述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时的函数分布图。 

Figure 104 The distribution of Legendre function of different orders for the best goodness of fit 

for 1000 experiments. From left to right, it is the third-order, fourth-order, and fifth-order 

Legendre function to describe the energy nonlinear uncertainty. 

 

  而对于第三点，不同阶数的勒让德函数描述非线性的不确定度是否会对质

量序列的灵敏度产生影响？图 105 给出了不同阶数的勒让德函数描述非线性不

确定度（0.5%）时给出的正反序假设下相应的∆χ2分布，表 24 给出了对应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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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序列灵敏度（CLs）。 

 
图105. 不同阶数的勒让德函数描述非线性不确定下的正反序假设时相应的∆χ2分布图。 

Figure 105 ∆χ2 distributions with different orders’ Legendre functions to describe the energy 

nonlinear uncertainty for normal and inverted hierarchy hypothesis. 

 

  可以看出，对比正序假设和反序假设下探测器的灵敏度分析结果，对于不

同阶数的勒让德函数描述能量非线性的不确定度差别较小。 

 

表24. 不同阶数勒让德函数描述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0.5%）时对应的质量序列灵敏度

结果。 

 

勒让德阶数 中心值

（NO） 

标准差

（NO） 

中心值

（IO） 

标准差

（IO） 

CLs(NO) CLs(IO) 

三阶 10.77(6) 6.83(6) −11.69(6) 6.62(4) 0.9990(1) 0.9993(1) 

四阶 10.61(6) 6.80(6) −11.72(6) 6.62(4) 0.9990(1) 0.9993(1) 

五阶 10.72(6) 6.83(6) −11.66(6) 6.57(4) 0.9990(1) 0.9993(1) 

 

  以上研究使得我们对于采用不同阶数的勒让德来描述能量非线性对于探测

器灵敏度的影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结果表明，可以使用勒让德函数描述探测

器的非线性不确定度，并且 JUNO 探测器中能量非线性的加入使得其对正序假

设下的质量序列的灵敏度 CLs 从0.9993(3.2σ)降低至0.9990(3.1σ)，反序假设下

的质量序列灵敏度 CLs 从0.9995(3.3σ)降低至0.9993(3.2σ)，并且使用不同阶数

的勒让德函数描述探测器非线性不确定度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没有较大的影响。

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加入本底，并且基于目前对于 JUNO 探测器的能量非线

性和能量分辨率的研究结果[57]，计算实验对中微子质量序列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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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底引入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影响 

  本底是类似于信号的并被误判为信号的事例，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验的

分析结果。而对信号的影响程度，则取决于信噪比的高低。信噪比定义为信号和

本底的比值，信噪比越高，说明本底越小，而信噪比越低，则说明本底越高。图

图 106 给出了在无本底，信噪比为15.8（JUNO 探测器的真实情况），和信噪比

为 1.58（本底提高 10 倍）的情况下，在用三阶勒让德函数描述非线性不确定度

时，从0.0001变化至0.1不同的不确定度对于正序和反序的∆χ2平均值以及 CLs 数

值的影响。可以看出， 

一、 在给定的非线性曲线下，随着不确定度的增加，探测器的灵敏度会

呈现缓慢降低的趋势； 

二、 在无本底时或者信噪比较高时，∆χ2以及 CLs 的变化量较小，主要由

于 IBD 自身的精细结构可以实现对于能谱的自刻度； 

三、 随着本底的增加，不确定度从0.0001变化至0.1时，∆χ2的变化量逐渐

增加，对于正序假设，从无本底时的1的变化量至信噪比为1.58时的4的

变化量，意味着能谱的自刻度效应减弱，相应的刻度系统对于能谱的刻

度效应增强。CLs 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该结论在展现了刻度系统的必要性的同时也间接的表明了 IBD 依靠自身的

精细结构自刻度的优异性。在 JUNO 实验中，IBD 的自刻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辅助刻度系统对于探测器的能谱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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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对于不同本底含量，上图为不同的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下正序或者反序假设时∆χ2平

均值变化图；下图为不同的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下正序或者反序假设时质量序列灵敏

度（CLs）变化图。其中，蓝色为信噪比为1.58的情况，绿色为信噪比为15.8的情况，红

色为无本底的情况，实线和虚线分别对应对质量序列的正反序。目前JUNO探测器的刻

度可以实现对能量非线性不确定度达到0.005的限制。 

Figure 106 For different amount of backgrounds, the figure above shows the change of the mean 

values of ∆χ2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normal or inverted hierarchy for different energy 

nonlinear uncertainties; The figure below shows the change of the modified sensitivity CLs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normal or inverted hierarchy for different energy nonlinear 

uncertainties. For the red line, no background was added to this analysis. For the green lin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is 15.8 and for the blue lin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is 1.58. The solid 

and dashed are corresponding to normal hierarchy and inverted hierarchy, separately. The 

current calibration of the JUNO detector can achieve a value of 0.005 for energy nonlinearity 

uncertainty. 

 

 质量序列灵敏度计算及振荡参数精度分析 

  基于三阶勒让德函数给出的0.5%能量非线性的不确定性，考虑本底的事例

率不确定性及能谱形状不确定性，对于35.8 GW的核反应堆，假设正序情况下，

∆χ2平均值为10.63，标准差为6.81，假设反序时，∆χ2平均值为−11.75，标准差

为6.64，参考章节 5.4 中对于 CLs 的定义，可计算得，假设正序情况下，α/(1 −

β)为0.0010，即有99.90%概率（或称为3.1σ置信度）排除反序，而假设反序情况

下，α/(1 − β)为0.0007，即有99.93%概率（或称为3.2σ置信度）排除正序。在

目前的数据量下，相对于未加本底情况（表 23），探测器对于质量序列的灵敏度

未观察到变化。 

  图 107 给出了假设正序，正序情况下四个振荡参数（X2，∆m21
2 ，∆matm

2 和

sin2θ13）双参数相对于χ2的二维平面分布图，表 25 列出了在 JUNO 实验中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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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1σ的测量精度，结果表明，JUNO 在6年内可以实现参数sin2θ12，∆m21
2 和∆matm

2

小于 1%的精确测量，其中sin2θ13的较大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实验对该参数不敏感。 

 

表25. 分析给出假设正序的情况下 JUNO 实验中各参数的测量精度 

 

 ∆matm
2 (eV2) X2 ∆m21

2 (eV2) sin2θ13 

精度（%） 0.90 0.44 0.36 6.0 

 

 

图107. 正序假设，正序情况下，中微子振荡参数双参数-χ2平面图（X2 − ∆matm
2 ，X2 − ∆m21

2 ，

X2 − sin2θ13）。从内向外，圆环代表的是1sigma，2sigma，3sigma，4sigma 置信度在双

参数平面中基于JUNO探测器分析的χ2等高线分布。 

Figure 107 For normal hierarchy hypothesis, in the normal hierarchy simulation, oscillation 

parameters and χ2 distribution contours (X2 − ∆matm
2 ，X2 − ∆m21

2 ，X2 − sin2θ13). From 

inner to outside, the rings represent 1sigma，2sigma，3sigma，4sigma confidence level for 

χ2 distribution. 

 

  图 108 给出了假设反序，反序情况下的四个振荡参数（X2，∆m21
2 ，∆matm

2

和sin2θ13）双参数相对于χ2的二维平面分布图，表 26 列出了在 JUNO 实验中各

参数1σ的测量精度振荡参数的期望值及测量精度，结果表明 JUNO 在6年内可以

实现参数sin2θ12，∆m21
2 和∆matm

2 小于1%的精确测量，与假设正序的分析基本一

致，但是对于∆matm
2 ，相较于正序，反序测量具有更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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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分析给出假设反序的情况下 JUNO 实验中各参数的测量精度 

 

 ∆matm
2 (eV2) X2 ∆m21

2 (eV2) sin2θ13 

精度（%） 0.40 0.45 0.37 6.0 

 

 

 

图108. 反序假设，反序情况下，中微子振荡参数双参数-χ2平面图（X2 − ∆matm
2 ，X2 − ∆m21

2 ，

X2 − sin2θ13）。从内向外，圆环代表的是1sigma，2sigma，3sigma，4sigma 置信度在双

参数平面中基于JUNO探测器分析的χ2等高线分布。 

Figure 108 For inverted hierarchy hypothesis, in the inverted hierarchy simulation, oscillation 

parameters and χ2 distribution contours (X2 − ∆matm
2 ，X2 − ∆m21

2 ，X2 − sin2θ13). From 

inner to outside, the rings represent 1sigma，2sigma，3sigma，4sigma confidence level for 

χ2 distribution. 

 

  此外，考虑到台山核电站计划搭建的两个4.6 GW反应堆，日期不明，很可

能不搭建，故此处考虑了反应堆未建设时，即探测器的热功率从35.8 GW降低至

26.6 GW，对质量序列灵敏度测量以及震荡参数不确定度测量的影响，分别在表

27和表28中给出。可以看出，反应堆能量的降低了探测器对于质量序列的灵敏度。

对于正序假设，从3.1σ降低至2.92σ，对于反序假设，质量序列灵敏度从3.2σ降

低至3.03σ。并且，反应堆能量的降低会使震荡参数不确定度变大，但是整体依

然小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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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对比 35.8GW 和 26.6GW 反应堆能量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影响 

 

反应堆能量  平均值 标准差 CLs 置信度 

35.8GW 假设正序 10.63(6) 6.81(6) 0.9990(1) 3.1σ 

假设反序 −11.75(6) 6.64(6) 0.9993(1) 3.2σ 

26.6GW 假设正序 8.53(5) 5.37(3) 0.9982(1) 2.92σ 

假设反序 −9.36(5) 5.56(3) 0.9987(1) 3.03σ 

 

 

表28. 对比 35.8GW 和 26.6GW 反应堆能量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影响 

 

精度（%） ∆matm
2 (eV2) X2 ∆m21

2 (eV2) sin2θ13 

35.8GW 假设正序 0.90 0.44 0.36 6.0 

假设反序 0.40 0.45 0.37 6.0 

26.6GW 假设正序 0.41 0.97 0.53 5.9 

假设反序 0.51 0.46 0.53 6.0 

 

 与黄皮书中给出的定义方法的结果对比 

  章节5.1.2中阐述了江门中微子实验黄皮书中对于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的定

义，在此定义中，正序情况下和反序情况下的∆m23
2 具有不同的大小值，与其他

振荡参数（∆m12
2 ，θ13，θ12，∆S）在不同质量序列假设情况下具有相同的数值不

同。因而，我们引入了大气中微子质量平方差∆mA
2代替∆m23

2 对于正反序下的中

微子生存几率进行了新的定义，并且给出了如章节5.6.4所示的分析结果。在本小

节中，我们基于以上的分析方法，仅在更换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的条件下，计算

了由黄皮书给出的生存几率定义方法获得的质量序列灵敏度以及震荡参数测量

灵敏度，如表29和表30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表29. 对比 26.6GW 时新的生存几率定义方法和黄皮书的定义方法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

的影响 

 

生存几率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CLs 置信度 

变换后

(26.6GW) 

假设正序 8.53(5) 5.37(3) 0.9982(1) 2.92σ 

假设反序 −9.36(5) 5.56(3) 0.9987(1) 3.03σ 

黄皮书

(26.6GW) 

假设正序 8.72(4) 5.69(3) 0.9984(1) 2.94σ 

假设反序 −9.31(5) 5.72(3) 0.9982(1) 2.91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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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对比 26.6GW 时新的生存几率定义方法和黄皮书的定义方法对于振荡参数测量精

度的影响 

 

测量精度（%） ∆matm
2 (eV2) X2 or 

sin2θ12 

∆m21
2 (eV2) sin2θ13 

变换后

(26.6GW) 

假设正序 0.41 0.97 0.53 5.9 

假设反序 0.51 0.46 0.53 6.0 

黄皮书

(26.6GW) 

假设正序 0.45 0.97 0.53 5.9 

假设反序 0.37 0.99 0.57 5.9 

 

5.7 本章小节 

  在本节中，采用变换后的连续参数表示的中微子振荡生存几率的表述方法，

分析了假设正序或反序下 JUNO 探测器对于中微子质量序列的灵敏度。在仅考

虑一个反应堆，一个探测器，不考虑物质效应和反应堆能谱形状不确定性的情况

下，分析表明通过勒让德函数的方法加入能量非线性的不确定性不依赖于勒让

德阶数（三阶/四阶/五阶）。此外，文中分析了，当非线性曲线确定时，不同的非

线性不确定性大小对于质量序列的灵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本底较高时，

IBD 自刻度效果不明显，需要依赖于刻度才能够实现探测器的精确测量，而当本

底较低时，非线性刻度的不确定性对于灵敏度的影响较小。对于 JUNO 探测器，

35.8 GW核反应堆，在理想情况下（仅考虑能量分辨率），探测器的对正序假设和

反序假设的灵敏度分别为0.9993（3.2σ）和0.9995（3.3σ），当加入非线性后，正

序假设下对于质量序列灵敏度降低至0.9990（3.1σ），反序假设下灵敏度降低至

0.9993（3.2σ）。最后，在综合考虑了探测器本底后，对于35.8 GW的核反应堆群，

JUNO 探测器在6年内可以实现假设正序情况下，有3.1σ置信度排除反序，而假

设反序情况下有3.2σ置信度排除正序。对于26.6 GW的核反应堆群，正序假设下

2.92σ排除反序或者反序假设下3.03σ排除正序，并且对除sin2θ13以外的振荡参

数实现小于1%的高精度测量。章节最后，对比了该结果与黄皮书中微子振荡生

存几率的情况的结果，两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间接表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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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和展望 

6.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江门中微子实验刻度系统需求，设计并搭建出两套全自动化的独

立系统用于刻度探测器，其中包括 ACU 刻度系统中的激光刻度系统和 CLS 二维

平面扫描刻度系统。此外，本文中还进行了基于现有刻度系统模拟数据时不同生

存几率表示下的质量序列灵敏度的分析。主要结论包括如下三点： 

  第一，成功研制了 ACU中的紫外激光刻度系统，可实现小于0.3%的 JUNO探

测器电子学能量非线性刻度。与此同时，激光的高亮度使其可用来模拟缪子簇射，

而窄脉宽使其可用于电子学的时间对齐。 

  第二，成功研制了二维平面放射源放置系统 CLS，可携带放射源到达指定位

置进行探测器的能量非均匀性刻度。结果表明，在实现66%的全平面有效覆盖面

积的情况下，该系统可以达到厘米量级的刻度位置可重复性。而高的有效覆盖面

积，也使得该系统可以用于探测器φ向对称性的刻度研究。 

  第三，基于刻度系统模拟分析数据获得的能量分辨率和能量非线性曲线，

我们采用连续参数𝑋2表示下的生存几率研究 JUNO探测器的质量序列灵敏度，正

序反序情况下均可以达到3σ的置信度，且对于实验敏感的中微子振荡参数的测

量精度在小于1%的量级，与黄皮书中的方法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6.2 研究展望 

  作为江门中微子实验刻度系统的一部分，ACU 中的紫外激光刻度系统以及

CLS 二维平面扫描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即将搭建成功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提供

有效的刻度支持，而且激光刻度系统的研制成功亦可以用于其他的需要对光敏

器件的非线性进行标定的实验，CLS刻度过程中实现的高位置重复定位精度的到

达方法也可以为其他科学实验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接下来的 JUNO 实验中，

我们亦需要基于真实工况，对激光刻度系统以及二维平面扫描系统进行更加细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152 

 

致的研究分析。 

  对于 JUNO质量序列灵敏度，在连续参数定义的生存几率表述方法下对于中

微子质量序列灵敏度的研究则为目前 JUNO 质量序列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补充。

本文基于刻度系统给出的相关刻度模拟结果，仅考虑了一个探测器，一个反应堆，

并且未考虑来自于反应堆的中微子能谱形状不确定性，给出了质量序列灵敏度

的分析结果。在未来的工作中，在 JUNO反应堆的能谱形状不确定性确定的情况

下，我们需将其加入并对质量序列灵敏度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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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也是让我能够放心去闯的坚强后盾。我的老公惠加琪在生活中对我的

支持，照顾与呵护，使我更加有信心和动力去解决各种难题。也感谢给我带来

无限欢喜的小儿惠子都，为我的博士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公公婆婆的理

解和关爱，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温暖与爱护。家人对我默默的付出，使我可以

轻装上阵，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感谢家人，为我提供了如此舒心的生活环

境。谢谢你们，让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如此的温馨和欢乐。 

  此“致谢”结束，意味着我即将告别我的博士阶段。愿在接下来的人生中，

我们都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有着内心的坚守，

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做着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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