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技术在核谱学时间测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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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字化技术对核谱学测量中的探测器输出信号进行处理，特别是针对高效率闪烁体探测器输出的

时间信号，利用数字化单元的多 ADC 交错采集、多条件触发等方法实现了时间谱测量中伽马射线的高效率采
22

集、快速响应触发和高分辨定时等信号的数字化处理。通过研究典型的时间信号—— Na 放射源衰变放出的正
电子湮没前后的伽马信号，对探测器探测到的脉冲信号下降沿进行符合甄别和时间差计算等相应算法处理，
实现核电子学信号处理方法中时幅转换、多道计数等核谱学时间谱符合测量模块的多信号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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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速 ADC 采集卡、CPU 处理技
术和多功能数字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
在核谱学测量中探测器输出信号的分析和处理过程
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应用[1-3]。数字化技术通过模
数转换和数字运算实现信号处理，具有灵活、稳定、
抗干扰等特点。众所周知，核谱学实验测量中通常
采用核电子学插件实现探测器输出信号有效事例的
判选和符合采集等处理，但要进一步提升时间分辨、
信号探测效率和大数据处理能力等性能指标和关键
参数，则受到单功能电子学插件多方面的制约，比
如环境温度、湿度、噪声，以及电子学器件死时间、
多级连接引入的实验误差等因素影响。因此，采用
数字化技术处理核谱学测量中信号的分析和采集是
核谱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4-7]。
本文针对核谱学测量中典型的时间谱测量方
法，采用数字化技术对探测器输出信号进行高效率
采集、快速响应触发和高分辨定时等过程进行分析
和处理，利用符合甄别和相应算法实现时幅转换、
多道计数等皮秒级脉冲信号的并行处理。其中，时
间信号的处理需要兼顾响应速度快、时间分辨率高、
时间信息完整等特点，对包含诸多信息的脉冲波形
信号的处理及核谱学仪器的要求极为严苛。进行核
谱学时间探测信号的数字化处理，能实现仪器的整
机化，为数字信号的后续处理和算法修正提供信息
溯源条件[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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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谱学时间测量系统

基于 22Na 放射源的正电子湮没寿命谱测量技
术，是核谱学实验中最典型的时间谱测量方法。22Na
放射源在衰变释放正电子的同时，伴随释放能量为
1.28MeV 的伽马光子，通常作为时间谱测量的起始
信号，而正电子湮没后释放的能量为 0.511MeV 的
伽马光子作为终止信号。正电子湮没时间谱测量原
理如图 1 所示，
闪烁体和光电倍增管（photomultiplier
tubes，PMT）组成的探测器将探测到的伽马信号转
化为电信号，输出的模拟信号经恒比定时器
(constant fraction timing discriminators，CFD)实现起
始和终止信号阈值选择和恒比定时输出方波信号，
经 延 时 器 后 (Delay) 由 时 幅 转 换 器 （ a
time-to-amplitude converter，TAC）甄别“对事件”
伽马信号的符合判选，并将时间差信转化为脉冲幅
度信息，多道计数器（a multi-channel analyzer，
MCA）对大量脉冲幅度信息进行分道计数，采集的
实验数据采用计算机（PC）进行分析处理获取最终
的时间谱[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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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马信号的时间谱。

图 2 时间谱测量的数字化处理技术
Fig. 2 The digit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ime spectrum
measurement.

2
2.1

数字化处理技术的应用
采样率

时间信号的波形包含时间信息，ADC 对信号采
样时引入的量化误差和幅度亏损直接影响后续信号
处理尤其是触发、定时的准确性[15]。设伽马信号脉
冲宽度为 10ns，当采样率为 500MSPS 时，一个波
形约仅采集 5 个点，信号因欠采样而失真，导致信
号的触发或定时出现误差[16]。由图 3 可知采样率越
高，波形越接近模拟波形，在模数转化过程中引入
的误差越小，且对时间信号触发和定时也越精确。
根据 22Na 源时间信号特点和数字化单元性能，采样
率为 20GSPS 时信号失真最小[17, 18]。

010101-2

500MSPS

0.0

ampl

闪烁体探测器具有探测效率高、灵敏度高的特
点，10 微居的 22Na 放射源每秒约发射 104~105 量级
个伽马信号对，闪烁体探测器每秒探测大于 103 量
级的伽马信号对，其输出的起始信号和终止信号之
间仅相差十几皮秒到几百皮秒，其中每个伽马信号
宽度约为 10~20ns。时幅转换不仅要精确的将时间
差转化为幅度值，还要实现信号的快速响应和准确
的信号符合。多道计数保证各通道内准确计数的同
时要尽量缩短死时间。所以，要实现对探测器输出
信号数字化处理尤其是时幅转换、多道计数、PC
的数字化处理及整合，必须实现高速率采样，同一
对事件的信号高效率符合甄别以及高分辨的定时和
时间计算等[12, 13]。
如图 2 所示，实验采用数字化单元（the digital
unit）取代部分核电子学的信号处理功能。探测器
探测到的信号经恒比定时器转化为稳定的方波后通
过延时器输至数字化单元。数字化单元是集数据采
集、A/D 转换、软件编程等数字化技术于一身的模
块，具有多种分析、测量和存储功能，可实现对复
杂波 形的完整 保存和快速处 理 [14] 。本实 验采用
LeCroy 公司的 Waverunner640Zi 信号分析仪（signal
analyzer）
，内置多个 ADC 同时对信号进行交错采
集，单通道最大采用率可达到 40GSPS，能够同时
捕捉多通道瞬态信号，内置边沿触发、条件触发等
多种触发模式，具有测量幅度、时间等参数的多种
测量功能和运算方式。信号的数字处理方法的好坏
直接影响整个系统性能的好坏，通过更改采样率、
时基、触发模式等设置实现对信号采样、触发的研
究，得到符合时间信号，并通过对信号所需算法研
究，选择 skew 测量方法进行定时和计算时间差，
用直方图统计运算对时间差值分道计数，从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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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电子湮没时间谱测量原理
Fig. 1 The time spectrum measurement principle of positron
annih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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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通道幅值判断的边沿触发每秒仅获取 20~70 个
计数，而多条件触发方式下的计数率为 100~150。
所以多条件触发方式可以有效提高计数率，因为它
获取的多为有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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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信号的前沿包含时间信息，定时方式的选
定直接影响时间测量的精确性。数字化单元 skew
测量方法可实现对信号的定时和时间测量。在图 5
中，定时点为 n % ，则信号源的定时幅值
Ati min g = Amin + Amax − Amin × n %
(1.1)
其对应的时间即为其定时时间，由图可知信号
源 1 、 2 的 定 时 幅 值 分 别 为 A1ti min g
、
A 2ti min g ，对应定时分别为t 1 、t 2 ，进而得到时间
差
(1.2)
∆t = t 2 −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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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处理和时间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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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采样率下伽马信号波形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gamma waveforms at different sampling
rates.

2.2

触发

触发是保证采集和显示稳定信号的关键，合适
的触发方式是高效获取有效信号和进行数字处理的
前提[19, 20]。多条件触发即符合触发，两路信号符合
为同一事件时进行触发，它可以有效获取核谱学的
时间信号。在缓存区域内，数字化单元持续对起始
通道进行跟踪，
当它满足事件 A 的限定幅值条件时，
再跟踪终止通道；终止通道满足事件 B 限定幅值条
件时，判断满足 A、B 事件的两个事件点之间的时
间差t＜tsetting，则触发满足事件 B 时间点其前后设
定的一段时间内的起始通道和终止通道的信号采集
显示，其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时间信号多条件触发
Fig. 4 Multi-conditional trigger on time signal.

用时间谱测量的数字化处理方法对正电子在样
品镍中的寿命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以电平为条件对

图 5 时间信号定时示意图
Fig. 5 An illustration of the timing of the time signal.

探测器输出信号前沿、幅值变化很大，直接在
百分处定时影响时间测量精度，本系统用恒比定时
器将不稳定的信号转化为稳定的方波信号，然后对
方波信号进行再次定时和计算[21]。
2.4

多道计数

时间测量最终以统计大量结果的时间测量谱分
析核信号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问题。数字化单元
直方图统计实现对时间测量结果的多道计数得到时
间谱，其中道宽是影响时间谱结果的重要参数。60Co
在衰变时几乎同时发射能量分别为 1.33MeV 和
1.17MeV 的伽马信号，多道分析谱上对两个伽马光
子的响应即时间分辨曲线。用时间谱测量的数字化
处理技术对 60Co 进行测量，更改不同道宽，结果如
图 6 所示，由此可得谱仪时间分辨率即时间测量谱
半高宽（FWHM）如表 1 所示，其道宽越小，半高
宽越小，故可得在一定范围内道宽越小时间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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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方法对 Ni 测量结果对比
Fig. 7 The comparison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Ni with
ea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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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道宽下 Co-60 时间谱半高宽
Table 1 Time-spectrum FWHM of Co-60 in different
channel widths.
道宽
Channel width

半高宽
FWHM

4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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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道宽下 Co-60 时间谱结果
Fig. 6 Time-spectrum results of Co-60 in different channel
wid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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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谱学时间测量的数字化处理结果

为了检测核谱学时间测量数字化处理结果的可
靠性和性能参数，用时间谱测量数字化处理方法与
正电子湮没时间测量方法对正电子在样品镍中的湮
没寿命及 60Co 进行测量，其对比结果如图 7、8，
其中 con 为正电子湮没时间测量方法结果，dig 为时
间谱测量数字化处理方法结果。由图 7 可以看出时
间谱测量数字化处理方法结果与正电子时间谱测量
方法的时间谱基本上吻合。测得图 8 正电子湮没测
量方法结果 FWHM 为 214.38ps，时间谱测量数字化
处理方法结果 FWHM 为 239ps，由此可得时间谱测
量数字化处理方法与正电子湮没时间谱测量方法的
时间分辨率比较接近，但是仍有一定的差距。

图 8 各方法对 Co-60 测量结果对比
Fig. 8 The comparison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o-60
with each method.

4

结论

时间测量的各种数字化技术分析结果表明，采
样率、触发、定时、道宽对核谱学时间测量有很大
的影响。通过数字化单元较高的采样率和多条件触
发方式可快速采集到优质波形，以便对信号的甄别、
时间定时的精确性等进一步分析，有效的定时方式
和合理的计数道宽能得到更好时间测量谱。本文研
究的时间谱测量的数字化处理技术，可以实现同时
间谱测量谱仪相同的功能，实现设备简化。
受现有数字化单元信号甄别方式、插值方式等
因素的限制，时间谱测量数字化方法得到的结果难
以达到与常规时间谱测量谱仪相同的时间分辨率，
仍需对数字化技术研究以优化系统，下一步任务是
将经采集、触发后的符合信号存储下来，或用软件
实现信号多方式甄别、高精度定时和收集计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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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一套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数字化时间谱测量系
统。研究数字化技术在核谱学时间测量中的应用在
于得到更高速、有效的时间信号，以便对其用软件
进行在线或离线处理，得到更好的时间谱结果，同
时将数字化技术推广，实现其他核谱测量方法的数
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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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ime measurement of nuclear spectroscopy
ZHENG Lingyun1,2 KUANG Peng2 CAO Xingzhong2 ZHANG Peng2
ZHANG Yubao2 ZHANG Zhiming2 WANG Baoyi2

QIN Zhangjian1

1(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 Chengdu 610059, China)
2(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ADC acquisition card and CPU processing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and applied widely in the nuclear spectrum measurement. It can
avoi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nuclear electronic devices and their own limitations such as dead time. Purpose:
The aim is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functions of time-to-amplitude converter , multi-channel analyzer
and other signal processing modules of nuclear electronic devices, which are used for time-spectrum measurements.
Methods: The time signal outputed by the high efficiency scintillator detector is processed by the multi-ADC
interleaved acquisition, multi-conditional trigger and other methods of the digital unit，througth which to study the
gamma signal high-efficiency acquisition, fast trigger, high-resolution timing, in line with screening, time difference
calculation and other digital processing methods. Results: The paper have realized the digital processing for the
detector output signal, and have gotten the result similar to the traditional method. Conclusions: The analysis result
of time measurement shows that sampling rate, trigger, timing and channal width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ime
spectrum. The digit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used in time spectrum measurement can achieve the same function of
nuclear electronics hardware, and realize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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