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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源储存环线性模型校正*

张满洲,后 接,李浩虎,陈建辉,田顺强,张文志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暋201204)

摘暋要:上海光源是我国刚刚建成的一台第三代中能同步辐射光源。为使得上海光源能够严格工

作在设计状态下,在调试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线性模型的校正,主要包括闭轨校正、基于束流准直

(BBA)校正、LOCO参数校正和线性耦合校正。经过反复的线性模型校正以后,上海光源储存环

的闭轨畸变均方根误差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可以分别控制到50和60毺m 的水平,包络函数畸变

和色散函数畸变都可以控制到小于1%的状态,工作点和束流发射度基本上校正到了设计值。线性

耦合校正能够方便地将储存环的耦合度从0.02%调节到2%左右。调试结果表明,上海光源采取

的这一套线性模型校正方法,能够有效地将上海光源的工作状态校正到设计状态,并且为其他模式

的调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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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简介

上海光源是我国新建成并投入供光的一台第三

代中能同步辐射光源[1]。上海光源储存环由20个

DBA结构单元组成,总长度为432m。储存环的主

要参数见表1[2]。每个单元由10块四极铁、两块二

极铁、7块六极铁、7个BPM、4块校正铁组成。上

海光源储存环共有4个12m 的长直线节和16个

4.5m的短直线节,其中两个长直线节用于安装注

入和高频元件,其余直线节均可用于安放插入件。
上海光源采用了强聚焦四极铁结构,在达到更小的

发射度的同时却引入了强色品。为了校正强色品而

引入了大量的六极铁,这会激发共振,从而导致动

力学孔径变小。为了降低共振激发的强度,上海光

源采用了4折对称结构。在实际的加速器中,磁铁

制造和安装误差的存在会导致较大的闭轨和线性光

学参数畸变,破坏对称性以及降低注入效率和束流

寿命。对用户来说,这就会改变同步光的位置和形

状,从而增强热负载效应的变化和光的不稳定度,
以及降低同步光的亮度等。因此,上海光源储存环

线性光学参数在调试过程中必须进行校正。

表1暋上海光源储存环参数表

参数 值

能量/GeV 3.5

周长/m 432

单元数 20

超周期 4

工作点 水平/垂直 22.22/11.29

自然发射度/(nm·rad) 3.9

自然色品 水平/垂直 -55.64/-17.94

动量紧缩因子 4.2118暳10-4

阻尼因子Jx/Jy/Js 0.9968/1/2.0032

自然能量分散/rms 9.8958暳10-4

每圈能量损失/MeV 1.44

上海光源在安装和调试过程中采用了很多方法

进行参数校正。首先在安装之前,采用二极铁排序

的方法,降低了磁铁不一致性对 闭 轨 畸 变 的 影

响[3]。其次,在安装过程中,严格控制安装误差,
尽可能降低其影响。最后,在调束过程中分别利用

校正铁、斜四极铁和独立供电的四极铁等校正元

件,通过闭轨校正、基于束流准直(BBA)、线性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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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校 正 和 LOCO[4](Linear Opticsfrom Closed
Orbit)校正的措施对线性模型进行反复校正,最终

使储存环的闭轨、束流包络和色散函数等的畸变控

制到最小,从而使得储存环工作在设计状态下。

2暋闭轨校正与基于束流准直

在储存环中,各种非理想因素的存在导致束流

轨道与理想轨道相差很远,因此,闭轨畸变的校正

是优化第三代光源性能不可逃避的课题。闭轨校正

采用国际上通用的SVD算法,响应矩阵采用如图1
所示的实测响应矩阵。束流轨道是由束流位置探测

器(BPM)测量的。上海光源储存环上安装的 BPM
均为钮扣型电极。束流通过安装在真空盒上的4个

纽扣电极时会产生电场,离电极的距离不同其信号

强度不同,这样通过处理4个电极的信号就可以得

到束流通过的位置。上海光源BPM 系统具有亚微

米级测量精度,无论轨道还是响应矩阵的测量都有

足够的精度。

图1暋实测响应矩阵

暋暋实际校正过程中一般选择四极铁的磁中心作为

轨道校正的黄金轨道。由于安装误差和加工误差,

BPM 的电中心与机械中心,与其相邻的四极铁的

磁中心之间都存在一定偏差。BBA[5]就是通过束流

对此偏差进行测量,从而将BPM 的零点设置到四

极铁磁中心。经过这样的准直后,再进行闭轨校

正,这有很多好处:首先束流所受二极、四极和斜

四极分量作用最小,即毬函数畸变和垂直色散、耦

合等的附加作用最小;其次,可以缩小四级铁电源

抖动而引起的轨道变化;最后,四极铁安装精度在

环上是最高的,且四极铁磁中心经过标定,因此与

理想轨道最接近。
设定四极铁的聚焦强度为K,束流对其磁中心

的偏离量为uq,则束流在通过其中心时受到的磁场

误差为殼B=B氀Kuq,这将导致闭轨发生变化。如

果改变环上第n块四极铁的聚焦强度,记 K̂n=Kn

+knKn,则轨道变化

殼Uq 曋Dn·knuqn。 (1)

根据公式(1),只要改变束流通过四极铁的位置,
然后改变四极铁强度测量轨道变化量,利用多点拟

合就可以得到束流通过四极铁中心位置时BPM 上

的读数。实际上,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磁铁聚焦强度

时,整个环的线性光学参数均会发生微小变化,从

而导致四极铁调制前的束流轨道会发生变化,则束

流轨道经过每个四极铁中心时产生的偏离uqi(i=

1,…,N)均会影响到测量精度[6]。为了提高测量

精度,就必须减小闭轨误差。因此,束流准直和闭

轨校正需要轮流反复进行。在用基于束流准直技术

测量所有四极铁的磁中心后,以此作为参考轨道,

用校正铁进行全环闭轨校正,使得uqi最小,然后再

用基于束流准直技术重新测量。在调束过程中,上

海光源储存环的闭轨校正和BBA 轮流进行了4轮

以上。在第一轮 BBA 之后,闭轨校正只能达到水

平/垂直1.7/0.85mm(RMS)的水平,而 BBA 的

精度也只能达到百微米左右的精度。经过三轮的校

正后BBA的精度到达了5毺m 左右的水平[7],而轨

道校正,如图2所示,水平方向最大值在0.2mm
以内,均方根值也达到了50毺m,垂直方向只有个

别大于0.2mm,其均方根值为60毺m[3]。图3给

出了全环的BPM 电中心相对于相邻四极铁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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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的分布。从图中可看出,水平方向偏移的均方

根是0.803mm,而垂直方向是0.587mm,大部分

偏移都在1mm 以内。独立支撑的 BPM(高精度

BPM,每单元1和7号)的安装精度较高,因此其

偏移值也较小。

图2 校正后全环闭轨分布

图3 全环BPM 偏移的分布

3暋线性光学校正

上海光源在设计过程中对工作点、色品和动力

学孔径等都作了大量的优化工作[2,8]。但是在实际

运行过程中,由于磁场不一致性、多极场误差,插

入件引入的四极和斜四极分量等的存在会破坏线性

光学模型,导致发射度的增长、动力学孔径和寿命

的下降。为了对线性光学进行校正,我们采用了

Safranek等人开发的 LOCO[4]软件系统。LOCO
通过分析响应矩阵来获得环的线性模型。只要环的

线性光学模型确定,响应矩阵就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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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ij = 毬i毬j

2sin(毿v)cos(毤i-毤j -

毿毻)+毲i毲j

毩cL0
,暋暋暋 (2)

这里x和y 是水平和垂直的轨道偏移,毴x 和毴y 是

校正铁强度,毬i,j,毤i,j和毲i,j分别是BPM 和校正铁处

的包络函数、相位和色散函数。v是工作点,毩c 是

动量紧缩因子,L0 是全环周长。从公式(2)可见,
响应矩阵中含有了所有的线性光学参数。此外,在

实际的加速器中,还包含了BPM 和校正铁的强度

修正系数。响应矩阵的斜对角项还包含了BPM 和

校正铁的转角公差以及环中的耦合。通常储存环中

有几十、上百个 BPM 和校正铁,响应矩阵包含的

数据量就高达成千上万个。如此多的数据量使得采

用数值计算方法利用线性模型对几百个变量拟合,
得到与实测响应矩阵尽量符合的“模型暠成为可能。
利用拟合得到的模型,就可以进行线性的模型校

正。
上海光源线性光学校正分工作点校正和包络函

数校正为两部分。在调束的初期阶段,储存环的工

作点离设计工作点较远(水平方向小了1.5,垂直方

向小了0.4),强烈的非线性效应使得 LOCO 不能

得到很好的拟合结果。大量的模拟发现,四极铁整

体有2.3%的误差,通过修改四极铁励磁曲线和设

置的理论值校正此误差后,工作点误差落在了0.1
以内。这样,储存环的实测值和模型的理论值误差

不大,则 LOCO 就可以很好地工作。通过 LOCO
校正后,工作点误差小于0.002,发射度也校正到

设计值,包络函数和色散函数的误差压缩到1%以

内的水平。校正后,四极磁铁电流强度误差(峰峰

值)一般在1.5%以内,在磁铁一致性误差的范围之

内,是符合实际的[9]。图1就是校正过后的响应矩

阵,与设计响应矩阵的差别主要在BPM 和校正铁

的标定与转角误差上。图4给出了校正后的四极磁

铁电流强度分布,图5给出了包络函数和色散函数

校正前后的比较。校正后注入效率和束流寿命也得

到了很大改善。

暋暋在实际的调试中注意到了环中 Q3,Q4以及

Q3L和 Q4L几组四极铁组内的电流一致性误差较

大,这是由于上海光源的BPM 和四极铁分布造成

的。一般LOCO 要求每块四极铁旁边都有 BPM,
这样就可以方便地测量该四极铁附近的响应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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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校正后全环四极铁电流与设计值的差异

图5 校正前后全环包络函数和色散函数的误差

从而对该四极铁进行标定。上海光源储存环每单元

有10块四极铁,但仅有7个BPM,Q3和 Q4就处

于2个BPM 之间,且 Q3和 Q4之间还有一块二极

铁。在LOCO拟合过程中,它们的作用可以互相

抵消。此外二极铁边缘场效应对其强度有较大影

响,造成 Q3和 Q4拟合的结果误差较大。这种情

况在更高工作点,即Q3和Q4强度更高,接近饱和

区时,更为明显。这给上海光源更高工作点模式的

校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4暋耦合校正

对第三代光源来说,亮度和光子通量是最主要

的两个参量。流强一定的话,束斑越小,亮度越高。
束斑在水平方向的尺寸直接决定于环聚焦结构,很

难大幅度下降,而在垂直方向上取决于环的耦合

度、垂直色散和光子发射角的贡献[10]:

氁2
y(s)

毬y(s)=氁2
dispersion

毬y
+氁2

毬coupling

毬y
+毰openingang, (3)

其中,氁y 是该点处垂直束斑尺寸,氁dispersion 和氁毬coupling

分别是垂直色散核耦合对垂直束斑的影响,毬y 是该

点处的垂直包络函数,毰openingang 是光子发射角对垂

直发射度的影响。对上海光源储存环来讲,水平发

射度毰x0 为3.9nmrad,垂直色散影响约3pmrad,
光子发射角的影响小于0.1pmrad,耦合度大于

0.1%的情况下,耦合是垂直束斑的主要贡献,因

此耦合度校正应是优先解决的问题。耦合对束斑的

影响有如下关系:

氁2
毬coupling

毬y
=氁2

毬coupling,local

毬y
+毷毰x0,

其中毷为耦合度。根据二阶差共振理论[11],耦合度

定义为

毷= C 2

C 2+2殼2 , (4)

其中,C 是二阶差共振驱动项,殼 是没有耦合扰动

时横向工作点到二阶差共振线的距离,殼=毻x-毻y-
p。根据微扰理论,有外激励时,测量的工作点和

模型工作点的关系为

毻1,2=毻x,y 熀殼
2暲1

2 殼2+ C 2 ,

若殼=0,即在差共振线上时,C= 毻1-毻2-p 。
在正常模式下,

毻1-毻2-p = 殼2+ C 2 。

由此公式就可以对耦合度的两个参量进行测量:改

变一组四极铁来改变储存环的工作点,使其穿越二

阶差共振线。这样测量得到的水平和垂直工作点间

的最小距离就是C。图6(a)给出了上海光源储存环

在校正前的耦合度测量结果,纵轴为四极铁变化过

程中的水平和垂直工作点,横轴为测量的点数。计

算可得垂直和水平工作点最小间隙为0.0058,正常

模式下工作点为22.221和11.291,则得到耦合度

毷=0.69%。
储存环中的耦合源自于四极铁的转角误差、六

极铁中的垂直轨道误差等因素引入的斜四极分量

等,因此可以用斜四极铁进行校正。上海光源在每

块六极铁中都安装了斜四极线圈,但目前每个单元

只有1套线圈在工作。图7给出了环上每块斜四极

线圈对全环耦合度的校正效果,横轴为斜四极线圈

强度,纵轴为该斜四极线圈电流下全环耦合度的

值。测量耦合度对斜四极线圈强度的响应之后,就

可利用这些线圈对环中的耦合度进行调节。从图中

看出,耦 合 度 最 大 可 以 被 调 节 到 2% 的 水 平。
图6(b)给出了最小耦合度校正值为0.02%时的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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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测量曲线。耦合校正到最小后,对垂直束斑主要

贡献就变成了垂直色散,下一步的工作是利用

LOCO对垂直色散和耦合同时进行校正。

图6 校正前(a)和校正后(b)的耦合测量

图7 每块斜四极铁对耦合度的校正效果

5暋总结

在上海光源储存环在调试过程中,通过闭轨校

正、BBA校正、LOCO参数校正和线性耦合校正等

措施进行了一系列线性模型校正。最终的校正结果

显 示,BBA和闭轨校正可将闭轨畸变的均方根误

差校正到水平50毺m、垂直60毺m;LOCO 校正可

以将包络函数和色散函数的畸变校正到小于1%,
工作点误差小于0.002;耦合校正可以将耦合度降

低到0.02%的水平,有效地减小了垂直束斑。这些

校正方法的使用,最终使得上海光源储存环的工作

调整到了设计状态。不同模式的调试证明了上海光

源调试过程中采取的线性模型校正方法是一条快速

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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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OpticsModelCorrectionatSSRFStorageRing*

ZHANG Man灢zhou1),HOUJie,LIHao灢hu,CHENJian灢hui,TIANShun灢qiang,ZHANG Wen灢zhi
(ShanghaiInstituteofAppliedPhysic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Shanghai,201204,China)

Abstract:InthecommissioningstageofShanghaiSynchrotronRadiationFacility(SSRF)storagering,

severalmethodswereusedtocorrectthelinearoptics.BeamBasedAlignment(BBA)wasusedforBPM灢
Quadrupoleoffsetsmeasurement;Responsematrixwasusedfororbitcorrection;LOCO wasusedfor
linearopticsfitting,andquadrupolesstrengthwereadjustedtocorrectionthebetafunction;couplingwas
measuredandcorrectedbyskewquadrupoles.Aftercorrection,closedorbitarereducedto50/60毺min
hortizontalandverticalplane;毬beatinganddispersionerrorsarelessthan1%;betatrontuneandemmit灢
tanceareclosedtothedesignvalue;betatroncouplingalsocanbeadjustedfrom0.02%to2%.These
methodshavebeenprovedtobeusefulforstorageringcalibrations,withthehelpofthesemethods,SSRF
storageringcanbetunedtothedesignmodelandothermodeleasily.

Keywords:CODcorrection;beambasedalignment;linearopticscorrection;coupling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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