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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inuit拟合；

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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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周二

周三

周五

周四

TMVA多变量分析；

RooFit拟合； PYTHIA产生子；

Unfold和其他技术细节；



质量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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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测量中，由于探测分辨率的影响以及物理上的末态辐射
等原因，粒子的质量分布不再是一个规则的高斯分布。

比如，我们用一个Gauss进行简单拟合，结果非常
差，这就要求我们用更为贴切的方法与函数进行
拟合。

答案是：RooFit

root -l ../16/BEvent_Information_Skimmed.root
histMass->Draw()

Gauss拟合



RO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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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来描述以下参数：
物理参数：位置、动量
探测器参数：分辨率、效率等

使用的概念是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概率密度函数

是高能物理界在处理各种拟合的时候开发出来的工具，最早
是在Babar合作组使用。现在是所有实验组都在使用。



ROOFIT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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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把需要的数据传递进去，包括：
数据
变量
积分
概率密度函数

然后通过概率密度函数来拟合数据，主要通过TMinuit来收敛寻找
最佳拟合值。

下一个教程



ROOFIT中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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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AbsArg: 一个所有变量储存类的基础类
RooRealVar：double类型的变量
RooPolyVar：多项式的变量
RooAbsPdf：概率密度函数的类
RooArgSet：参数传递
RooArgList：函数叠加
RooDataSet：数据传入
RooDataHist：数据画图
……



ROOFIT中的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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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2DKeysPdf        RooArgusBG RooBCPEffDecay RooBCPGenDecay RooBDecay
RooBMixDecay RooBifurGauss RooBlindTools RooBreitWigner RooBukinPdf
RooCBShape RooChebychev RooDecay RooDstD0BG   RooExponential RooGExpModel
RooGaussModel RooGaussian RooKeysPdf RooLandau RooNonCPEigenDecay
RooNovosibirsk RooParametricStepFunction RooPolynomial RooUnblindCPAsymVar
RooUnblindOffset RooUnblindPrecision RooUnblindUniform RooVoigtian



一个简单的ROOFIT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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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录下，有三个文件，其中MyCB.cxx与MyCB.h是水晶球函数(crystal ball )的定义。
fit_mass.C是我们今天要修改的文件。

水晶球函数（crystal ball）:  高斯函数的变种（高斯芯，长尾巴）



MYC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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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的头文件

vi MyCB.h

不需要任何修改

属于RooAbsPdf的
派生类

需要的参数

拟合中的各种参数

evaluate()函数，公式的具体表达形式



MYCB.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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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的头文件

vi MyCB.cxx

不需要任何修改

函数重载

构造函数

evaluate()函数，公式的具体表达形式在这里



编译MYCB.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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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L MyCB.cxx++
.q 不需要任何修改

使用root编译这个文件，“++”
代表这个一个C++的文件

产生的.so文件

自定义的函数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后面
需要准备一个脚本来调用产生的.so文件。

后面可以看到，使用ROOFIT自带的函数非常
简单，在脚本里直接调用就可以。



拟合脚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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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mass.C

列举在这里的头
文件不一定全都
需要！！

加入MyCB.h头文件

在程序中读入.so文件

使用RooFit的名次空间



拟合脚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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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mass.C

将要拟合的变量存储
在这个root文件里

定义将要拟合的变量，
名称、范围、标题等画图时使用多少个bin

定义将要拟合dataset，
变量为m



拟合脚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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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循环读入所有事例

确保拟合的数据在5100到5550之间。
否则会有overflow和underflow，导致拟合失败

把数据填入RooDataSet里

vi fit_mass.C



拟合脚本（4）

1/11/23尹航，数据分析 15

vi fit_mass.C

水晶球函数的尾巴参数

将信号数和PDF结合起来

水晶球函数的中心值

信号和本底的数字

水晶球函数的resolution

定义水晶球函数



拟合脚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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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mass.C

使用unbinned log-likelihood进行拟合

使用拟合变量获得画图框架

每种PDF组分的颜色、形状设置



拟合脚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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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mass.C

使用binned log-likelihood进行拟合

使用拟合变量获得画图框架

每种PDF组分的颜色、形状设置

如果想加快拟合速度，可以
使用分bin的拟合



拟合脚本（5）

1/11/23尹航，数据分析 18

vi fit_mass.C

使用binned log-likelihood进行拟合

使用拟合变量获得画图框架

每种PDF组分的颜色、形状设置

如果想加快拟合速度，可以
使用分bin的拟合



拟合脚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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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mass.C

画图设置

Pull图的定义：可以告
诉我们拟合的好坏



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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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fit_mass.C

请仔细检查log文件或者屏幕输出

拟合状态

参数在限制范围边缘，需要
调整相关参数的范围

Pull图



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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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例子将涉及到：

Ø 使用PDFs产生蒙特卡洛事例

Ø 信号+本底的拟合

Ø 信号显著度的计算

Ø Sweight技术，sweight图



产生赝数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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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nerateData.C

载入MyCB_cxx.so

定义赝数据所具有的变量
定义输出的文本文件

不同runType对应的actions

主函数需要一个输入值

产生信号或者本底事例

产生的文本文件转成root

主函数



产生赝数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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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nerateData.C

水晶球函数的参数。不
给范围意味着是定值。

Pt变量使用gamma函数描述

根据PDFs产生质量的随机数

质量变量的函数：水晶球

产生PT的随机数

找到相关变量，并存入文本文件

产生信号：水晶球函数
+ gamma函数

信号产生的函数



产生赝数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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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nerateData.C

两个指数函数

找到相关变量，并存入文本文件

本底信号：指数函数

本底产生的函数



产生赝数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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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nerateData.C

变量名字为Mass和Pt

Tree存入root文件

文本转root函数

文本转root函数



产生赝数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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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q –b –l generateData.C\(0\)
root –q –b –l generateData.C\(1\)
root –q –b –l generateData.C\(2\)

产生的root文件

产生赝数据



拟合赝数据中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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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ample2_Signal.C
root -l fit_example2_Signal.C

读入新产生的信号root文件

拟合信号

屏幕输出拟合结果

屏幕输出拟合结果。
后续data拟合时，尾巴参数采用信
号拟合值，减少自由参数



拟合赝数据中DA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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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ample2_Data.C

读入新产生的data root文件

拟合数据

尾巴参数固定到信号的拟合值（上一页）

定义指数本底

把信号函数和本
底函数联合起来

信号函数：水晶球



拟合赝数据中DAT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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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ample2_Data.C

定义一个background only的PDFs，
研究显著度（significance）

拟合数据

进行sig+bkg拟合；
和bkg only拟合

使用minNLL()计算
信号的显著度



拟合赝数据中DAT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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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fit_example2_Data.C 拟合数据

拟合结果，信号数/本底
数和脚本预设的数字一致

显著度为65.5 𝜎
远超5𝜎！！



SWEIGHT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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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本底主导的样本中将信号形状
（𝑝!）抽取出来？

=

=

信号 本底 数据

该数据中，形状完全
由本底形状主导！



产生每个事例的S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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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ample2_Data_Sweight.C
root -l fit_example2_Data_Sweight.C

定义一个新TTree，确保和
拟合时的数据完全一致

获得sweight

权重填入TTree

含有sweight的新root文件

CloneTree把原有数据clone过来

定义信号和本底权重

使用SPlot产生权重

保存新root文件，删除指针
计算权重的屏幕输出



使用SWEIGHT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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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xample2_drawPlot.C 使用sweight

定义变量在TTree里的地址

读入含有sweight的新root文件

含有权重的直方图填图



使用SWEIGHT画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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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example2_drawPlot.C Splot图

注意：sweight不能作用到拟
合变量上（Mass），否则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负值

可以看到，sweight之后的PT图和输入
值基本吻合，但是具有较大的误差。
增加统计量，降低本底贡献！



更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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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用法，请多参考ROOT tutorials
里的例子。比如：

Ø 带sweight的拟合

Ø 联合拟合

Ø 多变量拟合

Ø 。。。

cd $ROOTSYS/tutorials
ls
cd roofit/
ls

所有例子都可以直接执行并出结果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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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使用两个水晶球函数+指数函数对第二个例子产生的数据
（PseudoData_Signal_BKG.root）进行质量拟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