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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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IN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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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能物理中常用的抽取变量的方法。

我们今天以如何拟合一个指数分布为例子来学习TMinuit。

步骤：

1.产生指数分布的数据

2.尝试使用TMinuit来拟合产生的数据

3.更多TMinuit的例子

多变量拟合的唯一靠谱选择，下面这张图就
是用TMinuit拟合得到的结果。



MINUIT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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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it: 物理分析中用来寻找物理量最优值。可以使用𝝌𝟐，likelihood，或者
其它观测量。

1980年前后，由Fred James开发出来，开始使用的是Fortran语言。在2002年
前后，使用C++重新写了一遍。目前，已经集成到了root里面。

官方网站：https://seal.web.cern.ch/seal/snapshot/work-packages/mathlibs/minuit/



用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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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需要添加 ROOT 头文件
• #include <TMinuit.h>

Ø 使用root库编译，或者直接在root里面运行

Ø 具体流程：
• 读入数据
• 定义函数：最小化

• 初始化TMinuit
• 执行命令
• 获得结果



函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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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在TMinuit初始化时候，需要将函数名称（例如fcn）传递过去
minuit.SetFCN(fcn); 

Ø 输入参数 void fcn(int &npar, double *gin, double &f, double *par, int iflag)
npar ：自由参数的数目
gin    ：偏微分表达式
f       ：函数返回值
par   ：传递进来的参数
iflag：其它参数

其中f与par是最重要的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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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头文件：#include <TMinuit.h>

Ø 在主程序里面，调用如下函数：
TMinuit *gMinuit = new TMinuit(npar); //自由参数
gMinuit->SetFCN(fcn);// 函数名称
每个函数的初始值，允许变动的范围：
gMinuit->mnparm(num,name,start_value,step_size, l_bound,u_bound,err_fla);



指数分布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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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指数本底分布

将图片存入root文件

vi generateExp.C
root -l -q -b generateExp.C
ls
root -l Exp_input.root
hist_Exp->Draw()
.q

工作目录：18/Tminuit/



使用TMINUIT拟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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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p.C

加入需要的头文件

把需要拟合的直方图读入



使用TMINUIT拟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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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p.C

传入的参数

计算卡方值，后面介绍

返回参数

这个拟合只有一个参数

定义一个临时的TH1D，
存储给定参数时的分布

使用给定参数，按照指数
分布抽样。为了节约时间，
事例数设为了10万

两个分布的统计量不一样，我们
关心的是形状，需要对临时
TH1D进行归一化

删除临时TH1D，防止内
存泄漏

fcn()函数



使用TMINUIT拟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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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p.C

拟合的主程序

参数初始值、范围设置

需要拟合的参数，
这里只有一个

定义Tminuit指针

设置拟合函数为fcn：
fcn的定义在上一页

单个参数，1倍标准偏差对应的
卡方值，如果是似然度
（likelihood）的话，为0.5.

最多拟合多少次，
合理设置节约时间

主函数

进行MIGRAD和MINOS拟合



使用TMINUIT拟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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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p.C

获得拟合参数

主函数



使用TMINUIT拟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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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it_exp.C
root -q -b -l fit_exp.C

拟合结果，和输入值3吻合

拟合结果

FCN函数返回值，
即卡方值 拟合状态是“converged”

调用了83次函数



TMINUIT的寻找极值函数

1/11/23尹航，数据分析 14

Migrad: 对当前函数寻找极值，使用的是Davidson-Fletcher-Powell转换方法。
索引为: Fletcher, Comp. J. 13, 317 (1970)

HESSE：对用户的函数计算完整的二阶导数矩阵，使用的是finite difference 方法。
经常在Migrad之后使用这个函数。

MINOS：进行MINOS误差分析。得到的结果与上面两种有差别，可以得到不对称误差。

更
好
的
结
果
与
误
差

如果使用Migrad，后面必须使用HESSE。

MINOS将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但是时间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物理中如何描述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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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然度（likelihood）： 卡方值（chi-square）：

假设图中每个bin里面的数据符合高斯分布
对大统计量的图，会有可靠结果，但是对
与一些统计量较小的图，可能会有问题。

当统计量较小时回到珀松分布
如果有一些bin为0或者几个事例，那么推荐使用这个。

珀松分布

高斯分布



第二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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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的物理分析使用TMinuit技术，获得我们需要的参数测量值

下面的例子是如何如何获得探测器的分辨率信息，将模拟数据调整
到和数据一致。

我们将分别使用 Loop和TMinuit的方法，分别测试。
感受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工作目录：18/ScaleSmear



ENERGY SMEAR: LOOP (1)

1/11/23尹航，数据分析 17

对于 𝒁 → 𝝁𝝁事例，有数据（data）与蒙特卡洛事例（MC）。
而数据由于探测器分辨率的影响，在重建层面上能量跟产生的事例有差别。

𝑬𝑫𝒂𝒕𝒂 = 𝑬𝑴𝑪⨂𝑮𝒂𝒖𝒔𝒔(𝟏, 𝛔)

如何让MC更好的描述data？

这里，都是通过PYTHIA产生子产生的事例，data是做过一个高斯的smear。



ENERGY SMEAR: LO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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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nergySmear_Loop.C

定义随机数用于后续的energy smear

读入MC事例和pseudo data事例

Tchain的初始化



ENERGY SMEAR: LO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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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nergySmear_Loop.C

得到两个muon的信息，填入vector里读入data事例，填入直方图中

TLorentzVector：简化后面的数据处理

定义输入的data图形

定义两个TLorentzVector的vector，
用来存储MC事例的两个muon信息



ENERGY SMEAR: LOO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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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nergySmear_Loop.C

每个muon都乘上一个Gauss随机数。
随机数的中心值为1，sigma为自由参数

定义LOOP的步数

每一步的smear参数

每个smear参数对应的临时TH1D

根据smear之后的信息，重新计算
质量，并填入临时TH1D图中

定义一个高斯函数，𝛔作为自由变量，通
过在一个合理区域内的扫描，得到答案。



ENERGY SMEAR: LOO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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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nergySmear_Loop.C

得到最小卡方值对应的参数值

归一化临时TH1D到data上
Loop的结果填入到TGraph里，使用二

次多项式（pol2）直接拟合

计算卡方值。函数在algo.hpp里

删除临时文件，防止内存泄漏



ENERGY SMEAR: LOO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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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0.0105 +- 0.0010

root -l EnergySmear_Loop.C



ENERGY SMEAR: TMINU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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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nergySmear_TMinuit.C

由于TMinuit的特点，我们必须在
主函数外定义全局变量

smear参数对每个muon都有修正

使用每个给定参数，得到该
参数对MC谱型的影响

fcn()函数的定义

临时TH1D归一化

计算卡方值，删
除临时TH1D



ENERGY SMEAR: TMINU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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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nergySmear_TMinuit.C

把拟合结果作用到所有事例上

调用Smear_Tminuit()函数，
返回vector为拟合结果



ENERGY SMEAR: TMINU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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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oot -l EnergySmear_TMinuit.C

一维拟合中，Loop（循环50次）和
TMinuit看起来都差不多。
但是当是二维、三维、n维时，TMinuit的
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因为不可能构造一
个(50*50*50*50…)的Loop，太消耗计算
资源了。



能量修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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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修正（energy scale）：
由于探测器的刻度等原因，会出现所有粒子的能量都偏高（低）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已知粒子衰变来修正能量。
比如在高质量区使用Z 玻色子，在低质量区使用 J/psi 粒子。

比如：同上面的例子，所有粒子的能量都被变小了。



能量修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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𝑬𝑫𝒂𝒕𝒂 = 𝑬𝑴𝑪×𝜶

Energy scale不需要随机数

vi EnergyScale_TMinuit.C



能量修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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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oot -l EnergyScale_TMinuit.C



能量修正：SMEAR+SCA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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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修正（energy scale+smear）：
由于探测器的刻度等原因，会出现所有粒子的能量都偏高（低）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已知粒子衰变来修正能量。
比如在高质量区使用Z 玻色子，在低质量区使用 J/psi 粒子。

比如：同上面的例子，
所有粒子的能量都被变小了，同时由于探测器
分辨率，能量都被smear了。

𝑬𝑫𝒂𝒕𝒂 = (𝑬𝑴𝑪×𝜶)⨂𝑮𝒂𝒖𝒔𝒔(𝟏, 𝛔)



能量修正：SMEAR+SCA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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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参数，scale和smear

把scale和smear参数
作用到每个muon上

vi EnergyScaleSmear_TMinuit.C



能量修正：SMEAR+SCA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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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有两个参数

参数初始化

vi EnergyScaleSmear_TMinuit.C

两个参数拟合，这
里修改为2.3



能量修正：SMEAR+SCAL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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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EnergyScaleSmear_TMinuit.C

结果



能量修正：SCALE+SMEAR+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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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修正（energy scale+smear）：
由于探测器的刻度等原因，会出现所有粒子的能量都偏高（低）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已知粒子衰变来修正能量。
比如在高质量区使用Z 玻色子，在低质量区使用 J/psi 粒子。

比如：同上面的例子，
所有粒子的能量都被变小了，具有一个常数项（offset）。
而由于探测器分辨率，能量也被smear了。

𝑬𝑫𝒂𝒕𝒂 = (𝑬𝑴𝑪×𝜶 + 𝜸)⨂𝑮𝒂𝒖𝒔𝒔(𝟏, 𝛔)

Root文件：
inputs/Data_scaled_smeared_offset.root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Ø完成33页的程序，并得到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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