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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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VA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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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入高能实验物理的数据（root格式）
• 提供多变量分析的接口，包括

• Rectangular cut optimization (binary splits)
• Projective likelihood estimation
• Multi-dimension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PDE range-search, k-NN)
• Linear and non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H-Matrix, Fisher, FDA)
•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three different implementations)
• Support Vector Machine
• Boosted/bagged decision trees
• Predictive learning via rule ensembles (RuleFit)

• 已经集成在ROOT软件里面
• 提供了图形化界面

官方网站： https://root.cern/manual/tmva/



用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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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册：
https://github.com/root-project/root/blob/master/documentation/tmva/UsersGuide/TMVAUsersGuide.pdf

提供C++与PYTHON接口
包括最新的DNN，Keras接口

用途：
• 变量还原
• 变量区分
• 变量预测

过程：

训练à应用

更多例子参考：$ROOTSYS/tutorials/tmva

本次教程的例子：使用MVA训练出一
个变量，用来压低本底，显示信号

https://github.com/root-project/root/blob/master/documentation/tmva/UsersGuide/TMVAUsersGuide.pdf


TM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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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信号和本底训练MVA变量

Ø 查看训练结果

Ø 将训练结果应用到结果上



产生赝数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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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nerateData.C

信号的var1，var2使用高斯函数
产生。中心值和sigma不同

信号的var3使用指数函数产生

本底的var1，var2使用高斯函数
产生。中心值和sigma不同

信号

本底

信号的var3使用均匀函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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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底文件

信号文件
赝数据文件



TMVA训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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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MVAClassification.C

这里需要传入MVA的算法名称，比
如BDT，MLP之类的名字

定义运算方法



TMVA训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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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MVAClassification.C

读入信号和本底的root文件

读入信号和本底的TTree

输出root文件的名称

定义数据接口



TMVA训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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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MVAClassification.C

定义DataLoader

传入MVA需要使用的变
量名称以及数据类型

定义数据接口

读入信号和本底



TMVA训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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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MVAClassification.C

将样本随机分成两个：训练
和测试（TestTree, TrainTree）

各种方法的参数设置：
一般不需要修改，除非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定义数据接口



TMVA训练（5）

1/16/23尹航，数据分析 12

vi TMVAClassification.C

开始训练

评估输入样本

执行程序

测试

关闭root文件



TMVA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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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q -b -l TMVAClassification.C\(\"BDT\"\)

输出的结果

执行程序

大概运行2-4分钟

根据变量在MVA
训练中的重要程
度排序训练产生的root文件



TMVA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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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TMVA::TMVAGui("TMVA.root")

查看结果

使用TMVA类里的TMVAGui
函数打开TMVA.root

打开的图形界面



TMVA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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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TMVA::TMVAGui("TMVA.root")

查看结果

对比信合和
本底的输入
变量

尽量找有区分能
力的变量；

变量应该和最终
观测量关联不大



TMVA结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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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TMVA::TMVAGui("TMVA.root")

查看结果

检查信号和本底里变量的关
联程度：关联度越小越好

信号 本底



TMVA结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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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TMVA::TMVAGui("TMVA.root")

查看结果

检查是否存在过度训练
（overtraining）

数字越大越好



TMVA结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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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TMVA::TMVAGui("TMVA.root")

查看结果

ROC曲线检查

需要尽量靠近右
上角



TMVA应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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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MVAClassificationApplication.C

这里需要传入MVA的算法名称，比
如BDT，MLP之类的名字

定义应用方法



TMVA应用（2）

1/16/23尹航，数据分析 20

vi TMVAClassificationApplication.C

定义Reader来计算给定事例的BDT
相应

定义应用方法

定义输入变量



TMVA应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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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MVAClassificationApplication.C

定义Reader来计算给定事例的BDT
相应

定义应用方法

定义输入变量

读入训练结果



TMVA应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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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MVAClassificationApplication.C

读入需要应用的ROOT文件

定义应用方法

读入TTree

输入Ttree的初始化



TMVA应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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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TMVAClassificationApplication.C

应用之后的输出文件

定义应用方法

循环事例，计算该事例
对应的BDT值

TTree里存入一个新的
Branch， BDT



TMVA应用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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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q -b -l TMVAClassificationApplication.C\(\"BDT\"\) 查看结果

产生的新root文件



TMVA应用结果（2）

1/16/23尹航，数据分析 25

root -l PseudoData_Signal_BKG_AfterApplication.root
.ls
Tuple->Show(1)
Tuple->Draw("BDT")
.q

查看结果

TTree里多出了一
个变量BDT

数据样本中BDT的分布



TMVA应用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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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PseudoData_Signal_BKG_AfterApplication.root
Tuple->Draw("Mass","")
Tuple->Draw("Mass","BDT>0.1")
Tuple->Draw("Mass","BDT>0.15")

查看结果

不同BDT cut对应的质量图

No BDT cut BDT>0.1 BDT>0.15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Ø如何优化筛选条件？

Ø
!
!"#

,     FOM = $
!
""#

, WITH  𝛼 = 5, 3

Ø使用TMVA的方法，来做缪子的能量修正

Ø $ROOTSYS/tutorials/tmva/TMVARegressi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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