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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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FOLD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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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所有的微分截面测量都会受到探测器分辨率的影响
• 测量的谱型会被探测器smear

Ø Unfold要解决的问题是：
• 从实验重建的粒子出发（被smear的谱型）
• 得到真实的谱型（true）：方便和理论预言值直接对比

Ø 常见的方法：
• 相应矩阵（response matrix）
• Bin-by-bin的修正
• 贝叶斯等更为可靠的方法

Ø RooFold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官方网站：
https://hepunx.rl.ac.uk/~adye/software/unfold/RooUnfold.html

https://hepunx.rl.ac.uk/~adye/software/unfold/RooUnfold.html


ROOUNFOLD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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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 clone https://gitlab.cern.ch/RooUnfold/RooUnfold.git
cd RooUnfold
make

Mac上编译不成功，请
到linux系统下使用

将得到这个.so文件



产生事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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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nerateData.C

产生信号的文本文件

将文本转成root



产生事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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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nerateData.C

产生一个0-1的随机数

产生高斯分布的事例，中心值为90，
sigma是5

将产生好事例进行smear，并引入效率

xt中心值为90，sigma为5。因此，绝大多
数xt都大于40，这样可以生成一个跟xt相

关的效率
如果大于随机数，则返回-9999。

相当于该事例会被扔掉

如果满足条件，则加上一个中心值为-2.5，
sigma为0.3的随机数。完成事例的smear。



产生事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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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q -b -l generateData.C\(100000\)
root -q -b -l generateData.C\(1000000\)

产生一个100k的样本，作为data

产生一个1M的样本，作为signal Smear之前的分布

Smear之后的分布

如何从smear之后的分布还原会之前的分布？



UNFOLD修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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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Unfold.C

头文件

读入.so文件

读入data

读入MC signal

需要一个int型的输入参数



UNFOLD修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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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Unfold.C

定义需要用到的
TH1文件

data填图

定义响应矩阵，从70
到110，共80个bins

通过筛选条件的事例填入generator
和reconstruction level的信息

未通过事例填入generator
level的信息



UNFOLD修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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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Unfold.C

Hist_unfolded为
founld之后的

binBybin方法

Bayes方法

Ids方法

SVD方法

储存图片到root里



UNFOLD修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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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q -b -l Unfold.C\(0\)
root -q -b -l Unfold.C\(1\)
root -q -b -l Unfold.C\(2\)
root -q -b -l Unfold.C\(3\)

Ids方法

运行产生的结果



UNFOLD修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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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ompare.C
root -l compare.C

读入root文件

从root文件里读入
直方图

可以看到Bayes方
法和BinByBin方法
得到的结果类似。

尽量避免使用BinByBin的方法，自身会带来bias。

可以使用Bayes方法和SVD方法。

但是SVD方法目前只能用在1维图形的unfold中。



上限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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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在目前所有的新物理寻找中，我们都没有发现信号

Ø 如何在没有发现信号的前提下汇报结果，发表论文？

Ø 设置信号的上限

Ø 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物理结果

Ø 如何设置上限？

Ø 轮廓似然法（profile likelihood）

Ø CLs方法：下面讨论的内容，使用RooStats计算CLs

RooStates：
https://root.cern.ch/doc/master/group__Roostats.html

https://root.cern.ch/doc/master/group__Roostats.html


产生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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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enerateData.C
root -q -b -l generateData.C\(0\)
root -q -b -l generateData.C\(1\)
root -q -b -l generateData.C\(2\)

这里信号调小到200

使用的是17/里面的脚本，但
只产生mass分布

本底是10万个，所以是一个本
底主导的样本

获得形状，产生了100万个事例

200个信号淹没在本底里（10万个）

质量谱型上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

因此，需要计算对应信号的显著度或者上限



计算上限（1）

1/15/23尹航，数据分析 15

vi CLs_singlePoint.C

使用RooStats名词空间

使用抽样频率法(frequentist)
还是

渐近法(asymptotic)

准备计算CLs的图形和root文件

使用给定的图形计算CLs

这里把图形准备和计算
拆开了，方便后续进行
质量区间扫描。



计算上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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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s_singlePoint.C

定义图片TH1D

读入数据、本底、信号

填入图形

这里假设本底的误差是5%，所以使用
up和down两个TH1D描述本底的误差



计算上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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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s_singlePoint.C

定义一个workspace，存储直方图

设置输入data为hist_data

我们感兴趣的变量：信号数目

定义一个channel

无关紧要的设置

设置信号，并归一化到1

信号的变动范围

信号的系统误差

填入signal



计算上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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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s_singlePoint.C

定义本底

本底的误差设置

填入本底

填入root文件



计算上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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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s_singlePoint.C

读入刚产生的root文件

读入信号+本底，
数据

读入Workspace

读入本底模型

本底模型里，nsignal设
置为0即可

计算CLs的类



计算上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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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s_singlePoint.C

频率法和渐进法的初始化

在95%置信度下的结果

使用toy方法计算CLs
频率法toy的设置



计算上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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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s_singlePoint.C

扫描几个点？频率法可以适当减少扫描
点，比较耗时间

信号扫描从50到550

结果图

画图，CLb、2倍置信区间



计算上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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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s_singlePoint.C

不同方法计算信号的显著度



上限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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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CLs_singlePoint.C
巴西图（渐进法）

2倍标准偏差区域

1倍标准偏差区域

每种信号假设对应数据CLs值

预计值

测量的上限是217

预计的上限是190

Data样本中填入的信
号数是200！



上限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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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CLs_singlePoint.C
巴西图（频率法）

频率法得到类似的结果

频率法比较耗时，
产生的结果有起伏。

使用那种方法都可以，应
根据实验的偏好来选择

得到信号上限后，根据亮度、效率等信息来估算衰变分之比



更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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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部分子分布函数PDFs的设置：lhapdf

Ø 有复杂关联误差结果的合并：BLUE

Ø Tau轻子的衰变：tauola

Ø 强子衰变：EvtGen

Ø 数图阶产生子：Pythia (下次课内容)

Ø 高阶（NLO）产生子：powheg-box

根据自己课题的需求，自己
学习相应软件的用法

https://lhapdf.hepforge.org/
https://blue.hepforge.org/
https://tauolapp.web.cern.ch/tauolapp/
https://evtgen.hepforge.org/
https://pythia.org/
https://powhegbox.mib.infn.it/


作业

Ø调研不同UNFOLD算法的差别，总结各自的优缺点

Ø尝试使用轮廓似然法（PROFFILE LIKELIHOOD）来估算信号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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