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分析（十四）
--ROOT基本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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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数与简单的拟合；

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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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周二

周三

周五

周四
Root简介；
安装；
画图；

Tree的操作；

RooFit拟合；

MakeSelector的用法；
C++联合编译；



随机数与简单的拟合；

学习计划

1/8/23尹航，数据分析 3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Root简介；
安装；
画图；

Tree的操作；

MakeSelector的用法；
C++联合编译；



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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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数（random number）：

在高能物理界有着广泛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蒙特卡洛（Monte Carlo）事例的产生；

数据拟合；

数据处理中的一些技巧；

各种算法

……



ROOT中随机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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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数函数 TRandom TRandom1  TRandom2  TRandom3 

周期 10! 10"#" 10$% 10%&&&

速度(ns/call)       34               242          37           45



ROOT如何产生随机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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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均匀抽样

退出root软件

执行脚本

屏幕输出10个随机数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无论这个脚本运
行几遍，屏幕输出永远是一样的。。。

随机数初种（seed）问题

vi random_test.C
root –l random_test.C



ROOT如何产生随机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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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uniform_random.C
root –l uniform_random.C

调用style文件

定义画图和直方图

填入一百万次

调用Uniform()产生随机数，
并填入直方图

画图



ROOT如何产生随机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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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同时也提供了其它的随机数：

整数均匀分布，Integer(int max)
高斯分布，Gaussian：Gaus(double mean, double sigma)
指数分布，Exponential：Exp(double tau)
朗道分布，landau，Landau(double mean, double sigma)
泊松分布，Poisson，Poisson(double mean)
二项式分布，Binomial，Binomial(int, double)

……



ROOT如何产生随机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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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分布，正态分布。

𝑓 𝑥 = 𝑝&𝑒
'"$

(')
*

!

vi gauss_random.C
root –l gauss_random.C

调用Gaus()产生随机数，
并填入直方图



ROOT如何产生随机数（5）

1/8/23尹航，数据分析 10

指数分布
𝑓 𝑥 = 𝑒(,"-,#()

调用Exp()产生随机数，
并填入直方图

vi exponential_random.C
root –l exponential _random.C



ROOT如何产生随机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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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auss_comparison.C
root –l gauss_comparison.C

使用Integer()产生两个int型的数字

这两个数字作为Trandom的初种

分别产生gaus随机数，并填入直
方图

TLegend：对比图形的文字说明。
TLegend(x1, y1, x2, y2)

定义Tlegend，方便图中的文字对
比



ROOT如何产生随机数（7）

1/8/23尹航，数据分析 12

自定义抽样函数

vi sin_random.C
root –l sin_random.C

TF1是ROOT一维函数，TFunction

函数表达式，正弦函数(sin)，
根号函数(sqrt)

产生随机数



ROOT中简单的拟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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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键点击图形（必须是点在线上），出来菜单
选择FitPanel
点击Fit

root –l gauss_random.C

拟合参数屏幕输出



ROOT中简单的拟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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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View”，出来编辑界面

编辑界面

点击拟合的曲线

选择拟合曲
线的颜色

最终结果呈现



ROOT中简单的拟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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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鼠标太low，可以在脚本里拟合！

vi simple_fit.C
root –l simple_fit.C

定义拟合函数：
名称(myfun)函数(gaus)拟合范围(0 -- 20)

设置拟合函数的颜色为红色

进行拟合



2维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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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auss_2D.C
root –l gauss_2D.C

定义2维直方图 TH2D
100, 0, 20, 100, 0, 20分别是x和y轴的分bin

TH2D的填图方式：Fill(x, y)

画图：彩色等级图



2维图形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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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gauss_2D.C
root –l gauss_2D.C

选择bigaus

拟合结果



效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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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uniform_eff.C
root –q –b –l uniform_eff.C
ls
root –l eff_test.root这里用的root -q –b –l 命令

代表不画图、执行完立刻退出root

新产生的root文件

命令打开新产
生的root文件.ls命令root文件

下的成员

Draw()画图



效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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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uniform_eff.C
root –q –b –l uniform_eff.C
ls
root –l eff_test.root

定义一个新的root文件，储存图片。
Recreate意味着新创建这个root文件、或

者冲掉以前的root文件

定义TEfficiency图形

Bool参数决定该事例通
过筛选还是通不过

填入Tefficiency图片，第一个参数是
是否通过筛选，第二个参数是观测量

写入并关闭root文件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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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尝试产生两个不同的指数分布，并叠加起来。
然后再分开拟合，查看拟合结果与初始值是否一致。

2.尝试产生一个抛物线的随机抽样（中心值为10，开口向上），并填入直方图，
并进行拟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