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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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

Root简介；
安装；
画图；

Tree的操作；

MakeSelector的用法；
C++联合编译；



T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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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是root为了解决大批量数据存储而开发出来的，包括TTree与TNTuple。

TTree：针对减少占用磁盘空间，与读写速度做过优化

TNTuple：只针对浮点数（floating point numbers），很少用到



TTREE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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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数据的时候，向树枝缓存（branch buffer）写入树叶信息（leaf），
那么当缓存满了的时候写入硬盘。

另外，数据不是单独写入的，而是所有树叶信息得到之后汇总写入！方便压缩文件。

Ttree减少了同类的信息的header，仍保留类的名称。60 bit 压缩到4 bit。

优化的数据的读取。每个树枝（branch）可以被单独读取，与其它数值没有关系。



简单的TTree例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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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第四个教程的作业，具体code可以在上面目录（11）找到。

请拷贝到你的目录下面，我们今天的例子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来修改。

读入文本文件的类（class）



简单的TTree例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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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Read_file.hpp
vi Read_file.cpp

Read_file.hpp

定义类函数

Read_file.cpp

具体读入文本文件，存储到
vector的code



简单的TTree例子（3）

1/8/23尹航，数据分析 7

在run_all.cpp里面加上用到的头文件，TFile.h, TTree.h

vi run_all.cpp

在主函数中调用相应的类

通过指针调用相关函数



简单的TTree例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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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个TTree，并初始化。

vi run_all.cpp

TFile声明与初始化，
文件名字‘Tuple_bmass_forTest.root’
‘recreate’：重新写入文件

TTree声明与初始化，
Tree名字为‘Tuple’，
类型描述为‘Tuple’：可以是任意文字。
除了tuple，已经被ROOT预定了叶子（leaf）变量声明

TTree的初始化：
Branch(“Mass”, &bmass_tmp, “Mass/D”)

变量名，程序里的地址，Tree里的地址
与类型（D表述double）



简单的TTree例子（5）

1/8/23尹航，数据分析 9

从vector读出数据并填入TTree

每个事例都Fill到root文件里

把tree写到root文件中，并
关闭root文件

vi run_all.cpp



简单的TTree例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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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Read_file.o的编译规则

vi Makefile

编译可执行文件时，
加上Read_file.o



简单的TTree例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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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命令，从../10/
目录下读取文本文件

vi Makefile

编译

编译产生的
可执行文件

输出帮助信息

命令产生的root文件



ROOT文件如何查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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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l Tuple_bmass_forTest.root
> TBrowser a

root打开文件

TBrowser a打开一个root浏览器



ROOT文件如何查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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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鼠标查看tree
里面的信息

这里查看的是质
量分布(Mass)

root –l Tuple_bmass_forTest.root
> TBrowser a



ROOT文件如何查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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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how(number)命令来查看
tree的内容。

尝试：
->GetEntry()
->GetEntries()的区别

root –l Tuple_bmass_forTest.root
.ls
Tuple->Show(2)

.ls 查看root文件下面的成员

只有一个成员，名字为Tuple的tree

Show(2)显示第2个事例的信息

屏幕输出第2个事例的信息



ROOT文件如何查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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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简单的画图：

Tuple->Draw(“Px”); 
画图tree里的Px变量

root –l Tuple_bmass_forTest.root
.ls
Tuple->Draw(“Px”)



ROOT文件如何查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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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简单的画图：

root –l Tuple_bmass_forTest.root
.ls
Tuple->Draw(“Px*Px+Py*Py”)

Tuple->Draw(“sqrt(Px*Px+Py*Py)”)
画事例的横动量分布PT



TREE文件如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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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Class()：今天着重讲

ROOT scripts：root脚本，今天着重讲

MakeSelector()：后面课的内容
通过命令，让root自动创建分析框架，我们只需要做少许改动即可。



MakeClass的用法（1）

1/8/23尹航，数据分析 18

root –l Tuple_bmass_forTest.root
Tuple->MakeClass(”MyRoot_ClassTest")
ls

自动创建 test_class.C 与 test_class.h两个文件

使用MakeClass命令创建root分析文件

新生成的两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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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查看两个新文件（不要尝试去全部理解，能理解大体流程即可）。

vi MyRoot_ClassTest.h
vi MyRoot_ClassTest.C

MyRoot_ClassTest.h

关于Tuple tree的数据
结构的一个类

MyRoot_ClassTest.C

数据分析的主程序

MakeClass的用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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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查看两个新文件（不要尝试去全部理解，能理解大体流程即可）。
然后我们对.C文件做一个小的修改，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程序。

如果事例的质量大于5400，
输出该事例的质量

vi MyRoot_ClassTest.C

MakeClass的用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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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并运行这个程序

编译.C文件

声名并调用这个类

运行程序：Loop()代表扫描所有事例

MakeClass的用法（4）

部分运行结果

root –l 
.L MyRoot_ClassTest.C
MyRoot_ClassTest t 
t.Loop()



MakeClass的更多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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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一个复杂用法：
先来修改头文件 .h

root –l Tuple_bmass_forTest.root
Tuple->MakeClass(”MyRoot_ClassTest2")
.q

为后面的测试，新产生两个测试文件



MakeClass的更多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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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一个复杂用法：
先来修改头文件 .h

vi MyRoot_ClassTest2.h

在第47行，MyRoot_ClassTest2里加上以上两句。
来声明root文件以及直方图（TH1D）

在第118行，
MyRoot_ClassTest2::Init(TTree *tree)
函数内，加上这三行代码。

Sumw2()函数:是为了误差的处理更为合理，而加
上的语法，可以在每个柱状图初始化之后使用。



MakeClass的更多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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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修改头文件 .C

vi MyRoot_ClassTest2.C

把Mass信息填入直方图

保存到root文件中，并
关闭root文件



MakeClass的更多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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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运行：

产生一个新的root文件，名字为BEvents_Skimmed_file.root

root –l 
.L MyRoot_ClassTest2.C 
MyRoot_ClassTest2 t 
t.Loop()
ls



MakeClass的更多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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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结果：

root -l BEvents_Skimmed_file.root
.ls
hist_Mass->Draw()



ROOT 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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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复杂任务来说，我们可能需要运行上百次，最好能

使用MakeClass或者MakeSelector来把分析框架搭好，

方便后面的debug和重复运行。

但是对于一些简单的任务，使用上面两种方法就稍显笨重，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ROOT脚本的方式来快速实现。
MakeClass/MakeSelector Root scripts

优点 有利于codes维护，很自然的发
展成为分析框架。集成度很高、
运行效率高

方便、快速、高效。无需编译直
接运行

缺点 有些笨重。需要花费时间搭框架，
需要编译后再运行

Codes通常比较零散。当分析变的
复杂的时候，通常会有上百个脚
本，后期维护很困难



ROOT脚本：文本转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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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makeTuple.C
root –l –q -b makeTuple.C\(\"../10/data_input.txt\"\)

读入事例保
存到tree里

主函数调用的
两个子函数

定义函数

定义主函数注
意这个函数需
要输入变量

类似前面的
例子定义root
和tree

在root脚本里传递参数时，需
要使用\来确保传入的是字符串。
比如这里的：
\(\"../10/data_input.txt\"\)



ROOT脚本：扫描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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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skimRootTuple.C
root –l –q -b skimRootTuple.C

定义Tchain读
入root文件

定义变量把变量和tree
里的树枝联系起来

循环事例，根据pt的大
小决定填入那个TH1D

新的root文件和
3张TH1D直方图

TH1D存入root文件，并
关闭root文件

执行脚本

新产生的root文件



ROOT脚本：对比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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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histsCompare.C
root –l –q -b histsCompare.C

在C脚本里执行shell命令（原则上所
有shell命令都可以这么执行）

读入准备好的root文
件，获得两个TH1D

自动归一化到1

保存到outputs目录下

新产生的pdf文件

pdf文件Root 画图

root –l histsCompare.C
.q
ls outputs/



ROOT脚本：对比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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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histsCompare.C
root –l –q -b histsCompare.C

在C脚本里执行shell命令（原则上所
有shell命令都可以这么执行）

读入准备好的root文
件，获得两个TH1D

自动归一化到1

保存到outputs目录下

新产生的pdf文件

pdf文件Root 画图

root –l histsCompare.C
.q
ls outputs/



ROOT脚本：COPY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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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opyTree.C
root –l –q -b copyTree.C
ls

定义原始root文件

新产生的root文件

用来对扫描的root样本做初选

定义选择条件

新产生的root文件

在root文件创建目录

把cut作用到旧tree上，
获得筛选之后的tree



ROOT脚本：COPY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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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opyTree.C
root –l –q -b copyTree.C
ls

定义原始root文件

新产生的root文件

用来对扫描的root样本做初选

定义选择条件

新产生的root文件

在root文件创建目录

把cut作用到旧tree上，
获得筛选之后的tree

这个root里面
有一个目录

使用cd()命令进入目录

目录下有个tree：Tuple

.ls
NewTree->cd()
.ls
Tuple->GetEntries()
.q



ROOT脚本：CLONE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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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oneTree.C
root –l –q -b cloneTree.C
ls

注意这里是TTree

新产生的root文件

创建新TTree

Clone Tree并重新
命名

随机把TTree拆成两
个TTree

写入新的root文件



ROOT脚本：CLONE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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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cloneTree.C
root –l –q -b cloneTree.C
ls

注意这里是TTree

新产生的root文件

创建新TTree

Clone Tree并重新
命名

随机把TTree拆成两
个TTree

写入新的root文件

新产生的root文
件里有两个TTree

.ls
Tuple1->GetEntries()
Tuple2->GetEntries()
.q



ROOT脚本：增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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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addVariable.C
root –l –q -b addVariable.C
ls

注意这里是TTree，后面的参数
是update（可以更新TTree）

Root文件名称没有改变

在已有TTree里增加新变量

新加入的变量，
这里是PT

更新原有的TTree和root文件

计算PT，并填入数
值（TBranch）



ROOT脚本：增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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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addVariable.C
root –l –q -b addVariable.C
ls

注意这里是TTree，后面的参数
是update（可以更新TTree）

Root文件名称没有改变

在已有TTree里增加新变量

新加入的变量，
这里是PT

更新原有的TTree和root文件

计算PT，并填入数
值（TBranch）

新存入的PT变量

.ls
NewTree->cd()
.ls
Tuple->GetEntries()
Tuple->Show(1)
.q



作业

Ø认真复习今天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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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尝试将横动量 pt画图并保存到root文件里面
2.尝试将快度（rapidity）画图并保存到root文件里面

3.分别尝试使用MakeClass和root script的方式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