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SIII Offline Software

伍灵慧
wulh@ihep.ac.cn

For the BESIII software group



BESIII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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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目标
优化整体方案
适应 BEPCII高计率
Ø1033cm-2 s-1 

Ø对撞间隔 6 or 8ns
Ø事例率高达40kHz.
减少系统误差，与高
统计性相适应
Ø提高动量能量分辨率
Ø提高 PID…
增加几何接收度

ü总重量： 730吨
ü读出道数：~3万道
ü数据率： ~50Mb/s



BESIII子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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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室
Drift chamber

飞行时间计数器
TOF

量能器
Calorimeter

缪子计数器
Muon Counter

子探测器

带电粒子飞行轨迹、
动量、dE/dx

测量参数

带电粒子飞行时间

Eg, e±

µ位置

功能

对撞和衰变顶点位置

p、K、p鉴别

g, e±鉴别

µ鉴别



• 原始数据：探测器电子学信号的时间和幅度信息
• 重建数据：粒子的动量、能量和运动方向等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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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II数据处理和物理分析流程

离线软件的性能直接影响实验结果

• 重建、刻度à效率、分辨

• 模拟数据的一致性à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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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获取的原始数据

单元编号，ADC，TDC
物理分析使用的数据

径迹动量, shower能量事例重建

事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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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

MDC中的径迹 EMC中的簇团

漂移时间à漂移距离 信号幅度à能量沉积

必须依赖
离线刻度

1ns = ? mm
1ADC= ?GeV

离线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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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有啥用？

效率计算，本底估计，探
测器优化，软件调试…
但是，实验是检验模拟正
确性的唯一标准

Monte Carlo模拟



软件框架

• 定义数据模型，提供有效的数据管理工具
• 定义软件模块间的相互关系及接口标准
• 实现动态库的链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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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300 packages in BOSS
Lots of external lib:

• Geant4
• ROOT
• CLHEP
• GDML
• …



BESIII离线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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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III Offline Software System (BOSS)，采用 GAUDI为基础，
以C++语言为主开发的离线数据处理软件平台
– 提供有效的数据管理工具
– 定义软件模块间的相互关系及接口标准
– 实现动态库的链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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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ocbes3.ihep.ac.cn/~offlinesoftware/index.php/Main_Page
• 有用的信息：

• BOSS入门：Gaudi和CMT命令使用、设置环境及提交作业等
• 各个Boss版本的release note
• 读取DST和REC数据的接口列表
• 模拟、重建、刻度、分析工具软件的相关文档
• 原始数据的位置

BESIII软件文档网页



Work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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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态数据库(TDS): 程序运行期间各功能模块所需事例数据、探测
器描述数据和直方图统计数据所存放的内存空间，只存在于框架
运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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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s write concrete Algorithms derived from base class Algorithm
• Implements - at least - three methods in addition to the constructor and 

destructor
• initialize(), execute(), finalize()

• execute is called once per physics event

Concrete
Algorithm

EventDataSvc IDataProviderSvc

IDataProviderSvc

IHistogramSvc

IMessageSvc

IAlgorithm IProperty

Obj_B

DetectorDataSvc

HistogramSvc

MessageSvc

ApplicationMgr ISvcLocator

Obj_A

ParticlePropertySvc
IParticlePropertySvc

Algorithm



软件配置管理

• 采用软件包来进行组织和管理软件。软件包是由一组相关
功能的软件代码构成的，从功能逻辑上结合在一起的物理
单元，它是软件发布的最小单元

• 采用配置管理工具CMT(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Tool)来
规范软件开发和发布过程，并且为该过程提供一套完整的
配置管理工具

• 常用命令
• cmt create <packagename> <version>
• cmt co -r <tag-number> <package>
• cmt config or  cmt br cmt config
• gmake or cmt br gmake
• cmt show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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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代码管理--C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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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http://koala.ihep.ac.cn/cgi-bin/viewcvs.cgi/BossCvs/
所外：http://docbes3.ihep.ac.cn/viewvc/cgi-bin/viewvc.cgi/BESIII/BossCvs/

软件组网页首页有链接



BESIII软件发布

• 不同类型的BOSS版本：
• 正式版：6.5.1,   6.5.2 …

• 供物理分析使用的正式版本
• 测试版：6.5.2.a,   6.5.2.b  …

• 介于正式版之间的临时版本，供软件测试使用
• 补丁版：6.5.1.p01 …

• 正式版本基础上做了重要改进之后发布的版本
• Release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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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 --操作系统

• 2020年8月，运行BESIII离线软件的高能所计算集群将操作系
统升级到CentOS，设置环境的方式略有变化
• 登录lxslc7.ihep.ac.cn

• For BOSS versions 7.0.5, 7.0.4, 7.0.3, 7.0.3.p01, 7.0.3.p02, and 6.6.5.p01:

a) Reset BOSS environment using template 

/cvmfs/bes3.ihep.ac.cn/bes3sw/cmthome/cmthome-***-Slc6Centos7Compat

b) Submit jobs: boss.condor job_option.txt
• For BOSS versions 6.6.4, 6.6.4.p01, 6.6.4.p02, 6.6.4.p03:

a) Start a singularity: /cvmfs/container.ihep.ac.cn/bin/hep_container shell SL5

b) Reset BOSS environment using template 
/cvmfs/bes3.ihep.ac.cn/bes3sw/cmthome/cmthome-***-Slc6Centos7Compat

c) Submit jobs: boss.condor -os SL6 job_option.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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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 --环境设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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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bes3.ihep.ac.cn/~offlinesoftware/index.php/Main_Page à Getting Started

à How to setup BOSS environment on CentOS7(Take boss 7.0.5 as example)

For example:  mkdir workarea706

For example: mkdir cmthome706

cd cmthome706
cp /cvmfs/bes3.ihep.ac.cn/bes3sw/cmthome/cmthome-7.0.6/* .

cmthome模板目录

修改 setupCVS.sh (or setupCVS.csh, according to the shell) 中的用户名
source setupCVS.sh  (or source setupCVS.csh)

细节参照网页上的操作说明

例如：

https://docbes3.ihep.ac.cn/~offlinesoftware/index.php/Main_Page


BOSS --环境设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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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7细节参照网页上的操作说明

设置完毕查看BOSS环境设置：
echo $CMTPATH

用户工作区 (WorkArea)
BOSS软件发布(BesArea)

source setupCMT.sh (or source setupCMT.csh)

• 找到 #macro WorkArea一行，取消注释，并修改其中的用户工作区路径 (设置为步骤2指
定的用户工作区)

• 找到#path_remove CMTPATH  “${WorkArea}”和#path_prepend CMTPATH “${WorkArea}”，取
消注释

例如：

cmt config
source setup.sh (or source setup.csh)



BOSS --工作区软件配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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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用户工作区
cd ${WorkArea}

2. Check out TestRelease
cmt co -r TestRelease-00-00-95 TestRelease

3. 进入TestRelease下的cmt子目录
cd TestRelease/TestRelease-00-00-95/cmt

4. 软件包配置
cmt broadcast cmt config  (或 cmt br cmt config)
source setup.sh

5. 编译工作区软件
cmt broadcast gmake (或 cmt br gmake)

TestRelease版本与所用BOSS版本
发布区的TestRelease保持一致

Run examples
cd TestRelease/TestRelease-00-00-95/run
boss.exe HelloWorldOptions.txt
boss.exe jobOptions_sim.txt
boss.exe jobOptions_rec.txt
boss.exe jobOptions_ana_rhopi.txt 

配置和编译

作业正常结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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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类型数据文件

• 原始实验数据 (Data)
• 实验中探测器记录的原始数据
如：run_0008093_All_file040_SFO-1.raw

• 文件位置可查看
• 软件组网页à Raw Data

• 模拟产生的事例样本 (MC sample)
如：jpsi_round001_run10236_file10.rtraw

• 重建事例文件
• Dst文件 (如：rhopi.dst)

• 只包含对物理分析有用的重建后的信息，如track信息
• Rec文件 (如：rhopi.rec)

• 包含：探测器原始信息，重建后的track及hit信息



模拟job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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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子设置

随机数种子设置

指定run号范围

设置输出文件

decay文件



模拟job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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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团参数设置

磁场设置

boost设置



重建jobOp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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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探测器重建

磁场设置

框架设置

输入文件

输出文件

输出文件类型设置 (dst或 rec)



重建jobOp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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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模拟事例 重建实验数据



重建输出.rec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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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ROOTIOROOT/share/jobOptions_Rec2Root.txt"

输出文件后缀改为 .rec



分析job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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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算法 --新建算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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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算法包：
cd ${WorkArea}
cmt create <packagename> <version>

For example: cmt create  Analysis/Physics/MyAlg MyAlg-00-00-01



用户算法 --以RhopiAlg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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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子目录：

• RhopiAlg 头文件
• src 源代码
• cmt 配置管理
• share jobOption设置



Head file: Rhop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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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Rhopi.cxx

src/components/Rhopi_entries.cxx

src/components/Rhopi_load.cxx

Source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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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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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jobOptions_Rhopi.txt

完整的、可运
行的jobOption

TestRelease/run/jobOptions_ana_rhopi.txt

算法相关设置

job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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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Release下的requirements



软件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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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编译方式：

1. global编译
cd TestRelease/TestRelease-00-00-??/cmt
cmt br cmt config   (或 cmt broadcast cmt config)
source setup.sh
cmt br gmake (或 cmt broadcast gmake)

适用于所有情况，但如下情况必须采用该方式：
• 新建环境、第一次编译、或新引入的软件包
• 版本或路径发生变化
• 底层软件包版本、接口发生变化
• 多个包有更新

仅适用于：
• 已经正常运行的软件包，代码有更新，但版
本、路径、接口保持不变

2.   local编译
cd Analysis/Physics/RhopiAlg/RhopiAlg-00-00-??/cmt

gmake

在 TestRelease/*/cmt 下可使用 cmt show uses 查看所用软件包路径

编译成功的输出信息

与第19页步骤3~5相同



编译生成的动态链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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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area下生成 InstallArea

InstallArea/x86_64-slc6-gcc46-opt/lib 下生成了各个软件包动态链接库文件的软链接

用户工作区的软件包目录下生成了x86*子目录，其中有该软件包的动态链接库文件

提示：如果用户软件包发生了较大变化 (版本升级、接口更新等)，反复修改仍出错，建议
删除工作区的InstallArea和软件包下的x86*子目录，重新登录、配置环境再进行global编译



运行作业

• 前台运行 (适用于短作业、调试代码等情况)
boss.exe jobOption.txt

• 队列作业 (适用于运行大量事例的长作业)
boss.condor jobOption.txt (信息输出到*.bosslog, *.bosserr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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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workarea、源代码等重要文件放在 /workfs2/bes下（磁盘空间小，备份有保障）
• 运行作业产生的文件建议放在 /besfs5/users 下 (磁盘空间大，适合放大文件)

作业正常结束的输出信息



几个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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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home下的requirements

TestRelease下的requirements

软件包下的requirements

配置BOSS环境 (发布区、用户工作区、BOSS版本 …)

设置用户所需的TopAlg，配置软件包之间的依赖关系

设置该软件包所依赖的软件包，
设置编译文件以及编译方式等



刻度框架

• CalibUtil: Search calibration data from data base
• CalibSvc: Data conversion service from DB to TCDS (Transient 

Calibration Data Store)
• CalibFunSvc: Interfaces to access TCDS and functions for calibration 

related calc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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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 DB

CalibSvc

CalibUtil

uses

executable

library

reads

TCDS CalibFunSvc
getLorentzAngle(…)
getDriftV(…)
getT0(…)
…



刻度数据库

39

jobOption
Run: 50241
Boss ver: 6.6.5
Status: OK
…

CalibUtil

Metadata in DB

50000    50100     6.6.5          OK     …

…

runFrom runTo BossVer

50101    50280      6.6.5          OK    …

50101    50280   6.6.5.p01      OK    …

Status   …



jobOption中刻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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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框架设置

刻度常数及版本设置

用于模拟作业

重建模拟事例 (.rtraw文件)

重建data (.raw文件)



提示

Ø不同round事例不要放在同一个job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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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年psi’事例在同一个job运行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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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A

D

E

Workarea 发布区

顶层

底层

use

软件包的调用关系和修改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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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A

D

E

Workarea 发布区

顶层

底层

use

修改接口

重新编译

软件包的调用关系和修改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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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A

D

E

Workarea 发布区

顶层

底层

use

修改接口

重新编译

如果关联的包太多，建议到TestRelease/*/cmt/下整体编译

软件包的调用关系和修改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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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A

D

E

Workarea 发布区

顶层

底层

use

修改接口

重新编译

E

• Check out软件包E到workarea

•建议到TestRelease/*/cmt/下整体编译

•还出错的话，建议清空相关软件包下x86_*

目录及workarea下的InstallArea，重新登录配

置环境再整体编译

软件包的调用关系和修改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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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显示

• 目的
• 直观地显示每个事例中各子探测器的情况以及重建后的径迹，帮
助查找问题。

• 运行步骤
• 设置BOSS环境后，输入命令besvis.exe
• 加载探测器几何文件：选择geom.root，单击“open”
• 打开需要进行事例显示的文件：通过左上角小图标或File菜单进入
选择文件的窗口

• 通过工具栏选择合适的显示方式
• 通过左下角工具条选择合适的视图
• 上方工具栏可设置显示比例等
• 右侧工具栏可选择事例号、子探测器等

• 目前可以用于事例显示的文件类型：*.rec, *.dst, *.rtraw



47新版版本(如Boss7.0.6)下不需要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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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类型

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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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视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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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 hit

选择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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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 axial hit

MDC stereo hit

MDC track
显示或关闭
子探测器击
中或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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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shower

Endcap EMC hit

Barrel EMC hit

显示或关闭
子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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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匹配选项

Barrel TOF hit

Endcap TOF hit

TOF tr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