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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中国提出了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 项目，其主要用途是研究希格斯粒子

的相关性质。在预研究阶段，我们用蒙特卡洛模拟的方法产生粒子事例，并对这

些事例来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通过研究由 ZH 过程产生希格斯玻色子，然后希格

斯玻色子衰变到 ZZ*，再衰变到两个中微子和两个喷注过程来研究希格斯玻色子

相关衰变的分支比和统计误差，以及希格斯玻色子宽度和统计误差。 

 

关键词：CEPC，希格斯玻色子，分支比，宽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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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large-scale electron-positron collider project CEPC, 

whose main purpose is to study the related properties of Higgs particles. In the pre-

research phase, we used th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method to generate particle cases，

and analyze these example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branch ratio and statistical 

error of the Higgs boson decay by studying the Higgs boson generated through the ZH 

process and then decay to two neutrinos and two jets and calculate Higgs boson width 

and statistical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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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2年，欧洲核子中心 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发现了一种质量位于 125

到 127𝐺𝑒𝑣/𝑐2之间，自旋为零的粒子，该粒子被确认为希格斯粒子
[1][2]

。希格斯

玻色子的发现是物理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新挑战的开始，标准模型并没

有给出希格斯势的参数，我们还需要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相关性质，这涉及到超越

标准模型的新物理。强子-强子对撞机的优点在于强子荷质比较小，加速过程中

产生的同步辐射少，容易得到较大能量的加速粒子，但是强子-强子对撞过程中

有许多夸克强子化形成的喷注，会产生很多不可约化的 QCD（量子色动力学）本

底，这给测量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能够精确测量希格斯

玻色子的性质，我们有必要发展新一代的对撞机。 

希格斯粒子的质量约为 125  GeV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建造能量较低的正负

电子对撞机。轻子对撞相对于强子对撞有着许多优势，首先，轻子对撞能够获得

更加干净的希格斯事例，有助于研究希格斯玻色子的相关性质，另外，轻子是基

本粒子，正负电子对撞有着精确可知，可以调整的质心系质量，使得反冲质量等

算法可以被应用，为相关的测量带来了便利。 

中国提出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 项目，该对撞机的质心系能量在 240 

GeV，有两个探测器，设计亮度为 5.6𝑎𝑏−1,在七年内能够产生超过一百万的干净

的希格斯粒子事例,为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相关性质提供了保障[5][6]。在建设完

成之前，我们需要对 CEPC 进行大量的模拟研究工作，包括希格斯玻色子衰变的

模拟研究。 

1.2 希格斯粒子物理背景简介 

狄拉克拉氏量在整体相位变换 → 𝑒𝑖𝜃下是不变的，而在局域相位变换 →

𝑒𝑖𝜃(𝑥) 下不是不变的，而我们要求完全的拉氏量在局域位相变换下应该是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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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了保持这种不变性，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无质量的矢量场。这种把整体不变

的拉氏量转化为局域不变的设计被称为“最小耦合规则”，与现实对应即为电子

和正电子与光子的相互作用。整体相位变换可以是看作乘以一个幺正的一乘一矩

阵，即 → 𝑈，在狄拉克变换情况下 U = 𝑒𝑖𝜃。所有的这种矩阵构成的群叫做

U(1)，涉及的对称性叫做“U(1)规范对称性”。 

如果将场
1
和

2
结合成两分量的矢量 =（

1
，

2
），则拉氏量允许更一般

的整体不变性 → 𝑈，其中 U 是二乘二幺正矩阵，U 可以写为U = 𝑒𝑖𝜃𝑒𝑖 · 𝒂，除

去相位变换，变换 → 𝑒𝑖 · 𝒂  被称为整体 SU(2)变换，而变换 → 𝑆， S =

 𝑒−𝑖𝒒 · 𝝀(𝑥)/ћ𝑐被称为局域 SU(2)变换。我们可以引入三个无质量的矢量场将整体

变换推广到局域规范不变性。推广到等质量三粒子的情况，则拉氏量具有 U(3)

对称性（对应给定味道的三种颜色），除去相位变换的变换是 SU(3)，通过引进八

个规范场，对应八个胶子，保证局域不变性。 

光子和胶子是无质量的，我们还需要描述有质量的规范场。为了从拉氏量中

导出质量项，我们需要将拉氏量按基态附近的小涨落η的幂次展开，从𝜂2的系数

获得质量，但是重写的拉氏量的对称性由于选择了不对称的基态而被破坏，被称

为“自发的”对称性破缺。推广到连续对称性（基态是连续的）的情况，可以证

明连续对称性的自发破缺总会伴随一个或多个无质量、自旋为零的粒子（戈德斯

通玻色子），而在已知的基本粒子中没有该粒子。通过一些变换，我们可以消除

戈德斯通玻色子，剩下单一的有质量标量η（希格斯粒子）和一个有质量的规范

场。与变换前相比，规范场拥有了质量，可以看作规范场吸收了戈德斯通玻色子

而获得了质量，这被称为“希格斯机制”。 

在 SU(2)×U(1)希格斯机制中，希格斯场是复值二重态，由四个实值标量场

组成，有四个零质量的规范玻色子。对称性破缺后，一共有三个规范玻色子会获

得质量，同时各自添加一个纵场，总共有九个自由度，另外还有一个具有两个自

由度的零质量规范玻色子，剩下的一个自由度是带质量的希格斯玻色子。三个带

质量规范玻色子分别是 W+、W-和 Z 玻色子。零质量规范玻色子是光子。希格斯

机制解释了弱作用规范玻色子（W 和 Z）为什么有质量，而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证

实了希格斯机制的正确性。[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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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关术语介绍 

基本粒子在不同时间衰变的概率是一样的，衰变率Г是粒子在单位时间内衰

变的概率。粒子数随时间的变化与衰变率有关，关系为 

N(t) = N(0)𝑒−Г𝑡   （1.1） 

粒子的平均寿命定义为衰变率的倒数。粒子会衰变到不同的末态，总衰变率

是单个衰变率的和，即 

Г
𝑡𝑜𝑡𝑎𝑙

= ∑ Г
𝑖

𝑛
𝑖=1    （1.2） 

粒子衰变的分支比即该分支的衰变率与总衰变率的比值。根据不确定性原理，

粒子的存在时间和其质量分布的乘积与一个常数有关，即 

Δt × Δm~ħ    （1.3） 

这导致了粒子的质量有一个分布，这个Δm即为粒子的宽度。粒子衰变所有分

支的宽度的和即为该粒子的总宽度，某一衰变分支的宽度与总宽度的比值即为该

衰变分支的分支比。 

亮度 L 是沿飞行方向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内通过的粒子数，截面是描述粒子

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的术语，如果探测器完全覆盖靶，则进入探测器的粒

子数 

N = L    （1.4） 

对于某一衰变道，粒子数 

N = L ∗ BR    （1.5） 

其中 BR 是该衰变道的分支比。 

 

1.4 CEPC上的希格斯玻色子 

CEPC的设计亮度为 5.6𝑎𝑏−1，运行七年期间将产生超过一百万希格斯玻色子

事例。CEPC 上希格斯玻色子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三个过程，分别是希格斯辐射 ZH

过程𝑒+𝑒− → 𝑍𝐻,和矢量玻色子聚合过程，即𝑒+𝑒− → 𝜈𝑒�̅�𝑒𝐻， 𝑒+𝑒− → 𝑒+𝑒−𝐻，下

图是这些过程的费曼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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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希格斯玻色子主要产生过程 (a)𝑒+𝑒− → 𝑍𝐻 (b) 𝑒+𝑒− → 𝜈𝑒�̅�𝑒𝐻 (c) 𝑒+𝑒− →

𝑒+𝑒−𝐻 

 

随着对撞机质心系能量的变化，这三个过程的分支比也在变化，下图是希

格斯玻色子产生过程截面随质心系能量的变化。 

 

图 1.2：希格斯玻色子产生过程截面随质心系能量的变化 

 

由上图可知，在质心系能量为 240 GeV - 250 GeV时，希格斯玻色子的主

要产生过程是希格斯辐射 ZH过程，并且在质心系能量大约为 250 GeV 时，ZH

过程的截面达到极大值。 

希格斯玻色子有着众多的衰变末态，下表[4]是希格斯玻色子的衰变末态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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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比，本文主要研究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𝑍𝑍∗过程。 

表 1.1：希格斯玻色子衰变末态及分支比 

 

 

1.5  实验意义与目的 

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𝑍𝑍∗约占 2.64%。虽然该衰变道所占分支比较小，却十分

重要。该衰变道是测量希格斯宽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与该衰变道的研究还对于

完善标准模型，优化探测器等方面有重大意义。 

本次实验的对象是蒙特卡洛模拟产生的 CEPC 上的希格斯玻色子的两个衰变

道事例，即𝝂𝝂jj 和jj𝝂𝝂衰变道(𝝂是中微子，j是喷注)，通过对信号和本底

相关性质的对比，确定合适的筛选条件将信号与本底分离，从而进一步计算衰变

道的分支比和统计误差，并根据这两个道的结果分析希格斯玻色子的宽度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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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实验条件 

 CEPC 主要由加速器和探测器组成，加速器的作用是加速粒子到足够的能量，

探测器的作用是探测粒子碰撞后的产物的相关信息。另外 CEPC 还有配套的相关

软件。本章将对 CEPC 的硬件和软件，以及本次模拟实验的相关条件进行简单介

绍。 

 

1.6  CEPC加速器 

 CEPC加速器主要由直线加速器（Linac），储存环（DR），增强器（Booster），

对撞机（Collider）和一些传输管线组成，其中直线加速器和储存环建在地面上，

对撞机和增强器 CEPC 加速器布局建在周长为 100 千米的环形地下隧道内，对撞

机为双环结构（电子环 Electron Ring 和正电子环 Positron Ring），下图[5]为

CEPC加速器的布局。 

 

图 2.1：CEPC加速器布局 

其中 RF station 是射频腔（radiofrequency cavities），其内部有电磁场用于

加速带电粒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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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EPC上的探测器 

CEPC上的粒子探测器是基于 ILC（国际直线加速器）的设计[8]，并加以改进。

该探测器能够很好的满足质心系能量在 240 GeV 附近的希格斯事例的测量。探测

器的主要结构如下图[6]所示。 

 

图 2.2：CEPC探测器的内部结构 

CEPC探测器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1） 径迹探测系统 

1.顶点探测器 VTX。该探测器可以精确测量对撞点（IP）附近的带电粒子的

轨迹变量，重建短寿命粒子的衰变顶点，对于重味夸克（b和 c）以及轻子有

着很好的分辨效果。该探测器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并且材料成本较低。 

2.硅径迹探测器。该探测器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轨迹信号点，重建带电粒

子并精确测量粒子的动量。该探测器由内径迹硅探测器（SIT），外径迹硅探测

器（SET），前冲径迹碟片（FTD），端盖径迹碟片（ETD）构成。内径迹硅探测器

和前冲径迹碟片主要用于顶点重建和喷注的味道鉴别。外径迹硅探测器和端盖

径迹碟片可以延长轨迹测量的长度，提高带电粒子的轨迹动量的测量精度。 

3.时间投影室（TPC）。该探测器工作于强磁场（3.5T）环境下，可以提供

大量的空间信号点和高精度的空间分辨率，这保证了探测器对于横动量大于 1 

GeV的径迹有着高于 97%的探测效率。 

（2） 量能器系统。该系统包括高粒度的电磁量能器（E-CAL）和强子量能器

（HCAL），用于精确测量电子、光子、和强子喷注。该系统对于粒子流算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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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关键作用。粒子流算法的核心即重建每一个末态粒子，并在最合适的探测系

统里测量粒子的相关性质。该算法有助于提高测量分辨率。 

（3） 探测器磁场系统。包括超导线圈系统，辅助系统，轭铁等。该磁场系统

可以在对撞点附近提供 3T的强轴向磁场。 

（4） 缪子探测系统。缪子探测层被安装在轭铁（Yoke）中，该探测器对于末

态包含有缪子的衰变过程的探测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对于提高喷注的能量分辨

率有关键作用。 

 

1.8  相关的软件和计算资源 

 CEPC探测器是基于 ILC（国际直线加速器）的探测器设计，目前所使用的软

件框架是 iLCSoftXiii。基于此框架，我们自己研发出了快速模拟工具、带电粒子

鉴别工具、通用分析工具等。 

 本次模拟实验数据的模拟过程严格按照逻辑和时间顺序，首先的输入文件是

stdhep 文件，该文件记录了每个末态粒子的顶点信息和四动量，然后使用

MOKKAXVIII软件包进行事例模拟，输出 slcio 文件，将事例信息储存为不同的类，

然后通过 LCIO 数据管理程序 Marlin 读取 slcio 文件中的信息，并将其储存在

root文件中，方便我们进行分析。 

 本次实验用到的计算资源是高能所计算平台，包括本地集群和分布式计算平

台。 

 

1.9  模拟采用的蒙特卡洛样本 

CEPC作为希格斯工厂，主要的物理目标是希格斯玻色子，但是粒子对撞过程

中也会产生很多的本底。下图[4]是亮度为 5.6𝑎𝑏−1下标准模型各个过程的截面随

质心系质量变化的图，其中 W Fusion 和 Z Fusion 分别表示希格斯玻色子产生

的𝑒+𝑒− → 𝜈𝑒�̅�𝑒𝐻 和 𝑒+𝑒− → 𝑒+𝑒−𝐻过程，𝑒+𝑒− → 𝑞�̅�包含有 u,d,s,c 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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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标准模型各个过程的截面随质心系质量的变化 

 

本次实验采用的样本包括 ZH过程样本，2费米子和 4费米子标准模型样

本，信号所采用的样本是H𝑍𝑍∗样本，这些样本都是使用蒙特卡洛模拟产生

的，详细信息见附录。 

 

1.10  实验方法 

 CEPC 采用的是正负电子对撞的方法，因此对撞的质心系质量是精确可知的。

本次实验研究的是 ZH 希格斯辐射过程，一对正负电子对撞产生希格斯粒子和一

个 Z玻色子，Z玻色子又衰变到一对费米子。我们可以通过反冲质量的方法，重

构 Z玻色子而不是直接重构希格斯粒子，以一种不依赖于模型的方式来探测希格

斯玻色子。我们可以利用如下公式来计算一对费米子的反冲质量。在本实验中，

即为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 

𝑚𝑟𝑒𝑐𝑜𝑖𝑙
2 = (√𝑠 − 𝐸𝑓𝑓̅)2 −  𝑝𝑓𝑓̅ 

2 = 𝑠 − 2𝐸𝑓𝑓̅√𝑠 + 𝑚𝑓𝑓̅
2    （2.1） 

在公式中，√𝑠是质心系能量，𝐸𝑓�̅� ,  𝑝𝑓�̅� , 𝑚𝑓�̅� 分别是一对费米子的能量，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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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 

本次实验通过对比本底和信号的相关性质，设置合适的筛选条件，将信号和

本底分离，然后拟合信号的双缪子反冲质量分布。在双缪子的反冲质量分布上，

信号的中心值即为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半高宽即为希格斯玻色子的宽度，高度

正比于希格斯玻色子的截面。可见，通过反冲质量的方法，我们可以方便地获得

希格斯玻色子的相关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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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实验过程 

1.11 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𝐙𝒁∗ 

希格斯玻色子有着众多的衰变末态，本次实验研究的是希格斯玻色子衰变

到 Z玻色子，而 Z玻色子也有众多的衰变末态，其中 Z衰变到强子化喷注占

（69.991±0.056）%，衰变到中微子占（20.000±0.055）%，这两种衰变方式

是主要的衰变方式。本次实验研究希格斯玻色子产生的一个 Z玻色子衰变到强

子化喷注，另一个玻色子衰变到中微子，即如下过程：𝑒+𝑒− → 𝑍(𝐻 → 𝑍𝑍∗) →

𝜈𝜈𝑗𝑗和𝑗𝑗𝜈𝜈，该过程是两个电子碰撞产生一个 Z玻色子和一个希格斯玻色

子，Z玻色子衰变为两个缪子，希格斯玻色子衰变为两个 Z玻色子，但是 Z玻

色子质量约为 90 GeV，而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为 125 GeV，因此希格斯玻色子

无法同时产生两个在壳的 Z玻色子，只能产生一个 Z玻色子和一个离壳的 Z玻

色子，即为𝑍∗，该 Z 玻色子为虚粒子，质量约为 30 GeV，存在时间很短。根据

不确定性原理，𝑍∗质量分布会很广。下图为希格斯玻色子衰变的两个喷注的质

量和丢失质量分布： 

 

图 3.1：希格斯衰变到𝑍𝑍∗丢失质量和不变质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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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两个 Z玻色子，其中一个玻色子衰变到中微子，这部分

我们无法测量，因此被认为是丢失质量。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希格斯衰变到Z𝑍∗

的分布主要由三个部分，左上角的部分丢失质量大约在 90 GeV附近，并且质量

分布较窄，符合 Z玻色子特征。横坐标在 20-30 GeV附近，并且质量分布广泛，

符合𝑍∗特征，因此我们认为左上角的分布是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𝑍𝑍∗，Z 衰变到

中微子，而𝑍∗衰变到两个强子化喷注。中间的部分，横坐标主要分布在 90 GeV

附近，并且分布较窄，纵坐标主要分布在 20-30 GeV附近，并且分布较宽，因此

我们认为这些事例主要是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𝑍𝑍∗，Z 衰变到两个喷注，而𝑍∗衰

变到中微子。右下角的事例纵坐标在零附近，这代表几乎没有丢失质量，这部分

事例主要是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𝑍𝑍∗，再衰变到四个喷注，由于这些事例较难与

本底区分开来，因此本次实验并没有研究这些事例。 

本次实验采用的信号样本是H𝑍𝑍∗样本，为了挑选出一个玻色子我们需要的

信号，我们设定在开始筛选前先挑选出了一个 Z玻色子衰变到强子化喷注，一个

玻色子衰变到中微子的事例，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从样本层面区分 Z和𝑍∗，所以为

了区分这部分事例是𝜈𝜈𝑗𝑗还是jj𝜈𝜈，我们设定丢失质量和两个喷注的不变质量的

关系为筛选条件:丢失质量大于喷注不变质量则说明是 Z 衰变到中微子，𝑍∗衰变

到强子化喷注，则这部分事例是𝜈𝜈𝑗𝑗事例;反之，丢失质量小于喷注不变质量则说

明是jj𝜈𝜈事例。 

我们在实际的粒子探测过程中得到的是信号和本底混合的样本，因此要想办

法将信号从本底中分离出来，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信号和本底在物理性质上的不同

设定不同的筛选条件。为此我们首先进行了预筛选，因为信号包含了两个缪子和

两个喷注，并且末态只含有两个轻子，即两个缪子，所以我们在预筛选中挑选出

了那些末态中有两个喷注和至少两个缪子，并且末态轻子数为 2的事例。这样大

大减少了本底的事例数，为接下来的筛选提供了便利。 

 

1.12  𝝂𝝂𝒋𝒋 衰变道的分析 

我们画出信号𝜈𝜈𝑗𝑗 衰变道和本底在不同物理性质上的分布，并选取了适

当的筛选条件，这些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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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两个缪子的不变质量分布 

缪子的不变质量即为两个缪子的质量的和，信号的缪子由 Z衰变而来，故

缪子不变质量在 Z质量附近。根据图中的分布，我们可以设定筛选条件为 80 

GeV<缪子不变质量<100 GeV。 

 

图 3.3：两个缪子的反冲质量分布 

由于样本是两个电子碰撞产生希格斯玻色子和 Z玻色子，两个缪子的不变

质量是 Z玻色子，因此信号的缪子的反冲质量在希格斯玻色子质量附近。由于

最后的结果是要拟合缪子的反冲质量来获得希格斯玻色子质量的分布，为了能

够更好的拟合，我们可以将筛选条件放的宽松一些，筛选条件设为 120 GeV<缪

子反冲质量<150 GeV。 



CEPC 上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𝑍𝑍∗的模拟研究 

 

14 

 

图 3.4：粒子流对象个数分布 

本底中存在着大量的轻子末态本底。这部分本底由于不存在夸克强子化形

成喷注产生的大量粒子，所以事例中的粒子数较少。另外本地中还存在一些粒

子数较多的事例。根据图中的分布，设定筛选条件为粒子流对象个数大于 15

个。 

 

图 3.5：横动量分布 

粒子的横动量即动量矢量在垂直于入射粒子运动方向的分量。根据图中的

分布，设定横动量大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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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最小缪子-喷注夹角分布 

由于信号末态中的缪子和喷注并不是来源于同一 Z玻色子，因此要求最小

缪子-喷注夹角 大于 17.2度来剔除一部分本底。 

 

图 3.7：信号的丢失质量和两个喷注不变质量分布 

根据图中分布可知，信号的丢失质量和两喷注不变质量主要分布在右上

角，为了剔除一部分本底，我们设定筛选条件为丢失质量大于 80 GeV，喷注不

变质量小于 35 G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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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单个喷注横动量分布 

 

图 3.9：喷注夹角分布 

  

图 3.10：喷注能量分布 

根据如上的分布信息，我们设定如下筛选条件： 

 

表 3.1：𝜈𝜈𝑗𝑗道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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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GeV < 两个缪子不变质量 < 100  GeV 

120  GeV < 两个缪子的反冲质量 < 150  GeV 

粒子流个数 >15个 

总横动量 > 10  GeV 

最小缪子-喷注夹角 > 17.2° 

丢失质量 >80  GeV，两个喷注的质量 < 35  GeV 

喷注 1的横动量 > 3 GeV,喷注 2的横动量 > 3  

GeV 

喷注 1的能量 > 5 GeV,喷注 2的能量 > 5  GeV 

下表是根据如上的筛选条件所产生的信号和本底的剩余情况： 

 

表 3.2：信号和本底再经过每一步筛选后的剩余情况 

 

我们研究的信号是𝜈𝜈𝑗𝑗，样本H𝑍𝑍∗经过 missing mass > dijet 的筛选

后我们认为剩余的事例是我们所研究的信号。 CEPC上我们将要研究的 5.6𝑎𝑏−1

的样本中包含有 138 个𝜈𝜈𝑗𝑗事例，我们将信号道乘以合适的系数，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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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mass > dijet 的筛选后的事例数归一化到 138。对于其他的本底，我

们也乘以合适的系数，将其归一化为 CEPC 5.6𝑎𝑏−1上的事例数。 

下表是经过所有筛选后剩余的主要本底（事例数大于 10）的事例数，其中

scale是为了将样本归一化到 CEPC上将要研究的 5.6ab-1的样本所乘的系数。 

表 3.3：经过所有筛选后剩余的主要本底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所有的筛选，信号事例数由 138 变成了

68，效率为 49%，而本底事例数还剩余 90，统计误差为
√𝑆+𝐵

𝑆
= 18%。在本底

中，主要的事例是 nnh_zz，即 Z玻色子衰变到中微子，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

𝑍𝑍∗，这部分事例由于 Z衰变到中微子，所以丢失质量在 90 GeV附近，和信号

的分布类似。目前所采用的筛选条件并不能将该本底有效分离。 

下图是经过所有筛选条件后，信号和本底（ZH本底，4费米子本底，2费米

子本底）的分布： 

 

图 3.11：经过所有筛选后信号和本底的缪子反冲质量分布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信号的缪子反冲质量分布主要是在希格斯玻色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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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附近，这是因为信号的缪子不变质量是 Z 玻色子，而本次实验研究的反应是

两个电子碰撞产生 Z 玻色子和希格斯玻色子，Z玻色子的反冲质量正是希格斯

玻色子的质量。而 ZH 本底和信号的分布有着明显的不同，ZH本底主要是由

nnh_zz构成，该本底的缪子反冲质量并不一定是希格斯玻色子，如果是希格斯

玻色子产生的 Z玻色子衰变到缪子，那么该缪子对的反冲质量就是𝑍∗的质量加

上 Z的质量，在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附近。而如果是希格斯玻色子产生的 Z*玻

色子衰变到缪子，那么缪子的反冲质量就大于希格斯玻色子，并且有着较宽的

分布，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ZH本底在 135-150  GeV中也有着宽泛的分布。这部

分可以通过对本底和信号进行拟合，通过拟合的形状不同来区分。 

 

1.13  𝒋𝒋𝝂𝝂衰变道的分析 

𝑗𝑗𝜈𝜈衰变道与𝜈𝜈𝑗𝑗衰变道类似，我们画出信号𝑗𝑗𝜈𝜈 衰变道和本底在

不同物理性质上的分布，并选取了适当的筛选条件，这些分布如下： 

 

图 3.12：两个缪子的不变质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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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两个缪子的反冲质量分布 

 

图 3.14：粒子流对象个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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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横动量分布 

 

图 3.16：最小缪子-喷注夹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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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信号的丢失质量和两个喷注不变质量分布 

  

图 3.18：单个喷注横动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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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喷注夹角分布 

    

图 3.20：喷注能量分布 

根据如上的分布信息，我们设定了如下的筛选条件： 

 

表 3.4：𝜈𝜈𝑗𝑗道筛选条件 

80  GeV < 两个缪子不变质量 < 100  GeV 

120  GeV < 两个缪子的反冲质量 < 150  GeV 

30个< 粒子流个数 <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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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eV<总横动量 <50 GeV 

17.2°<最小缪子-喷注夹角<90° 

丢失质量 <50  GeV，两个喷注的质量 < 101  GeV 

12 × 两喷注质量+7 × 丢失质量 > 1160 GeV 

10 GeV<喷注 1,2的横动量<65  GeV，25  GeV <喷注 1,2的能量<80  GeV 

10°<喷注夹角<170° 

 

表 3.5：信号和本底再经过每一步筛选后的剩余情况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所有的筛选，信号事例数由 138变成了 52，信号

挑选效率为 38%，本底剩余事例数为 989，统计误差为
√𝑆+𝐵

𝑆
= 62%。 

下表是经过所有筛选后剩余的主要本底（剩余事例数大于 10）的事例数。 

 

表 3.6：经过所有筛选后剩余的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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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在本底中主要的事例是h->bb, h->WW和一些标准模型本

底。 

下图是经过所有筛选条件后，信号和本底（ZH本底，4费米子本底，2费米

子本底）的分布： 

 

图 3.21：经过所有筛选后信号和本底的缪子反冲质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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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结果与分析 

1.14  实验结果 

 

下图为信号和本底的缪子反冲质量拟合结果： 

 

 

图 4.1：𝜈𝜈𝑗𝑗道信号和本底的缪子反冲质量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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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𝑗𝑗𝜈𝜈道信号和本底的缪子反冲质量拟合结 

 

1.15 计算 

根据拟合结果，(ZH) ∗ BR的精度
𝛥(𝑍𝐻)∗𝐵𝑅

(𝑍𝐻)∗𝐵𝑅
为： 

对于𝜈𝜈𝑗𝑗道：11.2%,对于𝑗𝑗𝜈𝜈道：40.3% 

故信号事例数为 

对于𝜈𝜈𝑗𝑗道：𝑁𝑠𝑖𝑔𝑛𝑎𝑙 = 70 ± 8   对于𝑗𝑗𝜈𝜈道：𝑁𝑠𝑖𝑔𝑛𝑎𝑙 = 52 ± 21 

 

根据误差传递公式， 

（
Δ(ZH)∗BR

(ZH)∗BR
）

2
= （

Δ(ZH)

(ZH)
）

2
+ （

ΔBR

BR
）

2
    （4.1） 

其中，
Δ(ZH)

(ZH)
= 0.5%， 可得 

对于𝜈𝜈𝑗𝑗道：
ΔBR(𝜈𝜈𝑗𝑗)

BR(𝜈𝜈𝑗𝑗)
= 11.2% 

对于𝑗𝑗𝜈𝜈道：
ΔBR(𝑗𝑗𝜈)

BR(𝑗𝑗𝜈𝜈)
= 40.3% 



CEPC 上希格斯玻色子衰变到𝑍𝑍∗的模拟研究 

 

28 

由 

𝑁𝑡𝑜𝑡𝑎𝑙 · 𝐵𝑅(𝑍 → ) · 𝐵𝑅(𝐻 → 𝑍𝑍) · 𝐵𝑅(𝑍 → 𝜈𝜈) · 𝐵𝑅(𝑍 → 𝑗𝑗) ·  = 𝑁𝑠𝑖𝑔𝑛𝑎𝑙 （4.2） 

其中是信号选择效率， 

𝑁𝑡𝑜𝑡𝑎𝑙 = 𝐿 · (𝑍𝐻)    （4.3） 

可得 

𝐵𝑅(𝐻 → 𝑍𝑍) =
𝑁𝑠𝑖𝑔𝑛𝑎𝑙

𝐿·(𝑍𝐻)·𝐵𝑅(𝑍→)·𝐵𝑅(𝑍→𝜈𝜈)·𝐵𝑅(𝑍→𝑗𝑗)·
    （4.4） 

各项数据的误差如下： 

表 4.1：各项数据误差 

 𝑁𝑡𝑜𝑡𝑎𝑙 𝐵𝑅(𝑍 → ) 𝐵𝑅(𝑍 → 𝜈𝜈) 𝐵𝑅(𝑍 → 𝑗𝑗) 

均值 1100000 3.366% 20.000% 69.911% 

误差 6600 0.007% 0.055% 0.056% 

 

根据误差传递公式，可得𝐵𝑅(𝐻 → 𝑍𝑍)的精度： 

对于𝜈𝜈𝑗𝑗道：
𝛥𝐵𝑅(𝐻→𝑍𝑍)

𝐵𝑅(𝐻→𝑍𝑍)
= 11.2% 

对于𝑗𝑗𝜈𝜈道：
𝛥𝐵𝑅(𝐻→𝑍𝑍)

𝐵𝑅(𝐻→𝑍𝑍)
= 40.3% 

由于两个道是相互独立的，根据公式 

1

(𝛥𝑥)2 = ∑
1

(𝛥𝑥𝑖)2𝑖    （4.5） 

可得两个道结合起来测得的𝐵𝑅(𝐻 → 𝑍𝑍)的精度为 10.6% 

 

希格斯玻色子的宽度正比于 

  （4.6） 

 

根据误差传递公式，希格斯玻色子宽度的精度为 

  （4.7） 

 

可得希格斯玻色子的宽度的精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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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𝜈𝜈𝑗𝑗道：11.2% 

对于𝑗𝑗𝜈𝜈道：40.3% 

两个道结合起来测得的希格斯玻色子宽度的精度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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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总结与讨论 

本次实验中我分析了 ZH过程的 Z玻色子衰变到两个缪子，希格斯玻色子衰

变到两个中微子和两个喷注过程，采用了一些筛选条件降低了本底，然后通过

拟合获得了希格斯玻色子的相关性质。 

本次实验中𝑗𝑗𝜈𝜈的结果并不好，本底太多，可见目前的筛选条件并不足

以达到很好的结果，还可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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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附录 

本实验的相关代码保存在 https://github.com/cepc/hig2zz 

本实验所用的样本储存在高能所服务器/cefs/data/DstData/CEPC240/CEPC_v4/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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