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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_范分布的近似表示

孙海燕1

(1　武汉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p_范分布是一个包含拉普拉斯分布 、正态分布 、均匀分布等常见分布的分布族。用 p_范分布描述观

测误差的统计特性 , 只需假定误差的分布为单峰 、对称 , 因此 , p_范极大似然平差可以避免事先假定误差的具

体分布模式 ,而在平差过程中确定未知参数及误差的分布具有自适应的特点。但是 p_范分布的密度函数比

较复杂 ,不利于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本文的研究表明 , p_范分布可以近似地表示为拉普拉斯分布与正态分

布或正态分布与均匀分布的线性组合。 p_范分布与本文给出的近似分布具有相同的前四阶矩。由于拉普拉

斯分布 、正态分布 、均匀分布的密度函数都比较简单 ,用近似分布代替 p_范分布会使相关的问题得到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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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测量数据处理中 ,通常假设观测误差服从

正态分布。若观测值来自正态母体 ,用最小二乘

法可以得到待估参数的最优无偏估计。自高斯提

出最小二乘法以来 ,经过 200多年的研究与发展 ,

最小二乘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另外 ,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 ,人们认为正态分布能够很好地描述观测

误差的统计特性 ,加之最小二乘法的计算十分简

便 ,最小二乘法在测量数据处理的实践中占主导

地位。随着观测手段与观测仪器的进步 ,观测值

日趋多样化。在测量数据处理的实践中逐渐发

现 ,观测误差的分布有时同正态分布相去甚远 ,如

地图数字化误差一般就不服从正态分布而是服从

p_范分布(p ≈1.6)[ 1] 。当观测误差不是正态误

差 ,特别是遇到重尾分布 ,少数几个含有较大误差

或粗差的观测值就可能使最小二乘解崩溃。最小

二乘解抗差性差这一缺陷 ,促使人们寻找新的估

计方法。从1953年Box 明确提出稳健性的概念 ,

1960年 Tukey 提出污染分布模式 ,1964年 Huber

发表论文《定位参数的稳健估计》以后 ,子样实际

分布与其理想分布不一致对参数估值带来的影响

得到广泛研究 ,稳健估计的理论与方法在测量数

据处理中也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应用 。污染分布模

式认为 ,观测误差的实际分布为标称分布(或理想

分布)与污染分布的混合体 ,即认为大部分观测值

是正常的 ,来自标称分布 G(x),还有少量的异常

观测值来自污染分布 H(x)。观测值的分布

F(x)可表示为
[ 2]
:

F(x)=(1 -ε)G(x)+εH(x) (1)

　　在实际应用中 ,确定污染分布 H(x)与微小

量ε比较困难。事实上 ,稳健估计只是承认观测

值的实际分布与理想分布之间的差异 ,它的着眼

点是如何消除或削弱这种差异对估计结果的不利

影响 ,并不是具体讨论和确定这种差异 。观测值

的分布 F(x)的主体 G(x)是已知的 ,污染分布

H(x)与污染率 ε是未知的。因此稳健估计理论

的许多结论是针对大子样的 ,是渐近成立的 。这

样当子样容量较小时 ,在应用中就会遇到一些困

难 ,比如对一些统计结果进行假设检验 。

当观测误差的分布为单峰 、对称时 ,可以设观

测误差服从 p_范分布 ,该分布的参数有数学期望

μ、均方差 σ及正实数 p 。当参数 p 从 0趋向于

正无穷时 , p_范分布从退化分布(p※0)经拉普拉

斯分布(p =1)、正态分布(p=2),连续地趋向于

均匀分布(p※∞),其峰态系数可取+∞到-6/5

之间的任意值 ,既包含了单峰对称重尾分布 ,也包

含了单峰对称截尾分布。采用 p_范极大似然平

差可以将 p 作为待估参数 , 从而可以在确

定位置和尺度参数的同时确定p的估值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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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在观测误差的分布为单峰 、对称这样一个比较

宽松的前提条件下 ,完全由观测值确定其分布。

这样就可以研究其抽样分布 ,由此 ,当子样容量不

大时 ,对一些统计结果也可进行假设检验。

尽管用 p_范分布描述观测误差的统计特性

时有一定的优越性 ,但是它的密度函数比较复杂 ,

在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上存在许多困难。因此 ,

寻找一个形式比较简单的函数来近似地代替

p_范分布的密度函数是十分必要的。

1　p_范分布的近似表示

能够全面地描述一个随机变量 x 的统计性

质的是该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分布函数或密度函

数:

F(x)=∫
x

-∞
f(x)d x (2)

式中 ,F(x)是分布函数;f(x)是密度函数 。只要

能够确定 F(x)或 f(x),就能够完全确定随机变

量 x 的统计性质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也可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随机变量的统计性质。常用的数

字特征有数学期望
[ 3]
:

E(x)=∫
+∞

-∞
x f(x)d x =μ (3)

方差:

D(x)=∫
+∞

-∞
(x -E(x))

2
f(x)d x =σ

2
　

(4)

偏态系数:

γ1 =
μ3
σ3
= 1
σ3∫

+∞

-∞
(x -E(x))3 f(x)d x (5)

峰态系数:

γ2 =
μ4
σ4
-3 =

1

σ4∫
+∞

-∞
(x -E(x))4 f(x)d x -3

(6)

数学期望和方差是描述分布统计特性最常用的两

个数字特征 ,正态分布可由这两个参数完全确定。

偏态系数是一个反映分布对称性特征的量 ,对称

分布的偏态系数为零 。峰态系数表达了分布的陡

峭程度 。当一种分布曲线较尖瘦而左右尾较长

时 ,峰态系数为正值 ,而当分布曲线较扁平而左右

尾较短时 ,峰态系数取负值。拉普拉斯分布 、正态

分布及均匀分布的峰态系数分别等于 3 , 0 ,

-6/5。这 4个数字特征可以比较全面地描述一

种分布的特性。

设有两个随机变量 x 1 和 x 2 ,其密度函数分

别为 f 1(x)和 f 2(x)。如果它们的数学期望 、方

差 、偏态系数及峰态系数均相等 ,那么可以近似地

认为 x1 , x2 具有相同的统计性质 ,而且 f 1(x)与

f 2(x)近似相等 。它们的差别是由五阶及其以上

各阶矩的不同引起的 。

　　p_范分布的密度函数为
[ 4]
:

f p(x)=
pλ

2σΓ(
1
p
)
exp{-[ λ

|x -μ|
σ

] p}

(7)

它的数学期望为 μ,方差为 σ2 ,偏态系数为 0 ,峰

态系数为 γ2 。这里

λ= Γ(
3
p
) Γ(

1
p
) (8)

γ2 = Γ(
1
p
)Γ(

5
p
) Γ2(

3
p
)-3 (9)

当 1≤p≤2时 ,有 0≤γ2≤3 ,因此可以用

f(x)=(1-ε)fN(x)+εfL(x) (10)

来近似地表示 f p(x)。其中 fN(x)与 f L(x)分别

为正态分布与拉普拉斯分布的密度函数 ,表达式

分别为:

fN(x)=
1

2πσ
exp[ -

(x -μ)2

2σ2
] (11)

fL(x)=
1

2σ
exp[ -

|x -μ|
σ

] (12)

显然 , f(x)、fN(x)、f L(x)具有相同的数学期望

μ和方差σ2 ,且偏态系数均为零 。而 f(x)的峰态

系数为:

γ2 =
1
σ4∫

+∞

-∞
(x -μ)4[(1 -ε)fN(x)+

εf L(x)] d x =3ε

因此 ,只要令

ε=
1
3
[
Γ(

1
p
)Γ(

5
p
)

Γ2(
3
p
)

-3] (13)

则 f p(x)与 f(x)具有相同的数学期望 、方差 、偏

态系数 、峰态系数。即用 f(x)代替 f p(x)可以准

确到四阶矩。

同理 ,当 2≤p <∞时 , f p(x)的峰态系数介

于正态分布与均匀分布的峰态系数之间 ,因此可

以用正态分布与均匀分布的组合来近似地表示 ,

即

f(x)=(1 -ε)f N(x)+εf R(x) (14)

这里

fR(x)=

1

2σ 3
,
|x -μ|

σ
≤ 3

　0　,
|x -μ|

σ
>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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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知 , fR(x)的数学期望为 0 ,方差为 σ2 ,偏态系

数 γ1=0 ,峰态系数为-6/5。

分布 f(x)的峰态系数为:

γ2 =
1
σ4
(1-ε)∫

+∞

-∞
(x -μ)

4
fN(x)d x +

ε∫
+∞

-∞
(x -μ)4 fR(x)d x -3 =-

6
5
ε

令 ε=
5
6

3 -
Γ(

1
p
)Γ(

5
p
)

Γ2(
3
p
)

(16)

则 f p(x)与 f(x)具有相同的数学期望 、方差 、偏

态系数和峰态系数 ,即用 f(x)代替 f p(x)也可以

准确到四阶矩。

2　ε的确定

从式(10)、(14)可以看出 ,当 p >1 时 , p_范

分布能够近似地由正态分布与拉普拉斯分布或正

态分布与均匀分布表示。换句话说 ,可以把一个

来自 p_范母体的子样看作来自正态分布母体与

拉普拉斯分布母体或正态分布母体与均匀分布分

布母体的子样混合体 。(1-ε)与 ε则能够反映

出来自不同母体子样的比例关系。为了能有一个

直观的认识 ,下面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设 1≤p≤2 ,由式(13)算得的 ε值见表 1 。

表 1　p_ε对照表(1≤p≤2)

Tab.1　Relationship between p and ε(1≤p≤2)

p ε p ε

1.0 1.00 1.6 0.18

1.1 0.76 1.7 0.13

1.2 0.58 1.8 0.08

1.3 0.45 1.9 0.04

1.4 0.34 2.0 0.00

1.5 0.25

　　从表 1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 p_范分布子样

(1≤p≤2)是以怎样的比例关系由正态分布母体

与拉普拉斯分布母体子样混合而成的。尽管这种

关系是近似的 ,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对 p_范分布子

样的构成得到一些了解 ,这显然是有益的。

当 2≤p<∞时 ,根据式(16)同样可作上述计

算 ,计算结果列于表 2 。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提出的 p_范分布的近似

表示式 ,其近似程度是用具有相同的矩的阶数来

表达的。直观上 , p_范分布的密度函数与近似的

密度函数有大致相同的形状。至于各点处 p_范

分布的密度函数值与其近似的密度函数值有多大

差别 ,还需进一步分析计算。

表 2　p_ε对照表(2≤p <∞)

Tab.2　Relationship betw een p and ε(2≤p <∞)

p ε p ε

2 0.00 4 0.68

2.1 0.08 5 0.77

2.2 0.15 6 0.83

2.3 0.21 7 0.87

2.4 0.26 8 0.90

2.5 0.31 9 0.92

2.6 0.35 10 0.93

2.7 0.39 20 0.98

2.8 0.42 30 0.99

2.9 0.45 40 0.99

3.0 0.48 50 1.00

3　结　论

当观测误差的分布为单峰 、对称时 ,可假设观

测误差服从 p_范分布 ,用极大似然法确定位置参

数 、尺度参数和 p的估值 。但 p_范分布的密度函

数比较复杂 ,在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中存在许多

困难。因此 ,需要寻找一个形式比较简单的函数

来近似代替 p_范分布的密度函数。本文的分析

表明 ,根据 p 值的大小(1≤p ≤2或 2≤p <∞),

p_范分布可近似地由正态分布与拉普拉斯分布

或正态分布与均匀分布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这种

表示方法可以近似到四阶矩。拉普拉斯分布 、正

态分布及均匀分布的密度函数都比较简单 ,因此 ,

近似表达式对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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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_norm Distribution

SUN Haiyan
1

(1　School of Geodesy and Geomatics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 hina , 430079)

Abstract:In surveying data processing , we generally suppose that the observational errors dis-

tribute normally .In this case the method of least squares can give the minimum variance unbiased

estimation of the parameters.The method of least squares does no t have the character of robust-

ness.So the use of it w ill become unsui table w hen a few measurements inheriting g ross error

mixed with others.We can use the robust estimate methods that can avoid the influence of g ross

erro rs.This kind of methods does not need to know the exact dist ribution of the observ ations.But

i t w ill also cause o ther dif ficult such as the hypo thesis testing for estimated parameters w hen the

sample size is not so big.Fo r non_normally distributed measurements we can suppose they obey the

p_no rm dist ribution law.p_norm dist ribution is a dist ributive class w hich includes the most f re-

quently used dist ributions such as the Laplace , normal and rectangular ones.This distribution is

symmetry and has a kurtosis betw een 3 and -6/5 when p is g reater than 1.Using p_norm distri-

bution to describe the statist ical character of the errors , the only assumption is that the erro r dis-

tribution is symmetry and has only one peak value.So the method of the p_norm distributive max-

imum likelihood adjustment can avoid determining the particular distributive model exact ly before

the data processing.I t can fix the unknown parameters and the erro rs dist ribution simultaneously .

This method possesses the property of a kind of self_adapt ing.But the density function of the p_

norm dist ribution is so complex , which make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ore difficult.And the t rou-

blesome calculation is also makes this method not suitable for practice.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p_norm dist ribution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linear combination of Laplace dis-

tribution and normal distribution o r by the linear combination of normal dist ribution and rectangu-

lar dist ribution approximately.Which kind of representation w ill be taken is according to that the

parameter p is g reater than 1 and lesser than 2 or that p is greater than 2.The approximate dis-

tribution have the same fi rst four order moments w ith the exact one.That means approximate dis-

tribution have the same mathematical expectation , variance , skew ness and kurtosis with p_norm

distribution.Because of every density function used in the approximate formulas has a simple

form ,using the approximate density function to replace the p_norm ones w ill simplify the prob-

lems of p_norm dist ributed data processing obviously.

Key words:p_no rm dist ribution;approxim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_no rm distribution;skew-

ness;kur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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