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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线性正则化反演中正则化参数的确定方法，提出了以香农熵减最大化为条件的正则化参数确

定方法———最大熵法，并以具体遥感反演实例，和常规正则化参数确定方法比较，证明了最大熵法在观测数据

误差不大的情况下有明显优势，在观测数据误差方差大、而先验知识精度较高时也显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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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遥感研究的本质在于反演，而遥感反演

问题在本质上是病态的、欠定的。正则化方法首

先由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和Ｔｉｋｈｏｎｏｖ分别提出
［１］，Ｔｉｋｈｏｎｏｖ

正则化反演方法尤为常用［１，２］，适用于定量遥感

反演［３］。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确定

正则化参数，正则化参数的优劣直接影响反演结

果。

虽然正则化问题在数学上有很多研究［３］，但

针对遥感反演问题的特点，从信息分析的角度对

线性与非线性正则化反演中的正则化参数的定量

确定方法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献［４］基于最大熵

提出了最优正则化参数方案，但尚缺少理论上的

推导和证明。

在遥感反演中引入信息的计值系统，是定量

遥感反演理论建立的前提。信息论中的熵与信息

的概念恰好就是测度这些量的一个计值系统。引

入信息计值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信

息，包括观测数据中的信息和先验知识中的信息。

成功的定量遥感反演都是充分利用观测数据和先

验知识中的信息。正则化参数起到平衡观测数据

和先验知识在遥感反演中权重的作用。

１　线性正则化遥感反演

以ＢＲＤＦ线性核驱动模型为例，则有：

犚（θ，，φ）＝

犳ｉｓｏ＋犳ｇｅｏ犽ｇｅｏ（θ，，φ）＋犳ｖｏｌ犽ｖｏｌ（θ，，φ） （１）

式中，犚 为二向反射；犽ｇｅｏ为几何光学核；犽ｖｏｌ为体

散射核；θ、、φ分别表示太阳天顶角、观测天顶角

和相对方位角；犳ｉｓｏ、犳ｇｅｏ和犳ｖｏｌ是权重系数，分别表

示各向均匀散射、几何光学散射、体散射三部分在

总的反射中所占比例，也是待反演参数。

如果用矩阵形式表示有犿 个观测的核驱动

模型，记犃为核矩阵，犡 为参数矩阵，则式（１）可

记为犢［犿］＝犃［犿，３］×犡［３］。

２　已有的正则化参数确定方法

文献［３］中以经验方法确定了正则化参数（先

验信息比）。在数学上，关于正则化参数的确定方

法有差分准则法（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伪最优

判别法（ｑｕａｓｉ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广义交叉验

证法（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ＧＣＶ）和犔曲

线法（犔ｃｕｒｖ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等。差分准则法假定观

测数据白噪声的范数‖ε‖２ 是已知的，后面的三

种数学方法都没有这个假定。但这些方法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就是完全从数学的角度考虑极值问

题，没有分析正则化参数的物理意义。另外，也缺

乏一种公认最优的统一定量确定正则化参数的方

法［１］。

１）差分准则法

差分准则法又称 Ｍｏｒｏｚｏｖ差分准则，它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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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次约束的最小二乘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１］。选择λ值的标准是：使得残差犢犿－犃狆^犡犿

的范数等于误差项的范数［５，６］，即‖犢犿－犃狆^犡犿

‖２＝‖ε‖２。

Ｇｆｒｅｒｅｒ／Ｒａｕｓ方法
［７，８］是对上面的差分准则

方法的改进，它是通过式（２）方法来确定λ的：

犌犚（λ）：＝λ
６犢′犿（犃′狆犃狆＋λ

２犐）－３犢犿 ＝ ‖ε‖
２

２

（２）

　　该方法在迭代计算中有时不收敛，故本文比

较各种正则化参数确定方法时没有包含该方法。

２）伪最优判别法

Ｍｏｒｏｚｏｖ于１９８４年提出了如式（３）所示的伪

最优方程［９，１０］，简称为 Ｑｕａｓｉ方法。设 犡^犿１是下

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ｍｉｎ
λ＞０

｛‖犃狆犡犿 －犢犿‖
２
＋λ

２
‖犡犿－犡０‖

２｝

（３）

式中，犡０＝０。又设犡^犿２是下面最小化式（４）的解：

ｍｉｎ
λ＞０

｛‖犃狆犡犿 －犢犿‖
２
＋λ

２
‖犡犿－犡犿１‖

２｝

（４）

　　最优的λ值通过最小化两个解之间的变化得

到，即最小化式（５）（λ＞０）：

犙（λ）：＝ ‖λ
２（犃′狆犃狆＋λ

２犐）－２犃′狆犢′犿‖
２

２ ＝

λ
４（犢′犿犃狆（犃′狆犃狆＋λ

２犐）－４犃′狆犢犿 ＝ｍｉｎ （５）

　　注意到犙（０）＝０，但正如Ｈａｎｋｅ和Ｈａｎｓｅｎ
［１］指

出的那样，对于有限维的正则化问题，这是一个伪特

征（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
［１］。函数犙（λ）在λ＝０的附近通

常有一个很大的最大值。理想的犙（λ）的最小值应

该在这个最大值的右面。

３）广义交叉验证法

广义交叉验证法（ＧＣＶ）
［１１］确定正则化参数

λ的准则是通过最小化式（６）实现的。其思想是：

如果任意的一个观测值被遗漏了，那么相应的正

则化参数的解应该可以很好地预测这个值。正则

化参数应该不依赖于正交变换［７］，由最小化式（６）

来选择正则化参数：

ＧＣＶ（λ）：＝
‖犃狆^犡犿 －犢犿‖

ｔｒａｃ（犐－犃狆犃

狆）
＝

‖（犃狆犃′狆＋λ
２犐）－犢犿‖２

ｔｒａｃ（（犃狆犃′狆＋λ
２犐）－１

（６）

式中，犃狆＝（犃′狆犃狆＋λ
２犐）－１犃′狆。

４）犔曲线法

犔曲线方法
［１］的思想是：先画出ｌｇ（犡^犿 ２）

和ｌｇ（犢犿－犃狆^犡犿 ２）曲线，最优的正则化参数λ

在曲线拐点处，即犔曲线的最大曲率的地方。因

此，犔曲线法是最大化式（７）所示曲率：

犔（λ）：＝ ρ′η″－ρ″η′
（（ρ′）

２
＋（η′）

２）３／２ ＝
ｍａｘ （７）

式中，ρ（λ）＝ｌｇλ
２（犃狆犃′狆＋λ

２犐）－１犢犿 ２；η（λ）＝ｌｇ

（犃狆犃′狆＋λ
２犐）－１犃′狆犢犿 ２。

３　确定正则化参数的最大熵法

以上的几种方法都是从数学的角度推导计算

正则化参数，本文从遥感反演的本质与信息分析

出发，充分考虑正则化参数平衡观测数据和先验

知识的物理意义，提出了一种定量确定正则化参

数的新方法———最大熵方法。

熵是反映不确定性大小的一个物理量，把熵

作为对信息的度量引入到遥感反演中来。根据香

农定义，连续随机变量ξ的信息熵
［１２］为：

犎（ξ）＝－∫狆（狓）×ｌｇ狆（狓）ｄ狓 （８）

式中，狆（狓）为概率密度分布函数。则若ξ为服从

高斯分布的犽维随机变量，它的信息熵 犎（狓）仅

与其协方差ｃｏｖ（ξ）有关，即

犎（ξ）＝ｌｎ （２πｅ）
犽／２ ｃｏｖ（ξ）

１／｛ ｝２ （９）

　　对于待反演参数犡，记其反演前（先验的）熵

为犎ｐｒｉｏｒ（犡），反演后熵为 犎ｐｏｓｔ（犡），熵减 犎狆狉犻狅狉

（犡犿）－犎ｐｏｓｔ（犡犿）表示反演后参数不确定性减小

的程度，即观测数据和先验知识实际提供用于反

演三个参数的总的信息量。熵减越大，说明反演

利用的信息越多。所以使熵减最大就是确定正则

化参数的条件，简称最大熵法。最大熵法确定的

正则化参数是最大化式（１０）的λ：

ｍａｘ
λ＞０

｛犎ｐｒｉｏｒ｝（犡犿）－犎ｐｏｓｔ（犡犿）｝ （１０）

４　最大熵法确定正则化参数的一般

表达式

　　设线性模型犃犡＝犢，这里，犡、犢 分别为狀、犾

维空间Ω狀、Ω犾中的多维随机变量。

由于算子犃的不适定性质，一般寻求满足下

式的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最小方差解
［１，１３］：

ｍｉｎ｛（犃犡－犢）
Ｔ（犃犡－犢）＋λ

２（犡－珚犡）
Ｔ

犆－１狆 （犡－珚犡）｝ （１１）

式中，珚犡是解犡 的先验估计；犆狆是先验估计向量

珚犡 的协方差矩阵。λ
２为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参数，为

推导方便，记γ＝λ
２，犃是算子犃的伴随算子。故

式（１１）的解可表达为：

犡＝珚犡＋（犃犃＋γ犆－
１
狆 ）

－１犃（犢－犃珚犡）　（１２）

　　反演后，参数空间犡 点的后验不确定，可由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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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协方差表征，即其后验信息熵为：

犎ｐｏｓｔ（犡）＝ｌｎ｛（２πｅ）
狀／２
×狘ｃｏｖ（犡）狘

１／２｝＝

ｌｎ｛２（πｅ）
狀／２
×狘（犃

Ｔ犃＋γ犆
－１
狆 ）

－１（γ
２犆－１狆 ＋

犃Ｔｃｏｖ（犢）犃）（犃Ｔ犃＋γ犆－
１
狆 ）

－１
狘
１
２｝

（１３）

设犢的各分量间的测量误差相互独立
［１３，１４］，再令

α（γ）＝（犃
Ｔ犃＋γ犆狆

－１），则有：

犎ｐｏｓｔ（犡）＝

ｌｎ （２πｅ）
狀／２
×
狘（γ

２犆－１狆 ＋σ
２犃Ｔ犃）狘

１／２

狘α（γ）｛ ｝狘
（１４）

　　熵减犎ｐｒｉｏｒ（犡）－犎ｐｏｓｔ（犡），即为反演后参数

不确定性的减小，也即观测数据实际提供用于反

演参数总的信息量。如记犳（γ）＝｜ｃｏｖ（犡ｐｏｓｔ）｜，

在σ
２已知的情况下，犳（γ）为γ的函数，熵减最大

对应犳（γ）取最小值：

犳（γ）＝
（γ
２犆狆

－１
＋σ

２犃Ｔ犃）

α（γ）
２ ＝

（γ
２犆狆

－１
＋σ

２犃Ｔ犃）

犃Ｔ犃＋γ犆狆
－１ ２

，

可以证明，函数犳（γ）在γ＞０时有惟一最小值点，

γ＝σ
２。对于线性正则化反演，在合理假设下，当

反演过程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时，即熵减最大时，

最优的正则化参数为σ
２。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推导是基于连续型问

题的，其实质是函数极值问题。对于离散型问题，

需要针对其取值空间和具体问题特征进一步研

究，本文未包括。对于非线性正则化反演中正则

化参数的问题另文论述。

５　各种正则化参数确定方法的比较

与分析

　　虽然我们推导出来最大熵法确定正则化参数

的方法，但实际上，观测数据的方差是不易得到

的。为了比较传统的正则化参数的确定方法和最

大熵方法，笔者根据线性核驱动模型的先验知识

进行了数值模拟试验，先验知识见表１。

１）参数真值模拟。原则上参数的真值应由先

验的均值和方差随机模拟，但考虑到只有大量的

表１　 核驱动模型三参数先验分布

Ｔａｂ．１　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ｒｉ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ｒｎｅｌＤｒｉｖｅｒ

参数 犳ｉｓｏ 犳ｇｅｏ 犳ｖｏｌ

平均值 ０．３９３ ０．０７９３ ０．１６２

协方差矩阵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０５５６

　０．００４９３ 　０．００７５６ －０．００７１３

－０．００５５６ －０．００７１３ 　

烄

烆

烌

烎０．０１４４

模拟数据才能从统计意义上反映参数的分布，用

犡ｔｒｕｅ＝｜珡犡＋α×σ狆｜来确定参数的真值犡ｔｒｕｅ，其中，

珡犡 为三个待反演参数的先验均值；σ狆 即为三个参

数先验的标准差，即协方差矩阵对角线开方；α为

－２～２的一个常数，表示叠加误差范围在±２倍

的标准差之内。

２）模拟观测数据。有了待反演参数的真值，

根据模型（假设模型是完美的）可以模拟观测数据

的真值。假设观测数据的误差服从均值是０、方

差是σ
２ 的正态分布，将误差叠加到上一步确定的

真值上，就得到了模拟的观测数据。假设反射率

相对误差最大为１０％，则反射率误差不超过０．１。

设观测数据的误差不超过２σ，反算得均方差σ＝

０．０５，方差σ
２＝０．００２５。为了模拟有代表性，模拟

观测数据时叠加误差方差σ
２ 变化分为从２．０５×

１０－５到０．００２５，分为５０等份，对于每一个方差，按

正态分布假设随机模拟了１０００个噪声，叠加到真

实数据上得到１０００个模拟的观测数据。

３）反演。每相邻两个模拟观测数据作为一

组观测值参与反演，共有９９９组。对于每一组观

测数据的反演，由于观测数据的个数２少于待反

演参数３，因而方程是欠定的，适合用正则化方法

求解。在相同的先验知识等条件下，运用上述各

种正则化参数的确定方法，包括最大熵方法计算

得到正则化参数，并计算出各种正则化确定方法

对应于每组模拟观测数据的反演结果，这样对于

每一种方法都有９９９个反演结果。

４）结果比较。用误差范数‖^犡－犡ｔｒｕｅ‖衡量

四种正则化参数确定方法对应的反演结果。对于

每个观测数据的方差，有１０００个模拟观测数据，

９９９个根据两个观测数据和先验知识的反演结

果，计算出９９９个反演结果的误差范数并取其均

值，该误差范数的均值反映了对应相应观测数据

精度的反演精度。四种反演方法的反演精度比较

见图１。其区别在于先验知识的精度不同，即以

犡ｔｒｕｅ＝｜珡犡＋ασ狆｜确定参数真值时α的取值不

同。图１（ａ）的取值分别为０．５、－０．５、０．２５、

－０．２５。从图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 无论先验知识的精度如何，在观测数据误

差的方差较小的情况下，最大熵方法有绝对的优

势。

② 在观测数据误差的方差较大的情况下，若

真值靠近先验知识，即在先验知识的误差不大的

情况下，最大熵方法的优势相对于广义交叉验证

法（ＧＣＶ）和伪最优方法（Ｑｕｓｉ）也是比较明显的。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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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种正则化参数确定方法对应的反演误差

Ｆｉｇ．１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ＦｏｕｒＲｅｇｕｃ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随着观测数据方差的增大，犔曲线法逐渐显示其

优势。

这个结论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最大熵方法拟

从观测数据和先验知识中得到最多的信息，当先

验知识和观测数据的精度都较差，即信息含量均

少的情况下，反演误差相对较大。但犔曲线在这

种情况下的优势显示，最大熵方法还有未考虑到

的因素，在信息的利用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值得

在借鉴犔曲线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最

大熵法对信息的利用状况。

最大熵法确定正则化反演中正则化参数时，

考虑了正则化参数的物理意义，从遥感反演过程

中获取最多信息的角度，更合适确定观测数据和

先验知识在反演中所占的权重，有比较好的结果。

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最大熵法确定的正则化

参数都是最优的。而模拟数据的反演结果显示，

当观测数据误差较大而无法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时，需要依赖于先验知识的确定性，所以对于先验

知识的确定性和反演中的信息流的关系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以期发现遥感反演中更确切的信息表

达方式及提高遥感反演中信息利用率更本质的方

法。

但从线性正则化反演中正则化参数的确定方

法比较结果可以看出，用熵减来衡量反演中的信

息还是有效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信息的计

值系统，才可以从理论上来衡量观测数据和先验

知识在反演中所占的比例，从而在现有研究的基

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观测数据和反演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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