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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不适定遥感反演中正则化参数的定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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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地表和大气参数一体化反演为例，以香农熵减表达反演过程中的信息利用，在一定的合理假设下，

推出了非线性不适定反演问题中正则化参数（先验信息比）在迭代过程中的定量确定方法。本文方法在保持

反演稳定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利用观测数据中的信息，提高了目标参数的反演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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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遥感研究的本质在于反演，但由于目前

数据获取手段的限制，遥感反演总是存在着信息

量不足的问题［１］。针对定量遥感反演问题的不适

定性，李小文等提出了基于 ＵＳＭ（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的多阶段目标决策反演理

论［２］；杨华等［３］进一步将信息熵引入到遥感反演

中，使定量遥感反演理论前进了一步。无论是线

性还是非线性正则化反演，关键问题之一是正则

化参数的确定。文献［３］以图示法给出了线性正

则化参数的确定方法，文献［４］进一步给出了线性

正则化参数的定量确定方法。本文以地表和大气

参数反演问题为例，以 ＭＡＳ（ＭＯＤＩＳ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为信息源，研究定量确定非线性正则

化反演中的正则化参数问题，提高了目标参数的

反演精度。

１　地表与大气参数的反演问题

建立在局地热平衡基础上的热红外辐射传输

方程（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ＲＴＥ）可表示

为如式（１）形式的非线性积分泛函方程
［５］。各符

号意义同文献［５］。方程（１）在忽略第４项———地

表反射的太阳直射项的情况下，线性化处理后变

为方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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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增量δ针对一个先验猜测或平均水平；狋犅是

ＭＡＳ波段亮温；犓狋狊、犓ε、犓狋和犓狇分别是地表温

度狋狊、表面发射率ε、大气温度狋和大气中水汽含

量狇的权重函数。方程（２）写成矩阵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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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ＭＡＳ数据为数据源，以方程（１）为反演模

型，利用中红外和热红外波段进行反演，可以列出

的方程有２１个，待反演的参数包括４０层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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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线、４０层的水汽廓线，中红外和热红外波段各

一个，平均地表发射率和地表温度，地表和大气参

数反演中待反演参数多达８３个，因此，线性化后

的方程（３）仍然是病态的。为了减少待反演参数，

采用经验正交函数（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ＥＯＦ）方法，待反演参数可表示为：

δ狓＝∑
犕

犻＝１

犳犻狏犻 ＝犞犳 （５）

式中，狏犻是第犻个特征向量；犳犻是第犻个展开系数；

犕 表示项数；犞 和犳表示特征向量矩阵和系数向

量。反演方程可以表示为：

δ狋犅 ＝犓δ狓＝犓犞犳＝
︵
犓犳（δ狓＝犞犳，犓犞＝

︵
犓）

（６）

２　正则化反演中的信息与控制

２．１　信息计值系统

以本文研究的地表和大气参数反演问题为

例，仍沿用信息熵作为信息的一个计值系统，但参

数的分布非常棘手。首先，参数的先验分布不一

定是正态的，即使假定参数先验分布是正态的，其

后验分布则极可能是多峰的，这将成为反演中后

验参数不确定性估计的一个瓶颈。本文试图借用

线性正则化反演中的信息熵的概念，考虑模型非

线性本质，回避参数的分布，以提高目标参数的反

演精度为目的，最大限度地利用观测数据和先验

知识中的信息，从正则化参数物理意义出发，在一

定的条件下提出最优正则化参数的定量表达

方法。

２．２　伪犖犲狑狋狅狀迭代过程中最优正则化参数的

定量确定

记前向ＲＴＥ方法的算子形式为犉（犡）＝犢，

其中，犡、犢 分别为狀、犾维空间Ω狀和Ω犾中的多维随

机变量，算子犉：Ω狀→Ω犾是从Ω狀到Ω犾的一个非线

性算子。常用的反演算法采用加入正则化参数的

非线性最小二乘问题的解来逼近原问题的解。

犑（犡）＝ 犢犿 －犉（犡）＋γ 犡－犡
０ （７）

式（７）分两部分，即观测数据误差项和先验知识误

差项。范数‖·‖定义为：

犢犿 －犉（犡）＝ （犢
犿
－犉（犡））

Ｔ（犢犿 －犉（犡））

犡－犡
０
＝ （犡－犡

０）Ｔ犆狆
－１（犡－犡

０）

其中，犡０是为增加反演稳定性引入的待反演参数

犡的一个先验期待；犆狆是先验初始估计犡
０的协方

差矩阵。针对这类极小化问题，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法

的效果较好，但传统的求解 Ｎｅｗｔｏｎ迭代公式在

收敛速度或反演精度等方面都存在不足［７］。本文

采用较为常用的ＧａｕｓｓＮｅｗｔｏｎ迭代公式：

犡狀＋１ ＝犡狀－犑″（犡狀）
－１犑′（犡狀） （８）

忽略二阶导数中对算子犉的 Ｈｅｓｓ矩阵部分，可

以得到ＱｕａｓｉＮｅｗｔｏｎ迭代公式：

δ犡狀＋１ ＝ （犉
Ｔ
狀犉狀＋γ犆

－１
狆 ）

－１犉Ｔ狀（δ犢狀＋犉狀δ犡狀）

（９）

其中，δ犡狀＋１＝犡狀＋１－犡
０，δ犢狀＝犢

犿－犉（犡狀）。结合

ＥＯＦ，迭代公式（９）变成：

犳狀＋１ ＝ （犓
Ｔ犉Ｔ狀犉狀犓＋γ犓

Ｔ犆－１狆犓）
－１犉Ｔ狀犓（δ犢狀

＋犉狀犓犳狀） （１０）

其中，犓为ＥＯＦ变换矩阵，即δ犡狀＝犓犳狀。

流入待反演参数中的信息包括观测数据中的

信息和先验知识中的信息。文献［８］称式（７）中的

γ为先验信息比，清晰地诠释了该参数的物理意

义；文献［７］认为参数γ的选取十分困难。在实际

应用中，通常选取经验性的γ，例如Ｓｕｓｓｋｉｎｄ在

ＴＯＶＳ反演中取犵＝５×１０
－４（即γ）；Ｓｍｉｔｈ在国

际ＴＯＶＳ处理软件包中取γ＝０．１；Ｈａｙｄｅｎ在

ＧＯＥＳＶＡＳ反演中也采用γ＝０．１
［７］。本文基于

每迭代步均为线性的假设，推导出每迭代步最优

的γ，相当于每次迭代过程是一个线性过程，其最

优的γ保证每步迭代均是熵减最大。

对于线性反演问题，犃犡＝犢，待反演参数的先

验熵（Ｓｈａｎｎｏｎ熵）和后验熵分别为
［３］：

犎ｐｒｉｏｒ（ ）犡 ＝ｌｎ （２πｅ）
狀／２
× 犆狆

１／｛ ｝２ （１１）

犎ｐｏｓｔ（犡）＝ｌｎ （２πｅ）
狀／２
× 犃Ｔ犃＋γ犆狆

－（ ）１ －１
γ
２犆狆

－１
＋犃

Ｔｃｏｖ（犢）（ ）犃 犃Ｔ犃＋γ犆狆
－（ ）１ －１｛ ｝

１
２ （１２）

　　如果认为观测空间数据点犢 的各分量间的

测量误差相互独立，设协方差阵如下：

ｃｏｖ（犢）＝

σ
２ ０ ０

  

０ ０ σ

烄

烆

烌

烎
２

＝σ
２犐 （１３）

　　本文希望通过反演，犎ｐｒｉｏｒ（犡）－犎ｐｏｓｔ（犡）最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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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证明［４］，函数犳（γ）在γ＞０时有惟一最小

值点γ＝σ
２。现在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确定式

（９）每一次迭代过程中具有最大熵减的正则化参

数。将式（９）表示为：

（犉Ｔ狀犉狀＋γ犆
－１
狆 ）犡狀＋１ ＝γ犆

－１
狆犡

０
＋犉

Ｔ
狀犢

犿
－

犉Ｔ狀犉（犡狀）＋犉
Ｔ
狀犉狀犡狀 （１４）

可见，每次反演结果皆受初值、测量值及上一次反

演结果的共同作用。存在非线性算子：

（犉Ｔ狀犉狀＋γ犆
－１
狆 ）犡狀＋１ ＝γ犆

－１
狆犡

０
＋

犉Ｔ狀犢
犿
－犉

Ｔ
狀犉（犡狀）＋犉

Ｔ
狀犉狀犡狀 （１５）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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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算子犉的非线性特征，为估计随机变量

犉（犡狀）的协方差，需作近似处理，常见的处理方法

则是线性化方法，即用如下的线性算子代替：

犉（犡）＝犉（珟犡）＋犉′（犡－珟犡） （１６）

取珡犡狀为犉 的线性展开点，有：

犉（犡）＝犉（珡犡狀）＋犉狀犡－犉狀珚犡狀 （１７）

代入式（１４），得：

（犉Ｔ狀犉狀＋γ犆
－１
狆 ）犡狀＋１ ＝γ犆

－１
狆犡

０
＋犉

Ｔ
狀犢

犿
－

犉Ｔ狀犉（珚犡狀）＋犉
Ｔ
狀犉狀珚犡狀 （１８）

两边求协方差，给定珡犡狀的情况下，－犉
Ｔ
狀犉（珚犡狀）＋

犉Ｔ狀犉狀珚犡狀不再是随机变量了：

（犉Ｔ狀犉狀＋γ犆
－１
狆 ）ｃｏｖ（犡狀＋１）（犉

Ｔ
狀犉狀＋

γ犆
－１
狆 ）＝γ

２犆－１狆 ＋σ
２犉Ｔ狀犉狀 （１９）

可见，结果与线性算子是一样的，类似可得到最优

的γ＝σ
２。可以认为，每次迭代过程中，γ≈σ

２是使

迭代过程有效地利用观测数据和先验知识信息的

最优正则化参数。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正

则化参数平衡了观测数据和先验知识的权重；二

是在合理假设下，以熵减最大确定正则化参数。

２．３　最优正则化参数的试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正则化参数的正确性，本文从

ＳＡＴＩＧＲ数据库全球１７６１组温湿廓线中的中纬

度数据中随机选择了１００条大气温度和水汽廓

线，从ＥＮＶＩ所带的波谱库中选择５种地物，并计

算其等效地表发射率，地表温度由大气温度底层

数据加随机产生的均值为０、标准差为２Ｋ的正

态数据生成。对１００组数据用前向模型Ｆ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生成ＭＡＳ波段３０～５０的２１组亮温数。

对生成的模型亮温数据，分别加入不同误差水平

的正态误差（均值为０，标准差分别０．２Ｋ、０．５Ｋ、

１Ｋ），然后进行正则化反演。

图１是在不同的标准差的噪声下使用不同的

正则化参数的反演结果。当噪声标准差较小时，

相对于最优正则化参数而言，较大的正则化参数

的反演结果和最优的正则化参数结果差别不大，

较小的正则化参数则反演结果不好，过小还可能

引起反演过程迭代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近地表

水汽反演中，最优正则化参数反演精度具有明显

优势。当噪声标准差较大时，最优正则化参数的

反演精度明显优于其他选择。噪声标准差越大，

正则化参数越大，这和客观认识是一致的，即在先

验知识一定的情况下，观测数据的可信度越差，先

验知识在反演过程中的信息贡献就应当越多，即

正则化参数越大。

从大量的不同误差标准和不同正则化参数选

择的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粗估计方法得到的最优

正则化参数能有效地提高反演的精度，合理地利

用先验知识和观测数据的信息。

对于实际观测数据的误差分布，一方面方差

不容易精确确定；另一方面，正态分布的假定在有

大异常数据存在及数据缺失的情况下都表现出不

足，因而，最优正则化参数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最

优，是理想化的。为了得到和实际数据符合的真

正意义上的最优，根据最大熵方法，需要客观准确

地刻画参数的先验与后验分布，尤其是后验参数

的分布。这是非线性遥感反演中没有解决的一个

难题，新的估计方法的引进对于反演理论的完善

是必要的。

图１　标准差不同时的反演结果（标准差分别是犃＝０．２Ｋ，犅＝０．５Ｋ，犆＝１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ａｐｏ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

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０．２Ｋ（犃），０．５Ｋ（犅）ａｎｄ１Ｋ（犆）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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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对反演过程各参量物理意义的理解使得在不

改变算法整体的前提下，能有效地利用参量的变

化提高目标参数的反演精度。

对大气地表参数反演问题，利用线性模型的

相关结果，对非线性反演中正则化参数的确定给

出粗估计的方法。从更一般的非线性模型和其他

先验分布的假设下进行信息熵的最大化分析有待

进一步研究。

致谢：感谢施宏先生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

助。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小文，王锦地，胡宝新，等．先验知识在遥感反演

中的作用［Ｊ］．中国科学（Ｄ辑），１９９８，２８（１）：６７７２

［２］　ＬｉＸｉａｏｗｅｎ，Ｙａｎ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ｕＹｉ，ｅｔａｌ．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Ｉ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ＢＲＤＦＭｏｄｅｌｓ［Ｊ］．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１９９７，１（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１１３１２２

［３］　杨华，许王莉，赵红蕊，等．定量遥感正则化反演中

的信息流及其控制［Ｊ］．中国科学，２００３，３３（８）：

７９９８０８

［４］　赵红蕊，唐中实，李小文．线性正则化遥感反演中正

则化参数的确定方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

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６）：５３１５３５

［５］　ＭａＸＬ，ＷａｎＺＭ，ＭｏｅｌｌｅｒＣＣ，ｅｔａｌ．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ｒｏｍ Ｍｅｄｅｒａ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Ｄａｔ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ｗｏｓｔｅｐ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９（２０）：３５３７３５５０

［６］　李俊．大气红外遥感及其反演问题研究［Ｄ］．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１９９５

［７］　李俊，黄思训．改进的偏差原则在大气红外遥感及

反演中的应用［Ｊ］．中国科学（Ｄ辑），２００１，３１（１）：

７０８０

［８］　ＬｉＸｉａｏｗｅｎ，Ｇ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ｎｄｉ，ｅｔａｌ．ＡＰｒｉｏｒｉ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ＬｉｎｅａｒＢＲＤＦ Ｍｏｄｅｌ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Ｊ］．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１０６（Ｄ１１）：１１９２５１１９３５

第一作者简介：赵红蕊，副教授，从事定量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

研究。

Ｅｍａｉｌ：ｚｈｒ＠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犃犚犲犵狌犾犪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犆犺狅犻犮犲犕犲狋犺狅犱狅狀犖狅狀犾犻狀犲犪狉犐犾犾狆狅狊犲犱

犙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犚犲犿狅狋犲犛犲狀狊犻狀犵犐狀狏犲狉狊犻狅狀

犣犎犃犗犎狅狀犵狉狌犻
１
　犜犃犖犌犣犺狅狀犵狊犺犻

１
　犔犐犡犻犪狅狑犲狀

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ｉｎｇｈｕａｙｕ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ＧＩ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３９ＸｉｎｊｉｅｋｏｕＳｔｒｅｅ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５，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ａｋｅ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ｌｌｐｏｓｅ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ｏｒｅｘａｍ

ｐｌｅ，ａｎｄｔａｋｉｎｇＳｈａｎｎ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ｒｅｄｕｃｅａ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

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ｔｈ

ｏｄｉｓｏｎ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ｒｉ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ｉｎ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ｌｌｐｏｓｅ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ｔａｋｅｓｇｏｏｄ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ｌｌｐｏｓｅ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ｍａｘｉｍｕ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ｒｕ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ＧＩＳ，ｅｔｃ．

Ｅｍａｉｌ：ｚｈｒ＠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０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