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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病态约束反演问题的岭估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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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处理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演问题的岭估计解法，推导了相应的求解公式及均方误

差评定精度的方法，给出了确定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演中岭参数的岭迹法、广义交叉核实法和犔

曲线法。算例比较了三种确定岭参数的方法在处理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演问题中的优缺点，并与

截断ＳＶＤ法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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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反演中，等式约束反演

方法可以将主模型和约束信息同时纳入一个模型

（目标函数）中进行计算，使得模型参数同时满足

主模型观测值和约束条件［１３］，但是由于先验信息

及约束条件之间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等式约束矩阵往往具有一定的病态性。约束矩阵

病态时，直接求逆将造成解的极不稳定［４］，因而等

式约束反演模型中约束矩阵病态的处理方法研究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目前国内外

文献中关于该方面的研究很少，已有的病态问题

研究都是针对主模型的［５１３］，主要方法有截断奇

异值分解方法、岭估计方法等，这些方法对于处理

病态约束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处理附有病

态约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演问题的截断奇异值分

解（ＳＶＤ）法
［４］虽然具有计算简单、结果稳定可靠

等优点，但是该方法舍弃了造成相关（病态）的约

束条件，引起了信息损失和浪费。针对此，本文提

出了处理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演问题

的岭估计解法。

１　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

演问题的岭估计法

　　等式约束反演的模型为
［３５］：

犌犿 ＝犱，犉犿 ＝犺 （１）

式中，犌犿＝犱称为主模型；犉犿＝犺称为约束模型；

犌为反演的系数矩阵；犉为约束矩阵；犿为模型参

数向量；犱为观测数据向量；犺为先验信息向量。

利用拉格朗日法求条件极值，可将约束条件

化为无约束条件极值问题求解目标函数，解

得［１４］：

犿^＝ （犌
Ｔ犌）－１犌Ｔ犱－（犌

Ｔ犌）－１犉Ｔ·

（犉（犌Ｔ犌）－１犉Ｔ）－１（犉（犌Ｔ犌）－１犌Ｔ犱－犺） （２）

当犉病态时，犉（犌Ｔ犌）－１犉Ｔ 的条件数很大，相对来

说最小特征值较小，为了改善犉（犌Ｔ犌）－１犉Ｔ 的性

态，得到等式约束反演模型比较稳定的解，

在犉（犌Ｔ犌）－１犉Ｔ矩阵对角线元素上都加上一个常

数，即犉（犌Ｔ犌）－１犉Ｔ＋犽犐的最小特征值接近于零

的程度比犉（犌Ｔ犌）－１犉Ｔ 有所改善。所以附有病

态约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演模型的解为：

犿^＝ （犌
Ｔ犌）－１犌Ｔ犱－（犌

Ｔ犌）－１犉Ｔ（犉（犌Ｔ犌）－１犉Ｔ＋

犽犐）－１（犉（犌Ｔ犌）－１犌Ｔ犱－犺） （３）

式中，犽≥０为岭参数；犐为单位阵。

与式（２）相比，式（３）中犉（犌Ｔ犌）－１犉Ｔ 的求逆

部分增加了犽犐项，因此，矩阵犉（犌Ｔ犌）－１犉Ｔ 的病

态性得到了抑制，犉（犌Ｔ犌）－１犉Ｔ＋犽犐的求逆变得

正常，因而能得到可靠的解。式（３）的结果只与岭

参数犽有关，若选择不同的犽值，得到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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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不相同，所以求解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式

约束反演模型的核心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岭参数。

由协因数传播定律得反演模型参数的协因数

阵为：

犙^犿^犿 ＝ （犌
Ｔ犌）－１－（犌

Ｔ犌）－１犉Ｔ·

（犉（犌Ｔ犌）－１犉Ｔ＋犽犐）－
１犉（犌Ｔ犌）－１ （４）

相应的均方误差为：

ＭＳＥ（^犿）＝σ^
２
０犙^犿^犿 （５）

单位权方差的估值σ^
２
０ 为

［１４］：

σ^
２
０ ＝

犞Ｔ犞
狀＋犮－狋

（６）

式中，犞＝犌^犿－犱；狋＝ｒａｎｋ（犌）；犮＝ｒａｎｋ（犉）；狀为

观测值犱的个数，此处观测值的权矩阵为单位阵。

２　确定岭参数的方法

２．１　岭迹法

在式（３）中，当犽在［０　＋∞）之间变化时，将

犿^的各个分量犿^犻（犽）的岭迹画在同一张图上，选

取使 犿^犻（犽）的岭迹大都稳定的那个点所对应的犽

值作为岭参数。

２．２　广义交叉核实法（犌犆犞）

应用ＧＣＶ法确定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式

约束反演中的岭参数时，需要求解 ＧＣＶ函数的

最小值［６，７］，由式（１）和式（３）得ＧＣＶ函数为：

ＧＣＶ（犽）＝

１

狀
‖犐－犎（犽）犱‖

２

［１
狀
ｔｒａｃｅ（犐－犎（犽））］

２

（７）

式中，犎（犽）＝犌（犌Ｔ犌）－１犌Ｔ－犌（犌Ｔ犌）－１犉Ｔ（犉

（犌Ｔ犌）－１犉Ｔ＋犽犐）－１（犉（犌Ｔ犌）－１犌Ｔ－犺／犱）；狀为观

测值犱的个数。

根据式（７）求解的最小值犽就是 ＧＣＶ所确

定的岭参数。

２．３　犔曲线法

求解附有等式约束的反演模型的目标函数

（准则）是φ＝犞
Ｔ犞＋２犓Ｔ（犉^犿－犺）＝ｍｉｎ，犞＝犌^犿

－犱，从而得到约束矩阵犉正常下的解为式（２）；

当约束矩阵犉病态时，引入岭参数犽来改善病态

矩阵的性态，使其求逆更加稳定，得到的解为式

（３）。在获得式（３）的解之后，根据 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

则化原理，式（３）的解应满足以下准则：

‖犌^犿－犱‖
２
＋犽Ω（^犿）＝ ‖犌^犿－犱‖

２
＋

犽^犿Ｔ犿^＝ ‖犌^犿－犱‖
２
＋犽‖犿^‖

２
＝ｍｉｎ（８）

式中，Ω（^犿）为稳定泛函；‖‖为欧氏２范数；犽

为岭参数；^犿为犿 的估计值。

在式（８）中，‖犌^犿－犱‖和‖犿^‖都是岭参数

犽的函数。犔曲线法确定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

式约束反演中岭参数的主要步骤是：选择不同的

犽值，以‖犌^犿－犱‖为横坐标、‖犿^‖为纵坐标画

图，得到一系列的点（‖犌^犿－犱‖，‖犿^‖），经过

曲线拟合得到一条曲线，即犔曲线，选择犔曲线

上曲率最大的那个点所对应的犽值作为所求的岭

参数。令

η＝ ‖犿^‖
２，ρ＝ ‖犌^犿－犱‖

２ （９）

两边取对数，得：

珔η＝ｌｇη＝２ｌｇ‖犿^‖，珋ρ＝ｌｇρ＝２ｌｇ‖犌^犿－犱‖

（１０）

则犔曲线是由许多（珋ρ／２，珔η／２）拟合而成的。犔曲

线上点的曲率计算公式为：

κ＝
２（珋ρ′珔η″－珋ρ″珔η′）

［（珋ρ′）
２
＋（珔η′）

２］３／２
（１１）

式中，珋ρ′、珔η′、珋ρ″和珔η″分别表示珋ρ、珔η的一阶导数和二

阶导数，并且都是岭参数犽的函数。

对式（１１）求最大值，就可以得到犔曲线的最

大曲率κｍａｘ，κｍａｘ所对应点的犽值就是所求的岭参

数，然后代入式（３）就可以得到附有病态约束矩阵

的等式约束反演问题的解。

３　算例及分析

３．１　算　例

利用文献［４］的算例：设某一反演问题建立的

线性模型为犅狓＝犔，在该模型中，狓为待求的模型

参数，包括４个分量狓１、狓２、狓３和狓４，所附加的线

性等式约束为犌狓＝犠。

为了比较算法的稳定性，将病态约束矩阵犌

进行了改造，得到珚犌，具体数据见表１和表２。矩

阵犌Ｔ犌的条件数为１．６４８３×１０７，矩阵珚犌Ｔ珚犌的条

件数为３．６８３９×１０７，病态性严重。分别利用岭

迹法、ＧＣＶ法和犔曲线法来确定附有病态约束矩

阵的等式约束反演问题中的岭参数，并计算了病

态约束矩阵犌和珚犌 所对应的模型参数狓^（^狓１，^狓２，

狓^３，^狓４）及狓^的均方误差 ＭＳＥ（^狓）。在犌 矩阵约

束下得到的结果称为方案①，珚犌矩阵约束下得到

表１　原始观测数据表

Ｔａｂ．１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犅 犾

０．９６００ ０．７５０２ ０．６３２０ ０．４３５６ ０．０６５８

０．６４０３ ０．４７２８ ０．８５０６ ０．９２６５ ０．３５７８

０．６１６７ ０．２５０１ ０．８６７９ ０．９８０７ ０．８２５６

０．５４０８ ０．８４２１ ０．８２３７ ０．４３０５ ０．０１０６

０．９００６ ０．４５６２ ０．１９８５ ０．９１３６ ０．１５６９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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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称为方案②，直接利用式（２）得到的犌矩

阵约束下的结果称为方案③，直接利用式（２）得到

的珚犌 矩阵约束下的结果称为方案④。计算结果

见表３、表４。

表２　病态约束数据表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ｏｆＩｌｌｐｏｓｅｄ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犌 　　　　　　犠 　　　　珚犌 　　　　　珡犠

０．２３４８ ０．２８９６ ０．８６３８ ０．５１０２ ０．４７６５ ０．２３４８ ０．２８９６ ０．８６３８ ０．５１０２ ０．４７６５

０．２００５ ０．１９８２ ０．４６５２ ０．４６３５ ０．２６６５ ０．２００５ ０．１９８２ ０．４６５２ ０．４６３５ ０．２６６５

０．２３４５ ０．２８９２ ０．８６３１ ０．５１０８ ０．４７６４ ０．２３４３ ０．２８９５ ０．８６３７ ０．５１００ ０．４７６４

表３　模型参数犡反演结果表

Ｔａｂ．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犡

狓１ 狓２ 狓３ 狓４ 犽 计算方法

方案① ０．３９９２ －１．０８７１ ０．７２６３ ０．１３７７ ０．２００１ 犔曲线法

方案① ／ ／ ／ ／ 不收敛 ＧＣＶ法

方案① ０．３９９６ －１．０８７５ ０．７２６５ ０．１３７４ ０．４０００ 岭迹法

方案② ０．３９９２ －１．０８７２ ０．７２６３ ０．１３７７ ０．２００１ 犔曲线法

方案② ／ ／ ／ ／ 不收敛 ＧＣＶ法

方案② ０．３９９６ －１．０８７５ ０．７２６５ ０．１３７４ ０．４０００ 岭迹法

方案③ ０．３８７１ －１．０９５３ ０．７２７６ ０．１４５６ ／ 式（２）

方案④ ０．１６１２ －０．８５４０ ０．６８７７ ０．１８０２ ／ 式（２）

表４　模型参数犡反演结果的精度表

Ｔａｂ．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犡

σ２１１ σ２２２ σ２３３ σ２４４ 单位权方差 计算方法

方案① ０．０４８８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７０ 犔曲线法

方案①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０７０ 岭迹法

方案② ０．０４８８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７０ 犔曲线法

方案②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０７０ 岭迹法

３．２　结果分析

从表３、表４可以看出：

１）本文提出的处理附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

式约束反演问题的岭估计法是非常有效的，犔曲

线法和岭迹法得到的结果与文献［４］中正常约束

下得到的结果［０．３９９１，－１．０８７８，０．７２５６，

０．１３９２］Ｔ相差不大。本算例中ＧＣＶ法是不收敛

的，ＧＣＶ函数的最小值所对应的岭参数为零。由

于岭参数犽＜０．２时，（‖犅^犿－犾‖，‖犿^‖）为一点

（０．０２７８，１．８９００），因而图１（ａ）上半部分显示不

出犔的形状。犔曲线法的结果精度明显高于岭

迹法的结果。

　　２）岭迹法确定岭参数的优点是比较直观，缺

点是缺少严格的理论依据，并且岭参数的选择具

有一定程度的主观随意性。ＧＣＶ法的优点是当

ＧＣＶ函数的最小值存在时，可以获得一个理论上

最优的岭参数，缺点是 ＧＣＶ函数有时不收敛或

变化过于平缓。犔曲线法的优点是理论上非常严

密，定位准确，精度高，且适用性好，是优于岭迹法

和ＧＣＶ法的。

３）本文方案③和方案④的约束矩阵相差不

大，在利用式（２）不加处理病态性直接计算时得到

的两个方案的结果相差很大；当利用附有病态约

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演问题的岭估计法时，得到

图１　岭参数的确定方法

Ｆｉｇ．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ｄｇ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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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案①和方案②的结果相差不大，说明岭估计

法处理等式约束反演中的病态约束矩阵问题非常

有效，结果是稳定可靠的；不处理约束矩阵的病态

性直接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是不稳定的，同时说

明约束矩阵的病态性对于等式约束反演结果有很

大的影响。

３．３　岭估计法与截断犛犞犇法的比较分析

１）岭估计法的结果与文献［４］中截断ＳＶＤ

方法的结果［０．３９７４，－１．０８５６，０．７２５３，

０．１３９４］Ｔ相比稍微有些差别，这是由两种处理附

有病态约束矩阵的等式约束反演问题方法的不同

造成的。

２）由式（３）可以看出，岭估计法是通过在病

态矩阵的对角线元素上加上一个合适的常数（岭

参数）来改善矩阵的性态（病态），从而矩阵的最小

特征值不再接近于零，使得矩阵求逆变得稳定。

该方法的优点是并没有舍掉任何一个约束条件，

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所有的约束信息，即没有信息

损失和浪费，缺点是岭参数的确定一般比较困难，

且计算复杂。

３）令病态矩阵珡Ω＝犉（犌
Ｔ犌）－１犉Ｔ，矩阵珡Ω∈

犆狀×狀的奇异值分解为珡Ω＝犝Σ犞
Ｔ，其中犝 和犞 为狀

阶酉矩阵，Σ＝ｄｉａｇ（σ１，σ２，…，σ狀），σ犻（犻＝１，２，…，

狀）为矩阵非零奇异值。

由于小的奇异值会使反演问题的解失真，而

利用截断ＳＶＤ方法解决约束矩阵病态的关键就

是舍弃较小的奇异值及其影响，就是说，决定狋＝

ｒａｎｋ（犉（犌Ｔ犌）－１犉Ｔ）＜狀的值，从而把近似相关的

问题化为近似不相关的问题，也就使解变得稳定。

定义一个阈值δ＞０，舍弃所有小于δ的奇异值，

则有σ１≥σ２≥…≥σ狋＞δ≥σ狋＋１≥…≥σ狀
［４］，即截断

ＳＶＤ法舍弃了狀－狋个约束条件信息。

４　结　语

等式约束反演方法可以融合多种观测和先验

约束信息，是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反演中数据融合

及获取高精度、科学合理的地球物理解的有效方

法。约束矩阵的病态将造成等式约束反演问题解

的极不稳定，如何处理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 引 入 的 犔 曲 线 法、岭 迹 法 和 ＧＣＶ 法

可以合理地处理约束矩阵病态问题的岭参数，且

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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