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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截断奇异值法和奇异值修正法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不适定问题奇异值分解法，先用截断参

数将奇异值分为相对较大的奇异值和相对较小的奇异值；再用修正参数对相对较小的奇异值进行修正，以抑

制其对观测噪声的放大作用。通过位场延拓中航空重力测量数据向下延拓的仿真实验，验证了改进的奇异值

分解法要优于截断奇异值法、奇异值修正法和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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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不适定问题的方法中，基于奇异值分

解技术（ＳＶＤ）的病态观测方程直接解算法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１６］。在进行奇异值分解之后，相

对大的奇异值及相应的左右特征向量表示模型参

数中比较肯定的可靠的部分，而很小的奇异值和

相应的特征向量则表示不可靠的部分。截断奇异

值法在处理不适定问题的奇异值时，是将小的奇

异值及相应的特征向量删除，实际上是删掉模型

参数中不可靠的部分［６］，但这样做将损害解估计

的分辨率［４，５］。奇异值修正法对不可靠的成分进

行了抑制，它不仅修正了较小的奇异值，而且对相

对较大的奇异值也进行了修正，这样使模型中的

确定成分受到了畸变，同时也增大了偏差［６］。综

合截断奇异值法和奇异值修正法的特点，本文借

鉴杨文采、王振杰将全部奇异值分成两部分分别

修正的思路，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不适定问题奇异

值分解法。

１　不适定方程的谱分解

观测方程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犔＝犃狓 （１）

式中，系数矩阵犃∈犚
犿×狀；待估参数狓∈犚

狀×１；观

测向量犔∈犚
犿×１。取犔为等精度观测向量，观测

方程式（１）的最小二乘解可表示为：

狓^＝ （犃Τ犃）－
１犃Τ犔 （２）

　　如果观测方程（１）是不适定的，则系数矩阵犃

的奇异值单调递减地趋于０，使得很小的观测误

差导致待估参数较大的误差，因此最小二乘解不

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对系数矩阵犃作奇异值分

解（ＳＶＤ）：

犃＝犝Λ犞
Τ
＝∑

狀

犻＝１

λ犻狌犻狏
Τ
犻 （３）

式中，犝、犞分别是犃 的左右奇异值向量，犝＝［狌１，

狌２，…，狌狀］，犞＝［狏１，狏２，…，狏狀］，且满足狌犻狌
Τ
犻＝犐，

狏犻狏
Τ
犻＝犐；Λ 是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犃

的递减的奇异值λ犻，将式（３）代入式（２）中得最小

二乘解的谱分解形式为：

狓＝ （犃Τ犃）－
１犃Τ犔

狓＝犃
＋犔＝∑

狀

犻＝１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 （４）

　　令犔^＝珟犔＋犲，其中珟犔是真值，犲为各元素相互

独立的偶然误差，则式（４）可写成：

狓^＝∑
狀

犻＝１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 ＝∑

狀

犻＝１

狌Τ犻珟犔

λ犻
狏犻＋∑

狀

犻＝１

狌Τ犻犲

λ犻
狏犻 （５）

式中，右边观测值的信号部分的谱分解量狌Τ犻珟犔 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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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０的速度比奇异值λ犻更快；偶然误差是白噪

声类误差，其谱分解量狌Τ犻犲在各个频段具有相同

的频谱特性，尽管其量小，但是趋向于０的速度远

慢于奇异值λ犻，当犻→∞时，λ犻→０，犲将在高频段被

放大，致使向下延拓解不稳定［７］。为了获得稳定

的最小二乘解，必须对不适定方程进行正则化处

理，以抑制高频段观测误差对解的影响。

２　改进的奇异值分解法

奇异值分解法的实质就是寻找适当的滤波因

子，它在低频段接近１，但能以比奇异值更快的速

度趋向于０，使得正则化后的解既能充分利用信

号占优势的低频段的观测值，又能平滑噪声占优

势、引起解不稳定的高频段观测值。引入滤波因

子τ犻后的正则化解的谱分解式为：

狓^τ＝∑
狀

犻＝１

τ犻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 （６）

　　对于截断奇异值法，设犽为截断参数，则其滤

波因子τ犻可定义为：

τ犻 ＝
１，１≤犻≤犽

０，犽＜犻≤｛ 狀
（７）

　　用下标犜表示截断奇异值法的解，将正则化

解的谱分解式（６）写为截断奇异值法的谱分解式

狓^Τ＝∑
犽

犻＝１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它删掉第犽到第狀的奇异值，尽管

彻底消除了小奇异值对观测噪声的放大影响，但

这样损害了解估计的分辨率［３，４］。

对于奇异值修正法，设α是奇异值的修正参

数，则其滤波因子［８］可以定义为：

τ犻 ＝λ犻／（λ犻＋α） （８）

　　用下标犕 表示奇异值修正法的解，将正则化

解的谱分解式（６）写为奇异值修正法的谱分解式

狓^犕＝∑
狀

犻＝１

λ犻

λ犻＋α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它通过修正较小的奇异值，以

抑制其对观测噪声的放大影响，但也对相对较大

的奇异值进行了修正，这样使模型中的确定成分

受到了畸变，同时降低了分辨率，增大了偏差［５］。

对此，设计了一种改进的奇异值分解法，其主要思

路是：引进截断参数，将系数矩阵奇异值分为相对

较大的奇异值和相对较小的奇异值，即可靠部分

和不可靠部分；再用修正参数使其只对模型的不

可靠部分进行修正。这样既抑制了小奇异值对观

测噪声高频段的放大影响，又避免了模型的可靠

部分受到修正的影响。

新的奇异值分解法的滤波因子为：

τ犻 ＝
１，１≤犻≤犽

λ犻／（λ犻＋α），犽＜犻≤｛ 狀
（９）

式中，α为修正参数。

将正则化解的谱分解式（６）可写为：

狓^τ＝∑
犽

犻＝１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

狀

犻＝犽＋１

λ犻

λ犻＋α

狌Τ犻^犔

λ犻
狏犻 （１０）

均方误差 ＭＳＥ为：

ＭＳＥ（^狓τ）＝犇（^狓τ）＋Ｂｉａｓ（^狓τ）＝σ
２
０∑
犽

犻＝１

狏犻狏
Ｔ
犻

λ
２
犻

＋

σ
２
０∑

狀

犻＝犽＋１

（ １

λ犻＋α犻
）
２

狏犻狏
Ｔ
犻 ＋∑

狀

犻＝犽＋１

（ α犻
λ犻＋α犻

）
２

（狏Ｔ犻珘狓）
２狏犻狏

Ｔ
犻

（１１）

　　由式（１１）可以看出，改进的奇异值修正法的

估值误差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测量误差引起

的估值误差，随着犽的增大而增大；第二部分是测

量误差和正则化误差共同引起的估值误差，随着

犽和α的增大而减小；第三部分是正则化引起的

估值误差，随着犽的增大而减小，α的增大而增

大。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犽和α是奇异值分解

法的关键。

３　截断参数和正则化参数的选择

近年来，统计学界和大地测量学界提出了多

种方法来选择正则化参数，其中，广义交互确认法

（ＧＣ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９，１０］，该方法是基于“遗

漏一个”（ｌｅａｖｅｏｕｔｏｎｅ）的思想。正则化参数只

有在相应的解能确保对遗漏的观测值的最佳预测

时被认为是合适参数，该思想转化为一个便于操

作的最小化问题时，就是选择一个值，可以使所谓

的ＧＣＶ函数最小。该函数定义为：

ＧＣＶ＝
１

狀∑
狀

狆＝１

（（犃狓
［犽］
α ）犽－犔犽）

２
＝

１

狀∑
狀

狆＝１

（（犃狓α）犽－犔犽）
２

（１－犙α犽犽）
２

（１２）

犙
α 是所谓的影响矩阵，由犃狓α＝犙

α犔 定义。ＧＣＶ

函数的另一种形式为［９］：

ＧＣＶ＝狀‖犃狓α－犔‖
２／［ｔｒ（犐－犙α）］

２（１３）

式中，狀为观测值个数。

最佳的截断参数犽 和修正参数α 对应于

ＧＣＶ函数的最小值。对于改进的奇异值分解法，

基于犙
α 的定义，容易得到：

犙（犽，α）＝犃（犃（犽，α））
－１ （１４）

式中，犃（犽，α）＝犝×ｄｉａｇ（λ（犽，α））×犞Τ，其中，犞、犝

系数矩阵犃 的谱分解式犃＝犝Λ犞
Τ；λ（犽，α）由下式

得到：

１０９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８月

λ（犽，α）＝
λ犻，犻＜犽

λ犻＋α，犻≥
｛ 犽

（１５）

　　在数据量大的情况下执行ＧＣＶ，应考虑修正

参数的收敛速度［５］：在得到系数矩阵的奇异值λ

后，假设正则化参数为狇个，则取α狇＝λ狀，ｒａｔｉｏ＝

λ１／λ（ ）狀
１／（狇－１），修正参数为：

α犻 ＝ｒａｔｉｏ×α犻＋１，１≤犻≤狇－１ （１６）

　　在本文的实验中，系数矩阵的奇异值λ的分

布见图１，所考虑的修正参数α的分布见图２。

图１　系数矩阵的

奇异值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

　　　　

图２　修正参

数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

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

４　实　例

为了验证改进的奇异值分解法对不适定方程

的有效性，设计了位场延拓中航空重力测量向下

延拓的仿真实验。该实例的系数矩阵的条件数为

１２２．０，其相应的法矩阵的条件数为１４８８４，远大于

１０００的不适定界点
［１１］，表明实例是严重病态的。

４．１　数据准备

以基于ＥＧＭ２００８重力场模型
［１２］计算的重

力异常作为仿真实验的数据基础，其模型阶数达

到２１６０阶。ＥＧＭ２００８重力场模型导出的重力

异常在我国大陆的总体精度为１０．５ｍＧａｌ
［１３］。

基于 ＥＧＭ２００８ 重力场模型计算某区域

２１６０阶的地面重力异常Δ犵０（见封二彩图１）和５

ｋｍ高空面的重力异常Δ犵５（见封二彩图２），其中

Δ犵０ 将作为真值来检验改进的奇异值分解法的有

效性。它的范围为１°×１°，格网间距为２′×２′。

各项重力异常的统计特性见表１。

表１　仿真区域各项重力异常特性的统计／ｍＧａｌ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ａ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ｍＧａｌ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Δ犵０ －３８．７９２ ２３．３２９ －９．４１２ １３．６１０

Δ犵５ －２６．３２４ ９．９６８ －９．３９５ ８．４２０

４．２　结果的比较与分析

为了模拟航空重力测量数据处理结果的误

差，对仿真的航空重力异常Δ犵５ 引入３种观测误

差分别是零均值的白噪声：犲１（σ＝±１ｍＧａｌ）、犲２

（σ＝±３ｍＧａｌ）、犲３（σ＝±５ｍＧａｌ）。为了验证本

文方法的效果，设计了以下４种计算方案：① 根

据直接最小二乘法计算；② 根据截断奇异值法计

算；③ 根据奇异值修正法计算；④ 根据本文提出

的改进的奇异值分解法计算。

将各种方案向下延拓航空重力得到地面重力

异常，与仿真的地面重力异常Δ犵０ 进行比较，以

检验各方案的有效性。为了说明向下延拓过程对

引入误差的放大程度，设计误差比ρ＝（ＳＴＤ－犲）／

犲。比较结果见表２、图３和封二彩图３、彩图４。

表２　与原始海面重力异常Δ犵０ 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ｎｏｍａｌｙ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ａｔａΔ犵０

方案 ＧＣＶ值 最小值／ｍＧａｌ 最大值／ｍＧａｌ 平均值／ｍＧａｌ 标准差／ｍＧａｌ 误差比 截断参数 正则参数

① －１２５．７９ １６０．８３ －０．１０ ２０．２８ １９．２８

１ｍＧａｌ ② １．６３ －１５．１５ １１．０９ －０．１０ ３．４３ ２．４３ ７２５

误差 ③ ３．０７ －１６．３０ １７．６１ －０．１１ ４．４８ ３．４８ ０．０１１

④ １．４３ －１４．８５ １２．１７ －０．１１ ２．８２ １．８２ ８２８ ０．１０８

① －２５５．４５ ３８３．２７ －０．０７ ５４．５３ １７．１７

３ｍＧａｌ ② １１．８１ －２０．１２ １３．４６ －０．０６ ４．４５ ０．４８ ８４０

误差 ③ １５．２５ －２４．６４ １６．６２ －０．１３ ５．７９ ０．９３ ０．０５７

④ １１．５９ －２１．５０ １２．８９ －０．０７ ４．３４ ０．４４ ８４２ ０．８０８

① －５０７．０４ ４３９．７３ －０．１２ ８３．９４ １５．７８

５ｍＧａｌ ② ２８．０８ －２５．４１ ２４．１２ －０．１１ ５．５０ ０．１０ ８５５

误差 ③ ３１．６１ －２５．２３ ２５．６９ －０．１１ ７．６４ ０．５２ ０．０９７

④ ２７．７４ －２５．４１ ２３．４３ －０．１１ ５．４０ ０．０８ ８５６ ０．７１８

　　１）在设计的３种误差条件下，采用方案①计

算的结果与真值相比较的标准差分别为２０．２８

ｍＧａｌ、５４．５３ｍＧａｌ和８３．９４ｍＧａｌ，误差放大分别

是１９．２８倍、１７．１７倍和１５．７８倍，表明该实例是

严重病态的。

２）采用方案④的３种误差条件下的标准差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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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２．８２ｍＧａｌ、４．３４ｍＧａｌ和５．４０ｍＧａｌ，小

于方案②和方案③的标准差，表明改进的奇异值

分解法对不适定问题的处理结果要优于截断奇异

值法、奇异值修正法。

图３　各误差条件下方案②和③基于ＧＣＶ法的

正则化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Ｇｉｖｅｎｂｙ

Ｓｃｈｅｍｅｓ②ａｎｄ③ｉｎ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Ｅｒｒ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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