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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ＭＣＭＣ的混合 α稳定分布参数贝叶斯推理
陈亚军，刘丁，梁军利

（西安理工大学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为解决非高斯信号较难描述这一难点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方法的混合

α稳定分布参数的贝叶斯推理方法。构建了混合稳定分布分层的贝叶斯图模型，利用 Ｇｉｂｂｓ抽样
实现了混合权值和分配参数ｚ的估计，基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算法完成了每个分布元中４个参数的估计。
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准确地估计出混合 α稳定分布中的各个参数，具有很好的鲁棒性和灵
活性，可用于对非高斯信号或数据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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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高斯分布是统计和信号处理领域的一个重
要模型，尤其在语音处理、图像处理、雷达信号处理

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然而现实中有些信号具有尖

峰、偏斜、重拖尾等特性，针对这些非高斯信号或数

据，用高斯模型描述不够准确。近年来稳定分布

（αｓｔａｂｌｅ）模型处理此类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１４］。

文献［１～４］提出了不同的稳定分布的参数估计方
法，能够较好的估计出稳定分布的４个参数，但没有
提及应用越来越多的混合分布模型。单一的分布很

难完美描述一个信号或者数据，为了解决非高斯信

号较难描述这一难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ＭＣＭＣ）的混合α稳定分布的参
数贝叶斯推理估计方法。混合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

有很多，近年来两种方法用的较多：期望最大（ＥＭ）
算法和贝叶斯推理方法。由于ＥＭ算法对初始化要
求较高，且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而基于贝叶斯理论的

参数估计方法由于包含先验信息，且使用灵活，所以

越来越占重要地位。基于蒙特卡罗思想进行参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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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文献也越来越多［５８］，该方法在所求参数的状

态空间中模拟一条马尔科夫链，使得该链的平衡分

布就是所求参数的目标分布，用平衡分布抽出的样

本统计值作为所求参数的数值解，此方法对所求参

数的初始值选择不敏感，大大提高了算法的适应性。

本文主要基于 Ｇｉｂｂｓ和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相结合的马尔科
夫链蒙特卡罗方法实现了混合 α稳定分布的参数
估计，取得了较好效果，能够用于对非高斯信号或数

据建模。

１　混合α稳定分布

１．１　α稳定分布
α稳定分布，又称雷维偏阿尔法稳定分布，可以

用它的特征函数φ（ｔ）的连续逆傅里叶变换定义，其
中，其特征函数如（１）式所示：

φ（ｔ）＝
ｅ－｜ｃｔ｜α［１－ｉｓｉｇｎ（ｔ）βｔａｎ（

πα
２）］＋ｉｔμ，α≠１

ｅ－｜ｃｔ｜α［１＋ｉｓｉｇｎ（ｔ）
２
πβｌｏｇ｜ｔ｜］＋ｉｔμ，α＝

{ １
（１）

式中，α为特征指数，用来衡量分布的脉冲特性，α
越小，分布越具有尖峰特性，α∈（０，２］；β为偏斜
参数，衡量分布的对称性，β∈［－１，１］，当β＝０时
表示对称分布；μ是位置参数，取值任意；ｃ是尺度
参数，衡量分布的宽度（类似于高斯分布中的方

差），要求ｃ＞０。
α稳定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可通过式（２）得到：

ｆ（ｘ；α，β，ｃ，μ）＝ １２π∫
!

－
!

φ（ｔ）ｅ－ｉｔｘｄｔ （２）

　　实际上，式（２）所示的积分仅有３种特殊情况
存在闭式表达式：当 α＝２，分布缩减为正态分布
（方差为σ２＝２ｃ２，均值为μ）；当α＝１且β＝０，分
布缩减为柯西分布；当 α＝１／２且 β＝１，分布缩减
为雷维分布。除了上述特例之外，式（２）所示的概
率密度函数没有解析表达式，严重影响了 α稳定分
布的应用，却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直到近十来年发

现其描述非高斯特性信号的能力强，相关研究得到

重视。

文献［９］提出一种特殊的积分表达式推导出 α
稳定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对 α稳定分布的研究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本文基于文献［９］中Ｎｏｌａｎ的
方法实现了α稳定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１．２　混合α稳定分布

在建立混合α稳定分布模型时，本文借鉴混合
高斯模型，建立混合 α稳定分布模型。假设观测样
本ｙ＝｛ｙ１，ｙ２，…，ｙＮ｝∈Ｒ

１是Ｎ个独立的观测样本，
来自于有ｋ个α稳定分布元的混合概率密度中，则

混合α稳定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如下表示：

ｐＹ（ｙ）＝∑
ｋ

ｊ＝１
ωｊＳｙ｜αｊ，βｊ，ｃｊ，μ( )

ｊ （３）

其中，０≤ωｊ≤１，并且∑
ｋ

ｊ＝１
ωｊ＝１。ωｊ称为混合比

例或第ｊ个分布元的混合权值；ｐＹ（ｙ）是观测数据ｙ
的概率密度函数；Ｓｙ｜αｊ，βｊ，ｃｊ，μ( )

ｊ 是混合分布中

第ｊ个分布元的概率密度。在估计混合模型参数时
往往把其看作为一个缺失数据问题［５］。因此，假设

观测样本ｙ是从ｋ个α稳定分布中随机抽取（每个
分布元做一个标记为 ｊ＝１，２，…，ｋ）。在此，引入一
个分配参数 ｚ，ｚ＝｛ｚ１，ｚ２，…，ｚＮ｝，其中 ｚｉ＝ｊ∈｛１，
…，ｋ｝表示第ｉ个观测样本 ｙｉ属于混合分布模型中
的第ｊ个分布元。

２　混合α稳定分布参数推理的贝叶斯模型

贝叶斯公式如下：

ｐ（Ａ｜Ｂ）＝ｐ（Ｂ｜Ａ）ｐ（Ａ）ｐ（Ｂ） （４）

基于贝叶斯推理方法进行参数估计的基本思

路：基于观测样本、参数的先验分布、似然函数，对所

研究的对象或问题建立参数后验分布的概率模型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模型）。上式中Ａ是要推理估计的未知参
数，Ｂ是已知的观测数据，ｐ（Ａ｜Ｂ）是未知参数的后
验概率密度，ｐ（Ｂ｜Ａ）是似然函数，ｐ（Ａ）是未知参
数的先验概率密度，ｐ（Ｂ）是归一化常数。所以贝
叶斯公式也可写为：

ｐ（Ａ｜Ｂ）∝ｐ（Ｂ｜Ａ）ｐ（Ａ） （５）
在混合α稳定分布模型的参数估计问题中，未

知量为Ａ＝｛ω，ｚ，α，β，ｃ，μ｝，Ｂ是我们已知的数据，
或者叫观测样本，记为 ｙ。则混合模型的贝叶斯模
型可写成如下形式：

ｐ（ω，ｚ，α，β，ｃ，μ｜ｙ）∝ｐ（ｙ｜ω，ｚ，α，β，ｃ，μ）ｐ（ω，
ｚ，α，β，ｃ，μ） （６）
其中ｐ（ω，ｚ，α，β，ｃ，μ｜ｙ）是未知参数的联合后验概
率密度，ｐ（ｙ｜ω，ｚ，α，β，ｃ，μ）是似然函数，ｐ（ω，ｚ，
α，β，ｃ，μ）是参数的先验分布。后面将根据其贝叶
斯公式构建分层的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模型，用来对混合模型
中的５ｋ个参数进行推理，也就是（ωｊ，αｊ，βｊ，ｃｊ，μｊ）。
２．１　参数的先验及其超参数

本文假设特征指数α和偏斜参数β的先验分别
是各自定义域内的均匀分布，尺度参数 ｃ的先验是
以（α０，β０）为超参数的逆伽马分布，位置参数 μ的

先验是以（ξ，Ｋ－１）为超参数的正态分布，即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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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αｊ｜ａ）＝
１
ａ＝

１
２，０＜αｊ≤２

ｐ（βｊ｜ｂ）＝
１
ｂ＝

１
２，－１≤βｊ≤１

ｐ（ｃｊ）＝ＩＧ（ｃｊ｜α０，β０）

ｐ（μｊ）＝Ｎ（μｊ｜ξ，Ｋ
－１













）

（７）

根据文献［５］中类似的混合分布模型参数估计
问题，权值ω＝｛ω１，ω２，…，ωｋ｝服从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分布，
即：

ω～Ｄ（ζ，…，ζ） （８）
　　本文对混合α稳定分布的权值采用同样的先验
分布。

２．２　分层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模型
文中式（６）所示的是混合α稳定分布参数贝叶

推理的模型。为了简化公式的表述，将混合分布中

每个成分的４个参数表示为 θ＝｛α，β，ｃ，μ｝，将各
自先验分布的超参数表示为 λ＝｛ａ，ｂ，α０，β０，ξ，
Ｋ｝。另外分布元的个数ｋ是先验给定的，可从观测
样本的直方图中观测估计或人为给定。则对公式

（６）进行更严密的表示如下：
ｐ（ω，ｚ，α，β，ｃ，μ｜ｙ）∝ｐ（ｙ｜ｋ，ω，ｚ，θ，λ）ｐ（θ｜

ｋ，λ）ｐ（ｚ｜ｋ，ω）ｐ（ω｜ｋ，ζ）ｐ（ｋ）ｐ（ζ）ｐ（λ） （９）
其中：

　ｐ（θ｜ｋ，λ）＝
ｐ（α｜ａ，ｋ）ｐ（β｜ｂ，ｋ）ｐ（μ｜ｋ，ξ，Ｋ－１）ｐ（ｋ，α０，β０）

　　图１所示为本文所建立的分层的混合α稳定分
布的贝叶斯参数推理图模型。

图１　混合α稳定分布的分层贝叶斯有向无环图模型
Ｆｉｇ．１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ｃｙｃｌｉｃｇｒａｐｈ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ｏｆαｓ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ＭＣＭＣ算法实现

对所研究的问题建立后验分布的概率模型，未

知参数后验分布的计算需要高维积分，实际上不能

得到后验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解析解。为解决高维

积分问题，本文考虑用 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ＭＣＭＣ）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其基本思想是：构造
一条 Ｍａｒｋｏｖ链，使其平稳分布为待估参数的后验分

布，通过这条马尔科夫链产生后验分布的样本，并基

于马尔科夫链达到平稳分布时抽取的有效样本进行

蒙特卡罗积分，可以用此方法得到参数的近似数值

解。ＭＣＭＣ抽样的核心策略就是：约束所构造的马
尔科夫链的转移核满足详细平衡条件，使马尔科夫

链的平衡分布就是目标分布。当然从平衡分布抽样

出的参数样本即为服从目标分布的样本。ＭＣＭＣ算
法的主要方法有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Ｈａｓｔｉｎｇｓ算法和Ｇｉｂｂｓ算
法。

如果构造的参数的后验分布能够写出全条件分

布，则可以用Ｇｉｂｂｓ算法直接抽样；如果写不出参数
后验分布的全条件分布，可根据参数的先验分布、似

然函数、以及建议分布等构造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Ｈａｓｔｉｎｇ的
接收拒绝函数，完成参数抽样过程。

本文提出的混合α稳定分布模型的具体贝叶斯
推理实现步骤如下：

１）初始化马尔科夫链的初始参数；
２）利用Ｇｉｂｂｓ抽样算法，更新混合权值ω；
３）基于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抽样算法，更新参数θ＝｛α，

β，ｃ，μ｝；
４）更新分配参数ｚ。
按照步骤１）～４）的顺序，进行足够的迭代次

数，每迭代一次，完成对所有参数的一次抽样。其

中，步骤１）主要对先验分布的超参数以及第一次迭
代之前未知参数的初始值做设定；步骤２）和４）所
抽样的参数可以写出全条件分布，用 Ｇｉｂｂｓ抽样方
法；步骤３）用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算法完成。以此类推，进行
算法迭代，最后达到平衡分布，最后抽样出的参数即

为所求参数。后面详细对此过程作介绍，参数的初

始化放在最后仿真过程中说明。

３．１　更新权值ω
由于混合分布的权值 ω的全条件分布可以写

出，所以直接可以用 Ｇｉｂｂｓ抽样算法推理得出。权
值ω的全条件分布是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分布，参数是（ζ＋
ｎｊ）。即：

（ω１，ω２，…，ωｋ）｜… ～Ｄ（ζ＋ｎ１，ζ＋ｎ２，…，ζ＋
ｎｋ） （１０）

这里用“｜…”表示条件依赖于其他所有变量。
其中，ｎｊ是每次迭代过程中，每个观测样本 ｙ被分配

到混合分布中第ｊ个成分的次数，即ｎｊ＝∑ｉ
δ（ｚｉ－

ｊ），δ代表Ｄｉｒａｃ函数，ζ是权值先验分布的超参数。
３．２　基于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抽样更新参数

在参数的每次迭代过程中，基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算
法根据接收—拒绝函数依次更新参数 θ＝｛α，β，ｃ，
μ｝中的４个参数。实际上，此处每次迭代都包含４ｋ

７８３　陈亚军等：基于ＭＣＭＣ的混合α稳定分布参数贝叶斯推理　



个参数的求解（混合α稳定分布包含 ｋ个稳定分布
元），每个分布元有４个参数。每次迭代的策略都
一样，此处仅以一次迭代过程所有参数的抽样过程

作分析。每个参数的抽样过程即从建议函数中抽取

一个候选参数，然后根据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的策略判断是
否接受该参数的值。选用对称的建议分布作为建议

函数，本文用正态分布。由建议函数生成的混合 α
稳定分布中第 ｊ个成分的候选参数记为：θｎｅｗｊ ＝

｛αｎｅｗｊ ，β
ｎｅｗ
ｊ ，ｃ

ｎｅｗ
ｊ ，μ

ｎｅｗ
ｊ ｝；

在一次迭代过程中，对混合 α稳定分布中第 ｊ
个分布元的特征指数参数αｊ的抽样过程如下：

步骤１　假设在第ｔ步迭代中，参数的马尔科夫
链状态为：（ｔ，α（ｔ）ｊ ），从参数的建议分布函数中，抽

取新的候选参数αｎｅｗｊ ，即α
ｎｅｗ
ｊ ～ｐ（αｎｅｗｊ ｜α

（ｔ）
ｊ ）。此

处，选择对称的正态分布作为建议分布：αｎｅｗｊ ～

Ｎ（α（ｔ）ｊ ，σα）；
步骤２　从［０，１］均匀分布中抽取随机数 ｕ：ｕ

～Ｕ（０，１）；
步骤 ３　根据 ＭＣＭＣ策略，计算接受—拒绝

函数：

ραｊ＝ｍｉｎ１，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

ｎｅｗ
ｊ ，βｚｉ，ｃｚｉ，μｚｉ）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

（ｔ）
ｊ ，βｚｉ，ｃｚｉ，μｚｉ

{
）

ｐ（ｋ，ωｚｉ，α
ｎｅｗ
ｊ ，βｚｉ，ｃｚｉ，μｚｉ）

ｐ（ｋ，ωｚｉ，α
（ｔ）
ｊ ，βｚｉ，ｃｚｉ，μｚｉ）

ｑ（α（ｔ）ｊ ｜α
ｎｅｗ
ｊ ）

ｑ（αｎｅｗｊ ｜α
（ｔ）
ｊ

}
）

（１１）

由于各个参数的先验相互独立，因此：

ｐ（ｋ，ωｚｉ，α
ｎｅｗ
ｊ ，βｚｉ，ｃｚｉ，μｚｉ）

ｐ（ｋ，ωｚｉ，α
（ｔ）
ｊ ，βｚｉ，ｃｚｉ，μｚｉ）

＝
ｐ（αｎｅｗｊ ）
ｐ（α（ｔ）ｊ ）

　。 （１２）

又由于ｐ（αｊ）＝ｐ（αｊ｜ａ）＝１／２，同时参数的

建议分布是对称的正态分布，所以：ｑ（αｔｊ｜α
ｎｅｗ
ｊ ）＝

ｑ（αｎｅｗｊ ｜α
（ｔ）
ｊ ），则公式（１１）可以被简化为下式：

ραｊ＝ｍｉｎ１，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

ｎｅｗ
ｊ ，βｚｉ，ｃｚｉ，μｚｉ）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

（ｔ）
ｊ ，βｚｉ，ｃｚｉ，μｚｉ

{ }
）

（１３）

计算公式（１３）的值，如果 ｕ＜ｍｉｎ｛１，ραｊ｝，接

受候选参数 αｎｅｗｊ ，即 α
（ｔ＋１）
ｊ ＝αｎｅｗｊ ；否则，α

（ｔ＋１）
ｊ ＝

α（ｔ）ｊ 。
针对混合α稳定分布中的位置参数 μ、偏斜参

数β和尺度参数ｃ，其抽样策略和特征指数α一样。
建议分布也采用对称的正态分布。根据式（７），其
它三个参数的先验分布不一样，其各自的接受—拒

绝函数如下：

ρβｊ＝ｍｉｎ１，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ｚｉ，β

ｎｅｗ
ｊ ，ｃｚｉ，μｚｉ）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ｚｉ，β

（ｔ）
ｊ ，ｃｚｉ，μｚｉ

{ }
）

（１４）

ρｃｊ＝ｍｉｎ１，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ｚｉ，βｚｉ，ｃ

ｎｅｗ
ｊ ，μｚｉ）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ｚｉ，βｚｉ，ｃ

（ｔ）
ｊ ，μｚｉ

{
）

ＩＧ（ｃｎｅｗｊ ｜α０，β０）
ＩＧ（ｃ（ｔ）ｊ ｜α０，β０

}
）

（１５）

ρμｊ＝ｍｉｎ１，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ｚｉ，βｚｉ，ｃｚｉ，μ

ｎｅｗ
ｊ ）

∏Ｎ

ｉ：ｚｉ＝ｊ
ｐ（ｙｉ｜ｋ，ωｚｉ，αｚｉ，βｚｉ，ｃｚｉ，μ

（ｔ）
ｊ

{
）

Ｎ（μｎｅｗｊ ｜ξ，Ｋ
－１）

Ｎ（μ（ｔ）ｊ ｜ξ，Ｋ
－１ }
）

（１６）

３．３　基于Ｇｉｂｂｓ抽样更新分配参数ｚ
前文已提及将混合分布模型看成一个“缺失数

据”问题，每次迭代时，都要估计观测样本 ｙｉ更有可
能是从哪个分布元中抽取出的。分配参数 ｚ的全条
件分布为：

ｐ（ｚｉ＝ｊ｜…）∝ｐ（ｙｉ｜ｋ，ωｊ，αｊ，βｊ，ｃｊ，μｊ）ｐ（ｚ）

（１７）
即：ｐ（ｚｉ＝ｊ｜…）∝ωｊｐ（ｙｉ｜ｋ，ωｊ，αｊ，βｊ，ｃｊ，μｊ），

实际确定ｚ的值时，用下式：

ｐ（ｚｉ＝ｊ｜…）＝
ωｊｐ（ｙｉ｜ｋ，ωｊ，αｊ，βｊ，ｃｊ，μｊ）

∑
ｋ

ｊ＝１
ωｊｐ（ｙｉ｜ｋ，ωｊ，αｊ，βｊ，ｃｊ，μｊ）

（１８）
将ｐ（ｚｉ＝ｊ｜…）表示为：ｐｉｊ，表示第ｉ个样本属

于第ｊ个分布元的概率。然后，每次迭代过程中，对
于每一个样本 ｙｉ，确定 ｚｉ的值时，生成一个介于［０，
１］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ｕｉ。当 ｐｉ１＋ｐｉ２＋… ＋
ｐｉ（ｊ－１）＜ｕｉ≤ ｐｉ１＋ｐｉ２＋…＋ｐｉｊ时，ｚｉ＝ｊ。

４　仿真结果及分析

本文主要针对人工合成的符合混合α稳定分布
的非高斯数据和符合高斯分布的样本数据以及来自

于现实中的实际数据共三种数据集上作了仿真测

试。人工合成的混合 α稳定分布数据集测试中，各
个参数的先验分布的超参数λ＝｛ａ，ｂ，α０，β０，ξ，Ｋ｝
的取值如下：参数 α和 β的支撑区间为分别为（０，
２］和［－１，１］，所以超参数ａ＝ｂ＝２。参数ｃ的逆伽
马分布的超参数取α０＝β０＝１。用于参数μ的高斯
分布的超参数分别取均值为 ξ＝０．１，方差 Ｋ－１＝
０．２。其他的参数如混合分布权值的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分布
的超参数为ζ＝１。仿真过程中参数θ＝｛α，β，ｃ，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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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分布函数为正态分布函数，其均值采用当前

所抽样的参数为均值，方差取为σθ＝０．１，当然四个
参数的建议方差也可取不同值。

４．１　仿真数据
本文用文献［１０］中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等人提出的生成

符合α稳定分布随机数的方法，生成了服从如下混
合α稳定分布的数据样本Ｙ：

Ｙ～０．４Ｓｙ｜１．５，０．７，０．６，－４．( )５ ＋
０．３Ｓ（ｙ｜０．８，０，０．６，０）＋
０．３Ｓ（ｙ｜１．３，－０．８，０．７，５） （１９）

从该混合分布中随机抽取出１０００个样本，笔
者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对该混合α稳定分布作参数的
估计。

此处分布元个数 ｋ取３，迭代时各个参数的初
始值取值如下：权值ωｊ＝１／３，αｊ＝１．２，βｊ＝０，ｃｊ＝
１；混合分布的位置参数取 μ＝［－３，１，３］，迭代次
数选用１２０００次，其中ＢｕｒｎＩｎ时间为５０００次。图
２所示为该混合α稳定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估计结
果。图中柱形图是生成数据样本的直方图，曲线是

由估计出的参数画出的混合α稳定分布的概率密度
函数曲线。可以看出估计出的参数很好地描述了

数据。

图２　混合α稳定分布概率密度估计结果
Ｆｉｇ．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ｐｄｆｏｆ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ｏｆ

αｓ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表１所示为多次试验中仿真出的参数平均值统
计，估计出的参数和原始参数的真实值很接近，而且

所估计参数的样本标准差很小，证明了该方法的有

效性。

表１　参数估计结果统计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真实值 初始值 估计值 标准差 参数 真实值 初始值 估计值 标准差 参数 真实值 初始值 估计值 标准差

ω１ ０．４ １／３ ０．３９ ０．０１６ ω２ ０．３ １／３ ０．２９ ０．０１２ ω３ ０．３ １／３ ０．２９８ ０．００４
α１ １．５ １．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９ α２ ０．８ １．２ ０．８６ ０．０７ α３ １．３ １．２ １．３２ ０．０３５
β１ ０．７ ０ ０．７６ ０．０５７ β２ ０ ０ ０．０２ ０．０２３ β３ －０．８ ０ －０．７３ ０．０８１
ｃ１ ０．６ １ ０．６２ ０．０３２ ｃ２ ０．６ １ ０．６５ ０．０７２ ｃ３ ０．７ １ ０．６８ ０．０３
μ１ －４．５ －３ －４．５８ ０．０９０ μ２ ０ １ ０．０３ ０．０２４ μ３ ５ ３ ５．０７ ０．０９２

　　本文实验过程中，用位置参数和尺度参数同样
的策略来估计混合高斯分布模型的均值和方差。图

３中，柱形图是生成的符合式（１９）分布的数据样本
的直方图，曲线是用３个高斯混合模型进行１２０００
次迭代之后，数据直方图拟合的结果，由于数据直方

图具有偏斜和尖峰特性，用高斯混合模型不能够很

好的描述数据；随后用４～５个高斯分布来拟合观测
数据的直方图，结果一样不理想。

图３　混合高斯分布概率密度估计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ｐｄｆｕｓｉｎｇＧａｕｓｓ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　

同时，为了证明该方法对符合高斯分布数据描

述的有效性，我们生成了２０００个服从如下高斯混
合分布的数据２样本，记为Ｙ２：

Ｙ２～０．３Ｎ（－３，１）＋０．５Ｎ（１，０．８）＋
０．２Ｎ（５，０．６） （２０）

分别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对其用混合α稳定分
布和混合高斯分布作数据的拟合，表２和表３分别
是两种方法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图４是两种混合
模型对数据２的概率密度函数拟合图。可以看出针
对高斯数据，文中提出的混合 α稳定分布也能很好
的进行数据描述。理论上讲，针对高斯数据，估计出

的偏斜参数β应接近０。但由于特征指数接近于２
时，偏斜参数β取值对概率密度函数基本没有影响，
所以表２中β参数的估计偏差较大。从图４（ａ）中
也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对数据描述的非常好。图 ４
（ｂ）是用混合高斯分布拟合的结果，估计出的概率
密度函数曲线对数据描述准确，再次证明了本文方

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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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用混合α稳定分布对数据２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２ｕｓｉｎｇ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ｏｆαｓ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参数 初始值 估计值 标准差 参数 初始值 估计值 标准差 参数 初始值 估计值 标准差

ω１ １／３ ０．２９ ０．０３ ω２ １／３ ０．５ ０．０６ ω３ １／３ ０．２１ ０．０９
α１ １．２ １．９７ ０．０４ α２ １．２ １．９９ ０．０７３ α３ １．２ １．９８ ０．０８
β１ ０ ０．４ ０．４３ β２ ０ ０．０５ ０．１５ β３ ０ －０．２５ ０．２
ｃ１ １ ０．７２ ０．０８ ｃ２ １ ０．５９ ０．０８２ ｃ３ １ ０．４２ ０．０７２
μ１ －２ －２．９９ ０．０６ μ２ ０ １．０２ ０．０６７ μ３ ２ ５．０２ ０．０５

表３　用高斯混合分布对数据２参数估计结果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ａｔａｓｅｔ２ｕｓｉｎｇ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ｏｆＧａｕ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参数 ω１ μ１ σ１ ω２ μ２ σ２ ω３ μ３ σ３
真实值 ０．３ －３ １ ０．５ １ ０．８ ０．２ ５ ０．６
初始值 １／３ －２ １ １／３ ０ １ １／３ ２ １
估计值 ０．３１ －２．９８ １．０２ ０．４９ １．０３ ０．８３ ０．１９７ ４．９８ ０．５９
标准差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６

图４　数据２的概率密度拟合结果
Ｆｉｇ．４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２

　

图５　ｅｎｚｙｍｅ数据的概率密度拟合结果
Ｆｉｇ．５　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ｚｙｍｅ

　

４．２　实际数据
除了将此算法应用在人工合成的数据进行概率

密度函数估计之外，我们选择了文献［５］中所选用
的一组实际数据：ｅｎｚｙｍｅ．ｄａｔ。如图所示，这个数据
集合包含了血液中 ２４５个酶在新陈代谢时酶活性
值。数据主要包含酶活性较快的部分和活动缓慢的

部分，故可将酶活性值的直方图看作两个分布元的

混合分布，遂对其进行数据拟合，来描述该数据。

在这个实例中，用两个 α稳定分布元对 ｅｎｚｙｍｅ
数据进行拟合，最终参数估计的结果如下：权值分别

为０．３７６９，０．６２３１；特征指数为１．６６２１，１．５５４５；
偏斜参数为０．８９３０，０．９０６６；尺度参数为０．０５５２，
０．２５８９；位置参数为０．２０４７，１．３８８９。用两个高斯
分布拟合的结果：权值分别为０．５７７９，０．４２２１，均
值分别为０．１８５１，１．０８９６，方差为０．０８４１，０．５０７９。

图５中（ａ）图是用两个稳定混合分布拟合的结
果，图中曲线是拟合估计出的混合稳定分布的概率

密度函数曲线；（ｂ）图是用两个高斯分布拟合的结
果，图中曲线是高斯混合分布拟合的概率密度函数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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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也用３个高斯分布进行了估计，效果与
图５（ｂ）基本一样。可以看出，由于原样本数据直方
图的右峰有一定的偏斜性，不对称，用混合高斯分布

对数据拟合时，右边分布元对数据的拟合结果没有

混合α稳定分布的准确，即参数估计精度不如混合
α稳定分布。

除上述测试，用本文提出的算法进行混合 α稳
定分布的数据拟合时，对算法的鲁棒性也作了测试。

对参数的值进行初始化时，选用几个不同的初始值

测试，最终结果证明，各个参数的估计均收敛了，接

近真实值。说明本文提出的该算法估计混合分布

时，对初值的选择不敏感，优于基于ＥＭ算法的参数
估计方法。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抽样和 Ｇｉｂｂｓ
抽样相结合的 ＭＣＭＣ方法来实现混合 α稳定分布
的参数估计。仿真结果表明，基于所建立的混合分

布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模型能很好的估计出混合α稳定分布
的参数，同时为其他混合分布模型的参数估计提出

一种参考。此方法对初始值不敏感，优于基于 ＥＭ
算法的参数估计方法。另外，高斯混合模型能够描

述的数据，混合α稳定分布也能够很好描述。由于
每一个α稳定分布元相对于高斯分布元，多了偏斜
参数和衡量数据尖峰特性的特征指数参数，因此比

混合高斯分布更具普适性和灵活性，尤其是描述具

有尖峰特性和偏斜或重拖尾的非高斯信号或数据

时，混合高斯模型拟合效果不佳，而混合α稳定分布
能够达到很好效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

很好的描述非高斯数据，在估计精度方面，此方法也

优于混合高斯模型，能够用于非高斯数据或信号的

建模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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