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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二阶矩过程 (Ⅰ) 一一一时域分析

      二阶矩过程 (second-order processes)  是电子技术与通信领域最为
常见的一类随机过程。这类过程的主要特性可以通过其二阶矩的性质体现。
因此，围绕着“相关” (correlation) 展开的一系列概念及处理方法在二阶
矩过程的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1   基本定义与性质

u       数学上，“矩”是一组点组成的模型的特定的数量测度。在力学和统计学中都有用到“矩”。

u       如果这些点代表“质量”，那么：

          零阶矩表示所有点的 质量；一阶矩表示 质心；二阶矩表示 转动惯量。

u      如果这些点代表“概率密度”，那么：

         零阶矩表示这些点的 总概率（也就是1）；一阶矩表示 期望；二阶（中心）矩表示 方差；三阶（中心）

矩表示 偏斜度；四阶（中心）矩表示 峰度；

u      这个数学上的概念和物理上的“矩”的概念关系密切。



数学中的矩与物理中的矩

说到“矩”，很容易想到物理学上的“力矩”，而“力矩=力臂×力”。我们从力矩开始说起。

原点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船舵，有三个船员都用力转动船舵，不过着手

点力臂分别L1 、L2和L3。那么平均力矩是多少？

有个问题，如果有个船员反向推动船舵，要怎样衡量大家

用力的总能量呢？很简单，将力取平方。比如F2对应的力

方向相反，则平均能量可以写成：



数学中的矩与物理中的矩

说到“矩”，很容易想到物理学上的“力矩”，而“力矩=力臂×力”。我们从力矩开始说起。

原点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1）式即一阶原点距，（2）式即二阶原点距。所谓一阶

二阶，指代的是力矩的阶数。前者衡量的是力矩的平均水

平，后衡量的是能量。所谓“原点”，是因为力矩的计算

是指向船舵原点的，但既然有指向原点的“原点矩”，就

有指向其他位置的矩，这种矩叫“中心距”。



数学中的矩与物理中的矩

中心矩

这个“中心”，指的是哪里呢？——是平均值。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上述例子中的力取相等的F。且取

L1=5l、L2=6l、L3=4l。 那么“中心”指的就是：

画出来就是这样：

也就是图中的红圈，其代表的力矩是5Fl，

这是中心距计算里的“中心”，也就是力

矩的平均值。



数学中的矩与物理中的矩

（1）那么一阶中心距是：

是的，一阶中心距一定等于零，所以你听到的中心距一定是从二阶开始的。

（2）那么二阶中心距是：

有没有觉得眼熟？没错，二阶中心距就是方差。它衡量的是例子中，三个力矩的离散程度，这个可以直观地

理解到。



数学中的矩与物理中的矩

（3）同理，三阶中心距就是：

三阶中心距也叫偏度。是的，跟我们说的“偏度因子”是有关的。要记住带“因子/系数”的都是无量纲

的，怎样消除的量纲呢，也很简单，对于三阶中心距，除以标准差的三次方，即可消除量纲。即：

这里再一次印证了标准差的妙用，因为它的量纲与原物理量一致，常常用幂指数的方式消除量纲，相关系

数也是用标准差消除量纲的。



数学中的矩与物理中的矩

（4）依旧同理，四阶中心距就是：

四阶中心距也叫峭度或者峰度。峭度因子是消除量纲后的峭度，方法是除以标准差的四次方。即：

综合上述“原点矩”和“中心矩”的描述，其一般表达式分别为：

原点矩： 中心距：



数学中的矩与物理中的矩

好了，关于概率论中的“矩”的概念基本都介绍完了，下次在看到“几阶某某矩”不明白的时候可以回顾这

里看一下，相信对你的理解能有所帮助。

总结一下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二阶矩过程 (Ⅰ) 一一一时域分析

现在首先给出二阶矩过程的定义。

• 定义2.1（二阶矩过程）

2.1   基本定义与性质

X(t)=Acos(wt+θ)



• 定义2.2（自相关函数）

• 定义2.3(自协方差函数）

     研究二阶矩过程最重要的工具是自相关函数 (autocorrelat ion funct ion) ，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统计相关概念在随机过程中的延伸，它反映了随机过程在两个不同时

刻所对应的随机变量之间的线性关联程度。

类似地，可以定义自协方差函数 (autocovariance funct ion)

二阶矩过程的各类定义



• 定义2.4（互相关函数）

• 定义2.5（互协方差函数）

    上述两个定义还可以延伸到两个随机过程的相互关系上，导出互相关函数(cross-

correlation function)

与自协方差函数相对应，互协方差函数定义如下。

二阶矩过程的各类定义



二阶矩过程的各类定义



二阶矩过程的各类定义及定理 对称矩阵

Hermitian 矩阵



二阶矩过程的各类定义及定理



二阶矩过程的各类定义及定理



二阶矩过程的各类定义及定理

       应当指出，非负定性是自相关函数的一种特征性质。如果一个二元

函数满足非负定性，则一定可以构造一个随机过程，使得其自相关函数

恰为给定的二元函数。



     平稳性是一类随机过程的重要性质，该性质很好地概括了许多物理现象不依赖于时间

起点的内在禀性。所谓平稳 (stationary) ，是指随机过程的某种统计特性不随时间的推

移而发生变化。由于人们所关注的统计特性各不相同，由此引出的平稳的定义也随之变化。

这里首先研究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平稳性一一宽平稳 (Wide-Sense Stationary, WSS)

• 定义2.8（宽平稳）

2.2   宽平稳随机过程



和宽平稳相对应，如果在各个时刻的联合分布上都具有平移不变性，就得到了另一种平稳
-严平稳 (Strict Sense Stationary , SSS)。

什么是严平稳随机过程



前面说的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有时需要了解两个随机过程相互之间的关系，将自相关

函数的时移不变性推广到互相关函数，得到联合宽平稳 (Joint Wide Sense Stationary)

什么是联合平稳特性



宽平稳的性质



Some Examples



Some Examples



Some Examples



Some Examples

使用积分换元来处理二重积分，如图2-1所示。

宽平稳

宽平稳



Some Examples



例2.6(两个极端的例子的分析)    下面讨论两个极端但很有趣的例子





n 随机过程的样本均值在各种随机极限意义下收敛于过程的某些参数的性质称为遍历性

(ergodic)。对具有遍历性质的过程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不必(实际上也不能)对样本空间有

全面的了解，而只需要掌握某一条样本轨道的信息。沿着这条轨道进行平均，只要平均的时

间充分长，就可以对过程的统计特性作出准确的推断。所以，遍历性对于随机过程的实际应

用是非常重要的。 



即

快速衰减到零

不衰减到零

n 上面的例子说明，宽平稳随机过程的自相关函数随时间差增长而“衰减”的速度是过程的重

要性质。为定量描述该速度，引入“相关时间"的概念。



Some Examples

       相关时间是随机过程任意两个时刻间相关性的一种表征。如果两个时刻的间隔小于相关时间，

那么两个时刻所对应的随机变量就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反之则不然。



举例



举例



举例



     为进一步理解宽平稳和非平稳性，下面给出一类比较典型的非平稳随机过程—正交增
量过程，这类过程理论与实际应用意义都很重要。

定义2.11（正交增量过程）

2.3     正交增量过程

定义表明，正交增量过程在不同时段的增量彼此正交。这里使用了“正交”这样几何意义

明显的术语，它点出了相关计算的几何意义。事实上，如果引入随机过程的向量空间描述，

则自相关计算正好是一种内积操作。后面还将从几何的角度对二阶矩过程进行讨论。

正 交 增 量 过 程 ( p r o c e s s  w i t h 
orthogonal increments)是一种随
机过程。指在不相交区间上的增
量不相关的随机过程。



2.3     正交增量过程-独立增量
     和正交增量有联系的还有两个重要概念——独立增量和平稳增量。

泊松过程和布朗运动都是它的特例



2.3     正交增量过程-平稳增量

平稳增量和宽平稳以及严平稳等概念有某种相似性。

大家应注意随机过程中各类平稳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正交增量过程的自相关函数由更早时刻的二阶原点矩决定的。



2.3     正交增量过程-平稳增量



2.3     正交增量过程-平稳增量

       正交增量过程在实际应用中十分常见，对称无限制的随机游动、 Brown 运动等都是典型

的正交增量过程。以后章节还将进一步讨论此类过程。



2.4.1   均方极限

      随机变量序列的极限及收敛有若干种定义方法，例如几乎处处收敛、依概率收敛、依

分布收敛等(各种收敛的定义与它们间的相互关系见附录)。这里采用在二阶矩过程研究中常

用的均方收敛(均方极限)作为讨论的基础，由均方极限引出的微积分称为"均方微积分"。首

先给出均方极限的定义。

2.4     随机过程的均方微积分



2.4     随机过程的均方微积分

     不难看出，上述定义和普通的极限定义非常类似，区别仅仅在于衡量逼近程度的“距离”发

生了变化，普通极限中使用的是欧氏距离，而均方极限中则使用均方根距离。所以有理由推测，

普通极限所持有的、仅仅依赖于距离所共有特性的性质，均方极限也同样具有。



在任何三角形中，任意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Cauchy准则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推论——Loeve勒夫准则，它能够很好地说明自相关函数在均方微积分研究

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2.4     随机过程的均方微积分

建立均方极限和均方差之间的联系



2.4     随机过程的均方微积分

Loeve准则表明，自相关函数的性态对于均方极限的存在性有准确的刻画。下面还将对自相关函数在均方

微积分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做进一步的讨论。

建立均方极限和相关函数之间的联系



2.4     随机过程的均方微积分



2.4.2  均方连续



2.4.2  均方连续



2.4.2  均方连续

       当随机过程具有宽平稳性的时候，它的自相关函数仅依赖于时间差，所以在零点的性

质就决定了过程的均方连续性。



2.4.2  均方连续



2.4.2  均方连续

值得注意的，Poisson 过程的样本轨道明显不连续。



2.4.3  均方导数

       和均方连续类似，如果使用样本轨道的可导性来定义随机过程是否可导，要求有些过严，不

易进行运算。所以研究基于均方极限的均方导数。 



2.4.3  均方导数
有一阶导数，就有二阶导数。



2.4.3  均方导数



2.4.3  均方导数



       如果宽平稳随机过程的各高阶均方导数存在，则可以定义随机过程在均方意义下的

幂级数展开，这是均方随机分析的重要工具之一。

2.4.3  均方导数



2.5     遍历理论简介



2.5     遍历理论简介



      如果随机过程具有均值遍历性，那么通过样本轨道所获得的样本均值在渐近意义下和过程的

集平均值等同。

     如下定理可以判定随机过程是否具有均值遍历性。

2.5     遍历理论简介

















补充1

      在信息系统中，信息通常是以某种信号形式存在的。而信号在产生和传输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噪声的干扰。即便有用信号是确定性信号，但是，由于噪声是随机信号，
要处理的信号实质上也是随机信号

       对于一个随机信号，通常我们用多维概率密度函数来对其进行描述，当维数越多时，对随

机信号的描述也越细致。但是，维数越多，问题越复杂，甚至难以解决，因此，我们希望简化对

随机信号的描述。       

      如果一个随机信号是一个严平稳过程（多维概率密度函数不随时间起点选择的不同而改

变），则可使问题的分析大为简化。例如，假设要测量一个电子元器件的热噪声的统计特性，

如果该噪声是严平稳随机信号，则无论在何时进行测量，都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但是，要判定

一个随机信号是否是严平稳随机信号是很难的，因此，在工程实际中，希望进一步简化对随机

信号的描述，将多维统计特性简化为二维统计特性。



补充1

       考虑到二维统计特性，就有了宽平稳随机信号的概念，即随机信号的数学期望为一常数，

相关函数只与时间间隔有关，且均方值有限。在工程中所提到的“平稳随机信号”，一般都指宽

平稳随机信号。

       宽平稳的概念虽然进一步简化了对随机信号的描述，但是，它所涉及的数学期望和相关函数

是大量的样本函数集合进行集合平均或统计平均的结果。取统计平均所需要的试验工作量很大，

处理方法也很复杂，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实际的信号处理问题中，我们所能得到的仅是一个样本

函数中有限的一段数据。这就促使人们去思考，是否可以根据平稳随机过程的统计特性与计时起

点无关这个特点，来找到一种更为简便的描述随机信号的方法。

       遍历性的概念给我们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描述随机信号的方式，所谓的遍历，即随机信号的

任何一个样本函数都经历了该随机信号的各种可能状态，即用一个样本函数可以代替一族样本函

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时间平均来代替集合平均，这也是在工程实际中常用的处理随机信号的

方法。



补充1

严平稳描述的物理系统，其任意的有限维分布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 定义（宽平稳）



补充1

严平稳不一定宽平稳，因为严平稳过程不一定存在二阶矩。宽平稳过程也不一定是严平稳

过程。因为宽平稳过程只能保证随机过程X(t)的一阶矩和二阶矩存在，且一阶矩不随时间

变化，相关函数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不能保证其有限维分布不随时间变化。

      由于高斯过程的一阶矩二阶矩存在，所有高斯过程是二阶矩过程，显然，高斯过程只要知

道其均值函数和相关函数即可确定其有限维分布，所以对于高斯过程来说，严平稳和宽平稳是

一样的。



几个结论

1.一个宽平稳过程不一定是严平稳过程，一个严平稳过程也不一定宽平稳过程。

2.宽平稳过程定只涉及与一维、二维分布有关的数字特征，所以一个严平稳过程只

要二阶矩存在，则必定是宽平稳过程。但反过来，一般是不成立的。

3.高斯过程是一个重要特例，一个宽平稳的正态过程必定是严平稳的。

































习题

• 张卓奎老师书本习题：第二章  12，13 第三章  1，2，  8 第四章  1，2，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