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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完全数据与最大似然估计

像
例 12.1和例 12.2，观测样本 X = (X1, · · · , Xn)T 连同隐性数据或

缺失数据等不可观测数据 Y ∈ Y 扩充而得的数据 Z ∈ Z 称为完

全数据 (complete data)或扩充数据，引入 Y的目的或者为了简化了似然
函数，或者为了在缺失数据的情况之下使得最大似然估计得以进行。

完全似然: 令 fθ(x, y)是 X和 Y 的联合密度函数，其中参数 θ未知，完

全似然函数定义为 L (θ; x, y) = fθ(x, y)。很多时候，完全对数似

然函数 `(θ; x, y) = ln L (θ; x, y)更常用。

完全最大似然估计: 令 hθ(y|x)为给定 X = x条件下的 Y 的条件密度函
数，则 X 的密度函数为 gθ(x) = fθ(x, y)/hθ(y|x)，对数似然函数

`(θ; x) = ln gθ(x) = ln fθ(x, y) − ln hθ(y|x)。完全最大似然估计为

θ̂ = argmax
θ

`(θ; x) = argmax
θ

[ln fθ(x, y) − ln hθ(y|x)] (12.3)

显然，`(θ; x) = ln fθ(x,Y) − ln hθ(Y|x)，其中 ln fθ(x,Y)和 ln hθ(Y|x)

都是由 Y定义的随机变量。假设对未知参数 θ的当前估计为 θ(t)，则

`(θ; x) = Eθ(t)[`(θ; x)|X = x]

= Eθ(t)[ln fθ(x,Y)|X = x] − Eθ(t)[ln hθ(Y|x)|X = x]

= Q(θ, θ(t)) − H(θ, θ(t)) (12.4)

其中，H(θ, θ(t)) = Eθ(t)[ln hθ(Y|x)|X = x]，并且

Q(θ, θ(t)) = Eθ(t)
[︀
ln fθ(x,Y)|X = x

]︀
=

∫︁
Y

hθ(t)(y|x) ln fθ(x, y)dy

=

∫︁
Y

fθ(t)(x, y)
gθ(t)(x)

`(θ; x, y)dy ∝
∫︁

Y

fθ(t)(x, y)`(θ; x, y)dy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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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12.1 (EM算法). 令参数的更新算法为

θ(t+1) ← argmax
θ

Q(θ, θ(t)) = argmax
θ

∫︁
Y

fθ(t)(x, y)`(θ; x, y)dy (12.6)

性质 12.1. 算法 12.1保证了迭代序列 {θ(t) : t = 0, 1, 2, · · · }总是往增加似

然的方向收敛*，即

`(θ(t+1); x) ≥ `(θ(t); x)，其中 t = 0, 1, 2, · · · (12.7)

显然，等号成立当且仅当 Q(θ(t+1), θ(t)) = Q(θ(t), θ(t))。

证明. 根据式 (12.6)，显然 Q(θ(t+1), θ(t)) − Q(θ(t), θ(t)) ≥ 0。另外，由附录

H的定理 H.4知 hθ(t)(y|x)与 hθ(t+1)(y|x)的 Kullback-Leiber异度非负，即

H(θ(t), θ(t)) − H(θ(t+1), θ(t)) =

∫︁
Y

hθ(t)(y|x) ln
hθ(t)(y|x)

hθ(t+1)(y|x)
dy = K(hθ(t) , hθ(t+1)) ≥ 0

于是，`(θ(t+1); x) − `(θ(t); x) = [Q(θ(t+1), θ(t)) − Q(θ(t), θ(t))] + [H(θ(t), θ(t)) −

H(θ(t+1), θ(t))] ≥ 0。 �

~若已知 `(θ; x)是单峰的，则 EM算法收敛至 θ的最大似然估计。若

`(θ; x)是多峰的，初值 θ(0) 的选择将影响到算法的结果。为了避免

EM算法收敛到局部极值点，一般采用并行策略选择多个初值。

本节内容
本节介绍 EM算法的理论基础，并考察它的收敛速度。

学习目标
(1)掌握 EM算法的理论基础；(2)了解 EM算法的常见变

种。

*Dempster 把满足式 (12.7) 的参数更新算法称为广义 EM 算法（简记作 GEM 算
法），并不见得一定要是式 (12.6)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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