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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分佈分析法則於消息理論之應用

陳伯寧

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

消息累積分佈分析法(information spec-

trum analysis)漸漸受到通訊與消息理論

(information theory)研究者的注意，主要的原

因在於其技巧比傳統分析方法更適合用於不穩

定與非自我式(non-stationary non-ergodic)的

統計系統架構上。近年來，通訊傳輸的速度大

符提昇，而高速傳輸系統的統計特性已不再能

用傳統的「獨立且同一」(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模式或「穩定且自我」(stationary-

ergodic)模式所涵蓋，因此建立「隨時間變

化」(time-varying)架構下的通訊理論有其必

要性。

消息累積分佈分析的方法可以視為大偏差

分析(large deviations analysis)的觀念延伸。

一般說來，通訊系統的效能指的就是系統傳輸

的錯誤率，而錯誤率與傳輸編碼法則的碼長

(blocklength)在傳統的「獨立且同一」的系統

模式下呈現指數遞減(exponential decay)的行

為，為了瞭解系統效能的指數遞減速度，理論

學者採用大偏差分析。而在「不穩定與非自我

式」的高速傳輸系統架構下，錯誤率與傳輸編

碼法則的碼長的關係不一定呈現指數遞減的行

為，因此大偏差分析就有必要拓展至更廣泛的

累積分佈分析法。

以探討「分立偵測系統」(decentralized

detection system)的偵測單元的數目與整體效

能的關係為例。運用大偏差定理的數學技巧，

可以證得系統的紐門皮爾森 (Neyman-

Pearson)效能與偵測單元數目的漸近關係應為

(1/  n )exp{–an+b  n}同時在合理的系統統計條

件假設下—即系統觀察值機率的對數概度比例

(log-likelihood ratio)二次模為有限(bounded

second moment)時，將系統設計採用簡單的

同一偵測單元複製架構，相對於採用最佳—而

各個偵測單元之偵測決定法則皆允許不同—的

複雜架構，其效能僅有常數倍數的損失；而如

果統計條件不成立，則效能損失將會遠大於常

數倍數。這個結果，由理論證實了在具有多個

偵測器的系統，採用簡單的同一偵測單元複製

架構，亦可達到相當低的系統錯誤率(1)。但

是，若是系統效能標準改為貝氏(Bayes)效

能，則系統效能與偵測器個數n的漸近關係變

為(1/  n )exp{–an}；且不管在任何統計條件

下，將系統設計採用簡單的同一偵測單元架

構，相對於最佳的複雜架構，皆只會有常數倍

數的損失，因而從理論上確認了貝氏定歸

(Bayes criterion)大型偵測系統，採用簡單的

同一偵測單元複製架構之可行性(2)。

以上的結果皆是建立在多個偵測器的觀察

值彼此之間為統計獨立的假設下，因而可用大

偏差分析求得系統效能的漸近行為。若是大型

通訊偵測系統之統計性質，不符合大偏差條件

(large deviation principle)時，則運用累積分

佈分析法的技巧，仍可找出紐門皮爾森第二類

錯誤率與貝氏錯誤率的公式(3)。簡言之，當通

訊系統偵測器有較「好」之統計條件時—如統

計獨立，使用大偏差分析可解出系統錯誤率的

公式；但是，當系統統計條件無法用傳統機率

方法推導之時（例如非穩定與非自我模式），

則可運用累積分佈分析，觀察其充份統計量

(sufficient statistics)的消息累積分佈(inform-

ation spectrum)，求得系統錯誤率與偵測單元

的關係(4)。應用累積分佈分析的觀點，可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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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將熵(entropy)、相互訊息(mutual infor-

mation)與差異(divergence)的計算公式，針對

任意統計環境(arbitrary statistics)的假設擴展
(5)；並運用此新計算方式的觀點，重行整理薛

冷定理(Shannon's theories)，使其能被進一步

的應用於任意統計環境中(6,7)。同時，亦可藉

此探討強反定理(strong converse)、回饋任意

管道(arbitrary channels with feedback)與檢

定測試問題之間的相關性(8)，並證出任意管道

樂觀傳輸能力(optimistic channel capacity)的

公式(9)。

最近，累積分佈分析的觀點更被應用到

「區塊碼最小碼距」之消息理論傳統問題上，

並求得可應用於「任意碼距量度」與「任意碼

表」(code alphabet)的「區塊碼最小碼距」公

式，並探討此公式的統計性質(10)。「區塊碼

最小碼距」於通訊編碼理論一直是一個懸而未

解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視為：如果要在一個空

間中塞入的固定大小的球體，最多可以塞幾

個？如果將空間視為傳輸接收端的所有可能接

收值的集合，而球體圓心視為選定的傳輸碼之

無雜訊接收值，並將距離由雜訊機率適當定義

之，則此問題可以說是尋找好的通訊傳輸碼的

基礎，也因此有相當多的研究者先後投入研究

這個問題。運用累積分佈分析則是以理論證明

的方式，找到真正的「區塊碼最小碼距」公式

(10)，目前此結果已被進一步應用至較實際之

通訊傳輸模式上，如量化傳輸管道(quantized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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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波在含氣管的水中的相變和局域化

葉　真

中央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當在含有多個物體的介質中傳播時，波會

被物體散射。散射波會被物體再散射，形成多

重散射過程(Multiple Scattering)。自然界

里，有許多現象是由波的多重散射引起的。比

如，我們在晴朗的夜空里看到的星星閃爍便是

由於來自星球的光波在穿過大氣層，受到大氣

層中的氣流擾動而發生散射或繞射，使得光線

偏離直達方向。所以我們看起來，星星看上去

象是在閃爍。這一現象稱為Scintillation。人

們曾借用這一原理來研究河流的紊流

(Turbulence)的物理性質，測量河流的流速。

人們還借此探討用聲吶(Sounder)來估算河流

中的魚群的數量和魚群的遷徙速度。多重聲波

散射還是導致海洋表面混聲(Reverberation)及

噪聲(Noise)的重要機制。許多微觀的物理現

象也是因多重波散射而起的。最顯著的就是電

子波(Electron Waves)的局域化現象。

早在1958年，美國物理學家安得森(P. W.

Anderson)首先預測，如果在導體內加入雜質

(Impurities)，電子在傳導時會被這些雜質散

射，多重散射波則發生互相干擾，結果能導致

電子的運動停止，金屬的導電性消失，呈現出

絕緣體的性質。這一預測後來被實驗證實。安

得森也因此榮獲諾貝爾物理獎。現在人們稱此

由於摻雜而導致的導電到絕緣的現象為電子波

的安得森局域化(Anderson Localization)。簡

單來說，這一現象好比是一組列隊整齊的部隊

從整齊的馬路走上崎嶇不平的路。可以想像，

在平正的馬路上，部隊的行進可威武地保持整

齊，一旦到了崎嶇的路上，部隊的整齊度會降

低。進而，如果道路太過坎坷，甚至埋有地

雷，部隊可能就會停下來。

既然電子的安得森局域化是源自電子的波

性，人們自然想到，古典波如光波、聲波、水

波等是否也會有類似的局域化現象。在過去的

二十幾年裡，科學家對古典波進行了大量研

究。現在，安得森波局域化(Anderson Local-

ization of Waves)現已成為物理中的一個重要

概念。它指的是，在適當條件下，波在隨機介

質(Disordered Media)中傳播會因散射而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