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普⻄斯连续性（Lipschitz Continuity）  

概念  

利普希茨连续性 (Lipschitz continuity) 的定义很简单，他要求函数  满⾜对任意  都有：

延申  

Lipschitz  continuous gradient：

Lipschitz continuous Hessian

可以⼀直往上构造，构造出更⾼阶的 Lipschitz continuous condition。

直观解释  

Lipschitz continuous： 函数被⼀次函数上下夹逼

Lipschitz  continuous gradient ：函数被⼆次函数上下夹逼

Lipschitz  continuous Hessian ：函数被三次函数上下夹逼

Lipschitz continuous  ⽤在函数值上是为了不让函数值变化的太快；⽤在导函数上，是为了不让导函数
变化的太快；⽤在Hessian上，是为了让Hessian不变化的太快。但他们都导致了⼀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这个Lipschitz  continuous不管⽤在什么上，都使的函数被多项式上下夹逼，⼀⽅⾯便于我们处理，另
⼀⽅⾯⾄少我们能控制⼀下函数的包络信息。

⽰意图：

解释：

Lipschitz continuous： 

Lipschitz  continuous gradi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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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chitz  continuous Hessian ：

扰动敏感  

记输⼊为 ，输出为 ，模型为 ，模型参数为 ，记为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个“稳健”的模型。何为稳健？⼀般来说有两种含义，⼀是对于参数扰动的稳
定性，⽐如模型变成了 后是否还能达到相近的效果？如果在动⼒学系统中，还要考虑模型最

终是否能恢复到 ；⼆是对于输⼊扰动的稳定性，⽐如输⼊从 变成了 后，

是否能给出相近的预测结果。例如，深度学习模型存在“对抗攻击样本”，图⽚只改变⼀个像素就给出完
全不⼀样的分类结果，这就是模型对输⼊过于敏感的案例。

L约束  

所以，⼤多数时候我们都希望模型对输⼊扰动是不敏感的，这通常能提⾼模型的泛化性能。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 很⼩时 也尽可能地⼩。利⽤Lipschitz Continuity，整个模型
被⼀个线性函数“控制”住，即

这便是L约束了。

换⾔之，在这⾥我们认为满⾜L约束的模型才是⼀个好模型〜并且对于具体的模型，我们希望估算出
的表达式，并且希望 越⼩越好，越⼩意味着它对输⼊扰动越不敏感，泛化性越好。

神经⽹络中的L约束  

在这⾥我们对具体的神经⽹络进⾏分析，以观察神经⽹络在什么时候会满⾜L约束。

简单其间，考虑单层的全连接 ，这⾥的 是激活函数，⽽ 则是参数矩阵/向量，这时候
公式(3)变为

让 充分接近，那么就可以将左边⽤⼀阶项近似，得到

这⾥的 。显然，要希望左边不超过右边， 这⼀项（每个元素）的绝对值必须不超过

某个常数。这就要求我们要使⽤“导数有上下界”的激活函数，不过我们⽬前常⽤的激活函数，⽐如
sigmoid、tanh、relu等，都满⾜这个条件。假定激活函数的梯度已经有界，尤其是我们常⽤的relu激活
函数来说这个界还是1，因此 这⼀项只带来⼀个常数，我们暂时忽略它，剩下来我们只需要考虑

。

多层的神经⽹络可以逐步递归分析，从⽽最终还是单层的神经⽹络问题，⽽CNN、RNN等结构本质上还
是特殊的全连接，所以照样可以⽤全连接的结果。因此，对于神经⽹络来说，问题变成了：如果

恒成⽴，那么 的值可以是多少？找出 的表达式后，我们就可以希

望 尽可能⼩，从⽽给参数带来⼀个正则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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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范数/矩阵范数  

其实到这⾥，我们已经将问题转化为了⼀个矩阵范数问题（矩阵范数的作⽤相当于向量的模⻓），它定

义为

如果 是⼀个⽅阵，那么该范数⼜称为“谱范数”、“谱半径”等，但就算它不是⽅阵我们在优化计算中也
可以称其为“谱范数（Spectral Norm）”。注意 和 都是指向量的范数，就是普通的向量模⻓。

⽽左边的矩阵的范数我们本来没有明确定义的，但通过右边的向量模型的极限定义出来的，所以这类矩

阵范数称为“由向量范数诱导出来的矩阵范数”。

好了，⽂绉绉的概念就不多说了，有了向量范数的概念之后，我们就有

主特征根  

事实上，谱范数 等于 的最⼤特征根（主特征根）的平⽅根，如果 是⽅阵，那么

等于 的最⼤的特征根绝对值。

证明思路：

假设 对⾓化为 ，即 ，其中 都是它

的特征根，⽽且⾮负，⽽ 是正交矩阵，由于正交矩阵与单位向量的积还是单位向量，那么

从⽽ 等于 的最⼤特征根。

幂迭代（Power Iteration，迭代求解）  

所谓“幂迭代”，就是通过下⾯的迭代格式：

随机初始化向量 ，然后

迭代若⼲次后，估计的最⼤特征值为

得到范数（也就是得到最⼤的特征根的近似值）。

等价形式：

初始化向量 ，迭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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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征值为：

证明思路：

令向量 ，则 为：

因为 ，所以

假设 是最⼤的特征根，那么当 ⾜够⼤时有：

所以当 ⾜够⼤时， 提供了最⼤特征根对应特征向量的近似⽅向，如此

是该⽅向的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即

因此

这就求出了谱范数的平⽅。

从奇异值分解⾓度的理解  

先介绍⼀下 SVD 分解。

假设有  的⽅阵 ，对矩阵  存在这样⼀种分解：

当矩阵  是⼀个实数阵的时候，

 是⼀个 的正交矩阵 (orthogonal matrix)；
 是⼀个 的对⾓阵，对⾓线上的元素为⾮负实数，这些数称为矩阵 的“奇异值”；
 是⼀个 的正交矩阵 (orthogonal matrix)。

矩阵  的奇异值计算起来也不⿇烦，只需要求得 的⽅阵 的特征值，然后把特征值开平⽅

根，即为矩阵 的奇异值，因为：

仔细研究上式所表达的⼏何意义。 我们知道，每⼀个矩阵对应着⼀个线性变换。⽽正交矩阵对应的线性
变换很特殊，叫旋转变换 (rotation)。 ⽽对⾓阵对应的变换，叫做拉伸变换 (scale)。 也就是说上式把矩
阵 分解为三个变换：

1. 旋转；
2. 拉伸；
3. 旋转。

这⾥就很有意思了。假设神经⽹络的某⼀层权重 为⼀个 的矩阵，对于输⼊的特征 ，输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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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相当于对输⼊做了三次变换。 如果将输⼊视为⼀个向量的话，之后 对应的拉伸变换才会改变输⼊的

⻓度；其他两次旋转变换都不会。

介绍完 SVD 以及⼏何意义之后，Spectral Normalization的做法就很简单了： 将神经⽹络的每⼀层的参
数  作 SVD  分解，然后将其最⼤的奇异值限定为1， 具体地，在每⼀次更新  之后都除以  最⼤
的奇异值。  这样，每⼀层对输⼊ 最⼤的拉伸系数不会超过 1。

应⽤  

神经⽹络中的近似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迭代算法通常需要迭代多次才能⽐较好的逼近 ，但是Spectral Normal在神经⽹络
的每⼀次更新过程中只进⾏⼀次 幂迭代，仍然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这是因为神经⽹络的每次迭代中参数
是在缓慢更新的，因此每两次迭代过程中可以认为 的奇异值是近似相等的。 因此虽然在⽹络的每

⼀次迭代中，只进⾏⼀次幂迭代，但是随着⽹络的训练，幂迭代对奇异值的估计会越来越准。这种做法

其实⼗分巧妙，因为神经⽹络的优化本⾝也是个迭代的过程，因此对 的逼近就可以利⽤神经⽹络

的迭代逐渐来逼近，在⽹络参数的每⼀次更新过程中对 的迭代不必太准确。

谱正则化（Spectral Norm Regularization）  

谱正则化（Spectral Norm Regularization）的概念是把谱范数的平⽅作为额外的正则项，取代简单的
正则项。即损失函数变为：

《Spectral Norm Regularization for Improving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Deep Learning》⼀⽂已经做
了多个实验，表明“谱正则化”在多个任务上都能提升模型性能。

Frobenius范数  

Frobenius范数，简称F范数，即

说⽩了，它就是直接把矩阵当成⼀个向量，然后求向量的欧⽒模⻓。

简单通过柯⻄不等式，我们就能证明

很明显 提供了 的⼀个上界，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 是公式(5)中最准确的
（所有满⾜式的 中最⼩的那个），但如果你不⼤关⼼精准度，你直接可以取 ，也能

使得成⽴，毕竟 容易计算。

正则化  

根据Frobenius范数，为了使神经⽹络能够更好的满⾜L约束，即 尽可能的⼩，可以设

计损失函数为：

从⽽揭⽰了 正则化（也称为weight decay）与L约束的联系，表明 正则化能使得模型更好地

满⾜L约束，从⽽降低模型对输⼊扰动的敏感性，增强模型的泛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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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归⼀化  

事实上，WGAN⾸次提出时⽤的是参数裁剪——将所有参数的绝对值裁剪到不超过某个常数，这样⼀来
参数的Frobenius范数不会超过某个常数，从⽽ 不会超过某个常数（⻅Wasserstein距离章节的相
关内容），虽然没有准确地实现 ，但这只会让loss放⼤常数倍，因此不影响优化结果。参数裁
剪就是⼀种构造法，这不过这种构造法对优化并不友好。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谱范数，那么可以⽤最精准的⽅案了：将 中所有的参数都替换为 （

）。这就是谱归⼀化（Spectral Normalization），在《Spectral Normalization for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中被提出并实验。这样⼀来，如果 所⽤的激活函数的导数绝

对值都不超过1，那么我们就有 ，从⽽⽤最精准的⽅案实现了所需要的L约束。

“激活函数的导数绝对值都不超过1”，这个通常都能满⾜，但是如果判别模型使⽤了残差结构，则
激活函数相当于是 ，这时候它的导数就不⼀定不超过1了。但不管怎样，它会
不超过⼀个常数，因此不影响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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