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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测量平差软件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了重新设计 ,并用纯面向对象的 Java 语言实现了其抽象类和

继承类 ,各种平差方法都以对象的形式出现 , 为程序代码的共享和多用户并发运行时字节码的共享打下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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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优越性和建立网上

实时测量服务系统的需要 ,有必要对现有的测量

平差软件进行面向对象的改造 。测量控制网种类

繁多 ,但从网形 、平差的数学模型上都有某些共

性 ,可把这些共性抽象出来 ,组成一抽象基类 ,不

同的平差方法可从这一抽象基类进行继承和扩

展 ,形成一个完整的测量平差类框架。

1　控制网网形的抽象

不论是传统的三角网 、导线网 、水准网还是

GPS基线向量网 ,都可看成图论中的有向图 ,对向

观测边可看成有向图的两条单向边(弧)。有向图

表示为:

G =(V , A)

式中 , V={v1 , v2 , v3 , …}为有向图的顶点;A=

{〈 v1 , v 2〉,〈 v2 , v 1〉,〈 v1 , v3〉,〈 v3 , v1〉, …}为有

向图的弧;G可看成顶点V和弧A 的二元组 ,每个

顶点 V的出度定义为每个测站的观测数。

图 、边 、顶点的抽象定义见文献[ 1 ,2] ,其类图

表示如图 1所示 。

有向图的存储结构选用链式的邻接表存储结

构 ,这种存储结构很容易找到任一顶点的第一个

邻接点和下一个邻接点[ 2] ,在计算近似坐标 、列立

误差方程时比较方便 。

图 1　图 、边 、顶点的 UML类图

Fig.1　UML Class Diagram of Graph , Edge and Vertex

2　参数平差方法过程的抽象

平差有两个目的:①在最小二乘准则下 ,消

除因多余观测引起的几何上的不符值;②确定控

制网的方向 、位置和尺度参数 。在电算化设计中 ,

由于参数平差的规律性较强而得到普遍的应用。

以下仍然以参数平差为对象进行论述。

分析参数平差的整个过程 ,可抽象出如图 2

所示的平差抽象基类(以 UML 类图表示),其中

成员变量graph是平差的控制网对象 ;方法 ap-

proxXY (GraphListDirected temp)计算近似坐标;

errorEqution(GraphListDirected temp)列立误差方

程;FFC(Matrix xs ,Matrix p)由系数阵与权阵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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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差基类的 UML类图

Fig.2　UML Class Diagram of

Adjustment Basement Class

方程;ResultXY(Matrix ffc)返回与参数有关的结

果 ,包括协因数阵和参数向量;ResultV(Matrix xs ,

Matrix x)返回观测值残差向量。

在该抽象基类中 ,有计算近似坐标和列立误

差方程两种抽象方法 ,这两种方法由于控制网不

同 ,计算方法也不同 ,所以在抽象基类中只给出了

定义 ,并没有实现 ,针对具体的平差方法 ,在继承

类中给出了其实现。

3　矩阵类的实现

矩阵运算常常应用在许多领域中 ,在测绘专

业中更是常用。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产生之

前 ,人们总是编写许多函数和过程来实现矩阵的

各种运算 ,这给程序代码的复用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 ,程序员经常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重复调试上。

而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构造的矩阵类不但像数组一

样能存贮数据 ,而且还能操作数据 ,数据和方法被

封装在一起 ,程序员不用考虑数组的大小 ,因为这

一切在矩阵类中都是自动处理的。图 3是包含测

量平差计算中常用方法的一个矩阵类的实现 ,同

时也给出了其与平差方法类间的依赖关系。

4　三角网平差的类实现

下面以三角网平差为例 ,讨论具体平差问题

的类的实现。

4.1　用一有向图表示三角网

三角网的基本观测量是方向值 ,定义有向图

中顶点数据项对象类和边数据项对象类如图 4。

在TriAngleP 类图中 ,定义了顶点的坐标 、顶点的

类型;在TriAngleE类图中 , 定义了该边应有的方

向观测和观测的权。

图 3　矩阵类的 UML类图

Fig.3　UML Class Diagram of Matrix

图 4　三角网网图中顶点和边数据项

对象类的 UML类图

Fig.4　UML Class Diagram of Vertex Data

and Edge Data in Triangulation Scheme

　　根据观测时的测站与照准点信息 ,结合有向

图的特性 ,可构造一完全反映三角网的有向图。

4.2　三角网平差类的实现

图5给出了从平差抽象基类衍生出三角网平

差类的类结构图 ,同时也表示出了三角网平差类

与矩阵类 、顶点数据项类 、边数据项类间的依赖关

系。

可见 ,这只实现了抽象基类中的两个抽象方

法 ,其他如组法方程 、未知数解算 、计算协因数阵 、

计算残差值 、计算单位权中误差等计算 ,全在抽象

基类中实现。

5　网络化应用

经过面向对象的改造 ,各种平差方法都以对

象的形式出现 ,而不是原来的程序(子过程)形式 ,

这些对象可以通过标准协议进行网络通信 ,这为

平差软件的网络化打下了基础 。由于平差计算比

较耗时 ,为了保证客户服务质量 ,减少用户等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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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角网平差类的类图

Fig.5　Class Diagram of Triangulation

Scheme Adjustment Class

时间 ,宜采用分布式计算 ,将处理用户交互和平差

计算独立开 。本文由于采用单一的 Java 语言 ,所

以采用了 RMI(remote method invoke)分布式组件

对象技术。在 RMI术语中 ,如果一个对象的方法

被远程调用 ,那么这个对象就被称作客户机对象 ,

而远程对象被称作服务器对象 。在这个意义下 ,

数据处理服务代理部分就成为客户端 ,数据处理

应用服务器是服务端 。当客户机代码要调用一个

远程对象上的方法时 ,它实际上要调用一个 Java

编程语言的本地方法 ,这个方法封装于一个称作

代码存根(stub)的代用对象中 , stub驻留在客户机

上或从服务方动态装入 ,并不在服务器上。 stub

把远程方法使用的参数包装为一个字节块 ,实现

Remote接口的对象以序列化机制来编码。 stub把

参数传递给远程对象 ,调用远程方法 ,然后返回结

果 ,具体见文献[ 3 ,4] 。

在图 6中 ,AdjutstProxy 对象负责组成观测网

图和远程调用服务端 , stub , Naming , Receiver 对象

为 RMI 机制所提供 , AdjustServerImpl实现了服务

端平差计算的远程接口 ,该对象负责平差计算 ,它

与各类平差方法对象是依赖或关联关系 。

6　面向对象三角网平差及网络应用

的实现

　　下面以三角网平差为例 ,具体说明三角网图

对象的生成以及采用 RMI 技术的分布计算效果。

以文献[ 5]中的算例为例 ,实现时与用户交互的是

Applet。设计成对用户友好的图形界面 ,如图 7 ,

图 6　RMI分布式计算序列图

Fig.6　Sequence Diagram of Distributed

Computation with RMI

左边是输入窗口 ,包括方向观测值和已知点坐标;

右边是输出窗口 ,包括平差后的方向值和平差点

坐标。在服务端 ,点的坐标作为图顶点的数据元

素 ,方向观测值作为边的数据元素 ,依据图数据结

构 ,按照测站到照准点有向边自动组成三角网平

差网图 。该网图对象已经过序列化处理 ,可以进

行远程传递 ,作为 RMI 机制的输入对象 ,平差计

算就在 RMI Server上运算 ,并返回结果 。

图 7　客户端结果输出

Fig.7　Client-Sid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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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 the survey adjustment software was redesigned with the method of OOP(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and a set of classes which embodies the procedure of survey adjustment was

implemented with the purely object oriented language as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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