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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算病态问题的方法———两步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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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解算病态问题的方法———两步解法。在两步计算中，均采用犔曲线法来确定正则化参数

α。通过算例，比较了该方法和ＬＳ估计、岭估计及截断奇异值方法的效果。结果表明，该方法要明显优于ＬＳ

估计、岭估计及截断奇异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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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态问题在大地测量中是广泛存在的，如在

某些控制网平差［１］、大地测量反演［２］、ＧＰＳ快速

定位［３］、重力场的向下延拓［４］以及航天飞行器的

精密轨道解算［５］等方面都存在病态问题。病态问

题的主要特征是解的不稳定性，原始数据的微小

变化都会造成解的很大变化，导致成果质量降低

以至于不可信。在解算方法方面，许多学者对这

类问题进行了研究［６］。在这些方法中，最具影响

的是 岭 估 计 和 截 断 奇 异 值 法［７］。本 文 基 于

Ｔｉｋｎｏｎｏｖ正则化理论，通过选择合适的正则化矩

阵及正则化参数，提出了一种解算病态问题的两

步解法。

１　两步解法的基本原理

１．１　病态观测方程

对于病态观测方程：

犔
狀×１
＝ 犃

狀×犿
犡
犿×１
＋Δ
狀×１

（１）

根据Ｔｉｋｎｏｎｏｖ正则化理论，相应的估计准则为：

犃^犡－犔
２
＋αΩ（^犡）＝

犃^犡－犔
２
＋α^犡

Ｔ犚^犡 ＝ｍｉｎ （２）

式中，犔是观测值；犃是系数阵；犡是待估计参数；

犡^是犡 的估值；Δ是噪声，Δ～犖（０，σ０
２犐）；α是正

则化参数；犚 是正则化矩阵；Ω（犡）是稳定泛函；

· 表示欧氏２范数。

１．２　第一步解法

在式（２）中，选取正则化矩阵犚＝犚１＝犐（犐是

犿 阶单位阵），正则化参数α１（α１＞０）由犔曲线法

确定［８～９］，则第一步解法实质上就是岭估计，其计

算公式为：

犡^１ ＝ （犃
Ｔ犃＋α１犐）

－１犃Ｔ犔 （３）

相应的均方误差矩阵为［１０］：

ＭＳＥＭ（^犡１）＝σ^
２
０（犃

Ｔ犃＋α１犐）
－１ （４）

式中，^σ
２
０ 为单位权方差。

１．３　第二步解法

将第一步解法得到的 ＭＳＥＭ（^犡１）求逆，然后

只取其对角线元素，构成第二步计算的正则化矩

阵犚，即犚＝犚２＝ｄｉａｇ（ＭＳＥＭ（^犡１））
－１，正则化参

数α２（α２＞０）仍然由犔 曲线法确定
［８～１０］。根据

Ｔｉｋｎｏｎｏｖ正则化理论，由式（２）可得到的相应计

算公式为：

犡^２ ＝ （犃
Ｔ犃＋α２犚２）

－１犃Ｔ犔 （５）

　　在第二步解法中，由于正则化矩阵犚２不再是

单位阵，此时确定正则化参数α２的犔曲线法的计

算过程与确定正则化参数α１时的计算过程有所

不同，需要进行一个转换。式（１）～式（５）是在权

矩阵犘为单位阵时推导的，当犘不是单位阵时，

由于它肯定是一个正定阵，可利用乔列斯基分解

将其转换为单位阵，式（１）～式（５）同样适用，具体

转换方法可参见文献［１１］。

两步解法的实质是在第二步中要选择一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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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更合适的正则化矩阵。它充分利用了第一

步岭估计的结果，在第二步中选择的正则化矩阵

不再是一个单位阵，而是一个对角矩阵，所以有望

改善岭估计的结果。

２　两步解法解的性质

１）两步解法的解 犡^２＝（犃
Ｔ犃＋α２犚２）

－１犃Ｔ犔

是ＬＳ估计的一个线性变换，并且是一种压缩型

有偏估计。证明如下。

将式（５）变换可得：

犡^２＝ ［（犃
Ｔ犃）－１－（犃

Ｔ犃）－１（（犃Ｔ犃）－１＋

　（α２犚２）
－１）－１（犃Ｔ犃）－１］犃Ｔ犔＝ （６）

［（犐＋（α２犚２）
－１犃Ｔ犃）－１（α２犚２）

－１犃Ｔ犃］^犡ＬＳ　　

　　　犈（^犡２）＝ （犃
Ｔ犃＋α２犚２）

－１犃Ｔ犃犡 ≠犡 （７）

　　根据式（６），选定了α２后，显然 犡^２是 犡^ＬＳ的一

个线性变换；而且对于任意α２＞０，犡^ＬＳ ≠０，由

于犃Ｔ犃是正定矩阵，犚２是一个对角阵，且其对角

元素均为正，（α２犚２）
－１犃Ｔ犃＜犐＋（α２犚２）

－１犃Ｔ犃。

根据矩阵和特征值的性质［１８］，可得：

犡^２ ＝ （犐＋（α２犚２）
－１犃Ｔ犃）－１（α２犚２）

－１犃Ｔ犃^犡ＬＳ

≤ （犐＋（α２犚２）
－１犃Ｔ犃）－１ （α２犚２）

－１犃Ｔ犃 ·

　 犡^ＬＳ ＜ 犡^ＬＳ

即犡^２是ＬＳ估计向原点的一种压缩。式（７）表明，

只要α２≠０，^犡２是犡的一种有偏估计。

２）对于α２＞０，设犓 为法矩阵的条件数，总

有犓（犃Ｔ犃＋α２犚２）＝
Δ
犓 （^犡２）＜犓（犃

Ｔ犃）＝
Δ

犓（^犡ＬＳ）。也就是说，^犡２比ＬＳ估计具有更强的抗

干扰性能，观测数据的扰动对它的相对影响比对

犡^ＬＳ的相对影响小。证明如下。

顾及式（５），根据文献［１２］中的定理５．２．１，

下式成立：

犓（^犡２）＝犓（犃
Ｔ犃＋α２犚２）≤

　ｍａｘ｛犓（犃
Ｔ犃），α２犓（犚２）｝ （８）

由于犃Ｔ犃≠α２犚２，所以

犓（^犡２）＜ｍａｘ｛犓（^犡ＬＳ），α２犓（犚２）｝ （９）

　　下面证明犓（犚２）＜犓（^犡ＬＳ）。将犃
Ｔ犃进行特

征值分解，得：

犃Ｔ犃＝犙Λ犙
Ｔ
＝犙

λ１



λ

烄

烆

烌

烎犿

犙
Ｔ （１０）

式中，Λ＝ｄｉａｇ（λ１，…，λ犿），λ１≥…≥λ犿＞０；犙为正

交矩阵：

犙＝

狇１１ 狇１２ … 狇１犿

狇２１ 狇２２ 狇２犿

 

狇犿１ 狇犿２ … 狇

烄

烆

烌

烎犿犿

（１１）

根据式（４）选取的正则化矩阵犚２为：

犚２ ＝

犎１

　犎２



犎

烄

烆

烌

烎犿

（１２）

式中，犎犻＝
１

σ^０
２
［狇犻１

２（λ１＋α１）＋狇犻２
２（λ２＋α１）＋…＋

狇犻犿
２（λ犿＋α１）］，犻＝１，２，…，犿。记犎犻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分别为犎犼和犎犽，则有：

犎犼＝
１

σ^０
２
［狇犼１

２（λ１＋α１）＋狇犼２
２（λ２＋α１）＋

　…＋狇犼犿
２（λ犿 ＋α１）］ （１３）

犎犽＝
１

σ^０
２
［狇犽１

２（λ１＋α１）＋狇犽２
２（λ２＋α１）＋

　…＋狇犽犿
２（λ犿 ＋α１）］ （１４）

　　由于犚２是一个对角阵，所以其条件数为：

犓（犚２）＝犎犼／犎犽 ＝

狇
２
犼１（λ１＋α１）＋狇

２
犼２（λ２＋α１）＋…＋狇

２
犼犿（λ犿 ＋α１）

狇
２
犽１（λ１＋α１）＋狇

２
犽２（λ２＋α１）＋…＋狇

２
犽犿（λ犿 ＋α１）

＜

狇
２
犼１（λ１＋α１）＋狇

２
犼２（λ１＋α１）＋…＋狇

２
犼犿（λ１＋α１）

狇
２
犽１（λ犿 ＋α１）＋狇

２
犽２（λ犿 ＋α１）＋…＋狇

２
犽犿（λ犿 ＋α１）

＝

λ１＋α１

λ犿 ＋α１
＜
λ１

λ犿
＝犓（^犡ＬＳ） （１５）

顾及式（１５），结合式（９）可以得：

犓（^犡２）＜犓（^犡ＬＳ） （１６）

　　式（１６）说明，^犡２比ＬＳ估计具有更强的抗干

扰性能，观测数据的扰动对它的相对影响比对

犡^ＬＳ的相对影响小。

３）存在α２＞０，使得 ＭＳＥ（^犡２）＜ＭＳＥ（^犡ＬＳ）。

即在一定条件下，两步解法的解在均方误差意义

下优于ＬＳ估计。证明如下。

根据式（５）可得犡^２的均方误差矩阵为：

ＭＳＥＭ（^犡２）＝σ^
２
０（犃

Ｔ犃＋α２犚２）
－１
＝

σ^
２
０［（犃

Ｔ犃）－１－（犃
Ｔ犃）－１（（犃Ｔ犃）－１＋（α２犚２）

－１）－１·

（犃Ｔ犃）－１］＝ ＭＳＥＭ（^犡ＬＳ）－^σ
２
０［（犃

Ｔ犃）－１（（犃Ｔ犃）－１

＋（α２犚２）
－１）－１（犃Ｔ犃）－１］ （１７）

所以，^犡２的均方误差为：

ＭＳＥ（^犡２）＝ｔｒ（ＭＳＥＭ（^犡２））＝

ＭＳＥ（^犡ＬＳ）－^σ
２
０ｔｒ［（犃

Ｔ犃）－１（（犃Ｔ犃）－１＋

（α２犚２）
－１）－１（犃Ｔ犃）－１］ （１８）

因为α２＞０，犃
Ｔ犃是正定矩阵，犚２是一个对角阵且

其对角元素均为正，所以有：

σ^
２
０ｔｒ［（犃

Ｔ犃）－１（（犃Ｔ犃）－１＋

（α２犚２）
－１）－１（犃Ｔ犃）－１］＞０ （１９）

　　由式（１８）、式（１９）可得：

ＭＳＥ（^犡２）＜ ＭＳＥ（^犡ＬＳ） （２０）

即在一定条件下，两步解法的解犡^２在均方误差意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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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下优于ＬＳ估计。

３　算例分析

采用文献［１３］中模拟空间测边网的算例，

犘１、犘２、…、犘９为９个已知点，其坐标列于表１，９

个已知点到两个未知点犘１０、犘１１（假设模拟真值

分别为（０，０，０）和（７，１０，－５））的观测距离也列于

表１。两个未知点之间的观测距离为犱１０，１１＝

１３．１０７８５ｍ。各距离为等精度观测，中误差为

±０．００１ｍ。要求根据１９个观测距离确定两个未

知点的坐标。

表１　控制点的坐标和观测距离

Ｔａｂ．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点号
坐标／ｍ

犡 犢 犣

观测距离／ｍ

犱犻，１０ 犱犻，１１

犘１ ２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２５．０７８６９１６．７６５１７

犘２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１３４５１１７．７１９６５

犘３ 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３６．４１５８８２８．４４２９４

犘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０ ０．００５ １０１．４７９４３９３．１６８３９

犘５ －３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３７．３６４２２４３．２９９０５

犘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１０．０１００４ ８．６００６０

犘７ ５６．０００ ９．９９５ ０．０１０ ５６．９９６０６４９．２５６１８

犘８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１８．０３５９０２２．５５９６６

犘９ －１．７００ １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１０．１５０６３１０．０４３８２

　　该算例中，法矩阵的条件数为４．６０１５×１０
３，

属于病态问题。为了验证两步解法的效果，分别用

两步解法、ＬＳ估计、岭估计和截断奇异值法进行计

算。在计算过程中，坐标近似值取为（０．０１ｍ，

－０．０１ｍ，０．０２ｍ）和（７．０１ｍ，９．９９ｍ，－５．０１ｍ）。

比较计算的参数估值 犡^、^犡 的均方误差 ＭＳＥ（^犡）

以及 Δ^犡 ＝ 犡^－犡 的大小列于表２。

表２　两步解法和ＬＳ估计、岭估计以及截断

奇异值法的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Ｔｗｏｓｔｅ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Ｒｉｄｇ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ＶａｌｕｅｓＭｅｔｈｏｄ

比较值 真值 两步解法 ＬＳ估计 岭估计 截断奇异值法

０ －０．０１０２－０．０３６８－０．０４１１ －０．０４０９

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４２３

０ ０．０２０２ ９．３６３１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９２０

犡^ ７ ６．９９３１ ７．０４８８ ６．９７４６ ６．９７９３

１０ １０．００４２ ５．５９６３ １０．０３６３ １０．１４３１

－５ －４．９６４４－４．６４８２－４．８７３５ －４．７７６８

正则化

参数
无　　

第一步０．４８２７

第二步０．０７８４
无 ０．４８２７ 无

ＭＳＥ（^犡） ０ ０．０６７４ １３４．０７９８ ０．２４７４ ０．２７７６

‖Δ^犡‖ ０ ０．０４３６ １０．３５３３ ０．１６６７ ０．２８７６

　　在本算例中，两步解法中第二步采用的正则

化矩阵为 犚＝犚２ ＝ｄｉａｇ（１４１２３９１，９４４６４２，

６３．８４１５，１８６．３９２０，１２．４３９４，４４．６３０８）。

从表２来看，两步解法的参数估值较接近真

值，ＭＳＥ（^犡）和 Δ^犡 均非常小。表中数据说明两

步解法不仅明显优于ＬＳ估计，而且优于岭估计

和截断奇异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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