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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数有非负约束平差模型的一种新算法

宋迎春１　朱建军１　陈正阳１　曾联斌１

（１　中南大学信息物理工程学院，长沙市麓山南路，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研究了部分参数带有非负约束的平差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处理部分参数附有非负约束的平差方法。

该方法是先将非负约束的最小二乘问题转换成凸二次规划问题，然后求其最优解。通过模拟实例说明，此算

法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实际测量中的平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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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７

　　将有效的先验信息转换为不等式约束参与测

量平差，可较好地改善平差结果，但与其他平差方

法相比，不等式约束条件的平差计算是非常困难

的。Ｊｕｄｇｅ等人首先研究了具有不等式约束的回

归分析［１］，Ｌｉｅｗ提出了把具有约束的最小二乘问

题转换成线性补问题，用线性规划中的线性补方

法求解［２］。Ｓｃｈａｆｆｒｉｎ把Ｌｉｅｗ的方法引入了大地

测量领域，并研究了其在大地控制网的优化、最佳

ＦＩＲ滤波器的设计及方差估计中的应用
［３］；Ｒｅ

ｍｏｎｄｉ将不等式约束引入了ＧＰＳ数据处理中，提

出了用高程（不等式）约束改善模糊度的初始

化［４］；Ｕｅｎｏ等人
［５］及朱建军［６］都曾研究过高程约

束在改善ＧＰＳ模糊度分解中的应用；Ｋｏｃｈ等人

研究了不等式约束在变形检验中的应用［７］；卢刚

等人研究了不等式约束在ＧＰＳ导航中的应用
［８］；

Ｂｊｒｃｋ介绍了类似的方法
［９］；最近又有许多学者

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附不等式约束平差问题进行了

研究［１０１２］，但其解算方法过于复杂，难以在实际测

量中应用。本文针对实际测量中只有部分参数有

非负要求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新的处理部分参数

附有非负约束的平差方法。

１　附部分非负约束平差模型的最小

二乘估计

　　部分变量有非负约束的平差模型为：

狔＝犃狓＋犲 （１）

狓１ ≥０ （２）

式中，犃是一个狀×狋的设计矩阵，其中犃列满秩

（秩犃＝狋）；狓是狋×１的未知向量，狓＝（狓Ｔ１，狓
Ｔ
２）

Ｔ，

狓１ 是狆维向量；狓２ 是狋－狆维向量；犲是随机误差

向量，均值为０，协方差为σ
２犐，犐是单位阵。

根据最小二乘平差原则，将式（１）转化为带有

非负约束的规划问题：

ｍｉｎ｛（犃狓－狔）
Ｔ（犃狓－狔）：狓１ ≥０｝ （３）

因为犉（狓）＝（犃狓－狔）
Ｔ（犃狓－狔）＝

１

２
狓Ｔ（２犃Ｔ犃）狓＋

（－２犃Ｔ狔）
Ｔ狓＋狔

Ｔ
狔是一个凸函数，故规划问题（３）

是一个凸规划。

引理［１３］
　对于规划问题

ｍｉｎ｛犳（狓）：犵（狓）≥０｝ （４）

若犳（狓）是凸函数，犵（狓）是狓的线性函数，则狓是

式（４）最优解的充要条件是：存在向量μ，使狓和

μ满足如下条件（ＫｕｈｎＴｕｃｋｅｒ条件
［１４］）：

ｄ犳
ｄ狓
－
ｄ犵
ｄ狓
μ＝０，犵（狓）≥０，

μ≥０，μ
Ｔ
ｇ（狓）＝０ （５）

　　定理１　规划问题（３）有最优解狓＝（狓
Ｔ
１，狓

Ｔ
２）

Ｔ

的ＫｕｈｎＴｕｃｋｅｒ条件是：

［λ，０］
Ｔ
＝犌［狓１，狓２］

Ｔ
＋［犮１，犮２］

Ｔ，

λ
Ｔ狓１ ＝０，狓１ ≥０，λ≥０ （６）

式中，犌＝犃Ｔ犃；犮＝－犃Ｔ狔；λ＝（λ１，λ２，…，λｐ）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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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根据引理，在式（４）中取ｇ（狓）＝狓１，可

以得到式（３）的ＫｕｈｎＴｕｃｋｅｒ条件为：

［μ，０］
Ｔ
＝ （２犃

Ｔ犃）狓－２犃
Ｔ
狔，

μ
Ｔ狓１ ＝０，狓１ ≥０，μ≥０

令犌＝犃Ｔ犃，犮＝－犃Ｔ狔，μ＝２λ，即得到式（６）。证

毕。

因为式（３）是一个凸二次规划，所以式（３）有

最优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向量λ＝（λ１，λ２，

…，λ狆）
Ｔ 使式（６）成立。并且从犌的正定性可知，

规划问题（３）的最优解是存在的，并且是惟一

的［１５］。对于规划问题（３），如果最优解狓^中，对应

的狓^１＝０，那么平差模型（１）转化成了无约束的平

差模型，可用普通方法求得狓^２ 的最小二乘估计。

因此，对于最优解狓^，若狓^１≠０，称狓^为平凡解。

设犓 是犑＝｛１，２，…，狆｝的任一子集，即犓

犑，犝 是犓 在犑 中的补集，即犝＝犑－犓，记犌犓 为

矩阵犌 的行相应于犓、列相应于犓 的犽阶主子

式，犌犝，犓为矩阵犌 的行相应于犝、列相应于犓 的

子式，犮犽、狓犓 和犮犝、狓犝 分别为犮、狓相应于犓 和犝

的向量。同时也称狓犑 由狓犓 和狓犝 组成，犮犑 由犮犓

和犮犝 组成。令犞＝｛狆＋１，狆＋２，…，狋｝，如果矩阵

犌用分块矩阵表示，那么式（６）可以写为：

λ［］
０
＝

犌犑 犌犑，犞

犌犞，犑 犌
［ ］

犞

狓犑

狓
［ ］
犞

＋
犮犑

犮
［ ］
犞

（７）

或
犌犑狓犑＋犌犑，犞狓犞 ＋犮犑 ＝λ

犌犞，犑狓犑＋犌犞狓犞 ＋犮犞 ＝
｛ ０

（８）

式中，狓犑＝狓１；犮犑＝犮１；狓犞＝狓２；犮犞＝犮２。

定理２　规划问题（３）有最优解狓＝（狓
Ｔ
犑，狓

Ｔ
犞）

Ｔ

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犑＝｛１，２，…，狆｝的一个

子集犓，使线性方程组（８）有解狓犓＝狓犓，狓犞＝狓犞，

且狓犓≥０，狓犓≠０，并使

犌犝，犓狓犓 ＋犌犝，犞狓犞 ＋犮犝 ≥０ （９）

式中，狓犑 由狓犓 和狓犝 组成。

证明　ａ．必要性。若（３）有最优解狓＝（狓
Ｔ
犑，

狓Ｔ犞）
Ｔ，则由定理１，存在向量λ＝（λ１，λ２，…，λ狆）

Ｔ，

使得

［λ，０］
Ｔ
＝犌［狓犑，狓犞］

Ｔ
＋［犮犑，犮犞］

Ｔ （１０）

λ
Ｔ狓犑 ＝０，狓犑 ≥０，λ≥０ （１１）

因为狓犑≠０，所以存在犑＝｛１，２，…，狆｝的一个子集

犓，它的补集为犝＝犑－犓，使得狓犓＞０，而狓犝＝０。

又λ
Ｔ狓犑＝０，有λ

Ｔ
犓狓犓＝０，所以λ犓＝０。由式（１０）

和犌的分块形式，式（１０）即为：

犌犑狓犑＋犌犑，犞狓犞 ＋犮犑 ＝λ

犌犞，犑狓犑＋犌犞狓犞 ＋犮犞 ＝
烅
烄

烆 ０
（１２）

式（１２）的第一式可以写成：

犌犓狓犓 ＋犌犓，犝狓犝 ＋犌犓，犞狓犞 ＋犮犓 ＝０ （１３）

犌犝，犓狓犓 ＋犌犝狓犝 ＋犌犝，犞狓犞 ＋犮犝 ＝λ犝 （１４）

式（１２）的第二式可以写成：

犌犞，犓狓犓 ＋犌犞，犝狓犝 ＋犌犞狓犞 ＋犮犞 ＝０ （１５）

因为狓犝＝０，可以得到：

犌犓狓犓 ＋犌犓，犞狓犞 ＋犮犓 ＝０

犌犞，犓狓犓 ＋犌犞狓犞 ＋犮犞 ＝０

所以线性方程组（８）有解狓犓＝狓犓，狓犞＝狓犞，且有

狓犓≥０，狓犓≠０。而

λ犝 ＝犌犝，犓狓犓 ＋犌犝，犞狓犞 ＋犮犝 ≥０

即式（９）成立。必要性得证。

　　ｂ．充分性。设存在一个犑＝｛１，２，…，狆｝的

一个子集犓，使得式（８）有解狓犓＝狓犓，狓犞＝狓犞，且

狓犓＞０。令λ犓＝０，狓犝＝０，令λ犝＝犌犝，犓狓犓＋犌犝，犞

狓犞＋犮犝，有λ犝≥０。设λ由λ犓和λ犝组成，狓犑由狓犓

和狓犝组成。可以得到λ＝犌犑狓犑＋犌犑，犞狓犞＋犮犑，所

以，有：

［λ，０］
Ｔ
＝犌［狓犑，狓犞］

Ｔ
＋［犮犑，犮犞］

Ｔ，

λ
Ｔ狓犑 ＝０，狓犑 ≥０，λ≥０

故由定理１知，规划问题（３）有最优解狓＝（狓Ｔ犑，

狓Ｔ犞）
Ｔ。充分性得证。

定理３　规划问题（３）有非平凡最优解狓＝

（狓Ｔ犑，狓
Ｔ
犞）

Ｔ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犑＝｛１，２，…，

狆｝的一个子集犓 使线性方程组：

犌犓狓犓 ＋犌犓，犞狓犞 ＋犮犓 ＝０

犌犝，犓狓犓 －λ犝＋犌犝，犞狓犞 ＋犮犝 ＝０

犌犞，犓狓犓 ＋犌犞狓犞 ＋犮犞 ＝

烅

烄

烆 ０

（１６）

有解狓犓＝狓犓，狓犞＝狓犞，λ犝＝λ犝，且狓犓＞０，λ犝≥０。

证明　ａ．必要性。若式（３）有非平凡最优

解，则由定理２，存在犑＝｛１，２，…，狆｝的一个子集

犓，使线性方程组

犌犓狓犓 ＋犌犓，犞狓犞 ＋犮犓 ＝０

犌犞，犓狓犓 ＋犌犞狓犞 ＋犮犞 ＝
｛ ０

有解。设其解为狓犓，狓犞，则狓犓＞０，并且犌犝，犓狓犓＋

犌犝，犞狓犞＋犮犝≥０，令

λ犝 ＝犌犝，犓狓犓 ＋犌犝，犞狓犞 ＋犮犝

则狓犓＝狓犓，狓犞＝狓犞，λ犝＝λ犝为式（１６）的解。必要

性证毕。

ｂ．充分性。若存在犔＝｛１，２，…，狆｝的一个子

集犓，使式（１６）有解狓犓＝狓犓，狓犞＝狓犞，λ犝＝λ犝，且狓犓

＞０，λ犝≥０，则有犌犓狓犓＋犌犓，犞狓犞＋犮犓＝０，犌犞，犓狓犓＋

犌犞狓犞＋犮犞＝０，λ犝＝犌犝，犓狓犓＋犌犝，犞狓犞＋犮犝，由定理２

规划问题（３）有最优解狓＝（狓Ｔ犑，狓
Ｔ
犞）

Ｔ。充分性证

毕。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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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理３中的线性方程组（１５）的系数矩阵

犛犓，则（１６）可以写成犛犓犣＝－犮，其中犣＝（狓
Ｔ
犓，λ

Ｔ
犝，

狓Ｔ犞）
Ｔ，犛犓的列向量为犛犓１，犛犓２，…，犛犓狋，即有犛犓＝

｛犛犓１，犛犓２，…，犛犓狋｝，因为犌＝犃
犜犃，有：

犛犓犻 ＝

（犃犜犃）犻，犻∈犓

－犲犻，犻∈犝

（犃犜犃）犻，犻∈

烅

烄

烆 犞

（１７）

　　利用式（１６）、式（１７），并注意到犮＝－犃
Ｔ
狔，可

以给出一个求规划问题（３）最小二乘估计的算法。

定理４　部分参数有非负约束的平差模型

（１）的最小二乘估计狓^＝［^狓１，^狓２，…，^狓犿］
Ｔ为：

狓^犻 ＝
（犛犓）

－１狓Ｔ［ ］狔 犻 ，犻∈犓 ∪犞

０ ，犻犓 ∪
烅
烄

烆 犞
（１８）

式中，犓 是犑＝｛１，２，…，狆｝的一个子集，且使得

（犛－１犓狓
Ｔ
狔）犑≥０成立。

式（１８）给出了附部分非负约束的平差模型

（１）的最小二乘估计，它与无约束的最小二乘估计

形式类似，不同的是在求犃Ｔ犃的逆之前，对列号

不属于犓∪犖 的列用负单位向量替换得到新矩

阵犛犓，然后再计算（犛犓）
－１狓Ｔ狔，最后把序号不属于

犓∪犖 的分量置换为０就可以得到部分参数带有

非负约束平差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由前面的分

析可知，当犃是列满秩时估计是惟一的。对于估

计（１８）的关键是确定犓，因为犓 是犑＝｛１，２，…，

狆｝的一个子集，可以用穷举法一个一个地去试，

只要（犛－１犓狓
Ｔ
狔）犑≥０，就可以找到子集犓，从而求

出其最小二乘估计。一般地，最多需要寻找２狆－

１次，因此，对于参数狓１维数不大的模型是非常适

用的。另一方面，若犑是空集，则式（１）就是普通

的平差模型，若犞 是空集，则式（１）就是带非负约

束的平差模型（已另著文）。下面根据定理４，可

以给出一个求附非负约束的平差模型（１）的最小

二乘估计的算法。

１）选择犑＝｛１，２，…，狆｝的子集犓。

２）计算（犛犓）
－１狓Ｔ狔。

３）假若（犛－１犓狓
Ｔ
狔）犑≥０，转到步骤４）；否则，修

改犓 转到步骤２）。

４）得到式（２）的最小二乘估计；

（^狓）犻 ＝
（犛犓）

－１犃Ｔ［ ］狔 犻，犻∈犓 ∪犞

０，犻犓 ∪
｛ 犞

（１９）

式中，犞＝｛狆＋１，狆＋２，…，狋｝。因为犑是有限集，

这个算法将在有限步后终止。

２　算例分析

　　图１所示为一理想边坡，边坡上因地质断层

构成一可能的滑体，按地质力学的知识滑体只能

沿底盘东向移动，即对于犘点３个方向的位移量

ｄ狓、ｄ狔、ｄ狕，有先验信息ｄ狓≥０，ｄ狕≤０。

图１　滑坡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Ｖｉｅｗ

ｏｆ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图２　基点的位置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ＢａｓｅＰｏｉｎｔｓ

假设基点犃坐标为（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基点犅坐标为（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２５０），基点犆坐

标为（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在滑体上一监测

点犘，坐标为（０，０，１００．００），分别在基点犃、基点

犅和基点犆，图２为其平面图。用边前方交会监

测犘点的位移变化，即有犃犘、犅犘 和犆犘 三个边

观测，测边精度为３ｍｍ。为了分析估计结果的

好坏，假设犘点已经有一个位移ｄ狓＝０．０１，ｄ狔＝

－０．０２，ｄ狕＝－０．０３，设观测向量为犔，相应的误

差方程为：

犔犃＋犞犃 ＝ （狓犃－狓）
２
＋（狔犃－狔）

２
＋（狕犃－狕）槡

２

犔犅＋犞犅 ＝ （狓犅－狓）
２
＋（狔犅－狔）

２
＋（狕犅－狕）槡

２

犔犆＋犞犆 ＝ （狓犆－狓）
２
＋（狔犆－狔）

２
＋（狕犆－狕）槡

烅

烄

烆 ２

（２０）

式中，犔犃、犔犅、犔犆 为点犃、犅、犆到点犘 的距离观测

值；犞犃、犞犅、犞犆 为相应的观测噪声，（狓犃，狔犃，狕犃）、

（狓犅，狔犅，狕犅）、（狓犆，狔犆，狕犆）、（狓，狔，狕）为点犃、犅、犆、

犘所对应的坐标。式（２１）在参考点（狓０，狔０，狕０）下

线性化后的误差方程为：

犔＋犞＝犃犡，犡１ ≥０ （２１）

式中，犔＝（犔犃－犔犃０，犔犅－犔犅０，犔犆－犔犆０）
Ｔ；犞 为观

测噪声和线性化噪声之和。犡＝（ｄ狓，ｄ狔，－ｄ狕）
Ｔ；

犡１＝（ｄ狔，－ｄ狕）
Ｔ，ｄ狓、ｄ狔、ｄ狕为犘 点相对参考点

（狓０，狔０，狕０）的位移；犃为线性后犡 的系数矩阵。

相应的一次观测如表１所示。

表１　监测点犘的观测值

Ｔａｂ．１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ａｔａｏ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犘

点名 狓 狔 狕 观测值

犃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３８

犅 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２２．０３６

犆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７１４．１６７

　　本实例的计算是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实现的。

结果如下：

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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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９５７８ ０．２８７３

－０．７００１ －０．７００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１４００

犔＝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２０３

０．

熿

燀

燄

燅０２４４

犃Ｔ犃＝

１．４９０２ ０．４９０２ －０．０９８０

０．４９０２ １．４０７６ 　０．１７７２

－０．０９８０ ０．１７７２ 　０．

熿

燀

燄

燅１０２２

犃Ｔ犔＝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０２４

　０．

熿

燀

燄

燅００９３

　　如果不考虑非负约束，计算得到的最小二乘

估计为：^狓ＬＳ ＝ －０．０３８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３６４ Ｔ。

通过对本文提供的算法编程计算得到：犔＝｛１，

３｝，当犓＝｛３｝时，有：

犛｛３｝＝

－１ ０．４９０２ －０．０９８０

０ １．４０７６ 　０．１７７２

０ ０．１７７２ 　０．

熿

燀

燄

燅１０２２

（犛犓）
－１犃Ｔ犔＝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１２４

　０．

熿

燀

燄

燅１１２３

因为［（犛犓）
－１犃Ｔ犔］犑＝（０．０３８０，０．１１２３）

Ｔ
≥０，所

以带有非负约束限制的最小二乘估计为：^狓ＮＣＬＳ＝

０，－０．０１２４，［ ］０．１１２３ Ｔ。通过与实际的位移

（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３）相比较，可以看出狓^ＬＳ的第１

个分量出现了负数，与地质力学的知识不相符。

从精度方面来看，显然狓^ＮＣＬＳ比狓^ＬＳ要高一些。

３　结　语

不等式约束平差的各种算法有很多的方法，

但大多是一些近似方法，没有一般的表达式，总体

来说都是有缺陷的，必须进一步研究。本文所给

出的方法与传统的平差方法类似，只是增加了寻

找算法中犓 的次数，但对于带有非负限制的参数

向量狓维数不高时，寻找次数是非常少的，如３维

只需７次。一般来说对于非负限制的参数向量狓

维数是狀维时，最大的寻找次数为２狀－１。由于

假定了系数矩阵是列满秩的，所以算法中的规划

问题是凸二次规划，它有惟一的最优解，这对我们

寻找犓 非常有利。文中所设计的算法简明，不要

增加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被广大测绘工作者所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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