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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阻尼最小二乘原理进行三维直角坐标转换的方法，并在模型中加入了稳健估计进行

粗差探测与剔除。该方法的特点是：不依赖７个坐标转换参数初值，计算收敛速度快，计算结果精确稳定可

靠，不仅适合于小旋转角而且也适用于任意的大旋转角。通过模拟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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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空间直角坐标转换是测绘学中经常遇到

的问题，随着测绘技术的发展，在空间大地测量、

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机器人自由设站以及ＧＩＳ中

都遇到大量的大旋转角的三维空间直角坐标的转

换问题。传统的三维直角坐标转换大多采用７参

数线性模型，即３个坐标平移参数、３个角度旋转

参数和１个尺度缩放参数，只适用于小旋转角。

１　三维直角坐标转换的阻尼最小二

乘稳健估计模型

１．１　三维直角坐标转换模型

三维直角坐标转换模型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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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犡　犢　犣］
Ｔ
新 表示经坐标转换后的新坐标

系统下的坐标；［犡　犢　犣］
Ｔ
旧 表示旧坐标系统下

的坐标；［Δ犡　Δ犢　Δ犣］
Ｔ为平移因子；犿 为尺度

因子；犚为坐标旋转矩阵，犚的构成过程可参考文

献［１］。将犚代入式（１），线性化后得误差方程：

犞＝犅ｄ犡＋犾 （２）

式中，犞为３狀×１的新坐标系下的坐标改正数向

量；犅为３狀×７的系数矩阵；ｄ犡为７×１的转换参

数的改正数向量；犾为３狀×１的常数向量；狀为基

准点的个数。

如果有三个以上（含三个）的基准点，则可按

最小二乘准则进行平差计算，求出７个坐标转换

参数的估值犡^，其计算公式为：

犡^＝犡０＋ｄ^犡＝犡０－（犅
Ｔ犘犅）－１犠 （３）

式中，犠＝犅Ｔ犘犾；犡０为７个转换参数的初值；犘为

３狀×３狀的权阵。

１．２　三维坐标转换的阻尼最小二乘法

三维坐标转换的阻尼最小二乘法基本思路

是［２４］：在７个转换参数的初值犡犽（此处犽＝０）处，

对坐标转换模型进行线性近似，并按间接平差方

法构建如式（２）所示的误差方程，再组建成如下式

所示的线性方程组：

（μ犽犐＋犅
Ｔ
犽犘犅犽）ｄ犡犽 ＝－犠犽 （４）

然后求解７个转换参数的改正数ｄ犡犽，计算犡犽＋１

＝犡犽＋ｄ犡犽，并进行以下判断：若‖ｄ犡犽‖≤ε０（本

文中ε０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则获得的７个转换参

数估值为最佳估值，否则，进行迭代计算。其中，

犅犽和犠犽分别为第犽次迭代计算中式（２）、式（３）中

的犅矩阵和犠 向量；μ犽为阻尼因子。计算过程中

需要比例因子犆、μ犽值对截断值μ犮、乘常数狌犽（相

当于文献［５］中的犚乘常数），其取值及计算公式

可参照文献［５］。三维直角坐标转换的阻尼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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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法计算步骤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三维直角坐标转换的阻尼最小二乘法计算步骤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ａｍｐｅｄ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３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３　稳健估计模型

当应用上述的阻尼最小二乘法进行三维直角

坐标转换时，如果基准点存在粗差，将会对计算结

果产生影响。为了消除粗差对坐标转换参数的影

响，本文先利用阻尼最小二乘法求取坐标转参数，

然后再采用稳健估计来进行抗差的三维坐标参数

转换。

稳健估计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选择权函数，本

文参考文献［６７］提出了一种选权迭代法。令基

准点的初始权阵为单位阵，按间接平差法计算基

准点的坐标改正数犞、坐标改正数的验后方差σ^
２
犻

（^σ
２
犻＝狏

２
犻／狉犻）和验后单位权方差σ^

２
０（^σ

２
０＝犞

Ｔ犘犞／狉）。

其中，狉犻＝狇
狏狏
犻犻 狆犻犻为多余观测分量；狇

狏狏
犻犻 为改正

数犞的协因数阵犙犞犞 的主对角线上第犻行元素

值，狆犻犻 为权阵的主对角线上第犻 行元素值，

狉＝ｔｒ（犙犞犞犘）为多余观测数，犻＝１，２，…，３狀，狀为

基准点个数。为判断坐标转换的基准点是否包含

粗差，建立下列统计量犜犻：

犜犻＝σ^
２
犻／^σ

２
０ ＝狏

２
犻／（^σ

２
０狉犻） （５）

　　假设基准点不含粗差，则统计量犜犻可近似看

作自由度为１和狉的中心犉 分布。若犜犻＞犉α，１，狉，

则表明该基准点方差有显著差异，它很可能包含

粗差。于是构建权函数：

狆
狏
犻 ＝

１ 当犜犻≤犉α，１，狉

１／犜犻 当犜犻＞犉α，１，
烅
烄

烆 狉

（６）

进行迭代计算，使含粗差基准点的权逐渐变小。

在进行坐标转换参数计算时，含粗差坐标的作用

小，从而减小基准点粗差对转换参数计算的影响。

２　算例与分析

本文采用的算例根据文献［６］中的算例改编。

如图２所示，已知点１～８分别为立方体的８个顶

点，它们的坐标已知（表１）。设这些点先沿犡、犢、

犣轴各平移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后，再分别

绕犡、犢、犣轴逆时针旋转３０°、４５°、６０°，尺度参数

假定为１，变换后的坐标如表１所示。

图２　模拟算例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ｘａｍｐｌｅ

表１　模拟数据（真值）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

点名
旧坐标系下的坐标 新坐标系下的坐标

犡旧／ｍ 犢旧／ｍ 犣旧／ｍ 犡旧／ｍ 犢旧／ｍ 犣旧／ｍ

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８１４．３１３１４０ ２５８９．５６８２６８ ４９３１．８５１６５３

２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９９５７７ ５０３９．０５８０１１ ２１０３．４２４５２８

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７．００７２０４ ４５３１．７５２０７５ ３５１７．６３８０９０

４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２０６３５９ ２０８２．２６２３３２ ６３４６．０６５２１５

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３０７．００７２０４ －５３１．７５２０７５ ２４８２．３６１９１０

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８９２．７９３６４１ １９１７．７３７６６８ －３４６．０６５２１５

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８１４．３１３１４０ １４１０．４３１７３２ １０６８．１４８３４７

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９９５７７ －１０３９．０５８０１１ ３８９６．５７５４７２

８０７



　第３２卷第８期 罗长林等：三维直角坐标转换的一种阻尼最小二乘稳健估计法

　　对７个转换参数采用如下４种不同方案的初

值。方案１：

犡０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Ｔ

方案２：

犡０ ＝ ［０ ０ 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１］Ｔ

方案３

犡０ ＝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 ０° ０° １］Ｔ

方案４

犡０ ＝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０．５］Ｔ

选取其中的点１、２、３和４作为基准点，在４号点

的犡坐标上加上２ｃｍ的粗差，按本文给出的利

用阻尼最小二乘法求解坐标转换参数（平移参数

取至０．００１ｍｍ，旋转参数取至０．００１″，尺度参数

取至１０－９），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然后再对方

案１用稳健估计理论进行抗差处理，３个平移量

Δ犡、Δ犢、Δ犣 分 别 是 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ｍ、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ｍ；３个旋转角

φ、φ、θ 分 别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１″、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１″；尺度缩放因子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最后将方案１抗差处理后的坐标转换参数分别代

入式（１）、式（２），计算８个点的坐标及坐标较差，

结果列于表３。

由表２可知，４种不同初值的方案均能在很

少的迭代次数内收敛到相对正确的坐标转换参数

（坐标转换参数与模拟参数不符，是基准点加入２

犮犿粗差所致），说明阻尼最小二乘法对初值依赖

小，利用该方法进行大角度旋转的三维直角坐标

转换是有效的。由表３可知，利用阻尼最小二乘

法进行三维直角坐标转换，虽然能够收敛，但其受

粗差的影响较大，利用稳健估计进行粗差探测与

剔除，可以获得正确的坐标转换参数。点４的犡

坐标较差为２０．００１犿犿，与给定的２犮犿粗差基本

吻合，说明稳健估计具有很好的发现并抵抗粗差

的能力。

表２　转换参数的迭代计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转换参数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方案４

Δ犡／ｍ １０００．００４８１７ １０００．００４８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４８１９ １０００．００４８１７

Δ犢／ｍ 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８ 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５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９ 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９

Δ犣／ｍ 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２ 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０ 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１ ３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０

φ／°′″ ３０．００００３８５ ３０．００００３８５ ３０．００００３８５ ３０．００００３８５

ψ／°′″ ４４．５９５９８９３ ４４．５９５９８９３ ４４．５９５９８９３ ４４．５９５９８９３

θ／°′″ ５９．５９５９５５０ ５９．５９５９５５０ ５９．５９５９５５０ ５９．５９５９５５０

犿 ０．９９９９９９２８４ ０．９９９９９９２８４ ０．９９９９９９２８４ ０．９９９９９９２８４

迭代次数 １９ １７ ９０ ７

表３　转换后坐标及其与模拟真值的较差

Ｔａｂ．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点名
计算坐标／ｍ 坐标较差／ｍｍ

犡算 犢算 犣算 犡算－犡新 犢算－犢新 犣算－犣新

１ ３８１４．３１３１４０ ２５８９．５６８２６８ ４９３１．８５１６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 ２４００．０９９５７７ ５０３９．０５８０１１ ２１０３．４２４５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 －１３０７．００７２０４ ４５３１．７５２０７５ ３５１７．６３８０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 １０７．２０６３５８ ２０８２．２６２３３２ ６３４６．０６５２１５ －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 ３３０７．００７２０４ －５３１．７５２０７６ ２４８２．３６１９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６ １８９２．７９３６４１ １９１７．７３７６６７ －３４６．０６５２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７ －１８１４．３１３１４０ １４１０．４３１７３１ １０６８．１４８３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８ －４００．０９９５７８ －１０３９．０５８０１２ ３８９６．５７５４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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