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 第９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３Ｎｏ．９

Ｓｅｐｔ．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０９。

项目来源：云南省省院省校科技合作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ＹＸ３６）；武汉市科技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６０３２３１１３）。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８）０９０９３０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同伦方法的非线性测量模型参数估计

胡志刚１，２　花向红１
，２
　李　昭１

，２
　韩红超１

，２

（１　武汉大学灾害监测与防治研究中心，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提出了非线性模型参数稳健估计的同伦算法和带约束非线性模型参数估计的同伦算法，推导了相应

的非线性同伦算法的函数模型。算例计算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算法对初值要求不高，算法收敛，计算结果精度

较好，是非线性测量模型参数估计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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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精度观测下，因线性近似而产生的模型

误差有时会大于观测误差许多［１］。为提高成果质

量，有必要对非线性模型参数的精确求解方法进

行研究。文献［２］表明，同伦算法是解非线性模型

的有效方法。文献［３］将同伦算法应用于非线性

测量模型，提出了非线性最小二乘模型的同伦算

法，是同伦法应用于非线性测量数据处理领域的

开端。本文对同伦算法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提出

了非线性模型参数稳健估计的同伦算法和带约束

非线性模型参数估计的同伦算法，并推导出了相

应的非线性同伦算法的函数模型。

１　非线性测量模型参数估计的同伦

算法

１．１　非线性最小二乘同伦算法

一般地，非线性最小二乘模型表示为［４］：

犞＝犳（犡）－犔

犞Ｔ犘犞＝｛ ｍｉｎ
（１）

式中，犳（犡）＝［犳（犡１）犳（犡２）…犳（犡狀）］
Ｔ；犘为

观测权阵；犔＝［犔１犔２…犔狀］
Ｔ为观测数据。未知

参数真值犡通常是未知的，用估值 犡^ 代替，残差

用犞代替。式（１）的非线性模型参数 犡^ 是存在

的［５］，是一个非线性无约束最优化问题，等价于：

Φ（犡）

犡
＝
（犞

Ｔ犘犞）

犡
＝２
犳
犡
狘
Ｔ
犡＝^犡·

犘（犳（^犡）－犔）＝０ （２）

该方程是非线性方程。根据同伦算法，令

犉（^犡）＝
Φ（犡）

犡

构造同伦函数：

犎（狋，犡）＝ （１－狋）犉（^犡）＋狋（^犡－犪） （３）

由式（３）可得微分方程的初值问题
［３］：

（犡－犪－犅
Ｔ犘犾狋犐＋（１－狋）（犅

Ｔ犘犅＋犆
Ｔ犘犾））·

　　［狋／狊　犡／狊］
Ｔ
＝０

λ（０）＝ （１，犪

烅

烄

烆 ）

（４）

式中，犅Ｔ＝
犳
犡
｜犡＝^犡；犆

Ｔ＝
犳
犡

２｜犡＝^犡；犾＝犳（^犡）－犔。

从初始值λ（０）＝（１，犪）起跟踪同伦函数解曲

线λ（狊）（０≤狊≤狊０），直到狋（狊）＝０，对应的狓（狊）就

是式（１）的非线性模型数值解。对于常数犪值，在

同伦算法进行计算前需预先给出。文献［２］表明，

同伦算法对任意初值犪全局收敛，即算法对犪的取

值依赖性不强，犪值可任意选取，且算法收敛。故

常数向量犪可取目标方程犉（^犡）＝０未知参数的

近似值，即取犪＝犡０。

例１　已知非线性模型为犔犻＝狓１犲
犻狓
２，其中，

参数狓１、狓２的真值为：

犡＝［５．４２０１３６１８７　－０．２５４３６１８９］
Ｔ。犔犻

的真值用参数的真值犡 计算（犻＝１，２，…，５），其

相应模拟的同精度独立观测值列于表１（忽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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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试求估值犡^。

表１　犔犻的真值与观测值列表

Ｔａｂ．１　Ｒｅ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犔犻

犻 １ ２ ３ ４ ５

真值 ４．２０２８３４３．２５８９２４２．５２７００６１．９５９４６９１．５１９３９４

观测值４．２０ ３．２５ ２．５２ １．９５ １．５１

　　取初值犡＝［５．４ －０．３］Ｔ，线性化后按线性

最小二乘法平差，其结果为犡^＝［５．３９４１４１９７９

－０．２５０２４６２１３］Ｔ， ‖ Δ犡 ‖ ＝ ‖^犡－

犡‖＝０．０２６。

而按非线性最小二乘同伦算法，由式（３）构成

同伦函数 犎（狋，犡），并按式（４）计算，取初值犪＝

［５．４－０．３］Ｔ，得计算结果为犡^＝［５．４２２７４３１６０

－０．２５５６７１６９８］Ｔ，‖Δ犡‖＝‖犡^－犡‖＝

０．００２９。另取初值犪＝［０　－１］
Ｔ，计算结果为 犡^

＝［５．４２２７４４５７４－０．２５５６７２０８６］Ｔ，‖Δ犡‖

＝‖^犡－犡‖＝０．００２９。

以上数据表明，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同伦算

法处理观测数据较直接线性化平差的精度提高了

１０倍。从本例可以看出，对非线性模型进行线性

化所带来的模型误差不可忽视，并对高精度数据

处理产生较大影响。实际上，在点犡 附近，按照

非线性模型能否线性化判断准则［８］，如果观测函

数犉（犡）在点犡处‖犆ｄ犡
２
‖／（犞′犞）的值小于１，

（犆为犉（犡）的二阶偏导系数），则观测函数可以在

点犡 处近似。而本例中，‖犆ｄ犡
２
‖／（犞′犞）＝

１３９．３４７＞１，说明该点的曲率强度太大，不能线

性近似。而采用的非线性最小二乘同伦算法直

接求解非线性函数，避免了线性近似带来的模

型误差。

同伦算法具有全局收敛的优点，不依赖初值

的选取。当初值犪＝［５．４－０．３］Ｔ，用牛顿迭代法

可得 犡^＝［５．４２２７４４５８２ －０．２５５６７２０８７］Ｔ，

但是当初值取犪＝［９．３ －５．０］Ｔ时，牛顿法、拟

牛顿法、信赖域法、高斯牛顿法均发散。这说明

以上几种算法都强烈依赖初值的选取，只有当初

值较接近真值时算法才能收敛。若此时仍采用该

初值，利用同伦算法可解得 犡^＝［５．４２２７４４５６８

－０．２５５６７２０８５２］Ｔ，‖Δ犡‖＝０．００２９。可见，

同伦算法对初值依赖性不强，当初值离真值较远

时，算法仍能收敛且计算的结果精度较高。这也

说明同伦算法用于非线性最小二乘模型平差是可

行的，计算结果也较精确。

１．２　非线性模型参数稳健估计的同伦算法

对含有粗差的非线性模型稳健估计，一般的

做法是对非线性模型进行线性化。但是线性近似

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模型误差，用这种含有模型误

差的近似模型去处理粗差，实际上可能造成错误

的粗差鉴别和定位［７］。因此，最好是寻求一种适

合非线性模型的稳健估计。设不同精度的独立观

测值为犔＝［犔１犔２…犔狀］
Ｔ，相应的权阵为犘，其非

线性误差方程为式（１），稳健估计模型为：

（犳犻
（^犡）

狓犻
）Ｔ珚犘（犳犻（^犡）－犔犻）＝０

∑狆犻ρ（狏犻）＝
烅

烄

烆 ｍｉｎ

（５）

式中，珚犘＝ｄｉａｇ珚犘犻，珚犘犻＝狆犻ω犻，犻＝１，２，…，狀。ρ（狏犻）

选取的形式不同，对应不同的最优化准则。到目

前为止，已经发展了很多种权因子，本文采用抗差

效果较好的ＩＧＧ法
［７，８］。其权因子公式为：

ω（υ犻）＝

１，狘υ犻狘≤１．５σ

犽σ／狘υ犻狘，１．５σ≤狘υ犻狘≤２．５σ

０，狘υ犻狘＞２．５

烅

烄

烆 σ

（６）

　　令犉（^犡）＝
犳犻（^犡）

（ ）犡

Ｔ

珚犘（犳犻（^犡）－犔犻），构造

同伦函数，即为非线性模型参数稳健估计的同伦

算法。

例２　设例１中的观测值犔３有误差，其值为

犔３＝８．５２，其余观测值见表１，试求参数估值 犡^。

本例尝试了３种方法求解参数狓，其对比结果如

表２所示。

表２　３种求解方法计算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参数估值

犡２ 犡２ ‖Δ犡‖

５．４２０１３６１８

（真值）

－０．２５４３６１８９

（真值）
－

线性化求解 ４．２３０８２５２３ ０．０６０１６１０８ １．２３０２

非线性最小

二乘同伦法
５．７２７７４５７９８ －０．１３３５２４４５３ ０．３３０５

非线性稳健

估计同伦法
５．４２２９７６１６７ －０．２５５７５９４３７ ０．００３２

　　从表２可以看出，如果不对粗差采取措施，单

个观测粗差就会使整个数据的处理结果精度大大

降低，并且使得线性化平差结果失去使用价值。

而考虑粗差影响的非线性稳健估计同伦法仍能得

到较好的结果，几乎与无粗差影响的平差结果相

等。因此，将同伦函数引入非线性稳健估计中是

可行和可靠的。

１．３　带约束的非线性模型同伦算法

一般地，带约束的非线性模型可表示为［１］：

犔＝犳（犡）＋Δ

（犡）－α＝｛ ０
（７）

式中，犳（犡）为非线性函数；犡 为狌维未知参数；

（犡）为函数形式已知的犱维向量，犱＝狌－狋；α为已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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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犱维常数向量。若用未知参数估值犡^代替其

真值犡，由拉格朗日条件极值法，式（７）等价于：

犞

（ ）犡
Ｔ

（犳（^犡）－犔）＋
（^犡）

（ ）犡

Ｔ

犓＝０

（^犡）－α＝

烅

烄

烆 ０

　　（８）

式中，犞＝犳（^犡）－犔；犓为犱维待定系数向量。

当（犡）为线性约束条件，即约束方程为犆^犡

－α＝０时，式（８）可转化为无约束非线性模型。

即，先用式（７）的约束方程求得：

犡^＝犆
Ｔ（犆犆Ｔ）－１α＋犉^犢 （９）

式中，犉为狌×狋的待定矩阵，由方程犆犉＝０和

犉Ｔ犉＝犐决定，犐为单位阵；^犢为新参数。然后，将

式（９）代入误差方程得：

犞＝犳（^犡）－犔＝犳（犆
Ｔ（犆犆Ｔ）－１α＋犉^犢）－犔＝

犵（^犢）－犔 （１０）

这样就将式（９）转化为无约束条件非线性模型。

再由式（３）构造同伦函数，令

犎（狋，犢）＝ （１－狋）犉（^犢）＋狋（^犢－犪） （１１）

式中，犉（^犢）＝犞Ｔ犘
犵（^犢）

犢
＝（犵（^犢）－犔）

Ｔ犘
犵（^犢）

犢
，

犘为观测权阵。式（１１）就是带线性约束的非线性

模型同伦算法，将此式求得的解犢^代入式（９）便

得到式（７）的未知参数估值。

例３　带约束的非线性模型满足：

犔犻＝犻狓
２
１＋狓１狓３－犲

犻狓
３＋Δ犻

　 （犻＝１，２，…，７）

狓１－狓２＋狓３＋２．４０＝０

（１２）

　　设狓１、狓２的真值为狓１＝１．９０，狓２＝１．５６，用此

真值计算出的观测值珟犔犻及随机观测值犔犻见表３，

试计算参数的估值犡^＝［^狓１狓^２狓^３］
Ｔ。

表３　犔犻的真值与观测值列表

Ｔａｂ．３　 Ｒｅ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犔犻

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真值珟犔犻 ６．５０９４３ １０．１７９８ １３．７９３７ １７．４０４０ ２１．０１４０ ２４．６２４０ ２８．２３４０

观测值犔犻 ６．５ １０．１ １３．７ １７．４ ２１．０ ２４．６ ２８．２

　　将式（１２）线性化并按最小二乘法平差，取近

似值犡０＝［１．８０１．６０－２．７０］
Ｔ，得平差值 犡^＝

［１．９０９６１．４５８４ －２．８５１２］Ｔ，‖Δ犡‖ ＝

０．１５０９。若将式（１２）式转化为式（１）的无约束非

线性模型，并按式（１１）组成同伦函数，取初值犪＝

［－０．８０－３．００ －０．２］Ｔ，可得参数估值 犡^＝

［１．９００２１．５４６１ －２．７５３７］Ｔ，‖Δ犡‖ ＝

０．０１９５。比较两种解法的结果，说明用同伦算法

处理带约束的非线性模型比转化为线性化模型平

差方法的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所以，同伦算法

处理带约束的非线性模型是可行的，计算结果更

加精确可靠。

２　同伦算法与其他算法的精度比较

为研究同伦算法处理非线性模型的精度，利

用例１的数据，将同伦算法与常见的几种处理非

线性模型的算法的计算结果进行了精度比较，见

表４。由表４可知，在给定适当的初值、保证以上

各种算法都收敛的情况下，对于本例，线性近似的

计算精度最差；而单纯形法和模拟退火法的计算

精度有所改善；同伦算法、高斯牛顿法和信赖域

法三种算法所得结果的精度相同且最高，均比线

性近似的精度高出约一个数量级，所以，同伦算法

能够处理高精度的非线性模型且解算精度较高。

表４　各种算法精度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狓^１ 狓^２ ｜Δ狓｜

线性近似 ５．３９４１４２ －０．２５０２４６ ０．０２６３

同伦算法 ５．４２２７４３ －０．２５５６７２ ０．００２９

高斯牛顿法 ５．４２２７４５ －０．２５５６７２ ０．００２９

单纯形法 ５．４２７３２５ －０．２５５８９８ ０．００７４

模拟退火法 ５．４２３８０６ －０．２５５８７１ ０．００４０

信赖域法 ５．４２２７３８ －０．２５５６７１ ０．００２９

这样高的精度足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大部分问

题。

综上所述，同伦算法用于非线性参数估计是

可行和可靠的，其全局收敛和较高的非线性模型

解算精度的优点，使其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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