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２期

２００９年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２６。

项目来源：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Ｂ２５３１，２００６０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４４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一种病态问题诊断的数值指标
———矩阵向量正交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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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矩阵体积的概念，引入矩阵向量正交度，对病态问题的行列式诊断方法进行了推广和扩展。研究

发现，矩阵向量正交度应用于病态问题诊断，克服了行列式法的诸多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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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定问题在计算数学、回归分析、最优化理

论、地球物理反演、测量数据处理等诸多科研、工程

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病态问题［１３］是大地

测量中常见的一类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关

注。目前，大地测量界对病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两个方面：① 如何对病态问题进行诊断、分析和

解释；② 寻求最佳的病态问题算法
［３］。

不少学者结合大地测量的实践，对病态问题的

诊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展出了条件数分析法、

特征分析法、条件指标与方差比法等一系列方法，

其中条件数分析法的应用最为广泛［３５］。行列式理

论和矩阵理论是线性代数的基础理论［６，７］，已有学

者将行列式的概念应用于病态问题的诊断分析，并

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２，８，９］。

矩阵体积的几何意义明确，具有丰富的欧氏

几何学内涵，在各类曲线、曲面积分、推广勾股定

理、计算狀维球面面积、概率论、降秩回归问题以

及定位网几何构型分析中得到了一定的应

用［１０，１１１６］。本文基于矩阵体积的定义和性质，定

义了任意矩阵向量正交度，并将其应用于病态问

题的诊断、分析和解释。

１　病态问题诊断方法

病态问题与系统的观测结构密切相关，如果

处理的问题为线性问题或将非线性问题进行线性

化处理转化为线性问题，通常情况下，病态问题表

现为方程组系数矩阵列向量间存在或严重存在复

共线关系［２４，１７］。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几种病态问

题诊断有如下几种：① 特征分析法。这是较早提

出的一种复共线的判定技术，是基于矩阵的特征

系统提出的一种病态问题诊断方法［２，１７］。该方法

的优点在于计算简单，且很容易给出全部的复共

线性关系［２］。② 条件数法。条件数法很好地解

决了特征分析法涉及到的“很接近于零”的模糊表

述方面的问题，成为目前最常用的一种病态问题

诊断方法［３，４］。条件数法实际上是特征分析法的

一种特例，存在类似的弊端。③ 行列式法。病态

问题的行列式诊断法将法方程系数矩阵犖 的行

列式作为病态问题诊断的数值指标，其优点是计

算简单，且能整体反映法方程系数矩阵的谱特征，

但存在类似于特征分析法的致命弱点。此外，已

有学者指出，行列式诊断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造成

病态问题诊断失败［２，５］。

２　矩阵向量正交度

研究发现，当使用行列式概念对一个病态问

题进行复共线分析时，归纳起来存在两方面的问

题：① 行列式多小能够断言存在复共线性；②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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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决小行列式是复共线性存在的必要而非充分

条件［２］。一些学者对条件数法应用于测量平差系

统病态性诊断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发现条件数法

能够改进特征分析法存在的问题，但又不能完全

取而代之［１７］。本文结合矩阵体积的概念，引入矩

阵向量正交度的概念，以扩展行列式在病态问题

诊断中的应用范围。

　　定义１　对于矩阵犃＝［狓１…狓狀］∈犚
犿×狀，若

ｍｉｎ‖狓犻‖２＝０（犻＝１，２，…，狀），则矩阵犃的列向

量的正交度ｏｒｔｃｏｌ（犃）定义为０；否则，

ｏｒｔｃｏｌ（犃）＝ｖｏｌ狀（犃）／∏
狀

犻＝１

‖狓犻‖２ （１）

式中，∏
狀

犻＝１

‖狓犻‖２ 为向量的二范数；ｖｏｌ狀（犃）＝

ｄｅｔ（犃Ｔ犃槡 ）为矩阵的体积［１１，１６］，其几何意义为以

犃的列向量为边的狀维平行多面体的体积。狀维

平行多面体的体积定义［１８］为：

ｖｏｌ犘（狓
１
，狓
２
，…，狓狀

）＝ｖｏｌ犘（狓
１
，狓
２
，…，狓狀－１

）犎狓狀 （２）

如图１所示，犎狓狀是向量狓狀 在犘（狓１，狓２，…，狓狀－１）

的高，θ狓狀，ｓｐａｎ（狓１，…，狓狀－１）为狓狀 与空间ｓｐａｎ（狓１，狓２，

…，狓狀－１）的夹角。结合式（１）和式（２）可得：

ｏｒｔｃｏｌ（犃）＝∏
狀

犻＝１

ｓｉｎθ狓犻，ｓｐａｎ（狓１，…，狓犻－１） （３）

图１　高维平行多面体的几何要素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

Ｄｉ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ｏｈｅｄｒｏｎ

　　由矩阵体积的性质
［１０，１５，１６］可得０≤ｏｒｔｃｏｌ（犃）

≤１，当且仅当矩阵犃的列向量两两正交时，ｏｒｔｃｏｌ

（犃）取得最大值１；当且仅当矩阵犃的列向量间存

在复共线关系时，ｏｒｔｃｏｌ（犃）取得最小值０
［１６］。因

此，系数矩阵列向量的正交度是一个有价值的数

字指标，矩阵列向量的正交度刻画了该矩阵列向

量的正交（独立）程度。

事实上，对于一个亚定问题，往往更关心的是

矩阵行向量之间的正交关系。类似地，可以给出

矩阵行向量正交度的概念。

定义２　矩阵犃＝［狓１…狓犿］
Ｔ
∈犚

犿×狀，若 ｍｉｎ

‖狓犻‖２＝０（犻＝１，２，…，犿），则矩阵犃的行向量的

正交度ｏｒｔｒｏｗ（犃）定义为０；否则，

ｏｒｔｒｏｗ（犃）＝ｖｏｌ犿（犃
Ｔ）／∏

犿

犻＝１

‖狓犻‖２ （４）

　　矩阵行向量正交度与列向量正交度具有类似

的特征。结合式（３）不难发现，矩阵向量正交度是

一种病态问题诊断的优良数字指标，整体上反映

了矩阵向量的复共线性，具有明确的几何意义，有

利于从系统观测结构的角度把握病态问题的起

因。类似于矩阵的条件数，矩阵向量正交度也是

一个相对数值指标，它解决了“矩阵的体积很接近

零”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把握的问题。矩阵条件数

（矩阵最大特征值与最小特征值的比值）、矩阵体

积（行列式）以及矩阵向量正交度的取值范围及其

特征（以列向量为例）如表１所示。

表１　矩阵条件数、矩阵体积和矩阵向量正交度的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

数值指标 取值范围 最值条件 特征

最小特

征值
［０，＋∞）

矩阵列向量存在

一对复共线关系

反映了向量复共线性；

仅反映了矩阵谱的一端

条件数 ［１，＋∞）

矩阵向量两两正

交为其必要条件

较好地反映向量复共线

性；仅反映了矩阵谱点

两极

矩阵体积 ［０，＋∞）

矩阵列向量至少

有一对复共线关系

未能很好地反映向量复

共线性；整体反映了矩

阵谱特征

矩阵向量

正交度
［０，１］

最小值：至少有一对

复共线关系；最大值：

矩阵向量两两正交

较好地反映向量复共线

性；整体反映了矩阵谱特

征

　　 矩阵体积和矩阵向量正交度在整体上反映

了矩阵的谱特征。结合矩阵体积投影的概念，可

以对矩阵谱特征的细部进行研究［１０］。需要指出

的是，由于矩阵体积的概念与高维欧氏空间中高

维平行多面体的体积紧密相关，因此，本文中矩阵

体积的定义并没有直接与矩阵奇异值发生联系，

这有利于使用矩阵体积及其矩阵向量正交度的概

念从本质上理解和把握病态问题的起因。

３　算　例

下面给出４个线性方程组的系数矩阵，分别

为：

犃＝

０．０１２９ ０　　 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２２ 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６１ －０．

熿

燀

燄

燅０１０６

犅＝

０．２２１ ０．２９８ ０．２８５

－０．０７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７４ －０．２４０ ０．１３８

－０．０７４ －０．２４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３２７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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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０．３６９２ ０．３２３１ ０．０４４６

０．１３５１ ０．１９６９ －０．０６１５

０．１２９１ －０．２０２０ ０．３３２２

－０．１０３１ －０．２６００ ０．

熿

燀

燄

燅１５４３

犇＝

１０７ ８７

７５ ６５

８６１０９

熿

燀

燄

燅７５ ９１ ０

　　表２给出了使用矩阵条件数、矩阵体积以及

矩阵列向量正交度对这４个矩阵态性的诊断结

果。由表２可得，矩阵犃、犅、犆、犇 的条件数依次

变大，若以矩阵条件数作为衡量矩阵态性的标准，

会发现以矩阵体积（行列式）大小作为病态问题度

量存在的问题，即矩阵体积很小不等价于矩阵态

性最差，矩阵体积大不等价于矩阵态性好，而矩阵

向量正交度的大小很好地反映了矩阵向量间的复

共线性，即矩阵向量正交度越小，矩阵的态性越

差，矩阵向量间存在或严重存在复共线性。

表２　系数矩阵的条件数、矩阵体积和列向量正交度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ｍｏ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系数矩

阵编号

矩阵条

件数
矩阵体积

矩阵列向量

正交度
态性

犃 １ ３．３３６５×１０－６ １ 最佳态

犅 ４．５ ０．０２８９ ０．４９９５ 良态

犆 ３３６．６ ４．９６３５×１０－４ ６．２×１０－３ 病态

犇［５］ ２９８４．１ １ １．８９×１０－５ 严重病态

　　值得注意的是，病态问题诊断的条件数分析

法也存在局限性，条件数为１仅仅表明解向量的

超误差椭球各向同性，而系数矩阵犃的体积大小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超误差椭球体积的大小，表

征了该线性方程组解的统计特性［２，３，１５］。因此，矩

阵向量正交度从整体上很好地反映了矩阵向量间

的复共线性，但不能完全取代矩阵体积（行列式）

法。

文献［５］中的算例表明，以系数矩阵行列式作

为病态问题诊断数值指标存在另一个局限性，即

矩阵体积（行列式）大并不等价于矩阵态性好。结

合表２不难发现，本文引入的病态问题诊断的新

数值指标———矩阵向量正交度很好地解决了这方

面的问题。

４　结　语

本文引入并研究了矩阵体积的概念，对其高

维欧氏空间几何学背景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

矩阵体积具有丰富的欧氏几何学内涵。这些研究

为本文引入矩阵向量正交度的概念奠定了理论基

础，为矩阵向量正交度应用于病态问题诊断提供

了理论依据。矩阵向量正交度应用于病态问题诊

断具有如下优势：① 整体反映了矩阵谱特征，具

有丰富的几何学内涵，便于把握病态问题的起因；

② 是一种相对数值指标，有效克服了行列式诊断

法的缺点；③ 具有明确的上下界，结合矩阵体积

（行列式），可较好地把握病态问题的本质；④ 矩

阵体积（行列式）的理论成熟，且其计算简单。

类似于条件数分析法，矩阵向量正交度分析

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并不能完全取代矩阵体积

（行列式）法。此外，对于维数特定的矩阵，矩阵向

量正交度多大可以断言该矩阵存在或严重存在病

态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卢秀山．病态系统分析理论及其在测量中的应用

［Ｄ］．武汉：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９９９

［２］　郭建锋．测量平差系统病态性的诊断与处理［Ｄ］．

郑州：信息工程大学，２００２

［３］　王振杰．大地测量中不适定问题的正则化解法研究

［Ｄ］．武汉：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２００３

［４］　ＢｅｌｓｌｅｙＤ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ＷｅａｋＤａｔａｉ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

ｌｅｙ，１９９１

［５］　党亚民．矩阵扰动分析及其在大地测量反演误差分

析中的应用［Ｊ］．地壳形变与地震，１９９７，１７（４）：３

８

［６］　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线性代数［Ｍ］．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１９８２

［７］　唐春雷．行列式与多线性泛函［Ｊ］．西南师范大学学

报，１９９５，２０（３）：３２８３３０

［８］　杨大地．矩阵条件数的新定义———矩阵的非正交

［Ｊ］．重庆大学学报，１９９６，１９（６）：６１６５

［９］　颜世建．关于条件数的一个定理［Ｊ］．南京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０４，２７（４）：２５２７

［１０］Ｉｓｒａｅｌ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２

［１１］ＢｅｎＩｓｒａｅｌＡ．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Ｖｏｌｕｍｅｉ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ＬｉｎｅａｒＡｌｇｅｂｒ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０，３２１：９２５

［１２］ＢｅｎＩｓｒａｅｌＡ．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Ｕ

ｓ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Ｖｏｌｕｍｅ［Ｊ］．ＳＩ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９，２１：３００３１２

［１３］ＳａｖａｓＢ．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ｄｕｃｅｄＲａｎ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ｅｎｓ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Ｓｗｅｄｅｎ：ＬｉｎｋＰｉｎｇ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ｔ，２００５

６４２



　第３４卷第２期 王孝青等：一种病态问题诊断的数值指标———矩阵向量正交度

［１４］李明，方宜．矩阵的体积及其应用［Ｊ］．西北师范大学

学报，２００５，４１（６）：８６９０

［１５］薛树强，党亚民，章传银．差分水下ＧＰＳ定位空间网

的布设研究［Ｊ］．测绘科学，２００６，３１（４）：２３２４

［１６］薛树强，党亚民，章传银．矩阵体积法原理及其在差

分水下ＧＰＳ定位网图形强度设计中的应用［Ｊ］．海

洋测绘，２００７，２７（２）：６１０

［１７］归庆明，郭建锋，边少锋．基于特征系统的病态性诊

断［Ｊ］．测绘科学，２００２（２）：１３１５

［１８］黄敏晃．毕氏定理的一些推广［Ｊ］．数学传播，１９８５，９

（１）：３８４２

［１９］罗德 Ｒ．高等数学［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１９６２

第一作者简介：王孝青，硕士生。现从事ＩｎＳＡＲ数据处理方面的

研究。

Ｅｍａｉｌ：ｒｏｓｅｒｙ５２０＠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犃犖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犞犪犾狌犲犐狀犱犲狓犃狆狆犾犻犲犱狋狅犇犻犪犵狀狅狊犻狊狅犳犐犾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犻狀犵

犘狉狅犫犾犲犿狊：犗狉狋犺狅犵狅狀犪犾犇犲犵狉犲犲狅犳犕犪狋狉犻犮犲狊

犠犃犖犌犡犻犪狅狇犻狀犵
１
　犇犃犖犌犢犪犿犻狀

１
　犡犝犈犛犺狌狇犻犪狀犵

１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１６Ｂｅｉｔａｉｐｉｎｇ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ｘｖｏｌｕｍｅ，ｗ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ｍｅｎ

ｔｉｏｎｅｄａｂｏｖｅ．Ａｓｔｈ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ｗ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ｌ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ｉｔ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ａｎｙ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ｏｆ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ｌ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ｖｏｌｕｍｅ；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ＩｎＳＡＲ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ｒｏｓｅｒｙ５２０＠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上接第１７７页）

ｅｎｃｅｆｉｅｌｄ．Ｈｏｕｌｃｕ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ｓｈａｖｅｍａｎｙ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ＯＰ）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ｕ

ｔｏｍａｔａ（Ｃ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ＪｉａｙｕＣｉｔｙｗａ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ｉｔ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ＯＰＣＡ

ｈａｓａｂｅｔ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ｒｅａｌｉｚｓｔｈ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ＯＰ；Ｃ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ａｌ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Ｈａｎｈｕａ，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ｎｙ＿８１１＠１２６．ｃｏｍ

７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