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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牛顿迭代法求解一元四次方程，实现空间直角坐标向大地坐标的转换，并分别给出两种不同的迭

代初值，一种适合空间所有区域，一种适合绝大部分区域。同已有方法的比较说明，所提出的算法快速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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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直角坐标（狓，狔，狕）和大地坐标（犔，犅，犺）

之间的相互转换是大地测量学和天文学中的基本

问题。由大地坐标转换为空间直角坐标比较简

单，而由空间直角坐标求解大地坐标则比较复杂。

近３０多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法。这些方法一般可以归纳

为３类：① 封闭解法；② 迭代法；③ 近似算法。

封闭解法从理论上来说最为精确，但求解过程较

为复杂，且其中许多方法在极区或赤道附近无法

求解（奇异）。近似方法计算过程简单，但计算精

度也相对较低，特别是在中纬度地区，误差较大。

一般认为，迭代法特别是牛顿迭代法相对封闭算

法计算速度快［１］，且可根据不同精度要求选择不

同的迭代次数。对迭代法而言，重要的是如何选

择迭代初值以提高迭代速度和保证收敛。另外，

大部分方法在椭球中心周围存在一个多值区，不

能给出惟一精确解［１３］。本文利用牛顿迭代法求

解一元四次方程，实现了空间直角坐标向大地坐

标的转换。计算结果表明，本文方法不仅适用于

空间所有区域，而且较传统方法更加快速稳定，非

常适合于导航、手机移动定位等实时解算需要。

１　基本原理

由于任意一点的经度可以根据公式 犔＝

ａｒｃｔａｎ（狔／狓）求得，空间直角坐标（狓，狔，狕）向大地

坐标（犔，犅，犺）的转换可简化为子午面中（狉＝

狓２＋狔槡
２，狕）向（犅，犺）的转换。在椭球面上，地理

纬度与归化纬度有如下关系［４］：

ｔａｎ犅＝ （犪／犫）ｔａｎ狌 （１）

再根据投影点犘０（狉０，狕０）与归化纬度的关系，地

理纬度也可表示为：

ｔａｎ犅＝
狕－狕０
狉－狉０

＝
狕－犫ｓｉｎ狌
狉－犪ｃｏｓ狌

（２）

将式（１）代入式（２），令狋＝ｔａｎ（狌／２）∈［０，１］，得：

犳（狋）＝狕′狋
４
＋２（狆＋狇）狋

３
＋２（狆－狇）狋－狕′＝０

（３）

式中，狕′＝犫｜狕｜≥０；狆＝犪狉≥０；狇＝（犪
２－犫２）＞０。

这个方程有２个或４个实根，但任意一点的

大地坐标应该是惟一的，即方程在区间［０，１］上应

该有惟一解。求得狋后，可求得（犅，犺）
［５］：

犅＝ｓｉｇｎ（狕）ａｒｃｔａｎ［２犪狋／（犫（１－狋
２））］ （４）

犺＝狉ｃｏｓ犅＋狕ｓｉｎ犅－犪 １－犲
２ｓｉｎ２槡 犅 （５）

为避免式（４）在狋＝１时出现奇异，将其改为：

犅＝２ｓｉｇｎ（狕）·

ａｒｃｔａｎ
２犪狋

犫（１－狋
２）＋ 犫２（１－狋

２）２＋（２犪狋）槡
［ ］２

（６）

２　牛顿迭代法

利用牛顿迭代法求解式（３）在［０，１］上的解：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５月

狋狀＋１ ＝狋狀－
犳（狋狀）

犳
＇（狋狀）

（７）

式中，犳′（狋）＝４狕′狋
３＋６（狆＋狇）狋

２＋２（狆－狇）。

２．１　适用于所有区域的迭代初值

犳（狋）在区间（狋，＋∞］上单调增，犳（１）是犳（狋）

在区间［０，１］上的上界，且方程犳（狋）＝０的根在区

间（狋，１］上，所以可选择狋＝１作为迭代初值，它

适用于空间中所有的点。在实际计算中，可将狋

＝１代入式（７）后的值作为迭代初值，即

狋ｉｎｉ＝
狕′＋狆＋狇
狕′＋２狆＋狇

（８）

２．２　适用于绝大部分区域的迭代初值

根据文献［６］给出的归化纬度的初始近似值：

ｔａｎ狌＝
犫狕
犪狉
１＋

（犪２－犫
２）犫（ ）犚

（９）

又有：　　ｔａｎ
狌
２
＝

ｓｉｎ狌
１＋ｃｏｓ狌

＝
ｔａｎ狌

ｔａｎ２狌＋槡 １＋１

则可给出另一个迭代初值：

狋ｉｎｉ＝
狀

狆＋ 狆
２
＋狀槡

２
（１０）

式中，狀＝狕′１＋
狇（ ）犫犚
；犚＝ 狓２＋狔

２＋狕槡
２。

３　数值结果及比较

为了评价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对其进行了测

试。测试方法是给定空间一点的大地坐标，先转

换为空间直角坐标，再用本文方法转换为大地坐

标，并将它和给定的大地坐标进行比较。测试范

围：经度固定为１００°，纬度为０°～９０°，每０．５°取一

个点，大地高为从椭球中心附近一直到１０８ｍ。

图１给出了迭代初值１的测试结果。从图中

可以看出，迭代初值１在高纬度区域收敛较快，只

需迭代１～２次，而在中低纬度则需迭代到４～５

次，纬度的精度就可达到（１０－７）″，大地高的精度

为１０－３ｍｍ，这可满足几乎所有应用的要求。从

图中还可看出，迭代次数和精度几乎只与纬度有

关，而与大地高没有关系。

图２给出了迭代初值二的测试结果。这个迭

代初值收敛速度快，对于绝大部分区域只需迭代

一次就能满足精度要求，不足是在椭球中心附近

存在不收敛或结果错误区域（距离椭球中心犪犲２

范围内），图中“＋”表示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表示得到错误的结果。其结果的精度不仅与纬度

有关，也与大地高有关。

选择一些已有的经典方法与本文方法进行了

比较。表１列出了不同方法计算过程中涉及的基

图１　迭代初值１求解空间一点大地坐标

的迭代次数及相应纬度的误差

Ｆｉｇ．１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ｎｄ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ＥｒｒｏｒｓＵｓ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

图２　迭代初值２计算大地纬度的误差

及椭球中心附近无法求解区域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

本运算（未包含椭球参数等共同计算量）。从表１

中可以看出，文献［１］方法和本文方法１既避免了

三次方根计算，又只需计算一次平方根和三角函

数，且迭代次数也不多，运算速度相对较快。本文

方法２尽管多两次平方根计算，但由于只需迭代

一次，所以平均计算速度和方法１相当。文献［４］

方法是测量教科书中常引用的方法，由于涉及多

次三角函数和平方根计算，计算速度甚至比直接

法还慢。

表１　不同方法涉及的基本运算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方法 三次方根 平方根 加法／减法／乘法 除法 三角函数

文献［１］ ０ １ ２０＋１６犽 ２＋犽 １

文献［２］ ０ １ ８＋１２犽 ３＋３犽 ３＋３犽

文献［３］　 １ ５ ４４ ８ １

文献［４］ ０ ２＋犽 １０＋７犽 ２＋３犽 ２＋２犽

文献［６］ ０ ２＋犽 １０＋７犽 ２＋３犽 ２＋２犽

文献［７］　 ２ ３ ３８ ６ １

本文１　 ０ １ １８＋１８犽 ２＋犽 １

本文２　 ０ ３ ２３＋１８犽 ３＋犽 １

　注：表示为迭代法，犽为迭代次数。其中文献［４］方法为单点

迭代法，其他为牛顿迭代法。本文１为第一种迭代初值，本文２

为第二种迭代初值。

　　文献［１］方法、文献［２］方法、本文方法１的另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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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势是适用于空间任意一点，其他方法则在

椭球中心附近都存在多值或不收敛区域。不过为

保证迭代收敛，文献［１］方法需根据空间直角坐标

进行判断从而选择不同的迭代初值。文献［２］方

法则根据空间直角坐标相对椭球位置的不同，把

空间分为３个区域，每个区域分别给出一个迭代

初值。而本文１方法则无需对迭代初值进行判断

选择，也减少了一些计算工作量。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牛顿迭代法求解一元四次方程，实

现空间直角坐标向大地坐标的转换。文中给出了

两种不同的迭代初值，迭代初值１形式上和文献

［２］方法类似，但由于方程不同，避免了初值判断

过程，二者都适用于空间所有点。迭代初值２理

论上不适用于椭球中心附近区域，但这并不影响

实践应用。本文方法和文献［１］方法计算速度相

当，较其他方法耗时少，且不存在奇异区域。尽管

对于测量成果计算而言，计算速度不是主要关心

的问题，且由于精度上都可以满足要求，所以这些

方法都是适用的，但对于导航实时计算或计算处

理能力较弱的手机移动定位而言，算法的可靠性

和效率就变得十分重要，本文的方法也将显示出

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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