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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参数辨识的角度来看，曲面拟合需要求解出坐标平移、旋转以及标准曲面方程参数。利用遗传算法

在该领域的优势，对经典简单遗传算法的缺陷进行了一系列改进。用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实现了改进算法的程序

包。在雷达天线椭圆抛物面表面检测的工程实例以及一个模拟复杂曲面算例中，分别采用文章中的改进遗传

算法和简单遗传算法进行了多次运算，对结果进行了比较。应用和比较结果表明，遗传算法能够较好地应用

于空间曲面拟合，且本改进算法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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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检测与逆向工程中，曲面拟合是一个

经常涉及到的实际问题。由于实物的形状通常有

严格的数学公式描述，通过对其表面点进行三维

坐标采样，可以拟合出实物表面在空间坐标系中

的几何方程。

目前，已有的曲面拟合方法主要有基于插值

和逼近的样条拟合［１，２］、基于神经网络的曲面拟

合［３］、格网法拟合［４］等，这些方法在曲面拟合中具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是，无法拟合出曲面方程的

参数。基础的多项式曲面拟合由于精度较低，不

适用于高精度工业检测和逆向工程领域。文献

［５］提出了一种出了按特征值、旋转角和平移量为

参数拟合二次曲面的拟合方法，能够拟合出曲面

方程的参数，但是只能用于二次曲面的拟合，通用

性不够好。

对于平面拟合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但

对于复杂曲面，即便是简单的二次曲面的最小二

乘拟合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而且已有的拟合算法

存在方程求解困难、有奇异值和算法不稳定等问

题［６］，因此，需要探索采用一种新的参数辨识方

法。

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是一种基

于种群搜索的优化算法，其思想是随机产生初始

种群，通过选择、交叉和变异等遗传算子的共同作

用使种群不断进化，最终得到最优解［７］，特别适合

于解决其他学科技术无法解决或难以解决的复杂

和非线性问题［８］。

习惯上，将以上提出的遗传算法称为简单遗

传算法（ｓｉｍｐｌ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ＧＡ）。ＳＧＡ

作为一种通用的自适应随机搜索算法，还存在着

早熟收敛和收敛速度慢这两个缺陷，而且较难克

服。

１　遗传算法的改进

计算适应度，需先构造适应度函数。本文的

适应度函数是基于顺序的基础，构造方法是先将

种群中所有个体按目标函数值的好坏进行排序。

设参数β∈（０，１），定义基于顺序的适应度函数

为：

ｅｖａｌ（犡′犻）＝β（１－β）
犻－１，犻＝１，２，…，犿 （１）

式中，犡′犻为种群个体按优劣排序后的第犻个个体；

β一般在０．０１～０．３之间取值。

选择和交叉算子，放弃赌轮选择，采用基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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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按个体适应度大小排序的选择算法代替赌轮

选择方法。交叉率按照式（２）进行自适应调整：

犘犮 ＝
犽１
犳ｍａｘ－犳′

犳ｍａｘ－犳ａｖｅ
，犳′≥犳ａｖｅ

犽２，犳＜犳

烅

烄

烆 ａｖｅ

（２）

式中，犳ｍａｘ为群体中最大的适应度值；犳ａｖｅ为每代

群体的平均适应度值；犳′为要交叉的两个个体中

较大的适应值。此处，只要设定犽１、犽２（在［０，１］取

值）的值，犘犮即可进行自适应调整。

在选择出父本和母本后，按照交叉方法（单

点、多点、一致交叉）进行狀次交叉，产生２狀个个

体，再从这２狀个个体中选出最优的两个个体加入

到新的种群中。如此，既保留了父母的基因，又在

进化过程中保留了种群中个体的平均性能。

对于变异算子，本文采用动态确定变异概率

的方法，具体的自适应调整的公式为：

犘犿 ＝
犽３
犳ｍａｘ－犳

犳ｍａｘ－犳ａｖｅ
，犳≥犳ａｖｅ

犽４，犳＜犳

烅

烄

烆 ａｖｅ

（３）

式中，犳ｍａｘ为群体中最大的适应度值；犳ａｖｅ为每代

群体的平均适应度值；犳′为要变异个体的适应度

值。此处，只要设定犽３、犽４（在［０，１］取值）的值，

犘犿即可进行自适应调整。

将初始种群和产生的子代种群放在一起，形

成新的种群，然后计算新的种群各个体的适应度，

将适应度排在前面的犿个个体保留，将适应度排

在后面的犿个个体淘汰，种群便得到了进化。

每进化一次便计算下个个体的目标函数值，

当相邻两次进化平均目标函数之差小于等于某一

给定精度ε时，即满足如下条件：

犉（犡
（狋＋１）
－犉（犡

狋）≤ε （４）

可终止进化。式中，犉（犡
（狋＋１）为第狋＋１次进化后

种群的平均目标函数值；犉（犡狋）为第狋次进化后

种群的平均目标函数值。

笔者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语言，实现了本文

提出的改进遗传算法的程序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Ａ。

２　曲面方程拟合参数辨识

２．１　曲面方程拟合的几何描述

绝大多数情况下，检测仪器坐标系统与检测

对象坐标系统不是统一的，事实上也无法直接统

一，必须对检测点坐标进行坐标转换，使其统一到

检测对象坐标系。最常用的坐标转换方法为七参

数法。

由于工业检测一般所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小，

故完全可认为比例因子狉＝１。于是，需要辨识的

参数有３个旋转参数φ犡、φ犢、φ犣，３个平移参数

犡０、犢０、犣０以及曲面标准方程参数，其个数由曲面

标准方程本身决定。为了保证结果的惟一性和合

理性，可以允许对曲面方程标准参数作一些合理

的规定。

２．２　基于遗传算法的曲面拟合参数辨识

１）在正交映射关系下基于最小二乘原理建立

目标函数：

∑
犖

犻＝１

犳
２ 犡′，犢′，（ ）犣′ ＝ｍｉｎ （５）

　　２）初始化种群，一般采用正交化方式建立初

始种群，初始值在约束范围内均匀采样。旋转角

犚犡、犚犢、犚犣的取值范围约束为（－π，π］内，平移参

数犡０、犢０、犣０以及标准曲面的表达参数的取值范

围可根据经验、采样数据特点、方程参数本身特点

等加以约束。根据笔者的经验，对参数的取值范

围进行一定的约束，对于加快进化速度、缩短寻优

时间以及增加收敛到全局最优的概率具有积极的

意义。

３）设置算法中的选项，例如最大进化代数、进

化目标精度等。

４）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后，开始进行种群进化，

直至得出最终的寻优结果。

２．３　雷达天线曲面方程拟合的参数辨识

预先知道，需检测的雷达天线表面为椭圆抛

物面。由空间解析几何理论可知，椭圆抛物面的

标准方程为：

犡２

犘
＋
犢２

犙
＝２犣 （６）

式中，犘犙＞０。本文为保证参数识别结果的惟一

性，规定０＜犘＜犙。

雷达天线表面曲面拟合的数据通过ＳＯＫ

ＫＩＡＮＥＴ１２００全站仪以免棱镜方式采集得到，

共采集了７２个点，坐标系为任意坐标系。全站仪

采集得到的部分采样点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雷达天线表面检测采样数据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ｅｄ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Ｒａｄａｒ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点

号
犡／ｍ 犢／ｍ 犣／ｍ

点

号
犡／ｍ 犢／ｍ 犣／ｍ

１ ７．５５０１ １．６２０６－４．４９９１３７ ７．７８６８ ２．０２０７－４．０８４６

２ ７．５９４３ １．６４６７－４．５１４５３８ ７．５５４８ １．９２９２－３．９００８

３ ７．５６４４ １．６５２５－４．４８２３３９ ７．２５２０ １．５９２１－４．００２２

４ ７．５１３０ １．５５７６－４．５２０３４０ ７．１３４５ １．２８３０－４．１０２９

５ ７．５５８１ １．４５５０－４．６２３７４１ ７．１６５４ １．０４２０－４．２７４９

…

　　在同一台ＰＣ上分别采用本文的改进遗传算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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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传统ＳＧＡ算法进行了多次该曲面方程拟

合的参数辨识，并且进行了比较，其比较结果如

表２所示。

表２　参数辨识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采用方法
平均遗传

代数

平均计算

时间／ｓ

有无陷入

局部极小

平均

ＲＭＳＥ／ｍｍ

ＳＧＡ ＞６００ ＞４００ 有 ＞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Ａ ＜２５０ ＜１５０ 无 ＜２

　　每一次计算求得的参数值也是均在最后数位

上略有差异。本文采用改进遗传算法计算得到的

参数值的平均值分别为：φ犡＝－０．６２７０９９ｒａｄ，

φ犢＝０．５８５２５２ｒａｄ，φ犣＝１．４５１８０５ｒａｄ；犡０＝５．

９９４６ｍ，犢０＝４．３８２８ｍ，犣０＝２．５６４５ｍ；犘＝０．

９７７６，犙＝１．２２２４。

采用文献［５］的方法得到的曲面拟合结果为

犘′＝０．９７６２，犙′＝１．２２２８，拟合中误差为２．６

ｍｍ。经过比较认为，文献［５］的方法与采用遗传

算法得到的拟合结果基本一致。从拟合中误差来

看，文献［５］的方法略优于简单遗传算法，而本文

改进后的遗传算法从拟合中误差的指标上来看，

略具优势。

统一到全站仪坐标系中，采集的坐标数据和

拟合得到的曲面如图１所示。

图１　雷达天线表面曲面拟合结果

Ｆｉｇ．１　Ｃｕｒｖ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

ａＲａｄａｒＡｎｔｅｎｎａ

２．４　模拟复杂曲面拟合的参数辨识

为了证明遗传算法能用于复杂曲面的拟合参

数辨识，又由于截至目前笔者还未接触到一般复

杂曲面的工程实例，故采用一个模拟算例。为了

方便数据模拟，采用的曲面方程形式可表示为：

犣＝犳 犡，（ ）犢 （７）

　　采用的模拟复杂曲面的表达方程为：

狕＝犪犲
－犫狓

２
－犮狔（ ）２

＋犱ｃｏｓ犲狓（ ）狔 （８）

式中，犪、犫、犮、犱、犲为参数，且满足犪、犫、犮、犱、犲＞０。

该模拟算例中的取值为：犪＝１．５，犫＝０．６，犮＝０．８，

犱＝１．０，犲＝１．５。

狓、狔的取值范围为［－２ｍ，２ｍ］，采样间隔

为０．４ｍ，网格化后得到犡、犢。犡、犢 均为１１×１１

的矩阵。为了接近真实的测量采样过程，给犡、犢

分别加入大小为０．０５ｍ的随机噪声。按式（８）

得出犡、犢 对应的矩阵犣。对 犡、犢、犣 均加入

０．００５ｍ的随机噪声。沿犡、犢、犣轴的旋转角分

别为－π／３、＋π／４、－π／６，平移距离分别为５ｍ、

１０ｍ、１５ｍ，建立模拟算例样本集，图形如图２所

示，部分采样数据如表３所示。

由于本文采用的模拟算例为一对称图形，为

保证拟合结果的惟一性与合理性，合理规定犪、犫、

犮、犱、犲＞０，犫＜犮，并且规定φ犡、φ犢、φ犣∈（－π／２，

π／２］。

图２　模拟复杂曲面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ｕｒｆａｃｅ

表３　模拟复杂曲面采样数据

Ｔａｂ．３　ＳａｍｐｌｅｄＤａｔａ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ｕｒｆａｃｅ

点号 犡／ｍ 犢／ｍ 犣／ｍ 点号 犡／ｍ 犢／ｍ 犣／ｍ

１ ３．７４９３ －１０．５５４８ －１５．５８７６ ６２ ０．８３３１ －７．７９１４ －１５．０８３９

２ ３．５６５０ －１０．５７９２ －１５．７０１２ ６３ ０．８５３１ －７．７９８８ －１５．４４９２

３ ２．９３２２ －１０．２５７３ －１５．６０８３ ６４ ０．８９８１ －７．９１２５ －１５．９４７１

４ ２．３７７９ －１０．０４８１ －１５．４４２４ ６５ ０．９１９７ －８．０４５３ －１６．３８０８

５ １．６７９９ －９．７４９９ －１５．２４７１ ６６ ０．８９３７ －８．０２７２ －１６．８７２２

… …

　　同样地，在同一台ＰＣ上分别采用本文的改

进遗传算法以及传统ＳＧＡ算法进行了多次该曲

面方程拟合的参数辨识，并且进行了比较，其比较

结果如表４所示。

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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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参数辨识结果比较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采用方法
平均遗传

代数

平均计算

时间／ｓ

有无陷入

局部极小

平均ＲＭＳＥ

／ｍｍ

ＳＧＡ ＞７５０ ＞５００ 有 ＞３０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Ａ ＜３５０ ＜２００ 无 ＜１５

　　同样，每一次计算求得的参数值也是均在最

后数位上略有差异。本文采用改进遗传算法计算

得到 的 参 数 值 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φ犡 ＝

０．５２３６４９ｒａｄ，φ犢 ＝ －０．７８５５０１ｒａｄ，φ犣 ＝

１．０４７１６６ｒａｄ；犡０＝４．９９８９ｍ，犢０＝－１０．０００８

ｍ，犣０ ＝１５．０００７ ｍ；犪＝１．５０１０２９，犫＝

０．６０２１６５，犮＝０．７９９６５４，犱＝１．０００１５１，犲＝

１．４９８５８２。

拟合得出的参数值与参数理论值的比较如

表５所示。

从表５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基于遗传算法

的曲面拟合方法能够比较有效地拟合出空间复杂

曲面的参数值，且精度较高，拟合出的参数值与理

论值比较接近。可以认为，遗传算法用于空间复

杂曲面的参数拟合是行之有效的。

表５　参数值拟合结果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ｉｔ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ｓ

参数名称
平移参数 旋转参数

犡０ 犢０ 犣０ φ犡 φ犢 φ犣

理论值 ５ －１０ １５ ０．５２３５９９ －０．７８５３９８ １．０４７１９８

拟合值 ４．９９８９ －１０．０００８ １５．０００７ ０．５２３６４９ －０．７８５５０１ １．０４７１６６

较差 －１．１ｍｍ －０．８ｍｍ ０．７ｍｍ １０．３″ －２１．２″ －６．６″

参数名称
曲面方程表达参数

犪 犫 犮 犱 犲

理论值 １．５ ０．６ ０．８ １．０ １．５

拟合值 １．５０１０２９ ０．６０２１６５ ０．７９９６５４ １．０００１５１ １．４９８５８２

较差 ０．００１０２９ ０．００２１６５ －０．０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１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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