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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评价法方程系数矩阵病态性常用的条件数指标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用条件数评价平差系统病

态性的不足，并将其归结为３类风险。指出了重新参数化是利用条件数评价病态性的必要前提，并论述了重

新参数化改善由数值计算引起的病态问题和避免条件数评价的范数风险，成功地解释了航空摄影后方交会

时解算结果的稳定性和条件数指标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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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中期，国际上开始研究关于伪逆方程

解法及最小二乘解的稳定性问题。随着线性系统

和计算机在工程领域的深入应用，病态问题得到

关注，并成为数值分析、回归分析、测量平差等领

域研究的热点［１７］，其中病态问题的诊断及改善是

关注的重点。目前，已经提出了十余种病态问题

诊断技术［６，８１２］。条件数是目前理论研究和工程

应用领域最常用的度量病态性程度的指标。人们

根据几十年来的统计应用经验总结出：条件数小

于１００时可以认为没有病态；条件数在１００～

１０００之间时认为存在中等程度的病态性；条件数

超过１０００时认为存在严重的病态性
［１３］。当系统

处于严重病态时最小二乘估计的均方误差很大，

导致最小二乘估值与真值相距甚远，最小二乘估

计不再最优。

单像后方交会求解影像外方位元素是航空摄

影中应用广泛的经典数学模型，几十年的生产经

验表明，在有效剔除数据粗差后，最小二乘平差总

能解得理想的外方位元素；但这些模型的条件数

都有１０８～１０
９之多，远远大于１０００，按照条件数

的经验阈值，此时模型处于严重病态，这是一对看

似矛盾的结论。本文将深入分析两个经验矛盾的

成因、利用条件数评价病态性的风险及其改进

措施。

１　条件数指标及其评价病态的风险

１．１　条件数的基本概念

对于法方程 犖^狓＝犠，假定犖、犠 中有微小的

扰动δ犖、δ犠，引起估计量狓^有偏δ^狓，则扰动后的

法方程可表示成：

（犖＋δ犖）（^狓＋δ^狓）＝ （犠＋δ犠） （１）

　　由矩阵范数的相关定理可以得出结论，若

δ犖 ＝
１

犖－１
（２）

则式（１）有唯一解狓^＋δ狓，且下列估计式成立：

δ^狓
狓^

≤
犖 犖－１

１－ 犖 犖－１
δ犖
犖

（δ犖
犖

＋
δ犠
犠

）

（３）

式中，· 为矩阵范数。由于犖为正定的实对称

矩阵，故有：

犓 ＝ｃｏｎｄ（犖）＝ 犖 犖－１ ＝
λ狀

λ１
（４）

式中，犓 为犖 阵的条件数；λ１、λ狀分别是犖 阵的最

小和最大特征值［１］。条件数法是用一个相对数值

代替特征分析法中最小特征值“很接近于零”这一

模糊概念，因而可以采用相同的经验阈值判定不

同的系统是否处于病态。但依照这一经验阈值判

定某法方程矩阵是否病态时，依然存在几个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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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错误判断。

１．２　评价病态性的风险

１．２．１　第一类风险：前提条件的风险

式（２）是条件数评价的前提条件，当观测值含

有大粗差时，式（２）不成立。所以病态问题只考虑

系统对小波动的反映，观测值中的大粗差对系统的

影响不属于病态问题范畴。当系统同时存在粗差

和病态时，应先剔除粗差再作病态性分析。当粗差

未能完全剔除时，基于条件数的病态性诊断存在风

险，因为此时前提条件不满足，式（３）未必成立。

１．２．２　第二类风险：“≤”的风险

式（３）由“≤”连接而非“＝”。对不同的系统

加入等量的相对误差，式（３）简化为：

δ^狓
狓^

≤
犓犆２

１－犓犆１
（５）

式中，犆１＝
δ犖
犖
；犆２＝

δ犖
犖
＋
δ犠
犠

，皆为常数。

令犳（ ）犓 ＝
犓犆２
１－犓犆１

，由式（２）知犓犆１＜１，此

时犳（ ）犓 为（１，＋∞）上的单调增函数。即若存在

犓１＜犓２，则有犳（犓１）＜犳（犓２）。但是，

犳 犓（ ）１ ＜犳（犓２）

δ^狓（ ）狓^ １
＜犳 犓（ ）１

δ^狓（ ）狓^ ２
＜犳 犓（ ）

烍

烌

烎２

＼
δ^狓（ ）狓^ １

＜
δ^狓（ ）狓^ ２

（６）

也即 犓１ ＜犓２ ＼
δ^狓（ ）狓^ １

＜
δ^狓（ ）狓^ ２

　（７）

　　式（７）表明，条件数评价系统病态性理论上存

在缺陷，大条件数的系统未必比小条件数的系统

更病态，即病态程度与条件数并非严格单调。

１．２．３　第三类风险：范数的风险

范数反映的是矩阵（向量）的全局性质，当矩

阵（向量）元素在量级上有巨大差异时，小量级元

素的大波动不会引起矩阵（向量）范数的变化。即

系统中小量级参数的不稳定会被忽视掉，也就不

会反映在基于谱分析的条件数指标上。以求解两

个参数为例，如果设计阵的列向量存在１０３的差

异，则法阵为犖＝
１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０
［ ］６ ，犖阵的第一个元素

变化１０００倍得犖′＝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０
［ ］６ ，但是 犖 １＝

犖′ １＝１００１０００，犖 ∞ ＝ 犖′ ∞ ＝１００１０００，

犖 ２＝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 犖′ ２。

很明显，小量级元素的大波动被矩阵范数吞

没。另外，对于未知参数向量狓^，相对误差向量

δ^狓犻
狓^犻

（犻＝１，２…，狀）与
δ^狓
狓^
存在依赖关系，是精

确反映系统波动的指标，但
·
·
与
·
·
的关系并

不明确。实验表明，当狓犻（犻＝１，２…狀）存在量级上

的巨大差异时，δ^狓
狓^
严重偏离 δ^狓

狓^
，由式（３）条

件数只能限制 δ^狓
狓^
的上限，却限制不了 δ^狓

狓^
的

上限，此时条件数失去意义。现采用模拟数据进

行实验分析，设未知数真值为 ［^狓１　狓^２　狓^３］＝

１０－５［ ］１ ２ ，对狓^１加入１００倍和１０倍的波动，

并评价系统的病态性，结果如表１所示。可见，小

量级参数狓^１出现１００倍和１０倍的波动时，
δ^狓
狓^
、

δ^狓
狓^
都能够准确体现这种不稳定；而由于两个大

量级参数狓^２、^狓３的存在，δ^狓 基本不受狓^１波动的

影响，继而 δ^狓
狓^
失去意义，条件数失效。事实上，

式（３）对于任何范数都成立，如果在上述实验中取

无穷泛数计算，两组实验的 δ^狓
狓^
值是完全相等的，

都无法反映狓^的波动，这是由泛数的全局性决定

的。法方程系数矩阵犖也存在类似的实验结论。

第三类风险的存在通常会导致相同病态程度

的系统小特征值接近零的程度不改变，而由于大

特征值的明显不同致使条件数出现不该有的波

动，进而导致相同病态程度的系统具有不同的条

件数指标。而重新参数化可以归一化未知参数和

法方程系数矩阵元素量级，也可以改善由数值计

算中有效位数的不足引起的病态性。

表１　不同量级参数波动对范数的影响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Ｎｏｒｍｗｉ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

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统计项目
实验组

１ ２

狓^ ［^狓１　^狓２　^狓３］＝ １０－５［ ］１ ２

δ^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δ^狓

狓^
［１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δ^狓

狓^
１００ １０

δ^狓

狓^

０．００２４５

２．２３６０７
＝１．１×１０－３

０．００２２４

２．２３６０７
＝１．０×１０－３

２　重新参数化

２．１　病态问题的分类

本文将病态性问题的成因分为３类：① 数值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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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引起的病态性，由计算方法的数值稳定性、计

算机字长决定。② 数据列的复共线性，观测信息

引入不足。从统计角度说就是由于某些条件所

限，观测子样为局部采样结果，导致样本统计特性

与总体不符。③ 参数列的复共线性，不能确定

模型的独立参数个数，过度参数化后导致某些

参数之间存在复共线性，从而引起的病态问题。

参考文献［２］中指出过度参数化后，最小二乘求

解的未知参数仍然是无偏的，但协方差变大，即

精度降低。比如为补偿航摄仪器系统误差所引

进的附加参数，它们之间的复共线性往往导致

模型病态。

由于原因①导致病态的机理和后两者不同，为

区别对待，以下叙述中将①引起的病态称为第一类

病态，②、③原因引起的病态成为第二类病态。

２．２　重新参数化的定义

对原误差方程引入满秩对角阵犌，于是，

狏＝犃犌犌
－１狓－犾 （８）

令

犅＝犃犌，狕＝犌－
１狓 （９）

法方程为：

犅Ｔ犘犅狕＝犅
Ｔ犘犾 （１０）

狕＝ （犅
Ｔ犘犅）－１犅Ｔ犘犾 （１１）

狓＝犌狕 （１２）

　　重新参数化后的法方程系数矩阵与原法方程

系数矩阵的关系为：

犖′＝犅
Ｔ犘犅＝犌

Ｔ犃Ｔ犘犃犌 ＝犌
Ｔ犖犌 （１３）

　　显然，按上述方法求得的精确解（没有计算误

差）与直接解算的未知参数在数值上相等。

在病态问题中，重新参数化有两个重要作用：

改善第一类病态问题和避免条件数评价的第三类

风险。

３　第一类病态问题的改善

现有研究成果认为，重新参数化的犌阵本身

为病态阵，且犃犌与犃 的谱结构未知，因此重新参

数化一般不能改善病态问题。其实，犌阵虽然病

态，但重新参数化后求解参数狓的过程并不涉及

犌 阵的求逆，此时参与矩阵运算的都是良态矩阵，

数值计算的稳定性肯定优于原方程。不过可以肯

定，如果没有计算误差，可以保证重新参数化前后

求得的未知数数值完全相等，所以重新参数化不

能改善第二类病态。另外，从大量的模拟实验中

也可以发现，重新参数化后，法阵的最小特征值量

级不变，而最大特征值有明显的量级上的跃迁，从

而引起条件数的改变。按照特征分析法，法方程

系数矩阵特征值接近零的程度不变，系统的复共

线性程度不变。对于法方程：

１ １０４

１．２ １．５×１０
［ ］４

狓１

狓
［ ］
２

＝
１０００１．０

１５００１．
［ ］

２

则

犖＝
１ １０４

１．２ １．５×１０
［ ］４

犖－１ ＝
１

３０００

１．５×１０
４
－１０

４

－１．
［ ］

２ １

　　按计算机中浮点数的表示方法犳＝犿狉
犲，其中

犿表示尾数；狉表示基数；犲表示阶码。犿和犲中都

有一个字长的符号位，当某一数字类型的字长确定

后，犳所能表示的数字的范围和精度也唯一确定。

一般情况下，犲体现数字的范围，犿体现数字的精

度。假定计算机分配的犿字长能精确到小数点后

第犻位，取犻＝４，５，６，７，８，９，计算结果见表２。

由于犖阵第一列与第二列存在大致１０４的量

级差异，按下式构造 犌 阵可以达到最优改善

效果：

犌＝
１０４－犻 ０

０ １０－
［ ］犻

　　重新参数化后求解狓，取犻＝４，５，６，７，８，９，

计算结果见表３。对比表２和表３可以看出，重

新参数化前法方程系数矩阵的条件数超过

１０００００，而重新参数化后只有２０左右，说明对条

件数的改善效果非常好。当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

９位或者更多时，法方程系数矩阵元素存在１０４

的差异不会影响计算结果，重新参数化前后计算

结果都是真值；但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４～８位

时，法方程系数矩阵元素１０４ 的量级差异会影响

计算结果，重新参数化能获得更精确的解。因此，

重新参数化不仅可以降低条件数，也可以在有限

的计算位数内保持精确解算结果。

表２　给定字长的未知数解算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ｎｋｎｏｗｎ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ｉｘｅｄＶａｌｉｄＤｉｇｉｔｓ

未知数 真值
计算过程中保留有效位数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狓１ １ １．５ １．０５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０５ １．０００１ １

狓２ １ ０．５ ０．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９５ ０．９９９９ １

最小特征值＝０．２０ 最大特征值＝１５０００．８０ 条件数＝１０８３３３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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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重新参数化后给定字长的未知数解算结果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ｎｋｎｏｗｎ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ＦｉｘｅｄＶａｌｉｄＤｉｇｉｔｓＡｆｔｅｒ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未知数 真值
计算过程中保留有效位数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狓１ １ １．５ １．００５ １ １ １ １

狓２ １ ０．９９９９ １．０ １ １ １ １

最小特征值＝０．１３×１０犻－４ 最大特征值＝２．３７×１０犻－４ 条件数＝１８．９１

４　第三类风险的避免

重新参数化通过设计合理的犌阵归一化平

差系统中未知参数的量级，使设计阵的各元素具

有可比性，从而使得法方程系数矩阵和未知参数

向量各个元素的波动能够敏感地反映到矩阵（向

量）范数上，避免了第三类风险，保证条件数评价

的合理性。

以航空摄影中后方交会为例，外方位角元素

与线元素存在量级上的巨大差异，触犯了条件数

评价的第三类风险，导致条件数大小失真，构建适

当的对角阵犌对模型重新参数化，后方交会的法

阵条件数普遍降至３００以下，说明按照传统的作

业规范，后方交会求解外方位元素的模型属于良

态模型，最小二乘的确能获得最优解，本文引言部

分所述的两种经验的矛盾得到了统一。

利用后方交会同时求解影像的内、外方位元

素时，如果图形结构不好，存在数据列的复共线

性，内方位元素的解将很不稳定。模拟实验中采

用的内、外方位元素真值为犡犛＝０，犢犛＝０，犣犛＝

８０００ｍ，φ＝０．５°，ω＝－０．５°，κ＝１．２°，犳＝１５０

ｍｍ，狓＝－０．２ｍｍ，狔＝０．１ｍｍ，像元大小

０．０２０ｍｍ，对应的影像地面分辨率约１．０ｍ。观

测值像点坐标（狓，狔）加入服从犖（０，０．０１ｍｍ）分

布的随机误差，相当于像点量测精度为１０μｍ，像

幅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９个像点在像平面上均匀

分布。表４所示为图形结构好坏两种情况下是否

进行重新参数化的解算结果统计。可以看出，在

图形结构不好（控制点高差１００ｍ）的情况下，即

使进行重新参数化，条件数仍在１０５ 量级，说明系

统存在严重病态，这与实际生产经验相符。改善

控制点的分布（控制点高差３０００ｍ）后，不进行

重新参数化时法方程系数矩阵条件数为１０１０，导

致错误地评价系统为严重病态，重新参数化后条

件数降至１０００以下，正确地反映系统为弱病态，

且能获得较稳定的内外方位元素解算结果，进一

步证实了重新参数化的作用。

另外，在航天摄影测量情况下，卫星轨道高、

影像焦距大、投影光束很窄，存在明显的病态问

题。计算的航天摄影条件数一般在１０１５量级，经

重新参数化后条件数降到１０６。虽然按照条件数

的经验阈值判断两者都属于病态，但显然１０６才

是系统的真实病态指标。

表４　重新参数化前后的后方交会结果统计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实验组 图形结构坏 图形结构好

预处理 未参数化 参数化 未参数化 参数化

条件数 １．２×１０１４ ８．４×１０５ ３．３×１０１０ ８８１

线元素最大误差 １１．５７４５ｍ ２．４９３６ｍ

主点最大误差 ０．１９８６ｍｍ ０．０６１６ｍｍ

病态性质 病态 弱病态

５　结　语

条件数是目前最为常用的度量病态性程度的

指标，但其理论上的缺陷导致评价病态性时存在

一定的风险，需要采用适当的数据预处理措施或

寻求新的严密指标或多指标同时评价系统病态

性。否则，由于盲目地使用条件数，错误地估计系

统的病态程度而采用正则化解法改善病态是徒劳

无益的。

重新参数化对于改善病态问题较为有效，通

过归一化矩阵量级，使得参与运算的都是良态矩

阵，提高了数值计算的稳定性，很好地改善了第一

类病态问题。重新参数化后，按照条件数的经验

阈值判断，传统的航空摄影后方交会求解外方位

元素的模型良态；内外方位同时求解时，如果地面

控制点分布高差较大，模型弱病态，否则模型病

态；而航天摄影测量模型的病态性严重。对于后

两者可以考虑使用有偏估计等正则化解法代替最

小二乘估计，从而获得更优的解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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