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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曲面模型的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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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ＧａｓｓＳｅｉｄｅｌ（ＧＳ）算法的收敛速度，提出了改进的ＧＳ算法（ＭＧＳ），用于解算高精度曲面模

型（ＨＡＳＭ）（ＨＡＳＭＭＧＳ）。以高斯合成曲面为研究对象，将ＨＡＳＭＭＧＳ与ＨＡＳＭＧＳ和Ｍａｔｌａｂ提供的函

数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达到相同的模拟中误差，ＨＡＳＭＭＧＳ计算时间远小于 ＨＡＳＭＧＳ和 Ｍａｔｌａｂ提供的

函数；ＨＡＳＭＭＧＳ计算时间与模拟区域的网格数呈非常好的线性关系，时间复杂度比传统的方法降低两个

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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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以曲面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的高精度曲面模型

（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ＳＭ）插值

精度高于传统的曲面建模方法。ＨＡＳＭ 以高斯

方程为基本方程，以采样点为约束条件，利用最小

二乘原理将ＨＡＳＭ转换为求算大型稀疏线性方

程组［１］。以 前 的 研 究 中，利 用 直 接 法 求 解

ＨＡＳＭ，其时间复杂度与模拟区域网格数的３次

方呈正比，因此，庞大的计算量严重制约 ＨＡＳＭ

的推广使用［２］。

常用解算方程组方法有直接法和迭代法。尽

管直接法解算方程组具有健壮性［３］，但是此方法

在计算过程中很难保持系数矩阵的稀疏性。迭代

法可以避免该缺点，从而降低空间复杂度［４］。经

典迭代法ＧａｕｓｓＳｅｉｄｅｌ（ＧＳ）以其高效的收敛速度

等优点被广泛采用。本文提出了改进 ＧＳ法

（ＭＧＳ）。利 用 ＭＧＳ 解 算 ＨＡＳＭ （ＨＡＳＭ

ＭＧＳ），并将该法与ＨＡＳＭＧＳ和 Ｍａｔｌａｂ提供的

函数比较，验证ＨＡＳＭＭＧＳ的效率。

１　犌犛迭代法

考虑ＨＡＳＭ方程犛狓犽＋１＝犫犽，其中，犽为迭代

次数，犛∈犚
狀×狀，为对称正定矩阵，狓∈犚

狀，犫∈犚
狀。

解算方程组为内迭代，每次外迭代完成后，需要对

右端向量犫更新，称为外迭代。

定义二次泛函：

犳（狓）＝
１

２
（犛狓，狓）－（犫，狓）＝

狓Ｔ犛狓
２
－犫

Ｔ狓　

（１）

对犳（狓）直接求导得：犳′（狓）＝犛狓－犫，犳″（狓）＝犛，因

此，求算ＨＡＳＭ方程可以直接转换为求算二次泛

函犳（狓）的极小值。求二次函数的极小值问题，通

常的做法就像盲人下山那样［５］，先任意给定一个初

始向量狓１（狓∈犚
狀），确定一个下山的方向犲１（犲∈

犚狀），沿着经过点狓１而方向为犲１的直线狔＝狓１＋α犲１

找一个点狔２＝狓１＋α１犲１，使得对所有实数α有：

犳（狓１＋α１犲１）＜犳（狓１＋α犲１） （２）

也就是说，在这条直线上狔２使犳（狓）达到极小。然

后从狔２出发，再确定一个下山的方向犲２，沿直线

狔２＋α犲２再找一个α２使得犳（狓）在点狔３＝狔２＋α犲２达

到极小，即

犳（狔２＋α２犲２）＜犳（狔２＋α犲２） （３）

如此等等。于是得到α１，α２，…，α狀和犲１，犲２，…，犲狀。

称犲犽为搜索方向，α犽为步长。一般情况下，先在狓犽

点找下山方向犲犽，再在直线狔＝狓犽＋α犲犽上确定步

长α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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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狓犽＋α犽犲犽）＜犳（狓犽＋α犲犽） （４）

最后求出狔犽＋１＝狓犽＋α犽犲犽。对不同搜索方向和步

长，就给出各种不同的算法。当

犲１ ＝ ［１００…０］
Ｔ，犲２ ＝ ［０１０…０］

Ｔ，…，

犲狀 ＝ ［０００…１］
Ｔ （５）

α犻 ＝－
狆犻
狊犻犻
，狆犻＝ （犛犻，狔犻）－犫犻 （６）

时，该算法即为ＧＳ迭代法。

对犳（狔犻＋１）在狔犻点处泰勒级数展开得：

犳（狔犻＋１）＝犳（狔犻＋α犻犲犻）＝犳（狔犻）＋α犻（犛狔犻－犫，犲犻）

＋
１

２
α
２
犻（犛犲犻，犲犻）＝犳（狔犻）＋α犻狆犻＋

１

２
α
２
犻狊犻犻 （７）

由式（６）、（７）得：

犳（狔犻＋α犻犲犻）－犳（狔犻）＝－
１

２
狆
２
犻

狊犻犻
≤０ （８）

即

犳（狔犻＋１）－犳（狔犻）＝－
１

２
狆
２
犻

狊犻犻
≤０ （９）

表明ＧＳ算法能收敛。

２　犕犌犛迭代法

２．１　犕犌犛原理

令狕犻＋１＝狔犻＋犺犻＋γ犻狇犻，其中，犺犻＝－
狆犻
狊犻犻
犲犻，

狆犻＝（犛犻，狔犻）－犫犻，γ犻∈犚，狇犻∈犚
狀。

对犳（狕犻＋１）在点狔犻处泰勒级数展开得：

犳（狔犻＋犺犻＋γ犻狇犻）＝犳（狔犻）＋（犳′（狔犻），犺犻＋γ犻狇犻）

＋
１

２
（犛（犺犻＋γ犻狇犻），犺犻＋γ犻狇犻）＝犳（狔犻）＋（犛狔犻－

　犫，犺犻）＋γ犻（犛狔犻－犫，狇犻）＋
１

２
（犛犺犻，犺犻）＋

　γ犻（犛狇犻，犺犻）＋
１

２
γ
２
犻（犛狇犻，狇犻）＝犳（狔犻＋１）＋

　γ犻［（犛狔犻－犫，狇犻）＋（犛狇犻，犺犻）］＋
１

２
γ
２
犻（犛狇犻，狇犻）

（１０）

令犵（γ）＝γ犻［（犛狔犻－犫，狇犻）＋（犛狇犻，犺犻）］＋
１

２
γ
２
犻·

（犛狇犻，狇犻），则犵′（γ）＝（犛狔犻－犫，狇犻）＋（犛狇犻，犺犻）＋

γ犻（犛狇犻，狇犻），犵″（γ）＝（犛狇犻，狇犻）≥０，表明函数犵（γ）

有极小值。

令犵′（γ）＝０，得：

γ犻 ＝－
（犛狔犻－犫，狇犻）＋（犛狇犻，犺犻）

（犛狇犻，狇犻）
（１１）

故

犵（γ犻）＝－
［（犛狔犻－犫，狇犻）＋（犛狇犻，犺犻）］

２

（犛狇犻，狇犻）
＋

１

２

［（犛狔犻－犫，狇犻）＋（犛狇犻，犺犻）］
２

（犛狇犻，狇犻）
２

（犛狇犻，狇犻）＝

－
１

２

［（犛狔犻－犫，狇犻）＋（犛狇犻，犺犻）］
２

（犛狇犻，狇犻）
≤０

（１２）

由式（１０）、（１２）得：

犳（狕犻＋１）－犳（狔犻）＝犳（狔犻＋１）－犳（狔犻）

－
１

２

［（犛狔犻－犫，狇犻）＋（犛狇犻，犺犻）］
２

（犛狇犻，狇犻）
（１３）

式（１３）表明，狕犻＋１相比狔犻＋１使函数犳更接近极小

值。

２．２　狇的确定

由 ＭＧＳ原理可见，狇犻可以选取任意的狀维向

量。本文使狇犻＝犲犼（犻≠犼），因此，

狕犻＋１ ＝狕犻＋犺犻＋γ犻犲犼 （１４）

其中，犺犻＝－
珚狆犻
狊犻犻
犲犻，珚狆犻＝（犛犻，狕犻）－犫犻。

γ犻 ＝－
（犛狕犻－犫，犲犼）＋（犛犲犼，犺犻）

（犛犲犼，犲犼）
＝－

珚狆犼－
珚狆犻
狊犻犻
狊犻犼

狊犼犼

＝－
珚狆犼
狊犼犼
＋珚狆犻

狊犻犼
狊犻犻狊犼犼

（１５）

其中，珚狆犼＝（犛犼，狕犻）－犫犼。犼可以由多种方式计算，

本文采用：

犼＝犻－１（犻＝２，３，…，狀），犼＝狀（犻＝１）

狕犻 ＝狕犻－１＋犺犻－１＋γ犻－１犲犻－２

犺犻－１ ＝－
珚狆犻－１
狊犻－１，犻－１

犲犻－１（犻＝１，２，…，狀） （１６）

其中，γ０＝γ狀；犲０＝犲狀；犲－１＝犲狀－１；犺０＝犺狀；珚狆０＝珚狆狀；

狊００＝狊狀狀。

由式（１６）得：

珚狆犼 ＝ （犛犼，狕犻）－犫犼 ＝ （犛犻－１，狕犻－１＋犺犻－１＋

γ犻－１犲犻－２）－犫犻－１ ＝ （犛犻－１，狕犻－１）－犫犻－１－

珚狆犻－１
狊犻－１，犻－１

（犛犻－１，犲犻－１）＋γ犻－１（犛犻－１，犲犻－２）＝珚狆犻－１－

珚狆犻－１
狊犻－１，犻－１

狊犻－１，犻－１＋γ犻－１狊犻－１，犻－２ ＝γ犻－１狊犻－１，犻－２ （１７）

式中，狊０，－１＝狊狀，狀－１；狊１，０＝狊１，狀。

由式（１５）、（１７）得：

γ犻 ＝－γ犻－１
狊犻－１，犻－２
狊犻－１，犻－１

＋珚狆犻
狊犻，犻－１
狊犻－１，犻－１狊犻犻

（１８）

３　犎犃犛犕犕犌犛模拟实验

以高斯合成曲面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为

［－３，３］×［－３，３］，－６．５５１０＜犳（狓，狔）＜

８．１０６２分别设计两组实验，研究 ＨＡＳＭＭＧＳ的

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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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效率。其中，模拟误差用中误差（ｒｏｏｔ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来衡量。

第一组实验是将 ＨＡＳＭＧＳ、Ｍａｔｌａｂ７．０中

提供的函数与 ＨＡＳＭＭＧＳ进行比较。Ｍａｔｌａｂ

７．０提供的函数需要的各项参数设置为１０００，停

机精度设置为１×１０－１５，迭代算法的初值与

ＨＡＳＭＭＧＳ一致，预处理矩阵使用系数矩阵犛

的对角线矩阵，其他参数为 Ｍａｔｌａｂ７．０函数模拟

值。设均匀采样间隔为４，模拟区域的网格数为

１００１×１００１，网格分辨率为犺＝６／１０００，各种方

法的模拟误差相同时计算时间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见，各种方法在达到相同的精度

２．６５１×１０－６时，ＨＡＳＭＧＳ耗时是 ＨＡＳＭＭＧＳ

的２．７６２倍，且ＨＡＳＭＭＧＳ耗时远远小于 Ｍａｔｌａｂ

７．０提供的各种函数。Ｍａｔｌａｂ函数中耗时最少的

为二次共轭梯度法，该法耗时约为ＨＡＳＭＭＧＳ的

１２．４０９倍；耗时最多的为最小二乘ＱＲ分解法，该

法耗时约为ＨＡＳＭＭＧＳ的４７０．９１２倍。

第二组为固定采样间隔（犿＝４）、内外迭代次

数（内迭代为１０次、外迭代为５次），改变模拟区

域的网格数研究 ＨＡＳＭＭＧＳ的计算时间，实验

结果见表２、图１。

表１　各种方法计算效率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ＲＭＳＥ 误差最小迭代步数 耗时／ｓ 各方法耗时与 ＨＡＳＭＭＧＳ比值

ＨＡＳＭＭＧＳ ２．６５×１０－６ ５０ ６．５２１ １

ＨＡＳＭＧＳ ２．６５×１０－６ １００ １８．０１１ ２．７６２

双共轭梯度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９６ １３０．００２ １９．９３６

双共轭梯度稳定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５８ １０８．６１８ １６．６５７

二次共轭梯度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５５ ８０．９２０ １２．４０９

最小二乘ＱＲ分解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９０７ ３０７０．８１７ ４７０．９１２

最小残差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１９８ ２４３．２４６ ３７．３０２

预处理共轭梯度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９６ ９１．８６０ １４．０８７

拟极小化残差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９２ １４３．６８２ ２２．０３４

对称ＬＱ分解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２２５ ３５８．０７５ ５４．９１１

广义最小残差法 ２．６５×１０－６ ７７ ２７０．９０４ ４１．５４３

表２　犎犃犛犕犕犌犛计算时间与模拟区域网格数比较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ｏｆＨＡＳＭＭＧＳａｎｄＬａｔｔｉｃ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网格数 １０１×１０１ ２０１×２０１ ４０１×４０１ ８０１×８０１ １６０１×１６０１ ３２０１×３２０１

计算时间／ｓ ０．２８９７６４ ０．８０５８３５ ３．２５３８３８ １３．０３８５０１ ５２．２２０５７４ ２０８．６２８４８２

图１　ＨＡＳＭＭＧＳ计算时间和网格数回归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

ＨＡＳＭＭＧ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Ｌａｔｔｉｃ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由表２和图１可见，ＨＡＳＭＭＧＳ计算时间

与网格数呈现非常好的线性相关关系，其回归方

程为：

狋＝２．０３６×１０
－５
犵＋０．０１０ （１９）

式中，ｔ为计算时间；ｇ为网格数目，相关系数犚
２

＝１。

以往的研究表明，ＨＡＳＭ超大计算量问题来

自微分方程系统的模拟、矩阵求逆、矩阵与矩阵相

乘、矩阵与向量的相乘以及代数方程组的求解，其

中代 数 方 程 组 的 求 解 是 主 要 原 因［１］。应 用

ＨＡＳＭ模拟山西大佛寺ＤＥＭ 的实例中，计算区

域网格点数为２２５万（１５００×１５００），全部过程的

ＣＰＵ时间为１０个多小时，而且计算时间与网格

数的３次方成正比
［３］。ＨＡＳＭＭＧＳ计算网格数

３２０１×３２０１仅需要２０８．６３ｓ，且计算时间与网

格数呈线性相关，比直接解算时间复杂度减少两

个数量级，从而有效解决了 ＨＡＳＭ 模拟大区域

的时间瓶颈。

４　结　语

以曲面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的 ＨＡＳＭ 插值精

度高于传统的方法，但计算量问题严重制约了它

的推广使用。本文以ＧＳ迭代算法为基础，对其

进行改进，提出 ＨＡＳＭＭＧＳ算法。以高斯合成

曲面为研究对象，将该方法与 ＨＡＳＭＧＳ进行比

较，结果表明，ＭＧＳ计算效率高于 ＧＳ 法；与

Ｍａｔｌａｂ提供的方法的比较结果表明，该算法的效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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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远远超过 Ｍａｔｌａｂ提供的方法，且 ＨＡＳＭＭＧＳ

计算量与模拟区域的网格数呈较好的线性相关，

比传统直接法计算速度提高两个数量级，从而有

效地解决了ＨＡＳＭ推广使用的计算量瓶颈。

多重网格法是解算 ＨＡＳＭ 的有效方法，但

该方法需要迭代法作为光滑算子［６］。ＨＡＳＭ

ＭＧＳ算法可以应用多重网格法解算 ＨＡＳＭ，因

此本文的后续工作为将 ＨＡＳＭＭＧＳ算法作为

光滑算子检验多重网格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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