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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矩阵法在独立基线及独立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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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两类共４种独立基线搜索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矩阵法。结合算例对比了各算法解决独

立基线搜索的最优性及优缺点，进一步研究了关联矩阵法应用于独立双差模糊度选择的优势。最后，将该算

法推广到解决高维空间的独立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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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理论上在高精度ＧＰＳ同步观测网的解

算模式下，独立基线向量的选取方式可以是任意

的，且得到的平差结果唯一［１］，但在实际平差中，

由于基线解算模型不完善，不同选择方法所得到

的基线解算结果并不完全相同［２］。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分两步走：① 对基线进行定权；② 进行最大

权独立基线搜索。本文在归纳已有的４种独立基

线搜索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矩阵法，结合算

例分析了这种新算法应用于最优（最大权）独立基

线搜索的优势。

同时，在独立双差模糊度选择中固定模糊度

时，由于线性相关的模糊度的固定并不能提高解

的精度，因而也存在类似的搜索独立模糊度问题。

解决此问题目前常用的方法为：忽略模糊度固定

的可能性，仅通过选择主卫星来保证模糊度间的

独立性。这样的策略能够较好地选择出“独立”双

差模糊度，但有两点不足：① 换主星和周跳均有

可能导致非独立模糊的产生；② 由于无法有效顾

及模糊度固定的可能性指标（如基线长短、方差

等）而无法保证独立模糊度具有最大的固定可能

性，从而导致模糊度固定效率下降［３，４］。

采用关联矩阵法则可保证获得严格独立的模

糊度，同时该方法顾及了模糊度固定的可能性。

它首先依据模糊度固定的可能性定权，然后进行

最优（最大权）独立模糊度搜索。

１　常用的几种独立基线搜索算法

１．１　两种近似最优法

射线法是从狀个点中选择一个基准点，所选

取的基线为该基准点至剩余狀－１个点的基线向

量。这种方法具有明显的几何特性。导线法是从

一个点出发，选择与它相连的权最大的基线，然后

从基线另一端点出发，继续寻找权最大的基线，直

到连接所有狀个点。

１．２　两种最小生成树法

独立基线搜索要求基线之间相互独立且基线

总权最大，可用图论描述为连通图不存在闭合环

且边权之和最大。这与最小生成树的构造条件一

致。因此，可采用图论中构造最小生成树的Ｐｒｉｍ

算法或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来实现最大权独立基线的搜

索［５］。构造获得的最小生成树即为所求的最大权

独立基线集。

２　关联矩阵法

上述４种算法都无法处理ＧＰＳ数据处理中

常见的独立双差模糊度选择中的独立性问题，及

其他高维向量独立性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

方法———关联矩阵法。首先，需定义“向量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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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传统的独立基线搜索问题中常用“基线权”代

表基线向量的权重。但处理其他独立性问题，如

独立双差模糊度选择时，由于模糊度表达式与基

线有很大的不同，算法用基线权已难以描述。这

种不同体现于基线一般表达为两点间的关系，而

双差模糊度则需要表达两个测站和两颗卫星４点

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向量权定义为综合考虑

各种影响向量权重的因素，表征该向量对目标量

影响程度的权，即向量的权。由于向量可以不限

于表达形如基线的两点间关系，即二维关系，而表

达多点之间的指向关系，相应地，向量权就可表示

多维向量的权。

２．１　二维情况

有点集犘狀＝｛（狓，狔，狕）犻｜狓∈犚，狔∈犚，狕∈犚，１

≤犻≤狀｝，向量集珝犞表达两点之间的指向关系，即

狏犿＝犘犻犘
→
犼（１≤犻，犼≤狀）。每条向量对应唯一的向

量权。搜索目标为最大权独立向量集。

二维情况的关联矩阵法整体思路是通过不断

更新关联矩阵，维护一个逐渐增大的最优独立向

量集，直到完成搜索。具体步骤为：

１）首先将所有向量按照向量权由大到小进

行排序，形成新的有序向量序列。

２）由于任意两向量都函数独立，故直接将向

量序列中最大权向量和次最大权向量取出，加入

当前的独立向量集。

３）从余下的向量序列中取出下一条向量

犘犻犘
→
犼，加入当前的向量集，并与当前向量集中的

已有向量共同构造相应的狆×狀阶关联矩阵。构

造关联矩阵第狆行（狆＝３，４，…，狀－１）采用式（１）

所示的构造方法：

犪狆狇 ＝

１，（狇＝犻）

－１，（狇＝犼）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１）

即设向量起点为１，终点为－１。

４）对该矩阵求秩。若秩与此时独立向量集

中的向量数相等，则说明新加入的向量没有导致

向量集非独立，故将它保留在独立向量集中；否

则，将它从独立向量集中删除。

５）重复进行步骤３）、４），直到矩阵的秩为狀

－１，说明所有狀－１条独立向量已全部找到，完成

独立向量集搜索。

２．２　多维情况

有点集犘狀＝｛（狓，狔，狕）犻｜狓∈犚，狔∈犚，狕∈犚，１

≤犻≤狀｝，向量集珝犞表达多点之间的指向关系（如

向量狏犿＝犘犻犘犼犘犽犘
→
犾（１≤犻，犼，犽，犾≤狀）表示４点之

间的指向关系）。每条向量对应唯一的向量权。

搜索目标为最大权独立向量集。

多维情况关联矩阵法：步骤１）、２）与二维情

况对应步骤相同；

步骤３）从余下的向量序列中取出下一条向

量犘犻犘犼犘犽犘
→
犾，加入当前的向量集，并与当前向量

集中的已有向量共同构造相应的犽×狀阶关联矩

阵。构造关联矩阵第犽行（犽＝３，４，…，狀－１）采用

式（２）所示的构造方法：

犪狆狇 ＝

１，（狇∈犐）

－１，（狇∈犑）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２）

式中，集合犐表示该向量犘犻犘犼犘犽犘
→
犾中的起点序

号；集合犑表示该向量犘犻犘犼犘犽犘
→
犾中的终点序号。

步骤４）、５）与二维情况对应步骤相同。

３　关联矩阵法在独立基线搜索中的

应用

　　独立基线搜索是二维向量问题，故可采用二

维关联矩阵法有效解决。将狀个测站抽象为狀个

点；将基线抽象为由起点和终点序号构成的二维

向量；将基线权抽象为向量权。由此，最大权独立

基线搜索转化为二维情况的最大权独立向量搜

索。

根据本文介绍的５种算法，对模拟的ＧＰＳ控

制网（共４０个站点，７８０条基线）进行了最优独立

基线集搜索。式（３）为最后的关联矩阵的构造结

果示意，每行仅包含１和－１两个非零值。由于

基线权的确定需顾及较多因素，本文以基线长度

表达其优先级，基线越短优先级越高。

犕３９×４０ ＝

１ ０ … －１ ０ … ０ …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 ０ －１ …

熿

燀

燄

燅００

（３）

　　图１（ａ）～１（ｃ）依次为射线法、导线法和关联

矩阵法（与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和Ｐｒｉｍ算法一致）的搜

索结果图。

表１对比了各种方法应用于独立基线搜索的

结果网形和全长。结合图１和表１可以看出，射

线法和导线法获得的基线集虽然是独立的，但不

是最优的，尤其射线法总长较大；Ｐｒｉｍ 算法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与关联矩阵法结果相同，都是最优

独立基线集。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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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种方法的独立基线搜索结果网形

Ｆｉｇ．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

表１　５种方法独立基线搜索结果的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５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算法 射线法 导线法 Ｐｒｉｍ算法 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 关联矩阵法

网形 图１（ａ）图１（ｂ） 图１（ｃ） 图１（ｃ） 图１（ｃ）

全长／ｋｍ ２５２．６ ５８．９ ４５．７ ４５．７ ４５．７

　　关联矩阵法的优势体现在：① 射线法和导线

法虽然思路简洁清晰，但一般只能得到较大权独立

基线集，难以获得最优解；而关联矩阵法搜索结果

满足最大权要求。② Ｐｒｉｍ算法更适于稠密图，

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更适于稀疏图；而关联矩阵法核心步

骤为构造关联矩阵和求秩，故其算法复杂度与点数

有关，与图的稠密度无关。③Ｐｒｉｍ算法需要动态

维护一个最大权基线集，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需要在搜索

中实现“并查集”算法；而关联矩阵法不需复杂的图

运算，只需矩阵求秩，算法简洁易行。④ 由于关联

矩阵一般是稀疏矩阵［６］（每行只有两个元素非零，

其他元素均为零），因此，必要时可以借助稀疏矩阵

技术进行存储与运算，即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

４　关联矩阵法在独立双差模糊度选

择中的应用

　　双差模糊度可看作多维向量，故可利用多维

关联矩阵法有效解决。设有狀个测站，同步观测

犿颗卫星。将双差模糊度Δ犖
犽犾
犻犼理解为４维向量

（如式（４））；将模糊度固定的可能性理解为向量

权。由此，最大可能独立模糊度选择问题转化为

４维情况的最大权独立向量搜索。关联矩阵构造

采用式（５）。

Δ犖
犽犾
犻犼 ＝犖

犾
犼－犖

犾
犻－犖

犽
犼＋犖

犽
犻 （４）

式中，犻、犼表示测站序号（１≤犻，犼≤狀）；犽、犾表示卫

星序号（１≤犽，犾≤犿）。

犪狆狇 ＝

－１，狇＝犻

１，狇＝犼

－１，狇＝狀＋犽

１，狇＝狀＋犾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５）

式中，狇＝犻对应犖
犾
犻；狇＝犼对应犖

犾
犼；狇＝狀＋犽对应

犖犽
犼，狇＝狀＋犾对应犖

犽
犻。

设测站数狀＝４，同步观测卫星数犿＝８，那

么，独立双差模糊度的选择过程如下所示。

首先按照模糊度固定的可能性指标对双差模

糊度向量集中所有模糊度向量进行排序，选出最

大权向量和次大权向量；然后采用式（５）所示的方

法构造关联矩阵的第狆行（狆＝３，４，…，狀－１）。

如对式（６）所示的双差模糊度向量：

Δ犖
７８
３４ ＝犖

８
４－犖

８
３－犖

７
４＋犖

７
３ （６）

则构造关联矩阵的对应行如式（７）所示：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７）

　　为方便计算，本文实际上对犽号卫星（１≤犽≤

８）重新编号为４＋犽。

接着计算关联矩阵的秩，并通过与当前行数

的比较判断双差模糊度向量的独立性。如果秩与

当前行数相等则说明所选向量相互独立，继续搜

索第犽＋１条向量；否则，继续通过构造关联矩阵

判断向量序列中的下一条向量是否与已有向量独

立。这样就完成了独立双差模糊度选择。

该算法可继续向高维空间拓展，进而有效解

决具有复杂指向关系的高维线性空间向量独立性

问题。

５　结　语

１）在独立基线搜索中，射线法与导线法一般

只能得到近似最优独立基线组；Ｐｒｉｍ 算法、

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关联矩阵法都可以得到最优独立

基线组。

２）在解决独立基线搜索问题上，关联矩阵法

既能获得最优独立基线集，因而优于射线法和导

线法；又较Ｐｒｉｍ算法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思路简洁，

且复杂度与图的稠密度无关，因而该算法具有较

大优势。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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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解决独立双差模糊度选择问题上，关联

矩阵法算法不但搜索结果严格独立，且考虑了模

糊度固定的可能性指标，优于常见的主卫星算法。

另外，关联矩阵法可推广到解决高维空间向

量独立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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