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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整数解的搜索过程中，对传统的分枝定界算法进行了改进，给出了如何沿最快下降的方向寻找下一

分枝的算法，从而减少了分枝定界算法的分枝数，得到了一个可以用于解算混合整数平差模型的最小二乘估

计方法。数值试验结果表明，所给算法大大改进了传统的分枝定界算法，并有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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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约束的平差解算已经取得了许多的研究

成果［１４］，可是对于参数具有整数约束的平差解算

还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在ＧＰＳ的双差载波相位

模型中，整数与实数混合平差是无法避免的［５７］，

由于模糊度向量是带有整数约束限制的，理论上

求它的最小二乘估计变得非常困难。近年来，国

内外许多学者对整数与实数混合平差模型作了大

量研究，提出了许多算法，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取整

法和搜索法。搜索法是目前模糊度分解的主要方

法，它包括在模糊度空间的搜索法（如ＬＡＭＢＤＡ

法［８］）和在坐标空间的搜索法（如模糊度函数法）。

在数学上，带有整数约束平差模型的最小二乘估

计实质上是一个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Ｌ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８１年就提出了一种处理整数最小二乘估计的

方法［９１０］，在１９８２年又提出了有名的 ＬＬＬ 算

法［１１］。对于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现有的求解方

法可分为广义割平面法［１２］、分解算法［１３］、外部近

似法［１４］和分枝定界法［１５］等４大类。这些方法均

是通过求解原非线性整数规划问题的某种松弛问

题或其线性化子问题来进行迭代，其中比较实用

的是分枝定界算法。本文借鉴文献［１６１７］在实

数中寻找最优解的思想，在整数解的搜索过程中

首先寻找局部最优值，然后沿最快下降的方向寻

找下一最优解。分枝定界算法减少了分枝数，增

加了剪枝的数目，提高了算法的效率。本文给出

了一个有效求解整数最小二乘估计的新分枝定界

算法。

１　带有整数约束的平差模型

带有整数约束的平差模型可以表示为：

狔＝犃狓＋犅狕＋ε，　犇（狔）＝犘
－１
σ
２ （１）

式中，狓∈犚
狋 为实参向量；狕∈犣

犿 为整参向量；假

设犃∈犚
狀×狋和犅∈犚

狀×犿是列满秩的已知阵，ε∈犚
狀

是测量噪声，且ε～犖（０，犙ε），犙ε＝犘
－１
σ
２，犘是一

个已知的正定矩阵，σ
２ 是一个未知的正数。

整数约束的平差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问题

为：

ｍｉｎ
狓∈犚

狋，狕∈犣
犿

：犉＝ （狔－犃狓－犅狕）
Ｔ犘（狔－犃狓－犅狕）

（２）

　　因为变量狕是离散的，不能使用传统的求导

方法，对目标函数犉 中的狓 和狕 求导得到法方

程，然后对它们进行求解。不过，可以采用文献

［５］的方法，对犉中的狓求导并令其为０，有：

犉

狓
＝－２犃

Ｔ犘（狔－犃狓－犅狕）＝０

或犃Ｔ犘犃狓＝犃Ｔ犘（狔－犅狕），因此，

狓^狘狕 ＝ （犃
Ｔ犘犃）－１犃Ｔ犘（狔－犅狕） （３）

把狓^ 狕代入式（１），可以得到一个整数最小二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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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问题：

ｍｉｎ
狕∈犣

犿

：犉＝ （狕－^狕）
Ｔ
犙
－１
狕^ （狕－^狕） （４）

式中，^狕是狕 的实数解；犙^狕是协方差阵（正定矩

阵）。

狕^＝犙^狕犅
Ｔ犘犇犘狔，犙^狕 ＝ （犅

Ｔ犘犇犘犅）－１，

犇＝犘
－１
－犃（犃

Ｔ犘犃）－１犃Ｔ （５）

　　式（４）也称为标准的整数最小二乘问题。通

过式（４）求出整数二乘估计值狕^ＩＮ，然后代入式（２）

就可以得到狓的最小二乘估计。

令犎＝犙
－１
狕^ ，式（４）的目标函数犉＝（狕－^狕）

Ｔ犎

（狕－^狕）＝狕Ｔ犎狕－２^狕Ｔ犎狕＋^狕Ｔ犎^狕，因为狕^Ｔ犎^狕是常

量，所以式（４）等价于下面的二次整数规划：

ｍｉｎ　犳（狕）＝
１

２
狕Ｔ犎狕＋犮

Ｔ狕，狕∈犣
犿 （６）

其中，犮＝－犎^狕。为了方便，式（６）称为整数规划

问题ＩＱＰ。进一步，若狌≤狕≤狏，狕∈犣
犿，称为带有

箱形约束的整数规划问题ＢＩＱＰ。ＩＱＰ相应的松

驰问题为：

ｍｉｎ　犳（狕）＝
１

２
狕Ｔ犎狕＋犮

Ｔ狕，狕∈犚
犿 （７）

相应地称之为实数ＲＱＰ。进一步，ＢＩＱＰ的松驰

问题称之为带有箱形实数规划问题ＢＲＱＰ。对于

整数最小二乘问题式（４）的浮点解：

狕^犔犛 ＝ａｒｇｍｉｎ
狕∈犚

犿

（狕－^狕）
Ｔ犎（狕－^狕） （８）

如果它是整数向量，则问题已经解决。否则，设

狕ＩＮ＝ 狕^［ ］ＬＳ ，它是对狕^犔犛的分量进行取整后得到的

向量。因为

狕^犐犖 ＝ａｒｇｍｉｎ
狕∈犣

犿

（狕－^狕）
Ｔ犎（狕－^狕） （９）

所以，式（７）中的未知整参向量狕应该满足：

（狕－^狕）
Ｔ犎（狕－^狕）＜ （狕ＩＮ －^狕）

Ｔ

犎（狕ＩＮ －^狕）＝狉
２ （１０）

令

犛＝ ｛狓狘狓∈犚
狇，（狓－^狕）

Ｔ犎（狓－^狕）＜狉
２｝

（１１）

在犛中至少找一个整数点或证明不存在整数点，

使得式（７）的目标函数最小。利用（狕－^狕）Ｔ犎（狕－

狕^）＜狉
２ 来确定整数点狕＝［狕１，狕２，…，狕狇］

Ｔ 的界，

也就是对它的每一分量确定它的上下界，相当于

找一个体积最小的箱子来装入椭球犛
［６７］，即：

狕^犻－
狉

犺槡犻犻

≤狕犻≤ 狕^犻＋
狉

犺槡犻犻

犻＝１，２，…，狇 （１２）

式中，犺犻犻为犎 的主对角元素；· 为向上取整函

数；· 为向下取整函数。

２　分枝定界最小二乘解

因为犎是正定的，令犵（狕）＝犎狕＋犮，利用文

献［１８］的定理可以知道，可行解狕是有箱形连续

规划问题ＢＲＱＰ的最优解的充要条件是，对犼＝

１，２，…，狀，有：

犵犼（狕
）≥０，当狕


犼 ＝狌犼 （１３）

犵犼（狕
）≤０，当狕


犼 ＝狏犼 （１４）

犵犼（狕
）＝０，当狌犼＜狕


犼 ＜狏犼 （１５）

式中，犵犼（狕
）表示犵（狕）的第犼个分量。

对于整数规划问题（６），为找到一有利于剪枝

的整数可行解，可以利用式（１２）求出最优解的上

界狏和下界狌，然后，再求解带有箱形整数规划问

题ＢＩＱＰ就行。若其松驰问题ＢＲＱＰ的解为：

狕^ＬＳ＝ ｍｉｎａｒｇ
狌≤狕≤狏，狕∈犚

犿
犳（狓）＝

１

２
狕Ｔ犎狕＋犮

Ｔ狕（１６）

当狕^ＬＳ是整数向量，则问题已经解决。否则，设狕ＩＮ

＝ 狕^［ ］ＬＳ 为ＢＩＱＰ的初始解，它是对狕^ＬＳ的分量进

行取整后得到的向量。

分枝变量的选择可通过指定各个变量间的某

种优先次序来实现。为提高分枝定界法的效率，

我们利用最速下降法可使目标函数值下降最快的

特点，每当得到新的整数可行解狕，立即寻找在狕

处的最速下降方向，从而给向量狕的分量排定分

枝次序。具体地，考虑问题式（６），求解 ＲＱＰ的

最速下降法的迭代格式为：

狕犽＋１＝狕
犽
－α!犳（狕

犽） （１７）

若取搜索步长α为１，则有：

Δ狕
犽
＝狕犽＋１－狕

犽
＝－α!犳（狕

犽）＝－（犎狕
犽
＋犮）

（１８）

由此可得到选择分枝变量的具体准则为：选取使

ｍａｘ
１≤犻≤狀

（（Δ狕
犽）犻 ）达到最大的某个指标犻所对应的

狕犽犻，当狕
犽
犻 取非整值时，就对它进行分枝处理。

３　分枝方向的最优选择

为避免分枝定界树增长过快并使算法易于实

现，通常采用变元二分法进行分枝，即将当前结点

分解成两个子结点。然而，对当前结点的左右两

个子结点，处理结点的先后顺序会影响分枝定界

树的规模，从而影响算法的计算量。通常的做法

是先左子结点，然后再右子结点。其缺点是忽略

了非整变量的特性。例如，当最优解位于右子结

点的后继子结点所构成的右子树中时，要找到最

优解，就必须先处理左子结点所有的后继子结点，

２４２１



　第３６卷第１０期 宋迎春等：基于分枝定界算法的整数最小二乘估计

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为克服已有算法的这些不

足，我们通过仔细分析选择不同分枝方向所带来

的目标函数值的变化来导出分枝方向的选取方

法。

设选定狕的非整分量狕犻（１≤犻≤狀）进行分枝，

则左、右分枝对应的改变量分别为Δ狕
－
犻 ＝ 狕犻 －

狕犻，Δ狕
＋
犻 ＝ 狕犻 ＋１－狕犻。对当前解狕作扰动狕

１＝

（０，０，…，Δ狕犻，…，０）
Ｔ，这里的 Δ狕犻 表示 Δ狕

－
犻 或

Δ狕
＋
犻 ，则对应狕的函数犳（狕）＝

１

２
狕Ｔ犎狕＋犮Ｔ狕的改

变量为：

Δ犳＝犳（狕＋狕
１）－犳（狕）＝ （狕

Ｔ犎－

犮Ｔ）犻Δ狕犻＋
１

２
犺犻犻（Δ狕犻）

２

由此可得到：

Δ犳
－
＝
１

２
犺犻犻（狕犻 －狕犻）

２
＋

　（狕
Ｔ犎－犮

Ｔ）犻（狕犻 －狕犻） （１９）

Δ犳
＋
＝
１

２
犺犻犻（狕犻 ＋１－狕犻）

２
＋

　（狕
Ｔ犎－犮

Ｔ）犻（狕犻 ＋１－狕犻） （２０）

　　基于这两个表达式，可导出分枝方向的选取

准则为：当Δ犳
－
≤Δ犳

＋时，选取左分枝，否则选取

右分枝。在求解实际问题时，分枝变量的选择和

分枝方向的选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基于上述对传统分枝定界算法在３个方面的

改进，则可导出新的分枝定界算法。

１）初始化，用最小二乘法求ＢＩＱＰ问题的松

驰问题ＢＲＱＰ的解：

狕^ＬＳ＝ ｍｉｎａｒｇ
狌≤狕≤狏，狕∈犚

犿
犳（狓）＝

１

２
狕Ｔ犎狕＋犮

Ｔ狕

　　ａ）若ＢＲＱＰ有最优解并符合整值条件，则停

止，该最优解即为ＢＩＱＰ的最优解。

ｂ）若ＢＲＱＰ有最优解，但不符合整值条件，则

将ＢＲＱＰ的最优值取为ＢＩＱＰ最优值的下界犳。

ｃ）令狕＝狕ＬＳ ，犳＝犳＝
１

２
狕Ｔ犎狕＋犮Ｔ狕，

狕为当前最优解，犳为当前最优值。

ｄ）对当前ＢＩＱＰ进行分枝。分枝的准则选

取一个不符合整值要求的分量狕′犼，依变元二分法

分别加上约束狕犼≤ 狕′犼 和狕犼≥ 狕′犼 ＋１，把当前

ＢＩＱＰ分解为两个子问题ＢＩＱＰ１和ＢＩＱＰ２。

ｅ）将优先级低的子问题入栈，然后，优先级

高的后入栈。

２）若栈空，返回最优解狕和最优值犳，算法

终止；否则从栈中选取一个分枝问题，记作当前

ＢＩＱＰ。

３）求解从栈中取出的当前箱形约束ＢＩＱＰ

相对应的连续松弛问题ＢＲＱＰ。若当前ＢＲＱＰ

不可行，或者当前ＢＲＱＰ的最优值大于犳，则转步

骤２）。

４）若当前 ＢＲＱＰ 的最优解狕′也是当前

ＢＩＱＰ的可行解，则转步骤６）。

５）在当前ＢＲＱＰ的最优解中，选取一个不符

合整值要求的分量狕′犼，依变元二分法分别加上约

束狕犼≤ 狕′犼 和狕犼≥ 狕′犼 ＋１，把当前ＢＩＱＰ分解为

两个子问题ＢＩＱＰ１和ＢＩＱＰ２，确定优先级，优先

级高的后入栈。将其加入到栈 Ψ 中，转到步

骤２）。

６）若当前ＢＲＱＰ的最优值犳小于犳，则令狕

＝狕′，犳＝犳（修改当前最优解和当前最优值），再

转步骤２）；否则不修改当前最优解和当前最优

值，直接转步骤２）。

４　解算实例

为了说明文中的算法，本文利用ＬＡＭＢＤＡ

ｐａｃｋａｇｅ（ＭＡＴＬＡＢ，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的实例数据

（可以从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

ｎｉｎｇｏｆＤｅｌｆ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网站下

载，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ｌｒ．ｔｕｄｅｌｆｔ．ｎｌ／ｍｇｐ／），

针对模型式（４）

ｍｉｎ
狕∈犣

犿

：　犉＝ （狕－^狕）
Ｔ犎（狕－^狕）

进行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解算。对于三维情形，^狕＝

（５．４５，３．１，２．９７）Ｔ，矩阵犎＝犙
－１，其中，

犙＝

６．２９ ５．９７８ ０．５４４

５．９７８ ６．２９２ ２．３４

０．５４４ ２．３４ ６．

烄

烆

烌

烎２８８

令犮＝－犎^狕，模型式（７）等价于下面的模型：

ｍｉｎ　犳（狕）＝
１

２
狕Ｔ犎狕＋犮

Ｔ狕，狕∈犣
犿

其真解 （ ）ｔｒｕｔｈ＝ ５ ３ ４ Ｔ。利用§２的方法可

以 算 出 狌 （ ）＝ －１ －３ －３ Ｔ，狏 ＝

（１０ ８ ８）Ｔ。模型转化为：

ｍｉｎ　犳（狕）＝
１

２
狕Ｔ犎狕＋犮

Ｔ狕，

狌≤狕≤狏，狕∈犣
犿

初始浮点解狓０＝（４．５１３１，２．０８３８，２．５）
Ｔ，最优

值犳０＝－５３．３５７９。设狓
和犳

是当前最优整数

解和相应的最优值，狓的初始值取为对浮点解狓０

直接取整，犳为相应于狓的目标函数值。图１

给出了计算的分枝与剪枝的过程，其中狌、狏表示

狕的箱形约束，狓０ 和犳０ 表示浮点解和相应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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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狓和犳表示已经搜索到的最优整数解和相 应的最优值，序号表示分枝的方向。

图１　分枝定界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分枝原则。对于初始解狓０，利用（２１）可以

算得Δ狕犽＝（６．４４０７，－６．７２５，２．０９９８）
Ｔ。因为狓０

的第二分量是浮点数，且Δ狕犽 的第二分量绝对值

是最大的，所以选择第二个分量进行分枝。对

２．０８３８ 取 整，可 以 得 到 两 个 分 枝 狌１ ＝

（－１，－３，－３）Ｔ，狏１ ＝ （１０，２，８）Ｔ 和 狌２ ＝

（－１，３，－３）Ｔ，狏２＝（１０，８，８）
Ｔ，其余结点的分枝

方法与此一致。

２）方向的选择原则。对于上面的两个分枝，

Δ犳
－＝６．０９５１，Δ犳

＋ ＝－６０．７３８１，因为Δ犳
－
＞

Δ犳
＋，所以选择右分枝，初始解进行分枝后，我们

选择右边的分枝作为１，继续往下进行分枝定界

算法，其他结点的方向选择与此一致。

３）结点分枝终止的原则。当结点的最优解

不是浮点解（结点３，４），或浮点解的最优值大于

当前最好的整数解的最优值时（结点５，７，８），终

止分枝。

４）本算法大大减少了分枝的数目。按初始

的约束条件来计算结点数应是１１３，本算法只有９

个结点。因为本文的算法进行了方向选择，所以

目标值的下降速度最快，第４步就找到了最优值。

影响整数最小二乘估计算法的效率主要有两

个：①ＢＩＱＰ中矩阵犎的相关性；② 搜索范围［狌，

狏］。在实际进行模糊度解算中，常通过所谓的犣

变换或幺模变换对原始的ＬＳ问题加以转化使模

糊度分量间的相关性被减弱。对于搜索的空间，

通常是用一个置信区间表示［１９］。本文借助犣变

换与置信区间建立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搜索空间，

从而比较快地固定了模糊度。表１给出了一个

１２维和１４维模糊度实例解算的一些计算特征，

其中狕犪 是浮点解的近似取整。

表１　分枝定界法的计算特征

Ｔａｂ．１　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维数 搜索区间
实际检测模

糊度组合数
计算时间／ｓ

１２ 狕犻－狕犻犪 ＜０．０１ 犺槡犻犻 ２７ ０．００５

１４ 狕犻－狕犻犪 ＜０．０１ 犺槡犻犻 １０１３ ０．２４５

５　结　语

利用本文提出的整数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可以

应用于确认整周模糊度，原理是寻找使得误差最

少的整数解，不需作任何假设。在对传统算法的

改进过程中，我们发现如何表述连续松弛解与整

数可行解之间的关系，怎样设计更为精细选取分

枝变量与分枝方向的方法等对分枝定界法的效率

影响巨大，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通过对

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将更有利于应用分枝定界

算法求解整数最小二乘问题，进而提高非线性整

数最小二乘问题的解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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