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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附有病态等式约束的反演问题，尝试用降秩处理方法解这类病态约束问题，通过算例验证了此

种方法与截断奇异值方法是等价的。然后提出了一种联合平差方法，它不仅能解病态的约束问题，而且能解

决主模型秩亏或病态同时约束模型病态的问题，增强了应用性。最后设计了多种方案进行计算和比较，验证

了联合平差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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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演问题大多存在观测量偏少而待估参数偏

多的现象，因而导致反演模型不适定。大地测量

的反演问题也常出现观测系数矩阵存在秩亏或病

态的情形，关于这类秩亏或病态问题，国内外许多

学者已利用众多方法来处理，如正则化、选权拟

合、截断奇异值、岭估计、遗传算法、两步解法以及

虚拟观测值法等［１７］。随着大地测量观测手段的

增多和技术的不断提高，为反演提供了各种高精

度、高分辨率的数据［８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先验

信息或者有多种观测手段同时观测，在这种情况

下，在建模的时候可以附加一些约束［８］。等式约

束可以利用已有的先验信息或者其他观测信息之

间的关系，补充主模型之外的信息，有利于反演的

解算。但是有的时候，约束信息是有限的或者相

关的，约束方程就会出现病态，这就导致约束矩阵

的微小变化或者观测值的微小变化对最终反演结

果会产生巨大变化，从而引起反演问题的解极不

稳定［２］。针对这个问题，文献［２］提出了截断奇异

值方法（ＳＶＤ）。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先尝试降秩

处理方法，验证了它与截断奇异值法是基本等效

的，并针对附有病态约束的反演问题，提出了主模

型与约束条件联合解算的新方法，不仅可以克服

约束方程病态，而且还可以解决主模型病态甚至

秩亏的问题。

１　等式约束反演方法

１．１　等式约束反演

等式约束反演的模型为：

犌犿 ＝犱＋Δ

犉犿 ＝ ｝犺
（１）

式中，第一式称为主模型；第二式称为约束模型；

矩阵犌为反演的系数矩阵，犪×犮维；矩阵犉为约

束矩阵，犫×犮维，行满秩；犿为犮维模型参数向量；

向量犱为犪维观测数据向量；向量犺为犫维先验

信息向量；Δ是随机误差向量，服从 犖（０，σ
２犐）。

利用拉格朗日法求极值，可将约束条件化为

无约束条件极值问题，求解目标函数，可以解

得［２，１０］：

犿＝ （犌
Ｔ犌）－１犌

Ｔ犱－（犌
Ｔ犌）－１犉Ｔ

（犉（犌Ｔ犌）－１犉Ｔ）－１·（犉（犌Ｔ犌）－１犌Ｔ犱－犺）（２）

式中，存在犉（犌Ｔ犌）－１犉Ｔ 和犌Ｔ犌的求逆，随之也

就产生以下３类问题：① 观测系数矩阵可能病态

或者秩亏的问题；② 约束矩阵可能病态的问题；

③ 问题①和②同时出现。现在已经有很多方法

来处理第一类问题，而第二类问题则在文献［２］中

被提出来，采用的则是截断奇异值（ＳＶＤ）方法，但

是还没有文献讨论第三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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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约束矩阵病态对反演结果的影响及传统处

理方法

对于第二类问题，假设犌Ｔ犌既不秩亏，也不

病态，仅涉及犉病态。若犺发生微小变化δ犺，由

此引起的模型参数反演结果的变化为δ犿。由

式（２）可得：

δ犿＝ （犌
Ｔ犌）－１犉Ｔ （犉（犌Ｔ犌）－１犉Ｔ）－１·δ犺（３）

由上式可以看出，约束矩阵的病态只影响到了模型

参数解式（２）中的改正项，对于主模型犌犿＝犱＋Δ

的解（犌Ｔ犌）－１犌Ｔ犱没有影响。当约束矩阵犉行满

秩，记（犌Ｔ犌）－１犉Ｔ （犉（犌Ｔ犌）－１犉Ｔ）－１＝犉－１犚 ，式（３）

可以简化为δ犿＝犉
－１
犚 ·δ犺。式（３）即为先验信息的

准确性（微小偏差）对模型参数解的影响δ犿。

从式（３）右端可以得到以下两个问题：

１）若犉是正常矩阵，不是病态，那么犺的微

小变化δ犺不会引起犿 的太大变化，即δ犿较小。

２）若犉是病态矩阵，则犉（犌Ｔ犌）－１犉Ｔ 也是病

态的。如果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一般算法，直接

求犉（犌Ｔ犌）－１犉Ｔ的 广 义 逆，那 么 （犌Ｔ犌）－１犉Ｔ

（犉（犌Ｔ犌）－１犉Ｔ）＋的值可能会变化很大，进而引

起犿估值的较大变化。后面的算例也进行了相

关验证。

文献［２］从矩阵犉 的微小变化（Δ犉）引起犿

的较大变化（δ犿）的角度，也验证了约束矩阵的病

态会间接影响模型参数反演解的稳定性，同时还

提出了截断奇异值（ＳＶＤ）方法来处理犌满秩的

情况下约束矩阵犉 病态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处理

这类问题。犉之所以病态是由于部分约束条件之

间存在强相关性，如果能判别出哪些条件之间强

相关，只取它们中的不相关部分来约束，称这种方

法为降秩处理方法，这样就把犉（犌Ｔ犌）－１犉Ｔ 转化

为满秩问题来处理。

２　直接解主模型和约束方程的联合

平差方法

　　联合平差方法的思路是，把由其他的先验信息

形成的约束条件当作虚拟观测值，联合主模型进行

加权最小二乘平差。由式（１）可进行如下推导：

犌

珟（ ）犉 犿^ ＝
犱

珘（）犺 ＋
犞

珟（ ）犞  犃^犿 ＝犔＋犞 （４）

　　 联 合 观 测 值 的 权 阵 为 犘＝
犘犪 犗

犗 犘
［ ］

犫

＝

犐犪 犗

犗 λ×犐
［ ］

犫

，假定观测值之间不相关，犪、犫分别是

两类观测值权阵的阶数。其中λ是一个常数，它

的大小一般由计算所得虚拟观测值部分的残差来

确定珘狏，珘狏≈０说明定权较为合理。由于第二类观

测值都是一些先验信息，精度较高，对平差结果有

着极强的约束作用，建议取值大一些，例如可取１

０００。在犞Ｔ犘犪犞＋珟犞
Ｔ犘犫珟犞ｍｉｎ准则下，假定系数

矩阵犃满秩，可获得式（４）的解：

犿^＝ （犌
Ｔ犘犪犌＋珟犉

Ｔ犘犫珟犉）
－１（犌Ｔ犘犪犱＋珟犉

Ｔ犘犫珘犺）

（５）

∑犿^
＝ （犌

Ｔ犘犪犌＋犉
Ｔ犘犫犉）

－１^
σ
２

σ^
２ 为单位权方差 （６）

　　从式（５）和式（６）可以看出，联合平差法不需

要单独对犌Ｔ犌和犉（犌Ｔ犌）－１犉Ｔ 求逆，避免了关于

不适定问题的处理。

３　算例及分析

３．１　算　例

现有４个变量狓４＝［０．３９７５，－１．０８５７，

０．７２５４，０．１３９２］，以满秩矩阵犌为系数阵，随机

生成相应数量的随机数（Δ～犖（０，０．２
２））构成观

测值犱（注：ｒａｎｋ（犌）＝４，ｃｏｎｄ（犌）＝１５．１８５９）如

表１。线性等式病态约束矩阵为犉，先验信息为

犺，详见表２（注：ｒａｎｋ（犉）＝３，ｃｏｎｄ（犉）＝１．２０５８

×１０５），为了较好地验证几种方法的稳定性，对先

验信息犺加入了微小的偏差，如表２。

表１　主模型数据表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ｏｆＭａｓｔｅｒＭｏｄｅｌ

犌 犱

０．９６００ ０．７５０２ ０．６３２０ ０．４３５６ －０．１５０４

０．６４０３ ０．４７２８ ０．８５０６ ０．９２６５ ０．４５９９

０．６１６７ ０．２５０１ ０．８６７９ ０．９８０７ ０．７６２５

０．５４０８ ０．８４２１ ０．８２３７ ０．４３０５ ０．１７１５

０．９００６ ０．４５６２ ０．１９８５ ０．９１３６ ０．１４５８

表２　线性等式约束数据表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ｏ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犉 犺 犺

０．２３４８ ０．２８９６ ０．８６３８ ０．５１０２ ０．４７６５ ０．４７６５

０．２００５ ０．１９８２ ０．４６５２ ０．４６３５ ０．２６６５ ０．２６６５

０．２３４８ ０．２８９６ ０．８６３９ ０．５１０２ ０．４７６６ ０．４７６５

　注：犺是对犺的第三组先验信息加了一个微小的扰动，见划线

部分。

为了更好地验证这几种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

性，这里对犌矩阵进行了改造，删除后两行，再把

第一组观测数据及其系数阵的线性形式当作第四

组观测数据和系数阵，这样就构成了秩亏矩阵

犌犱，具体数据见表３（ｒａｎｋ（犌犱）＝３，ｃｏｎｄ（犌犱）＝

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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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４１×１０１６）。同样，在改造后的秩亏矩阵犌犱

上稍加微小变动形成病态矩阵，详见表４（ｒａｎｋ

（犌犱）＝４，ｃｏｎｄ（犌犱）＝５．２５２３×１０
５），这样就构

造了犌犱 分别满足秩亏和病态的情况。由表１～

表４的数据，分别采用前文提到的联合解法、截断

奇异值法（ＳＶＤ）、降秩处理方法和Ｍａｔｌａｂ中的广

义逆法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图１～图３，其中真

误差是指估值与其模拟值的差，用Δ狓犻 表示。均

方误差σ犿＝（∑Δ狓
２
犻／犽）１／２，犽指未知数个数。

值得说明的是，犉为病态时，犌分别为满秩、

秩亏和病态，在犺正常和有小的偏差
［１］的情况下，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广义逆方法求得的结果差异很

大，这里就不再统计。不同情况下，不同方法反演

结果精度比较见表５。

表３　秩亏的主模型系数阵及其观测值

Ｔａｂ．３　Ｒａｎｋ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犌犱 ｄ

０．９６００ ０．７５０２ ０．６３２０ ０．４３５６ －０．１５０４

０．６４０３ ０．４７２８ ０．８５０６ ０．９２６５ ０．４５９９

０．６１６７ ０．２５０１ ０．８６７９ ０．９８０７ ０．７６２５

０．４８００ ０．３７５１ ０．３１６０ ０．２１７８ ０．０５５０

表４　病态的主模型系数阵及其观测值

Ｔａｂ．４　Ｉｌｌｐｏｓｅ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犌犱 ｄ

０．９６００ ０．７５０２ ０．６３２０ ０．４３５６ －０．１５０４

０．６４０３ ０．４７２８ ０．８５０６ ０．９２６５ ０．４５９９

０．６１６７ ０．２５０１ ０．８６７９ ０．９８０７ ０．７６２５

０．４８００ ０．３７５１ ０．３１６０ ０．２１７８１ ０．０５５０

图１　犌为满秩矩阵时模型参数反

演结果误差统计图

Ｆｉｇ．１　Ｔｒｕ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犌ｉｓ

ａＦｕｌｌＲａｎｋＭａｔｒｉｘ

　　

图２　犌为秩亏矩阵时模型参数反

演结果误差统计图

Ｆｉｇ．２　Ｔｒｕ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犌ｉｓ

ａＲａｎｋ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

　　

图３　犌为病态矩阵时模型参数反

演结果误差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Ｔｒｕ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ｈｅｎ犌ｉｓ

ａＩｌｌｐｏｓｅｄＭａｔｒｉｘ

表５　当犉病态、犌不同情形时不同方案反演结果精度比较

Ｔａｂ．５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ｈｅｎＭａｔｒｉｘ犉ｉｓＩｌｌ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犌ｉ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犌的状态 方法 约束信息 Δ狓１ Δ狓２ Δ狓３ Δ狓４ σ犿

犌满秩

联合
犺 －０．２７９９ ０．２８１９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４７２ ０．２０１４

犺 －０．２８０１ ０．２８２１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４６９ ０．２０１５

ＳＶＤ
犺 －０．２７９４ ０．２８１４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４６８ ０．２０１０

犺 －０．２７９５ ０．２８１６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４６９ ０．２０１１

降秩
犺 －０．２７９５ ０．２８１５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４６８ ０．２０１０

犺 －０．２７９５ ０．２８１５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４６８ ０．２０１０

犌秩亏

联合
犺 －０．０６０７ －０．２５９１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８１９ ０．１４１９

犺 －０．０６０８ －０．２５８９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８２１ ０．１４１８

ＳＶＤ
犺 －４．１１９０ ８．５８７８ －１．５７８８ －０．３０５８ ４．８２９７

犺 －４．１１７４ ８．５８４３ －１．５７８３ －０．３０５６ ４．８２７７

降秩
犺 －４．１１７３ ８．５８２３ －１．５７８０ －０．３０５０ ４．８２６８

犺 －４．１１７３ ８．５８２３ －１．５７８０ －０．３０５０ ４．８２６８

犌病态

联合
犺 －０．０６０７ －０．２５９１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８１９ ０．１４１９

犺 －０．０６０８ －０．２５８９ ０．０５４８ ０．０８２１ ０．１４１８

ＳＶＤ
犺 －４．１１９１ ８．５８７６ －１．５７８８ －０．３０５８ ４．８２９６

犺 －４．１１７５ ８．５８４１ －１．５７８３ －０．３０５５ ４．８２７６

降秩
犺 －４．１１７４ ８．５８２１ －１．５７８０ －０．３０５０ ４．８２６７

犺 －４．１１７４ ８．５８２１ －１．５７８０ －０．３０５０ ４．８２６７

　　　　　　　注：犺是对犺第三组先验信息加了微小扰动；Δ狓１、Δ狓２、Δ狓３、Δ狓４为真误差；σ犿 为均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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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分　析

１）约束矩阵的病态性是可以传播的。由图１

～图３可以看出，在犉病态时，无论犌是满秩或

是秩亏、病态，犉 的病态性都会传给犉（犌Ｔ犌）－１

犉Ｔ，这就导致当先验信息犺有小的偏差时，会使

直接求广义逆的计算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

２）当犌满秩、犉病态时，联合方法、ＳＶＤ方

法和降秩处理方法都比较稳定。由表５可以看

出，当先验信息犺有小的偏差时，这三种方法计算

的结果前后偏差很小，基本可以忽略，这就说明了

这种情况下，这三种方法都比较稳定。

３）联合方法适用性更广。由图２～图３及表

５可以看出，在犉病态时，当犌为秩亏和病态的情

况下，ＳＶＤ方法和降秩处理方法都失去了原有的

优势，解算所得的模型反演解真误差很大，而联合

方法却依然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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