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６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１年７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６Ｎｏ．７

Ｊｕｌｙ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２２。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０８７４０１１，４０８７４００９）；徐州师范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０９ＸＬＲ１８）。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１）０７０８３５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选权拟合法解的特性探讨

王爱生１　欧吉坤２　阳仁贵２

（１　徐州师范大学测绘学院，徐州市上海路１０１号，２２１１１６）

（２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动力大地测量学重点实验室，武汉市徐东大街３４０号，４３００７７）

摘　要：选权拟合法是解决大地测量中的不适定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对吉洪诺夫正则化方法的改造。在推导

一般正则化解的偏差计算公式并回顾了选权拟合法的基本原理和公式的基础上，推导了选权拟合法解的一

个重要性质：只要被约束的部分参数估值无偏，其余的也无偏；该性质说明利用选权拟合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

是有条件无偏的。这个不同于一般正则化解的重要特性可以用于设计加快ＧＰＳ短基线快速定位双差模糊度

解算策略。恰当利用选权拟合法，用实测数据算例分析了ＧＰＳ基线分量的先验信息的偏差大小对模糊度解

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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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定问题广泛存在于许多学科领域中，在

大地测量中通常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① 秩亏

（ｒａｎｋ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即问题的解不唯一；② 病态（ｉｌ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即问题的解不稳定。前苏联数学家

吉洪诺夫提出了一套处理不适定问题的理论方

法［１］，称为正则化（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不适定问题

正则化要引入稳定泛函，构造一个能逼近不稳定

逆算子的正则算子，从而得到原问题的逼近解。

文献［２］总结了大地测量问题中所有不适定问题

的解算方法，认为正则化相当于对待估参数进行

适当的约束，但是，对待估参数进行约束必须有明

确的物理意义，如果约束没有依据或依据不充分，

就会造成反演结果偏离实际，进而提出对先验信

息已知的参数进行约束的方法，即选权拟合法［２］

（ｔｈ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ＦＭＳＰＷ）。该方法比较典型的应用包括

卡尔曼滤波进行ＧＰＳ静态精密单点定位
［３］、快速

解算模糊度［４７］、ＧＰＳ电离层 ＴＥＣ层析反演
［８］、

重力密度反演［９］等。选权拟合法的关键是要合理

地构造稳定泛函，即要切合实际地进行正则化，但

是纵观以往的应用实践可以看出，正则化的方法

含有大量主观因素，从理论上解释不清或无法解

释。究竟如何构造更加合理的约束方程，选权拟

合法有什么优良性质，它和正则化有什么本质区

别等，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

本文对选权拟合法的性质作了严密的推导，

证明了选权拟合法解的一个重要性质，即只要被

约束的部分参数无偏，则其余参数的估计值也是

无偏的，这一性质是选权拟合法与一般正则化算

法的主要区别。

１　一般正则化解的偏差公式

对于不适定的线性模型：

犆犣^＝犔＋犞，权犘狀 （１）

式中，犣是待估参数；犆是误差方程系数；犘狀 是观

测值权阵，文献［２］推导出的正则化解为：

犣^＝ （犆
Ｔ犘狀犆＋α犘犣）

－１犆Ｔ犘狀犔＝

（犖＋α犘犣）
－１犆Ｔ犘狀犔 （２）

式中，α是正则化参数（或称平滑参数、平滑因子、

岭参数）；犘犣为正则化矩阵；犖 是法方程系数矩

阵。问题的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正则化矩阵犘犣

和平滑参数α
［１０１２］。

根据式（２），有：

犣^＝ （犖＋α犘犣）
－１犖犖－１犆Ｔ犘狀犔＝

（犖＋α犘犣）
－１犖^犣ＬＳ＝犓^犣ＬＳ （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７月

式中，

犓＝ （犖＋α犘犣）
－１犖 （４）

由此可看出，^犣 是犣^ＬＳ的线性组合。还可以把犓

写成：

犓＝ （犖＋α犘犣）
－１（犖－１）－

１
＝

［犖－１（犖＋α犘犣）］
－１
＝ （犈＋α犖－１犘犣）

－１ （５）

根据矩阵反演公式［１３］：

犓＝ （犈＋α犖－１犘犣）
－１
＝犈－α（犖＋α犘犣）

－１犘犣

（６）

于是，有：

犈［^犣］＝犈［犓^犣ＬＳ］＝犈［（犈－α（犖＋α犘犣）
－１

犘犣）^犣ＬＳ］＝犈［^犣ＬＳ］－α（犖＋α犘犣）
－１犘犣犈［^犣ＬＳ］

＝珟犣－α（犖＋α犘犣）
－１犘犣珟犣 （７）

式中，珟犣是犣的真值；犈［·］表示数学期望。在推

导上式的过程中使用了最小二乘估计是无偏估计

的性质。可以看出，仅当犘犣＝０或α＝０时，^犣才

无偏，这是最小二乘估计的情形。所以，正则化解

是一种有偏估计类，其偏差为：

Δ犣＝α（犖＋α犘犣）
－１犘犣珟犣 （８）

２　选权拟合法条件无偏的证明

选权拟合法与一般正则化解的差别是，前者

强调根据具体问题，充分利用待估参数的先验信

息构造参数的权阵［２，７，１１］。假定有部分参数犣２ 先

验信息较可靠，可将其构造成犣２ 的先验权阵。

对于式（１）的函数模型犆^犣＝犔＋犞，令

犆＝ ［犆１ 犆２］，犣＝
犣１

犣
［ ］
２

于是，参数的权阵表达成：

犘犣 ＝
犗

犘犣
［ ］

２

（９）

根据文献［２］，选权拟合的基本公式是：

犣^１

犣^
［ ］
２

＝
Ν１１ 犖１２

犖２１ 犖２２＋α犘犣

熿

燀

燄

燅２

－１
犆Ｔ１犘狀犔

犆犜２犘狀
［ ］

犔
（１０）

式中，犖１１＝犆
Ｔ
１犘狀犆１；犖１２＝犆

Ｔ
１犘狀犆２；犖２１＝犆

Ｔ
２犘狀犆１；

犖２２＝犆
Ｔ
２犘狀犆２。

根据分块矩阵的求逆公式［１３］，将分块的

犖－１、^犣、犘犣代入偏差式（８），有：

Δ犣１

Δ犣
［ ］

２

＝α
犖１１ 犖１２

犖２１ 犖２２＋α犘犣

熿

燀

燄

燅２

－１ 犗

犘犣
［ ］

２

珘犣１

珘犣
［ ］
２

＝

－α犖
－１
１１犖１２（（犖２２＋α犘犣

２
）－犖２１犖

－１
１１犖１２）

－１犘犣
２
珘犣２

α（（犖２２＋α犘犣
２
）－犖２１犖

－１
１１犖１２）

－１犘犣
２
珘犣

熿

燀

燄

燅２

（１１）

容易得到：

Δ犣１ ＝－犖
－１
１１犖１２Δ犣２ （１２）

　　若式（１２）中的Δ犣２＝０，则必有Δ犣１＝０。即

如果犣２ 无偏，那么犣１ 也将是无偏的。这是选权

拟合法解的一个重要性质。该性质说明，只要被

约束的那一部分参数是无偏的，那么剩下的参数

也是无偏的。从式（１１）可知，Δ犣２ 尽管与犘犣
２
和α

有关，但是如果珟犣２＝０，自然有Δ犣２＝０。在实际

应用中，应当尽可能挖掘满足或接近珟犣２＝０的信

息。如对于ＧＰＳ快速解算的双差模型，只要被约

束的基线向量犡^是无偏的，则解算得到的模糊度

参数犖^也是无偏的，因而在无偏估值 犖^ 的基础

上，能够快速搜索固定整周模糊度。这就是选权

拟合法的条件无偏性。

３　算例及分析

３．１　单频单历元双差基线选权拟合法解模型

假设在一条基线的两端１、２处两接收机共视

犽＋１颗卫星，那么单频单历元双差基线解算的数

学模型是：

犃^犫＝犔犮＋犞犮，犘犮

犅犪^＋犃^犫＝犔狆＋犞狆，犘
｛

狆

（１３）

式中，第一式是伪距双差观测方程；第二式是载波

相位双差观测方程。^犪为模糊度，如果将１点看

作已知点，那么犫^为２点的坐标改正数；犃为犫^的

系数矩阵；犅为犪^的系数矩阵，犅＝λ犈，λ是载波波

长，犈是单位矩阵，犔犮 和犔狆 分别为伪距观测方程

和载波相位观测方程的自由项，用长度作单位。

犘犮和犘狆 分别为伪距和载波相位的权矩阵。因伪

距精度低２～３个数量级，所以取载波相位观测值

和伪距的权比为１００００∶１。

利用选权拟合法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参数犫的

权阵，可采用多种方式，如由式（１３）的第一式平差

得到犘^犫＝∑
－１

犫
，或者由先验信息确定。于是得

到选权拟合法的解为：

烇烋

烇烋［］犪犫 ＝
犅Ｔ犘狆Β 犅Ｔ犘狆犃

犃Ｔ犘狆犅 犃Ｔ犘狆犃＋α犘
［ ］

犫

－１

犅Ｔ犘狆犔狆

犃Ｔ（犘犮犔犮＋犘狆犔狆
［ ］） （１４）

　　推导上式时考虑到了载波相位的权远大于伪

距的权，因此，遇到两权相加时忽略了伪距的权。

３．２　实验计算和结果

２００６１１１４，在 相 隔 约 ３５ ｍ 的 两 个 点

ＤＱＸＹ和ＣＨＸＹ上分别安置两台 Ｔｒｉｍｂｌｅ５７００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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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使用的天线是Ｚｅｐｈｙｒ。两个测站的同

步观测时间从上午１０点１９分００ｓ到下午１点

４３分００ｓ，时段长３ｈ２４ｍｉｎ，静态基线分量的

近似值、使用ＴＧＯ计算的精确值和使用中科院

测地所开发软件 ＧＰＳＰＲＯ 计算的精确值如

表１所示。

表１　基线向量值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Ｖｅｃｔｏｒｖａｌｕｅｓ

犇犡／ｍ 犇犢／ｍ 犇犣／ｍ Ｄｉｓ／ｍ

近似值 －３２．５１９ －１１．８１０ －６．６０４ ３５．２２２

ＴＧＯ计算值 －３３．２６５ －１０．４２８ －５．７０４ ３５．３２５

ＧＰＳＰＲＯ计算值 －３３．２６５ －１０．４２７ －５．７０３ ３５．３２４

　　为了验证约束参数对选权拟合法的影响，设

计两套单历元解算方案。

方案一　以２点坐标平差值作为初始值，这

时可认为基线分量是无偏的，即Δ犣２＝０，模糊度

浮点解与固定解的差值见图１。图中显示，模糊

度浮点解与正确的整数解的差值都在０．３周以

内，所以即使是采用直接取整法也能固定到正确

的整数解。基于浮点解和误差均方差阵，采用

ＬＡＭＢＤＡ搜索固定法，实现了单历元模糊度解

算成功率为１００％。

图１　无偏估计单历元模糊度浮点解与正确

的固定解差值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ｂｉａｓ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ｅｐｏｃｈ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Ｆｌｏａ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

Ｆｉｘ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方案二　设２点坐标在犡、犢 和犣 方向均偏

离平差值０．０５ｍ、０．１ｍ、０．５ｍ，以其中第１０历

元相位方程解估计为例，在表２中用情况一、情况

二和情况三表示。

表２列举了这三种偏差模式下模糊度浮点解

的偏差，情况一坐标分量初值与真值的偏差较小，

模糊度浮点解与正确整数解偏差也小，只需应用

四舍五入取整法就获得正确的整数解，而情况二

和情况三，由于坐标分量偏差较大，模糊度解偏差

也较大，需应用合适的搜索方法和模糊度确定准

则才能固定到正确的整数解。

表２　基线向量值不同程度偏差引起的模糊度估值偏差

Ｔａｂ．２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Ｂｉａ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Ｂｉａｓ

δ犫（ｍ） δ犫Ｔ犘犫δ犫 δ犪Ｔδ犪 δ犪Ｔ（犙^ａ）
－１δ犪 ｒａｔｉｏ

情况一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６７２ ０．０００４６ １．９５４

情况二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１０ ４．４６６３ ０．０００５８ １．８５５

情况三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２．７５９ ８４．８７８ ０．００３８０ １．０１６

　　从上面的ＧＰＳ实例可以对本文推导的选权

拟合法的特性作一些诠释。应用选权拟合法，被

约束部分参数初值越准确，其余参数的估值也就

越准确。首先尽可能选择先验信息可靠的一部分

参数进行约束。当然适当选择正则化矩阵和正则

化参数也是重要的，这方面已有大量文献讨论。

本文主题不在这方面，故未讨论。

４　结　语

本文推导了选权拟合法解不同于其他正则化

方法解的一个重要的性质———如果被约束的参数

是无偏的，那么，其余的参数就是无偏估计。当

然，这仅限于理想情况，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可基于

这个特性，挖掘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合理约束一

部分参数，这样可以获得具有联合偏差较小特性

的另一部分参数的估值。

本文的ＧＰＳ算例表明，除利用单频单历元伪

距、载波相位观测值之外，如果还能找到适当的附

加坐标约束条件，可以快速固定相位模糊度，进而

获得ｃｍ级定位解。例如监测网的快速解算就适

于用选权拟合法。在网络ＲＴＫ中采用选权拟合

已有成功案例，具体参见参考文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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