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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方差检验模型在犌犘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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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已有的单位权方差假设检验法基础上，讨论了基于单位权方差比构造统计量的方法，进而提出

了一种新的适用于工程ＧＰＳ网基准点兼容性分析的单位权方差假设检验模型，简称方差检验模型。利用算

例验证了新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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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ＧＰＳ技术的发展，工程测量控制网广泛

采用ＧＰＳ布设
［１２］，获得的成果是基于 ＷＧＳ８４坐

标系（地心坐标系）的，而我国基础测绘成果一般

是基于国家坐标系或工程独立坐标系（参心坐标

系，如ＢＪ５４、ＸＡ８０），在数据处理中须将当前ＧＰＳ

网强制附合到联测基准点所在坐标系中进行约束

平差。联测基准点先验已知坐标可能因精度偏

低、测量误差或产生点位位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若将不兼容的联测点也作为当前ＧＰＳ网二维平

差的约束基准，必将损害当前ＧＰＳ网的精度
［３］，

影响ＧＰＳ网成果的可靠性
［４］。目前，常用的基准

点兼容性分析方法有平差结果直观法、单位权方

差假设检验法（方差比犉检验）等。文献［３，５］提

出在应用中往往是将几种方法联合使用来提高检

验的可靠性。而在已有的单位权方差假设检验法

中，用于显著性假设检验的统计量为 Ｒａｔｉｏ２
，狊
３，１＝

σ^
２
２，狊／^σ

２
３，１，这种方法是否合理？本文提出这一问题

的理由如下［６］：①统计量分子方差计算于ＧＰＳ网

二维约束平差，而分母方差计算于ＧＰＳ网三维无

约束平差，即分子方差与分母方差来自于不同的

正态母体；②^σ
２
２，狊＝（犞

Ｔ
狓狔
１×２狀

犘狓狔
２狀×２狀

犞狓狔
２狀×１

）狊／犳２，狊，而σ^
２
３，１

＝（犞Ｔ
犡犢犣
１×３狀

犘犡犢犣
３狀×３狀

犞犡犢犣
３狀×１

）／犳３，１，显然，^σ
２
３，１中隐含了

ＧＰＳ高程信息，而ＧＰＳ测量高程精度是平面精度

的１／２～１／３，所以有犈（^σ
２
３，１）≠犈（^σ

２
２，狊）。

１　基于单位权方差比构造统计量

１．１　整体检验统计量构造新方法

鉴于已有方法构造统计量的方法值得商榷，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整体检验统计量构造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１）若任意固定两个基准点（是否为不兼容的

点均可），求得验后单位权方差估值为：

σ^
２
２，２ ＝犞

Ｔ
２，２犘２，２犞２，２／犳２，２ （１）

式中，下标２，２表示固定２个基准点的ＧＰＳ网二

维平差；犳２，２＝狉，狉为多余观测数。

２）对ＧＰＳ网作二维约束平差可以构造新的

统计量为：

Ｒａｔｉｏ２
，狊
２，２ ＝σ^

２
２，狊／^σ

２
２，２ （２）

式中，Ｒａｔｉｏ２
，狊
２，２是服从自由度为犳２，狊、犳２，２的犉 分

布，且分子方差和分母方差是来自同一正态母体

（ＧＰＳ网二维约束平差），即有原假设犎０：犈（^σ
２
２，狊）

＝犈（^σ
２
２，２）。这时，对式（２）作整体检验，进而可以

整体判断狊个基准点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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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基于尝试法的局部检验统计量构造方法

若经整体检验后发现狊个基准点间不兼容，则

需要将不兼容的基准点搜索出来。为分析并正确

判定某基准点的不兼容，本文借鉴Ｐｅｌｚｅｒ
［７］提出的

平均间隙法中“尝试法”的部分思想，对局部检验中

统计量的构造方法采用“尝试法”，以进一步搜索并

确定不兼容的基准点。具体步骤为：① 分别将基

准点犻∈犙（犻＝１，２，…，狊）看成不兼容点，将犻当作未

知点（非约束基准点），固定剩下狊－１个基准点（约

束基准点）作约束平差，依次求得验后单位权方差

估值为^σ
２（犻）
２，（狊－１）。② 由^σ

２
２，２和^σ

２（犻）
２，（狊－１）可求得狊个单位

权方差比分别作为统计检验的局部统计量：

Ｒａｔｉｏ２
，（狊－１）
２，２ （犻）＝σ^

２（犻）
２，（狊－１）／^σ

２
２，２ （３）

式中，犻∈犙；Ｒａｔｉｏ
２，（狊－１）
２，２ （犻）是满足自由度为

犳２，（狊－１）、犳２，２的犉分布。依次记集合犙犻＝｛犻，犻＝１，

２，…，狊｝，犙犻∪珚犙犻＝犙，在一定的置信度下对统计

量进行显著性假设检验：①原假设犎０：犈（^σ
２（犻）
２，（狊－１））

＝犈（^σ
２
２，２），认为珚犙犻 中元素（基准点）是相互兼容

的；②备选假设犎１：犈（^σ
２（犻）
２，（狊－１））＞犈（^σ

２
２，２），认为珚犙犻

中元素（基准点）是不兼容的；③在一定的置信度

（取显著水平α）下，若统计量Ｒａｔｉｏ
２，（狊－１）
２，２ （犻）≤犉α

（犳２，（狊－１），犳２，２），接受 犎０；反之，若Ｒａｔｉｏ
２，（狊－１）
２，２ （犻）

＞犉α（犳２，（狊－１），犳２，２），拒绝犎０。

２　一种新的方差检验模型

２．１　整体检验

选定显著水平α，将式（２）的统计量Ｒａｔｉｏ
２，狊
２，２应

用于工程ＧＰＳ网基准点兼容性分析的整体检验

中，采用右尾检验，从而确定整体检验的接受域：

Ｒａｔｉｏ２
，狊
２，２ ＜犉α（犳２，狊，犳２，２）　 （４）

若式（４）成立，则犙中的基准点是相互兼容的；反

之，则犙中含有不兼容点。

２．２　基于尝试法的局部检验

若整体检验不通过，即式（４）不成立时，需要

进行局部统计检验。将式（３）的Ｒａｔｉｏ２
，（狊－１）
２，２ （犻）＝

σ^
２（犻）
２，（狊－１）／^σ

２
２，２作为局部检验的统计量，依次对Ｒａｔｉ

ｏ２
，（狊－１）
２，２ （犻）进行局部检验，其中犻＝１，２，…，狊。若

存在犼＝犻（犼为非约束基准点），满足σ^
２（犼）
２，（狊－１）／^σ

２
２，２＜

犉α（犳２，（狊－１），犳２，２），记：

犕 ＝σ^
２
２，２·犉α（犳２，（狊－１），犳２，２） （５）

即σ^
２（犼）
２，（狊－１）＜犕，则认为犙中犼点是不兼容点，兼容

性分析即告完成；反之，若σ^
２（犼）
２，（狊－１）＞犕，犼＝１，２，

…，犻，…，狊，则认为犙中含有多个不兼容点，但未

能对这多个不兼容点实现定位。

综上所述，此方法对于单个不兼容基准点的

探测是有效且可行的，但对于多个不兼容基准点

的探测则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是难以定位。

２．３　基于搜索尝试法的局部检验

为解决多个不兼容点的探测问题，对其实现

具体定位，同时考虑提高局部统计检验的效率，本

文结合搜索最小值的思想，提出一种基于搜索尝

试法的局部统计检验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搜

索第１个不兼容点时，需要遍历对全部基准点进

行考察。若要考察某一个点犻是否为不兼容点，

尝试将所有基准点分为两组：兼容点组（犃 组）和

不兼容点组（犅组）。犃 组中可能既有兼容点，又

有不兼容点。现在想通过假设检验方法来看犃

组的点是否真的都是兼容点。这种检验由对犃

组进行局部统计检验来实现。其具体步骤如下。

１）假定犻是不兼容点，将其归入不兼容点组

（犅组），其余的点归入兼容点组（犃 组），则有犃犻

组１，２，…，犻－１，犻＋１，…，狊和犅犻组犻。

２）将犃犻组点都作为基准点固定进行约束平

差，求得σ^
２（犻）
２，（狊－１），将其作为判断点犻是否为不兼容

点的指标。对于每个基准点，都进行这种分组和

计算，相应地得到狊个指标，搜索选择这狊个指标

中最小的点作为可能的不兼容点，即选择与

σ^
２（犼）
２，（狊－１）＝ｍｉｎ（^σ

２（犻）
２，（狊－１）），犻＝１，２，…，狊 （６）

所对应的犼点作为可能不兼容的点。

３）在搜索到点犼这个可能的不兼容点后，再

对其余的点进行整体检验，如果经检验这些点是

相互兼容的，那么兼容性分析即可停止。否则，将

犼归入犅 组，继续在犃组中搜索第２个可能不兼

容的点，搜索的方法与搜索第１个可能不兼容点

类似，从其余的狊－１个点中找一个点犻与已找出

的不兼容点犼构成不兼容点犅 组，其余的点构成

兼容点犃组，即犃犻犼组１，２，…，犻－１，犻＋１，…，犼－

１，犼＋１，…，狊和犅犻犼组犻，犼。

４）将犃犻犼组点都作为基准点固定进行约束平

差，求得σ^
２（犻犼）
２，（狊－２）。为找出第２个可能的不兼容点，

需要进行狊－１次这样的分组与计算，选择与

σ^
２（犾犼）
２，（狊－２）＝ｍｉｎ（^σ

２（犻犼）
２，（狊－２）），

犻＝１，…，犼－１，犼＋１，…，狊 （７）

对应的点犾作为第２个可能的不兼容点，再对其

余的狊－２个点进行整体检验。

５）如此重复，直到剩下的点经整体检验是相

互兼容的为止。

需要指出的是，若检验不兼容点组（犅组）中

有狀（小于狊－２）个点与其他狊－狀点不兼容，则将

这狀个点当未知点处理（非约束基准点），记估值

为狓^犻和不符值为 Δ^狓
犻，则有：

９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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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狓
犻
＝狓

⌒

犻
－狓^

犻 （８）

式中，狓

⌒

犻为点犻的原始坐标值。

３　应用实例

选取某新建铁路工程客运专线ＧＰＳＣＰＩＩ网

进行应用分析。截选包含有ＣＰＩ２２点至ＣＰＩ２７

点间所有的ＣＰＩＩ网点观测数据（为书写方便，简

记混合网）作为原始数据。混合网基线解算后，按

照规范要求对重复基线差及独立环闭合差作了质

量检核，各项指标均小于规范规定。混合网平差

时，有合格基线向量数为１９１条，ＣＰＩＩ点有３５

个，以ＣＰＩ２６为固定点在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下进行

自由网平差，求得多余观测数（自由度）为犳３，１＝

４５３和验后单位权方差估值为σ^
２
３，１＝０．２９７ｃｍ

２。

根据ＧＰＳ自由网平差成果的有关统计特征量（如

［ＰＶＶ］值、点位精度和点位相对精度等），说明混

合网的基线观测质量较高，无粗差存在，测量成果

可靠。根据铁路工程实际应用需要，须在某坐标

系下作二维约束平差，联测的６个基准点由某设

计院提供（某坐标系下平面坐标已知），点名为

ＣＰＩ２２～ＣＰＩ２７。固定这６个联测基准点作约束

平差，发现整个混合网的精度被扭曲，说明这些联

测基准点间不兼容，个别基准点的坐标存有粗差，

需对其作基准点兼容性分析。鉴于此，应用本文

提出的新模型作兼容性分析，记 犙＝｛ＣＰＩ２２，

ＣＰＩ２３，ＣＰＩ２４，ＣＰＩ２５，ＣＰＩ２６，ＣＰＩ２７｝。

３．１　本文方法探测结果与分析

３．１．１　整体检验

具体检验步骤如下。

１）将６个基准点（某坐标系下成果）作为外

部约束基准进行约束平差，求得多余观测数为

犳２，６＝３１０ 和验后单位权方差估值为 σ^
２
２，６ ＝

２．１５８ｃｍ２。

２）犻∈犙，犼∈犙，不妨取ＣＰＩ２２和ＣＰＩ２３

作为基准点（文献［８］研究表明，犻、犼的任意选取对

统计检验方法的影响甚微，可以忽略），固定之进

行约束平差，同理求得多余观测数为犳２，２＝３０２

和验后单位权方差估值为σ^
２
２，２＝０．１１０ｃｍ

２。

３）由式（２）有 Ｒａｔｉｏ２
，６
２，２ ＝１９．６１８，而 犉０．０５

（犳２，６，犳２，２）＝１．２０７。显然，Ｒａｔｉｏ
２，６
２，２＞犉０．０５（犳２，６，

犳２，２）。由式（４）可知，犙中含有不兼容点。

３．１．２　局部检验

为书写方便，犙中元素用犻表示，犻＝１，２，…，

６。依次取犻∈犙，将犻作为未知点，固定其余５个

基准点进行约束平差，分别获得验后单位权方差

估值，并与局部检验阈值 犕 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１所示。根据式（５）有 犕＝^σ
２
２，２·犉０．０５（犳２，５，犳２，２）

＝０．１３３，其中 犳２，５ ＝３０８，犉０．０５（犳２，５，犳２，２）＝

１．２０８。根据表１可知，认为犙中含有多个不兼容

的基准点，但未能对这不兼容点实现定位。为了

具体判定哪些基准点为不兼容点，采用本文提出

的方法作进一步分析。具体分析步骤为：① 从

表１可以看出，^σ
２（４）
２，５ ＝０．２０１为最小值，故怀疑基

准点４与其他点不兼容，剔除点４。相应于点４

为不兼容点，当未知点处理，再对剩余５个基准点

进行整体检验。由式（２），Ｒａｔｉｏ２
，５
２，２＝１．８２７＞犉０．０５

（犳２，５，犳２，２），故应认为５个基准点中还有不兼容

点，需再次进行局部检验。② 分别依次取犻∈犙，

这时犻＝１，２，３，５，６。将犻作为未知点，固定其余

４个基准点进行约束平差，分别获得验后单位权

方差估值，分别为０．１２０，０．１４１，０．１６６，０．１８７，

０．１８７。故怀疑基准点１与其他点不兼容，剔除点

１。相应于点１为不兼容点，当未知点处理，再对

剩余 ４ 个基准点进行整体检验。由式 （２），

Ｒａｔｉｏ２
，４
２，２＝１．０９１＜ 犉０．０５（犳２，４，犳２，２）＝１．２０８，因

而，点２、点３、点５、点６间相互兼容，可将其归入

兼容点犃组，搜索结束。

表１　比较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犻 固定基准 σ^
２（犻）

２，５
／ｃｍ２ 与犕 关系

１ ２，３，４，５，６ ２．０５６ ＞

２ １，３，４，５，６ ２．０９１ ＞

３ １，２，４，５，６ １．５０８ ＞

４ １，２，３，５，６ ０．２０１ ＞

５ １，２，３，４，６ １．２１４ ＞

６ １，２，３，４，５ ２．１５８ ＞

　　若将基准点１和基准点４当作未知点进行平

差处理，则平差结果与原坐标的差值（原坐标－平

差估值）及其精度指标见表２所示。

表２　比较分析与精度指标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点名

某坐标系下的平面

坐标差值／ｃｍ

当未知点处理的

精度指标／ｃｍ

Δ狓 Δ狔 Δ狆 犕狓 犕狔 犕狆

１ －０．７９ －０．４１ ０．８９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９

４ ３．３３ １．７０ ３．７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８

３．２　其他方法分析结果

为验证本文方法探测结果的正确性，选用“平

差结果直观法”［９］进行对比。不同方案的平差成

果直观比较时，联测的基准点越多，则组合方案越

多，兼容性分析越繁琐。为与本文提出方法对比，

结合测区的具体实情，仅列出其中６组方案的结

０７１１



　第３７卷第１０期 郭际明等：一种新的方差检验模型在ＧＰＳ网基准点兼容性分析中的应用

果，见表３所示。

从表３分析可知，方案犉的平差成果精度最

高，与任意固定２个基准点的精度均相当，其次为

方案犇。这说明４号点与２，３，５，６点最不兼容，

其次为１号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本文方法探测结果与该

方法分析结果是完全一致的，从而验证了新模型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表３　平差结果直观法分析结果

Ｔａｂ．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Ｖｉｓｕ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平差

方案
基准点

其余基准点与约束平差值之差／ｃｍ

起算点号 Δ狓 Δ狔

ＰＶＶ

／ｃｍ２
σ^２

／ｃｍ２

精度统计（最弱）

点位／ｃｍ ＭＡ／ｓ 最弱边

犃 １，２

３ －０．４２ －０．０４

４ ２．１１ １．２７

５ －２．０３ －０．９７

６ －３．３４ －１．１５

３３．３７３ ０．３３２２ ０．７２ ０．４５ １／３８８０００

犅 １，２，３

４ 　２．５６ 　１．３０

５ －１．５４ －０．９４

６ －２．８２ －１．１３

３４．１７５ ０．３３５２ ０．７２ ０．４４ １／３８４０００

犆 １，２，３，５
４ 　３．３３ 　１．７２

６ －０．９６ －０．０７
５７．１０８ ０．４３２２ 　０．９３ ０．５８ １／２９８０００

犇 １，２，３，５，６ ４ 　３．３３ 　１．７３ ６１．９５１ ０．４４８２ ０．９７ ０．６０ １／２９８０００

犈 １，２，３．４，５，６ ６６８．７９９ １．４６９２ ３．１７ １．８９ １／９１０００

犉 ２，３，５，６
１ －０．７９ －０．４１

４ ３．３３ １．７０
３６．９１６ ０．３４７２ ０．７５ ０．４７ １／３８５０００

犃犅 １，４ ３３．３５４ ０．３３２２

犃犆 ２，３ ３２．９９４ ０．３３１２

犃犇 ３，４ ３３．４３５ ０．３３３２

４　结　语

１）提出“已有的单位权方差假设检验法中统

计量构造方法是否合理？”这一问题，并给出了两

个理由；

２）提出了一种新的整体检验统计量构造方

法，分析了一种基于尝试法的局部检验统计量构

造方法，给出了适用范围和不足；基于搜索最小值

的思想，发展了一种基于搜索尝试法的局部统计

检验方法；构建了一种新的单位权方差假设检验

模型；

３）将新模型应用于某铁路工程ＧＰＳ网基准

点兼容性分析中单个或多个不兼容基准点的探

测，并与已有方法中“平差结果直观法”作了对比，

进而验证了新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取得了满

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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