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２年５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１５。

项目来源：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１７４００３）。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２）０５０５７７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测量的广义可靠性研究

张正禄１，２　范国庆１　张松林３
，４
　杨喜平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武汉大学精密工程与工业测量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３　同济大学测量系，上海市四平路１２３９号，２０００９２）

（４　三峡大学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宜昌市大学路８号，４４３００２）

摘　要：首次给出了广义可靠性的定义，对于测量误差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论述，分析了偶然误差的系统性影响

和系统误差的偶然化两大问题，讨论了目前流行的测量不确定度概念，指出了广义可靠性的研究内容和若干

应用，对于测量方案设计、平差数据处理、仪器检定以及测量规范的理解等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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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广义可靠性的提出

广义可靠性是在传统可靠性（狭义可靠性）的

基础上提出的。所谓狭义可靠性，是指测量系统

发现和抵抗粗差的能力，它通过多余观测来描述。

发现粗差的能力称为内部可靠性，用观测值的多

余观测分量狉犻 来描述，狉犻 越大，表示发现粗差的

能力越强，有时规范中要求狉犻 大于某一数值；抵

抗粗差的能力称为外部可靠性，内部可靠性和外

部可靠性具有一致性。李德仁、袁修孝等提出了

摄影测量平差系统的可靠性理论［１，２］，包括平差

系统发现单个模型误差（粗差、系统误差）和多个

模型误差的能力。从单个一维备选假设发展到单

个多维备选假设，再发展到两个多维备选假设，提

出了粗差和系统误差、粗差和变形的可区分性理

论。将含粗差的观测值视为方差不变而期望平移

的变量，纳入函数模型进行改正；或将含粗差的观

测值视为期望不变而方差扩大的变量，纳入随机

模型进行平差，并提出了处理含粗差观测值的选

权迭代法和稳健估计法。

可靠性理论对测量设计、数据处理和成果质

量评定有重要指导意义。但狭义可靠性理论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一条附合导线的多余观测分量很

小，内部、外部可靠性都很差［３，４］。另外，在许多

情况下，仅靠平差模型的改进是不能发现粗差和

系统误差的，更不能区分粗差和系统误差、粗差和

变形。因此，需要发展可靠性理论，用广义可靠性

理论来指导测量、数据处理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这就是广义可靠性理论提出的原因。

广义可靠性是测量系统发现和抵抗粗差与系

统误差以及减小偶然误差的能力，可通过重复观

测、多余观测和计量检测来描述。广义可靠性不

仅是对狭义可靠性的扩展，即将粗差、部分系统误

差扩展到粗差、所有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而且还

涉及到测量管理、设计、实施和表达等多方面。当

只讨论粗差和部分系统误差时，两者是一致的。

狭义可靠性没有从可靠性出发对偶然误差、重复

观测和计量检测进行讨论，没有涉及测量不确定

度问题，广义可靠性包括了狭义可靠性定量描述

公式。本文提出了一种带有广义可靠性的定量表

达，其他定量描述公式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　广义可靠性的分类和研究内容

广义可靠性涉及到以下方面：项目立项中的

可靠性（对于一个大型测量项目，包括项目管理的

可靠性、人员的可靠性、设备的可靠性）、测量方案

的可靠性、测量仪器的可靠性、观测值的可靠性、

平差系统的可靠性、测量成果的可靠性。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５月

广义可靠性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广义可靠性

与偶然误差、系统误差与粗差的关系，以及与基

准、重复观测、多余观测、计量检测的关系。如在

减小偶然误差方面，应合理地选择测量仪器、仪器

精度和类型，确定观测方法、读数次数、测回数、观

测时间、观测时段长度等。在系统误差方面，应分

析系统误差的来源，如大气折光误差、ＧＰＳ测量

中接收机相位中心误差、对流层电离层延迟误差、

基准点变动引起的误差等；要特别注意仪器的系

统误差，按规定进行仪器检测。测站选址时，要求

点位稳定，通视好，避开高压电磁场等，这可减小

折光、多路径影响等系统误差。在控制网重复观

测时，必须统一基准才能进行比较，必须对基准点

作稳定性分析。网平差时，首先要探测、定位和剔

除粗差［５］，并根据需要进行方差分量估计，以完善

平差的函数模型和随机模型。

３　测量误差理论的若干扩展

３．１　测量不确定度理论

测量不确定度理论由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ｔ首先提出，

现已成为国际上表示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的通

行做法［６］。测量不确定度的定义是：与测量结果

相联系的表示被测量值分散性的参数［７］。如测量

结果犇＝２１２３．５７９ｍ，犝＝３ｍｍ（犽＝２），表示被

测距离在（２１２３．５７９±０．００３）ｍ之间，落在该区

间的概率为９５％（犽＝２）。我国于１９９８年前后开

始推行这一规范。

目前，不确定度理论和评价方法已经推广应

用，但在测绘学科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使

用传统的精度评定方法。测量不确定度理论在国

际测绘界也没成为讨论的热点。其原因主要是测

绘学中的误差和平差理论已经比较成熟，测量不

确定度概念可以视为对精度即中误差的解释或扩

展。测量不确定度理论中的测量概念要广泛得

多，除对几何量外，还包括对电流、电压、质量、温

度等物理量的测量，甚至包括医学中与生物活动

有关的量的测量等。

３．２　测量不确定性原理

该理论源于量子力学，由海森堡于１９２６年提

出，其实质是：如果要预言一个基本粒子未来的位

置和运动速度，就必须准确地测量出它现在的位

置和速度。但若对一基本粒子的位置测量得越准

确，则对其速度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反过来也一

样，故又称为测不准原理。

测不准原理与测量不确定度有共同之处，一

个被测量特别是几何量，其真值是无法得到的，但

是可以用一个确定的值（最或是值）和置信区间来

描述，并指出其概率分布。

３．３　扩展的测量误差理论

１）偶然误差，又称随机误差。偶然误差的定

义是：当一个观测值（或称测量值、量测值）的误差

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而每一因素的影响都较小且

量级相当时，则该观测值是随机变量，其误差属于

偶然误差，且在统计上服从正态分布。应注意的

是，这里对偶然误差的定义与许多教材甚至百科

全书的定义间的区别。如大辞海中偶然误差的定

义是：测量中数值大小和其正负号表现出随机性，

但总体上服从正态分布规律的误差。如果有一因

素的影响显著大，则该观测值的误差含粗差或系

统误差。观测值可以是简单的直接观测值，如钢

尺读数、角度或距离读数；或者是导出值，如测段

水准高差、角度或距离的测回均值；或者是组合

值，如组合相位、相位差分等。基于最小二乘法的

经典测量平差是建立在观测值只含偶然误差的前

提下的。对偶然误差的扩展如下：偶然误差有时

具有系统性影响。如对仪器的加、乘常数进行检

定时，可得到加常数、乘常数检定值及其精度。必

须注意的是，加、乘常数的检定值是系统误差，需

进行改正，而其误差则是偶然误差，加、乘常数误

差对测量结果将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为了减弱仪

器的加、乘常数误差的系统影响，加、乘常数检定

值的误差必须尽量小。再如，在隧道洞口定向测

量时，定向的偶然误差对隧道的横向贯通会产生

系统性的影响，为了减小这种影响，必须有多个定

向点，且要作独立的重复定向，这样可以减弱这种

具有系统影响的偶然的误差。

２）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大小和符号有规

律的误差，一个观测值可能受一个或多个系统误

差的影响。在许多测量中，系统误差是预先知道

的，有的可以通过测量方案、方法消除或减弱，有

的可以通过模型改正。系统误差改正、消除或减

弱的不完全所带来的影响可纳入偶然误差的影响

因素。一般来说，基于最小二乘法的经典测量平

差，观测值不能包含系统误差，若有系统误差又未

作模型改正，则平差结果会受到歪曲，不是最佳无

偏的。对系统误差的扩展如下：有的系统误差可

以通过偶然化减弱，即系统误差的偶然化。如在

水平角观测中，旁折光是一种系统性影响的误差，

但通过异午观测并取均值，有可能减小其影响。

ＧＰＳ静态定位时，在同一测站进行多时段观测，

也可使电离层和对流层误差、卫星几何图形误差、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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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径误差、接收机相位中心误差乃至对中、整平

量取天线高等系统误差偶然化，其残余误差可纳

入偶然误差的影响。

３）粗差。粗差是随机出现的大的偶然误差。

粗差只出现在有限的观测值上。与粗差相联系的

可靠性理论称为狭义可靠性，即研究发现粗差的

能力、不可发现的粗差对平差结果的影响、单个或

多个粗差的定值定位、粗差与模型误差及与变形

的可区分性等。现代测量平差允许观测值含有粗

差和系统误差，平差结果应尽量去除粗差和系统

误差的影响，如可通过粗差的探测与剔除、方差分

量估计、改进函数模型和随机模型等方法削弱粗

差和系统误差的影响。

对粗差的扩展如下：许多时候，粗差是可以发

现不能定值定位的。如一条附合导线，如果闭合

差超限或验后单位权中误差显著变大，则说明可

能观测值含有粗差，或已知坐标有变动。狭义可

靠性只描述粗差，广义可靠性理论是描述偶然误

差、系统误差和粗差的理论。扩展的误差理论对

应广义可靠性理论。

４）精度。精度是精确度和准确度的总称。

精度高应包括精确度高、准确度也高两个含义，即

高度靠近真值。若仪器的分辨率不高，或存在系

统误差，会出现精确度高而准确度差的现象。在

测量系统中，要尽量保证不含粗差和系统误差，否

则测量成果是有偏的。精度分仪器的精度和数值

的精度，数值的精度又分相对精度和绝对精度。

仪器的精度与分辨率和标称精度有关，需要通过

计量检定确定，并给出供改正的系统性误差。相

对精度一是指观测量的精度与该观测量的比值，

比值越小，相对精度越高，如边长的相对精度；二

是指一点相对于另一点特别是邻近点的精度。相

对精度与基准无关，绝对精度指一个观测量相对

于其真值的精度，或相对于基准点的精度。后一

种绝对精度与基准有关，只能在相同基准下比较。

对精度的扩展如下：应加入准确度和仪器分辨率

概念，准确度与系统误差相联系，仪器分辨率与偶

然误差大小相联系。精度也应与测量不确定度相

联系，数值的绝对精度也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精度。

３．４　测量成果表达

在表达测量成果时，基于精度和广义可靠性

理论，应包括测量的最或是值、精度区间、概率范

围、重复测量次数（测回数）、基准（参考）点、基准

面等信息，如犇＝２１２３．５７９１ｍ，犿犱＝３．００ｍｍ

（犽＝２），狀＝４，犎０＝３００．０ｍ，表示被测的距离在

（２１２３．５７９１±０．００３００）ｍ之间，落在该区间的

概率为９５％，测回数为４，为投影面３００．０ｍ上的

平距。对于坐标成果的描述需要给出更多的信

息，如狓＝３１２５１２０９．４２５４ｍ，犿狓＝１．２７ｍｍ（犽

＝２），狀犾＝６，狀狊＝２，北京５４坐标系，已知点为国

家二等点，表示该坐标值在（３１２５１２０９．４２５４±

０．００１２７）ｍ之间，落在该区间的概率为９５％，方

向测回数为６，边长测回数为２，为北京５４坐标系

下的纵坐标，已知点为国家二等点，精度是相对于

二等点的。其中测回数、精度区间、概率范围、基

准等信息都与广义可靠性有关系。

４　广义可靠性的若干应用

４．１　在测量方案设计中的应用

有某一精密工程控制网，共有３４个网点，观

测了２７５个方向，１３６条边，采用 ＴＣＡ２００３和

ＴＳ３０全站仪进行自动观测，测角６测回，测边２

测回，多余观测总数达３１５，最大、最小和平均多

余观测分量分别为０．９７、０．３０和０．７７，平均边

长为１５０ｍ，测站上最多的有１５个方向，最少的

只有２个方向。该网除位于底部混凝土基础上的

几个点外，都设置了带强制对中装置的观测墩。

平差中，选了７个点作已知点，且将位于底部混凝

土基础上的两个点作为已知点；平差后，网的最弱

点精度达到０．５６ｍｍ。

从广义可靠性的观点来看，该网的测量和平

差方案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１）有一个测站上只有２个方向，应至少增加

１～２个方向；有１０个以上方向的测站，其方向数

可适当减少；从实地踏勘看，是可以变动的，如果

适当修改设计，最大、最小和平均多余观测分量会

更好。

２）选７个点作已知点进行约束平差是不可

取的，若７个点中有少数不稳定的点，会使平差结

果受到歪曲，即使都很稳定，也会使平差结果的精

度偏高。特别是不应将位于底部混凝土的两个点

作为已知点，因为这两个点没有设置带强制对中

装置的观测墩，其仪器安置和对中误差可能达１

ｍｍ，大于最弱点精度。

４．２　在测量仪器检定中的应用

例１　上述精密工程控制网分别用 ＴＣＡ

２００３和ＴＳ３０进行了两期观测，两期间隔６个月，

每期观测时间约５～７ｄ。ＴＣＡ２００３和 ＴＳ３０的

精度基本一致，其测距固定误差分别为０．６ｍｍ

和１．０ｍｍ。在某测站上，用 ＴＳ３０和 ＴＣＡ２００３

先后分别设站进行测距比较，该站各方向上的边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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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１４０～３９４ｍ，在未作加、乘常数改正情况下，

斜距结果如表１所示。按仪器的标称精度和误差

传播定律计算，斜距较差的限差应为２．３４ｍｍ。

由表１可见，较差都在１ｍｍ以内，说明两台仪器

的精度与标称精度符合。

表１　犜犛３０和犜犆犃２００３的测距比较表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Ｓ３０ａｎｄＴＣＡ２００３

测站 照准点名
ＴＳ３０斜距

／ｍ

ＴＣＡ２００３斜距

／ｍ

差值

／ｍｍ

望江亭 水厂 １９３．８３９０ １９３．８３９１ －０．１

望江亭 ＴＰ１３ＳＣ １９２．４０２３ １９２．４０１３ ＋１．０

望江亭 ＴＰ１７ＧＰ０３ ３９４．８７８６ ３９４．８７７８ ＋０．８

望江亭 ＴＰ１０ＧＰ０１ ２２５．９８４４ ２２５．９８３５ ＋０．９

望江亭 ＴＰ１２ＳＣ １６４．６２０９ １６４．６２０１ ＋０．８

望江亭 ＴＮ１２ＳＣ １４０．３３７０ １４０．３３６８ ＋０．２

　　ＴＣＡ２００３的加、乘常数的检定值为 －０．１８

ｍｍ和 －３．７０ｍｍ／ｋｍ，检定中误差为０．１６ｍｍ

和０．２７ｍｍ／ｋｍ；ＴＳ３０的加、乘常数的检定值为

＋１．１１ｍｍ和０．００ｍｍ／ｋｍ，检定中误差为０．１１

ｍｍ和０．００ｍｍ／ｋｍ，对其中一条边进行仪器加、

乘常数改正计算后，ＴＳ３０所测的边长为３９４．８７８６

＋１．１１＋０．００＝３９４．８７９７ｍ，ＴＣＡ２００３所测的

边长为３９４．８７７８－０．１８－１．３６＝３９４．８７６３ｍ，

改正后的较差为＋３．４ｍｍ，远大于限差２．３４

ｍｍ，说明仪器检定值不可靠，需要进行分析。

例２　对某一对因瓦水准标尺进行每米真长

检定，结果为：第一次检定：尺１（Ｎｏ５００８３）：

－０．００１ｍｍ，尺２（Ｎｏ５００８４）：＋０．０１０ｍｍ，均

值为 ＋０．００４５ ｍｍ；第二次检定：尺 １（Ｎｏ

５００８３）：＋０．０２０ｍｍ，尺２（Ｎｏ５００８４）：＋０．０１８

ｍｍ，均值为＋０．０１９ｍｍ。出现的问题是，对于

１００ｍ的高差，用两次检定的尺长进行改正，会相

差１．４５ｍｍ，远大于测量误差。分析处理情况如

下：两台检定属同一检定单位，是在测量之后进行

的，其间隔时间很短，每米真长不会改变。与周期

观测的结果比较，由于测区高差大，因此怀疑第一

次检定有问题，经查实，是因为检定方法精度不

够，使用了因瓦纹尺进行检定。随后采用激光干

涉法再次检验，采用第二次结果改正，与前一周期

的结果符合变好。

在精密测量中，仪器检测错误对成果有很大

的影响。仪器检定误差是一种带有系统影响的偶

然误差，对控制网平差结果的影响不可忽视。在

实际工作中，对是否采纳仪器检定结果需要进行

认真分析。仪器检定的可靠性很重要，非常值得

仪器检定单位重视。

４．３　在基准点稳定性分析中的应用

精密工程控制网特别是变形监测网，基准点

的稳定性分析非常重要。对实测网的实际计算和

模拟计算都表明，若基准点有变动，网平差的后验

单位权中误差会增大，网点坐标的变化会显著大

于最弱点的中误差。基准点稳定性检验的方法较

多，如文献［８］提出了一种组合后验方差检验法，

结合笔者研制的科傻软件［９］，可以非常准确地判

断变动的已知点，对§４．１中的网，从７个已知点

最后减少到２～３个已知点，表明不同基准下，平

差结果有显著差别，可达１．３ｍｍ，是最弱点中误

差（０．５６ｍｍ）的两倍多，说明基准点的可靠性和

选择不容忽视。

４．４　在测量规范制定中的应用

在几乎所有测量规范中，都体现了广义可靠

性的研究分类和内容，只是没有上升到以广义可

靠性理论为指导。如对测量仪器、精度、类型和控

制网等级的划分，测站选址、网点布设、观测方法，

读数次数、测回数、观测时间、观测时段长、仪器检

测和数据检核以及平差计算等方面的规定，无一

不体现广义可靠性理论在发现和抵抗粗差与系统

误差、减小偶然误差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测量

规范制定若以广义可靠性理论为指导，则应在仪

器检测、测量成果表达、基准点选取和稳定性分析

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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