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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重合点坐标独立但不等精度的三维坐标变换问题为基础，采用不加权和加权的ＴＬＳ方法进行解

算。模拟算例表明，未加权的简单ＴＬＳ方法与基于残差的ＬＳ方法的估计结果一致。在加权方法中，按行分

块独立的 ＷＴＬＳ方法能达到最大似然估计精度，而ＥＷＴＬＳ方法由于未考虑元素间的相关性，估计精度略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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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三维坐标变换的参数估计问题是以残

差的最小二乘为估计准则，得到转换参数的初值

后，将大角度转换成小角度，再采用小角度转换模

型求解［１］。近年来，有学者将总体最小二乘（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ＴＬＳ）估计用于测量平差
［２４］。文

献［３，４］的算例表明，ＴＬＳ方法的精度高于ＬＳ方

法。笔者认为，该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三维变

换问题。首先，判定一种新的估计方法是否最优

应该比较的是均方误差而非中误差；其次，ＬＳ估

计和ＴＬＳ估计的单位权中误差的计算方法不同，

不能简单地以单位权中误差的大小来判定精度。

简单ＴＬＳ估计仅在设计矩阵和残差元素均服从

独立等精度分布时才是最优估计［５］，而对于三维

坐标变换这一假设不成立，因而简单ＴＬＳ并非最

优估计。针对这一理论问题，本文以重合点坐标

独立但不等精度这一随机假设为前提，研究采用

不加权的ＬＳ估计和ＴＬＳ估计方法、按元素独立

的加权 ＴＬＳ（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ＴＬＳ，ＷＴＬＳ）方法、按行

分块独立的 ＷＴＬＳ方法在三维坐标变换中的应

用，并与最大似然估计的结果进行比较。

１　三维坐标变换模型及其直接解

设点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三维直角坐标中的

坐标值分别为（狓犻，狔犻，狕犻）、（狌犻，狏犻，狑犻）；λ表示尺度

参数；狉犻犼表示旋转矩阵犚 的分量；（狋狓，狋狔，狋狕）表示

平移分量，则三维坐标变换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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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其中，旋转矩阵犚由φ、ω、κ三个欧拉角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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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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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κ ｃｏｓκ ０

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１

（２）

令犡犻＝ 狌犻 狏犻 狑（ ）犻
Ｔ，犢犻＝（狓犻 狔犻 狕犻）

Ｔ，犜＝

（狋狓 狋狔 狋狕）
Ｔ 将式（１）写成矩阵形式为：

犢犻 ＝λ犚犡犻＋犜 （３）

　　这里假设点与点之间不相关，用３×３的对称

正定矩阵犆［犢犻］、犆［犡犻］表示每个点的协方差阵，

则观测值向量的协方差阵可表示为：

犆＝ｄｉａｇ（犆［犡１］，犆［犢１］，…，犆［犡犿］，犆［犢犿］）

（４）

其中，ｄｉａｇ（）表示对角矩阵；犿≥３表示控制点个

数；犆＝σ
２
０Ρ

－１＝σ
２
０犙，σ

２
０、犘、犙分别表示单位权中误

差、权阵和协因数阵。不考虑观测值的权，空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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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变换参数的估计问题就是在式（５）的准则下求

解尺度参数λ、旋转矩阵犚和平移向量犜：

ε
２（λ，犚，犜）＝

１

犿∑
犿

犻＝１

‖犢犻－λ犚犡犻－犜‖
２ （５）

　　对于大角度问题，可采用直接解法得到参数

初值，然后将其线性化得到误差方程。基于正交

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分析方法的直接解法的解算原理见文

献［６］。

２　加权和不加权犜犔犛方法

２．１　简单犜犔犛方法

令θ＝（λ，φ，ω，κ，狋狓，狋狔，狋狕）
Ｔ，先不考虑观测值

的精度，利用直接解法得到的参数初值θ０ 进行坐

标转换，得到犡′犻＝λ０犚０犡犻＋犜０，此时犡′犻与犢犻的关

系满足小角度转换关系，每对点的误差方程为：

犅犻δθ＋犔犻≈０ （６）

其中，

犅犻 ＝

狌′犻 －狑′犻 ０ －狏′犻 １ ０ ０

狏′犻 ０ －狑′犻 狌′犻 ０ １ ０

狑′犻 狌′犻 狏′犻

烄

烆

烌

烎０ ０ １ １

犔犻 ＝ 狌′犻－狓犻 狏′犻－狔犻 狑′犻－狕［ ］犻
Ｔ （７）

令犅＝（犅Ｔ１，…，犅
Ｔ
犿）

Ｔ，犔＝（犔１
Ｔ，…，犔犿

Ｔ）Ｔ，将所有

点组成矩阵形式有：

犅δθ＋犔≈０ （８）

　　用珟犅、珟犔 表示不含误差的矩阵，用珟犅＝犅＋

Δ犅、珟犔＝犔＋Δ犔表示含误差矩阵和矩阵真值间的

关系。若仅考虑犔的误差，在Δ犔
Ｔ
Δ犔→ｍｉｎ准则

下的参数估计称为简单最小二乘估计；若同时考

虑犅、犔的误差，在ｔｒ（Δ犅
Ｔ
Δ犅）＋Δ犔

Ｔ
Δ犔→ｍｉｎ准

则下的参数估计称为总体最小二乘估计，得到的

参数分别为：

δ^θＬＳ＝－（犅
Ｔ犅）－１犅Ｔ犔

δ^θＴＬＳ＝－（犅
Ｔ犅－σ狀＋１犐）

－１犅Ｔ犔
（９）

或用分解法求ＴＬＳ解，令珚犅＝［犅犔］∈犚
３犿×（狀＋１），

珚犅Ｔ珚犅＝犝Σ犞
Ｔ ＝∑

狉

犻＝１

σ犻狌犻狏
Ｔ
犻，σ狀＋１、狏狀＋１ 分别表示

珚犅Ｔ珚犅经奇异值分解后得到的最小特征值及其对

应的右特征向量，则：

δ^θＴＬＳ＝ ［狏狀＋１，１，狏狀＋１，２，…，狏狀＋１，狀］
Ｔ／狏狀＋１，狀＋１

（１０）

２．２　按元素独立的 犠犜犔犛方法

简单ＴＬＳ估计假设矩阵珚犅的所有元素都服

从独立等精度分布，而由于珚犅 的元素含常数，其

方差等于零，对于非常数元素，其方差也一般不相

等且相关，导致简单ＴＬＳ估计并非最优，需要采

用加权ＴＬＳ估计。由于实际问题中系数矩阵元

素间的方差关系极为繁杂，难以求定，Ｍａｒｋｏｖｓｋｙ

等［７］根据系数矩阵权的结构将加权总体最小二乘

问题简化为广义ＴＬＳ方法、按元素独立的 ＷＴＬＳ

方法、按列独立的 ＷＴＬＳ 方法、按行独立的

ＷＴＬＳ方法等。用犙［珚犅］∈犚
３犿（狀＋１）×３犿（狀＋１）表示珚犅

矩阵元素的协因数阵，ＷＴＬＳ方法的估计准则

为：

ａｒｇｍｉｎ
δ^θＷＴＬＳ

，Δ珚犅
＾
ｖｅｃ（Δ珚犅）

Ｔ
犙［珚犅］

－ｖｅｃ（Δ珚犅｛ ｝）

ｓ．ｔ．　（珚犅＋Δ珚犅）δ珔θ＝
烅

烄

烆 ０

（１１）

其中，ｖｅｃ（）表示向量化算子；犙［珚犅］
－表示犙［珚犅］的

广义逆矩阵，而犙［珚犅］一般为奇异矩阵。为了简化

计算，假设各行不相关；令犫犻＝［犫犻犾犻］，用犙［珔犫犻］∈

犚８×８表示第犻行（犻∈１，… ，３犿）元素的协因数阵：

犙［珔犫犻］＝
犙［犫犻］ 犙［犫犻犾犻］

犙［犾犻犫犻］ 犙［犾犻

烄

烆

烌

烎］
（１２）

　　若珔犫犻 的元素也不相关，此时的 ＷＴＬＳ问题

即为按元素独立的加权总体最小问题（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ｓｅＷＴＬＳ，ＥＷＴＬＳ）。文献［８］将 ＥＷＴＬＳ的

解算分成两步，简化为求解无约束条件的极值问

题。其核心思想是不直接求系数矩阵每个元素的

改正值，而是先假定参数固定，仅考虑系数矩阵元

素的误差，得到残差的权，用残差的加权最小二乘

代替系数矩阵元素的加权最小二乘，得到残差和

参数的改正数，再求解系数矩阵元素的改正值。

令狉犻＝珔犫犻δ珔θ表示第犻行的残差，若不考虑参数的

误差，经误差传播得到残差的协因数阵：

犙［狉犻］＝δ珔θ
Ｔ
犙［珔犫犻］δ珔θ （１３）

此时犙［狉犻］不再是奇异矩阵。令犘［狉犻］＝犙［狉犻］
－１，

则 ＷＴＬＳ问题等价于以下子问题
［８］：

δ^θ＝ａｒｇｍｉｎ∑
犿

犻＝１

狉犻（δθ）
Ｔ犘［狉犻］狉犻（δθ）

ｓ．ｔ．狉犻 ＝珔犫犻δ珔θ＝犫犻δθ＋犾犻

（１４）

式（１４）为经典间接平差问题，可得参数的改正数

为［６］：

δ^θ＝－（犅
Ｔ犘［狉犻］犅）

－１犅Ｔ犘［狉犻］犔 （１５）

　　将参数代入式（１４）的约束条件，即可得到残

差，然后得到系数矩阵元素的改正数为：

Δ^犅＝

狉１（δθ）
Ｔ犘［狉１］δ珔θ

Ｔ
犙［犅１］



狉犿 （δθ）
Ｔ犘［狉犿］δ珔θ

Ｔ
犙［犅犿

烄

烆

烌

烎］

（１６）

　　根据间接平差原理，ＥＷＴＬＳ的单位权中误

差应按下式计算：

σ^
２
狅 ＝ （∑

犿

犻＝１

狉２犻犘［狉犻］／（３犿－７） （１７）

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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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残差及其权阵均与参数有关，需要迭代

计算，具体解算步骤为：① 得到变换参数的初值

以及变换后的坐标方差；② 根据残差狉犻和犙［珔犫犻］，

由式（１６）得到犙［狉犻］；③ 由式（１８）得到参数的改

正值，如果小于某一阈值，则计算完成，否则回到

式（２）进行迭代计算；④ 计算单位权中误差，进行

精度评定。

２．３　按行分块独立的 犠犜犔犛估计方法

ＥＷＴＬＳ问题假定增广系数矩阵中的所有元

素独立，但从犅的结构可以看出，这一假设不成

立。由于观测值间不相关，导致系数矩阵元素按

行分块独立，应简化为按行分块独立的 ＷＴＬＳ问

题（ｂｌｏｃｋｒｏｗｗｉｓｅＷＴＬＳ，ＢＲＷＴＬＳ）。由于每

组观测值可组成３个方程，因此残差向量的协因

数阵可表示为：

犙［犚］＝ｄｉａｇ（犙［犚１］，…，犙［犚犿］） （１８）

其中，犙［犚犻］∈犚
３×３，计算方法与ＥＷＴＬＳ方法类

似，等价于残差的加权最小二乘方法，只是此时的残

差向量是分块独立而非ＥＷＴＬＳ方法的完全独立。

３　算例及分析

本文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实验来

分析比较各种方法的精度。在［－１００，１００］区间

随机生成５个点的三维坐标（狌，狏，狑），旋转矩阵

由φ、ω、κ转角系统组成，设对应的角度值分别为

３０°、４５°、６０°，平移矩阵分量均为１００ｍ，尺度系数

为１，按严密变换模型得到新坐标系下的坐标值

（狓，狔，狕），并在两套坐标上均加上标准差为σ犻＝犻

×ｄｉａｇ（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的测量误差，其中犻∈

（１，…，５）表示点号。作１０００次随机实验，分别

比较简单ＴＬＳ方法、不加权的残差ＬＳ方法（ｒｅ

ｓｉｄｕ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ＲＬＳ）、ＥＷＴＬＳ 方 法、

ＢＲＷＴＬＳ方法和以观测值的加权最小二乘为估

计准则的最大似然估计方法（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

ｈｏｏ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ＬＥ）的估计结果和计算精度。

首先比较各种估计方法得到的均方误差 ＭＳＥ＝

∑
狀

犻＝１

（^θ犻－珓θ）
２／

槡 狀（狀为数据实验次数，珓θ为参数真

值），得到的数据见表１。表２为随机选择的一组

坐标，表３为该组点的估计结果及其中误差。首

先分析不加权的情况，表１表明，简单ＴＬＳ估计

和ＲＬＳ估计的均方误差完全相等，说明两种估计

方法的估计结果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简单总体最

小二乘在珚犅 的所有元素均服从独立等精度的情

况下与不加权的间接平差结果一致。按误差传播

律，所有元素的独立等精度分布可推导出残差亦

服从独立等精度分布，因此，ＴＬＳ与ＲＬＳ的估计

结果一致。表３还表明，简单 ＴＬＳ估计和 ＲＬＳ

估计得到的参数中误差相等，这是由于两种方法

得到的单位权中误差也相等。

表１　不同估计方法得到的参数均方误差

Ｔａｂ．１　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

估计方法 λ／１０－４ φ／１０
－４ｒａｄ ω／１０－４ｒａｄ κ／１０－４ｒａｄ 狋狓／１０－２ｍ 狋狔／１０－２ｍ 狋狕／１０－２ｍ

ＬＳ／ＴＬＳ １．７６ ３．５１ ２．５３ ３．５９ １．８０５４ １．８９８３ １．７８４９

ＥＷＴＬＳ １．３１ ３．００ ２．１０ ３．０１ １．４３７４ １．４７１７ １．４３４６

ＢＲＷＴＬＳ／ＭＬＥ １．３０ ２．９７ ２．０７ ２．９７ １．４２２６ １．４５５５ １．４３３１

表２　不等精度的两组控制点坐标

Ｔａｂ．２　ＴｗｏＳｅ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

点号
第二套坐标／ｍ

狓 狔 狕

叠加误

差／ｍ

第一套坐标／ｍ

狌 狏 狑

叠加误

差／ｍ

１ ３．０６４２ ８２．３６９２ １２８．６９３９ ０．０１ －０．６８８２ ７９．９６０４ ６４．３１４２ ０．０１

２ ３３．３７４１ １１７．５７８８ １３４．１５５７ ０．０２ ２８．９５５７ ６３．６１３５ ３２．０４５７ ０．０２

３ １４６．１９６６ ８８．２５９５ ６１．１７７４ ０．０３ －３１．６３５６ －４２．０１４６ －３１．７５２６ ０．０３

４ ７２．２２０１ １４７．２００２ ７６．２１２２ ０．０４ ６．７６４１ ４５．４１９７ －３８．１５５２ ０．０４

５ １０５．２０４９ １６４．５３１２ １３５．１４６５ ０．０５ ６７．６７１９ １３．５７２２ －２５．９２９６ ０．０５

表３　不同估计方法得到的参数值及其中误差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

估计方法 λ φ／ｒａｄ ω／ｒａｄ κ／ｒａｄ 狋狓／ｍ 狋狔／ｍ 狋狕／ｍ

ＬＳ／ＴＬＳ
参数值 １．０００００４ ０．５２３６１０ ０．７８５６８１ １．０４６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３９９４ １００．００６９６６ ９９．９８３０５０

中误差 ±０．０００２７５ ±０．０００５１６ ±０．０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０６０４ ±０．０２１４２１ ±０．０２１３６２ ±０．０２３０５０

ＥＷＴＬＳ
参数值 １．０００１２９ ０．５２３７０７ ０．７８５７０７ １．０４７０３４ １００．００９２５５ １００．０１６４５０ ９９．９９０７７２

中误差 ±０．０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０３３５ ±０．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０４７８ ±０．０１６９２６ ±０．０１７２７７ ±０．０１９３５１

ＢＲＷＴＬＳ／参数值 １．０００１５８ ０．５２３７１５ ０．７８５７０９ １．０４７０５４ １００．００５８２２ １００．０１５４９１ ９９．９９１３５５

ＭＬＥ 中误差 ±０．０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０３０８ ±０．０００２６０ ±０．０００４４４ ±０．０１５２７３ ±０．０１５７０７ ±０．０１６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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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加权总体最小二乘估计，ＥＷＴＬＳ估计的

精度略低于 ＭＬＥ估计的精度，而ＢＲＷＴＬＳ估计

的精度与 ＭＬＥ 估计精度相当。主要原因是，

ＥＷＴＬＳ估计假定增广系数矩阵的所有元素独

立，未考虑矩阵元素间的相关性，而ＢＲＷＴＬＳ则

认为残差分块独立，在观测值独立的情况下，这一

假定与函数的随机模型相符合，从而能得到与

ＭＬＥ估计一致的结果。加权方法均高于简单

ＲＬＳ估计和 ＴＬＳ估计的精度，比较各参数估计

值与真值的差值发现，对不加权的估计方法，参数

λ、φ、ω、κ反而更接近真值，主要原因是这４个参

数的系数矩阵元素的误差较大，但不加权方法将

其与无误差的３个平移向量同等对待，从而导致

平移参数的改正量偏大，而旋转和尺度分量的改

正偏小。就计算的复杂程度而言，ＭＬＥ估计要按

附参数的条件平差计算，需要同时对观测值和参

数求导后线性化迭代计算，而ＢＲＷＴＬＳ仅需对

参数求导，且得到的法方程阶数远小于附参数的

条件平差的法方程阶数，因此计算更加快捷。

４　结　语

本文研究了适用于不等精度控制点的加权和

不加权 ＷＴＬＳ估计方法。理论和算例分析表明：

① 对于不等精度控制点的三维坐标转换问题，若

不考虑重合点的先验误差，简单ＴＬＳ方法和不加

权的残差最小二乘方法的估计结果和精度是一致

的，前者假设增广系数矩阵的元素服从独立等精

度分布，后者假设残差服从独立等精度分布。②

对于重合点坐标独立但不等精度的三维坐标变换

问题，建议采用按行分块独立的 ＷＴＬＳ方法，此

时的解算精度和最大似然估计结果一致，但解算

过程相对简便。如果采用ＥＷＴＬＳ方法，则由于

未考虑其中系数矩阵元素间的相关性而精度相对

较低。③ 对于重合点所有坐标均相关且不等精

度问题，ＥＷＴＬＳ方法和ＢＲＷＴＬＳ方法均不是最

优估计，此时应按非简化的 ＷＴＬＳ方法或最大似

然估计方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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