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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垂直距离最小二乘拟合的双曲线沉降模型

向　巍１　郭际明１　傅　露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引入临时坐标系，采用高斯牛顿迭代算法，在双曲线基于垂直距离最小二乘拟合算法的基础上增加

一个角度约束条件和两个平移约束条件，对沉降数据进行双曲线几何拟合而非代数拟合，提出了一种基于垂

直距离最小二乘拟合的双曲线沉降模型的曲线参数估计算法。算例表明，改进算法改善了传统算法的拟合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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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变形分析和变形预报的数据处理中，属于

趋势分析法的曲线拟合方法，是迄今为止研究最

多，也最为流行的定量预测方法［１］。最常用的有

指数曲线法［２］、双曲线法、泊松曲线法［３］、Ａｓａｏｋａ

法［４］等；其中，双曲线法在对软粘土压缩［５６］、大变

形固结与沉降分析［７］以及竖井地基沉降分析［８］中

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文献［７］提出沉降时间与沉降量间的双曲线

关系可表示为：

狊＝
狋

犃＋犅狋
（１）

式中，狊为沉降量；狋为沉降时间；犃、犅 为待估参

数。

分别对式（１）求导、求极限，有：

狊（０）＝１／犃 （２）

狊（∞）＝１／犅 （３）

　　式（２）表明参数犃 是初始沉降速率的倒数；

式（３）表明参数犅是最终沉降量的倒数。

已知一组沉降观测数据，如何对该组数据进

行双曲线拟合而求得参数犃和犅，即找到那条和

沉降观测数据“最近的”双曲线，本质上是一个非

线性最小二乘拟合问题。传统方法回避了非线性

最小二乘问题，通过对公式（１）变形，使变量的倒

数成线性关系从而将之转化为平面直线拟合问题

来求得参数犃 和犅。本文提出的方法是采用最

优化算法直接对沉降观测数据进行基于垂直距离

的拟合，求取离沉降观测数据“最近的”双曲线。

由于双曲线沉降模型与标准双曲线方程存在着确

定的旋转和平移关系，不能直接采用标准双曲线

的基于垂直距离的最小二乘拟合算法［９１１］，本文

推导出双曲线沉降模型与标准双曲线的坐标转换

关系，通过在原有算法的基础上添加约束条件来

求解。

１　双曲线沉降模型与标准双曲线的

关系

　　在狓狔二维平面直角坐标系下，双曲线方程

可用标准方程表示为：

狓２

犪２
－
狔
２

犫２
＝１，犪＞０，犫＞０ （４）

式中，犪，犫分别为半实轴长和半虚轴长。其渐近

线的方程为：

狓
犪
±
狔
犫
＝０ （５）

　　如图１所示，可利用其渐进线，选用第一象限

内的双曲线部分来拟合沉降数据，建立狋狊沉降坐

标系，此时方程形式即为式（１）。推导可知，狋狊沉

降坐标系中方程参数犃、犅与标准坐标系中方程

参数犪、犫有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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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
犫
犪
，犅＝

犪２＋犫槡
２

犪犫
（６）

图１　双曲线沉降模型与标准双曲线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如图２所示，若设α为狋狊坐标系到狓狔坐标

系的旋转角（逆时针方向为正），狋犮 狋犮，狊（ ）犮 为双曲

线中心在狋狊坐标系下的坐标，则可将两坐标系间

的转换关系用矩阵表示为：

狓＝犚（狋－狋犮） （７）

　　或者

狋＝犚
－１狓＋狋犮 （８）

其中，犚为旋转矩阵，

犚＝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ｓｉｎα ｃｏｓ（ ）α （９）

　　由狋狊坐标系横轴平行于标准双曲线的渐近

线可知：

α＝－ａｒｃｔａｎ
犫
犪

（１０）

　　由狋狊坐标系原点位于标准双曲线右焦点可

知：

狋犮 ＝－犪×ｃｏｓα

狊犮 ＝－犪×ｓｉｎ
｛

α
（１１）

　　这样，在狓狔坐标系下，用带有参数犪，犫的标

准方程（４）表示的双曲线在狋狊坐标系下则可采用

５个参数，即利用双曲线中心坐标 狋犮，狊（ ）犮 、实半轴

长犪、虚半轴长犫以及旋转角α来描述，记参数向

量α（狋犮，狊犮，犪，犫，α）。

２　计算原理

２．１　标准双曲线的基于垂直距离的最小二乘拟

合算法

在狓狔坐标系中，假设双曲线上离已知点

狓犻（狓犻，狔犻）距离最近点的坐标为狓（狓，狔），则点

狓（狓，狔）一方面要满足双曲线方程式（４）。另外，

图２　几何拟合算法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过点狓（狓，狔）的切线应垂直于其与点狓犻（狓犻，狔犻）的

连线，即有方程组：

犳１（狓，狔）＝
１

２
（犪２狔

２
－犫

２狓２＋犪
２犫２）＝０

犳２（狓，狔）＝－犫
２狓（狔犻－狔）－犪

２
狔（狓犻－狓）＝

烅

烄

烆 ０

（１２）

　　文献［９］采用广义牛顿法叠代来求取狓（狓，狔）

的值：

犙犽Δ狓＝－犳（狓犽） （１３）

狓犽＋１ ＝狓犽＋Δ狓 （１４）

式中，下标犽表示叠代步骤，犙＝

犳１

狓
犳１

狔

犳２

狓
犳２



烄

烆

烌

烎狔

。

通过上述叠代计算，可以得到双曲线上离给

定点狓犻（狓犻，狔犻）垂直距离最小的点，记为狓′犻（狓′犻，

狔′犻），进而得到沉降点垂直误差距离矢量狋″犻：

狋″犻＝狋犻－狋′犻 （１５）

其中，狋犻、狋′犻分别表示点狓犻（狓犻，狔犻）、狓′犻（狓′犻，狔′犻）在狋狊

坐标系下的坐标。

２．２　双曲线沉降模型的基于垂直距离的最小二

乘拟合算法

考虑狋狊坐标系与狓狔坐标系之间有式（１０）、

式（１１）所确定的转换关系，为确保沉降数据正好

处于所拟合所得的双曲线的右上支，需增加一个

角度约束条件和两个平移约束条件：

犳３（α）＝α＋ａｒｃｔａｎ
犫
犪
＝０ （１６）

犳４（α）＝狋犮＋犪×ｃｏｓα＝０ （１７）

犳５（α）＝狊犮＋犪×ｓｉｎα＝０ （１８）

　　通过坐标系转换关系，可以建立双曲线上离

沉降数据点狋犻垂直距离最近的点狋′犻的关于双曲线

参数α（狋犮，狊犮，犪，犫，α）的雅可比矩阵，进而式（１３）

有如下形式，其中狑３，狑４，狑５ 为约束权重因子。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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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狋′
１
，α



犑狋′犿，α

狑３
犳３（α）

α

狑４
犳４（α）

α

狑５
犳５（α）



烄

烆

烌

烎α

Δ狋犮

Δ狊犮

Δ犪

Δ犫

Δ

烄

烆

烌

烎α

＝

狋１－狋′１



狋犿 －狋′犿

－狑３犳３（α犽）

－狑４犳４（α犽）

－狑５犳５（α犽

烄

烆

烌

烎）

（１９）

　　对式（１９）可采用最优化算法迭代求解直至收

敛，将所得的双曲线参数α^代入式（６）即可推导

出式（１）中 犃^、^犅的值，从而确定出沉降模型中双

曲线的形状。

３　算　例

数据来源于国内某铁路客运专线线下工程的

沉降观测，观测时间八个月，后期沉降量趋于稳

定。本文采用前１５期的数据做拟合，用后４期的

数据做检验，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结果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Ｒｅｓｕｌｔｓ

采用传统方法对沉降数据进行双曲线拟合，

得到犃^＝１．４７６６，^犅＝０．０２５９，沉降点与双曲线

的欧式距离平方和为１４５．３１８１。

由于几何拟合算法对初值要求较为苛刻，本

文中采用代数拟合算法的结果作为迭代初始值，

即有狋犮，０＝－２６．１２１，狊犮，０＝３８．５７１，犪０＝４６．５８４，

犫０＝６８．７８６，α０＝－０．９７６。采用上述算法得到的

解为：^狋犮＝－２９．７３８，^狊犮＝６９．４７１，^犪＝７５．５６８，^犫＝

１７６．５３９，^α＝－１．１６６，进而得到的双曲线参数为：

犃^＝２．３３６１，^犅＝０．０１４４；沉降点与双曲线的欧式

距离平方和为９２．８５４６，相较于传统方法的结果

１４５．３１８１，在拟合精度上有明显改善。

在对沉降的预测方面，如图３所示，改进算法

相较于传统算法要更为接近实测值。图４为改进

算法的参数迭代的收敛情况，可见算法有很好的

收敛性。

图４　双曲线参数迭代

Ｆｉｇ．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４　结　语

近些年来，随着数值计算的发展以及计算机

硬件的提升，运算量大这一几何拟合算法的最大

劣势已逐渐变得微不足道；由于其比代数拟合算

法有着更好的稳健性、精确性以及欧几里德转换

不变性等优势，基于垂直距离最小二乘的曲线、曲

面拟合等几何拟合算法成为研究热点并被广泛应

用于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数字图像处理等领

域。

本文进一步将几何拟合算法引入到双曲线沉

降模型的参数估计中，采用带约束的最优化算法

对沉降观测数据进行处理，改进了拟合精度，不失

为双曲线沉降模型拟合算法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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