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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约束对病态问题的影响及约束正则化方法

谢　建１　朱建军１

１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有效利用参数间已知的等式约束信息能够提高最小二乘解的精度，消除秩亏，但是等式约束能否消除

或减弱平差模型的病态性尚不明了，由此提出了一种通过消除部分参数将等式约束病态问题转化为无约束

问题的方法。然后分析了等式约束对病态问题的影响，用简单实例证明了加入约束后，系统可能呈现良态或

病态，它的性态由原设计阵和等式约束共同决定，并提出了求解等式约束病态问题的诊断正则化两步方法。

最后用一个数值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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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测量数据处理中，常出现秩亏和病态等

现象。解决秩亏问题的常用方法是增加参数间坐

标基准的加权等式约束或参数的加权二次范数最

小准则，求出特定基准下的最小范数最小二乘

解［１］。解病态问题也是附加参数间的加权二次范

数约束，使观测残差和参数范数间达到平衡而获

得稳定的正则化解［２］。可见，上述不适定问题都

是通过增加约束信息来得到适定的解。这种信息

有参数的一次式，即参数间的线性等式约束，也有

参数的二次式，即参数的二次范数。

对于秩亏数为犱的无约束平差问题，是附加

犱个线性无关的等式约束消除秩亏
［１］。若秩亏问

题本身有狊个线性无关的约束，那么只要添加

犱－狊个等式约束
［３］。病态问题的正则化准则是对

所有的参数施加二次约束，通过压缩解的长度来

减弱最小二乘解的不稳定性。但已有文献对等式

约束是否减弱病态性少有研究，侧重于研究含有

线性等式约束的病态问题的算法。Ｓａｒｋａｒ在约

束最小二乘解前面乘以一个压缩因子，以减小病

态约束问题的方差［４］；Ｊüｒｇｅｎ在约束最小二乘解

的基础上，将最小二乘解用Ｓａｒｋａｒ解代替，解的

形式和约束最小二乘解相同，但是计算非常复

杂［５］；钟震利用椭圆约束的方法得到了约束病态

问题的有偏估计［６］；谢建等用正则化的思想得到

了附等式约束病态问题的正则化解，其形式与附

加椭圆约束的有偏估计相同［７］。

但是，上述方法是对所有的参数施加二次范

数约束，都没有讨论等式约束本身能否消除或者

减弱系统的病态性，以及附加等式约束后模型的

病态程度与哪些因素有关。本文首先将等式约束

的病态问题通过消除部分参数转化为无约束问

题，分析无约束问题设计阵的病态性，然后给出了

等式约束病态问题求解的方法。

１　等式约束对秩亏问题的影响

　　经典的测量平差函数模型和随机模型为
［８］：

犔＝犃犡＋Δ （１）

犈（犔）＝犃犡，犇（犔）＝σ
２
０犘

－１ （２）

式中，犔、Δ分别表示狀维观测向量和误差向量；犡

为狌维参数向量；犃为狀×狌设计矩阵；σ
２
０ 为单位

权方差；犘为观测权矩阵。根据设计矩阵犃的性

质，可以分为设计阵良态、秩亏和病态三种情况。

下面对前两种情况的求解进行分析。

１．１　设计阵犃是良态矩阵的最小二乘解

观测方程（１）相应的误差方程式为
［８］：

犞＝犃^犡－犔 （３）

　　当设计阵犃是良态矩阵时，若观测误差服从

正态分布，在最小二乘准则φｍｉｎ（犞）＝犞
Ｔ犘犞下，不

需增加额外的信息，可以直接得到唯一且稳定的

最小二乘解［８］：

犡^ＬＳ＝犖
－１狑 （４）

式中，犖＝犃Ｔ犘犃，狑＝犃Ｔ犘犔，分别表示法方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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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端项。

１．２　设计阵犃秩亏时的自由网平差解

当平差系统缺乏必要的基准条件时，设计阵

的秩小于待估参数的个数，即犚（犃）＝狋＜狌。在最

小二乘准则下，法方程矩阵求逆不唯一，具有无穷

多组解。一般是对参数附加约束信息，得到在某

种参考基准或准则下的最优解。一般附加如下狊

个（狊＝狌－狋）等式约束条件
［１］：

犛Ｔ犘狓^犡 ＝０ （５）

式中，犛是法矩阵犖 的狊个零特征值所对应的线

性无关的特征向量所构成的矩阵；犘狓 称为基准

权，反映了不同的基准约束。在最小二乘准则下，

可以得到秩亏自由网平差的解为［１］：

犡^ＲＤ ＝ （犖＋犘狓犛犛
Ｔ犘狓）

－１狑 （６）

　　等式约束条件（５）给平差问题提供了必要的

基准条件，从而得到了该基准约束下的最小二乘

解，但添加的约束条件的个数应等于或大于秩亏

数才能得到唯一的解［３］。

２　等式约束对病态问题的影响

　　当设计阵犃 良态时，它的列向量间线性无

关；秩亏时，它的列向量间存在线性相关性，若秩

亏数为狊，那么其中的狊列向量可以表示成其他各

列的线性组合。而病态矩阵是介于良态矩阵和秩

亏矩阵之间的一种，它的列向量间存在近似的线

性相关性，线性模型在最小二乘准则下，病态性与

复共线性是等价的［９］。方程的病态会引起最小二

乘解的不稳定性，一般是对解向量的范数进行限

定，使参数估值的长度处于一定的范围。常用的

求解病态问题的方法是附加参数的最小范数条

件，构成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准则
［２］：

φｍｉｎ（^犡）＝犞
Ｔ犘犞＋α^犡

Ｔ犚^犡 （７）

　　对式（７）求极小，得到相应的正则化解为：

犡^犚 ＝ （犖＋α犚）
－１狑 （８）

　　可以证明，对于病态法方程矩阵，附加适当的

对角矩阵，可以显著降低法方程的病态，得到的正

则化解是最小二乘解的压缩有偏估计［１，１０］。无约

束情况下，病态问题最小二乘解的长度不受限制，

使解对误差扰动很敏感。增加解的范数约束（７）

可以改善法方程矩阵的性质，得到均方误差意义

下更优的解。这说明病态问题中对所有参数施加

二次约束是可以减弱或消除法方程的病态性的。

§１．２的分析表明，附加等式约束能消除秩亏，下

面分析给病态问题增加参数间的一次等式约束条

件能否减弱方程的病态性。

等式约束病态问题的函数模型表示为［４６］：

犞
狀×１
＝犃

狀×狌
犡
狌×１
－犔
狀×１

，犆
狊×狌
犡
狌×１
－犠
狊×１
＝０

狊×１

（９）

　　这里假设约束条件相容且线性无关，若约束

关系中不包含某些参数，则可以使约束矩阵中对

应于该参数的列为零向量。常用的解模型（９）的

方法是采用准则函数（７），得到如下形式的等式约

束正则化解［６，７］：

犡^犚 ＝ （犖
－１
狉 －犖

－１
狉犆

Ｔ犖－１犮犮犆犖
－１
狉 ）狑＋犖

－１
狉犆

Ｔ犖－１犮犮犠

（１０）

式中，犖狉＝犖＋α犚；犖犮犮＝犆犖
－１
狉 犆

Ｔ。可见上述方法

是对所有参数进行正则化，没有考虑等式约束本

身能否减弱或消除病态性。为了便于分析，先将

等式约束平差模型转变成一个无约束平差模

型［１１］。可以在狊个约束条件中消去其中任意狊个

参数，剩下的狋＝狌－狊个参数可由这狊个参数表

达。式（９）中对参数分类后的等价形式为
［１１］：

犞
狀×１
＝犃１

狀×狋
犡１
狋×１
＋犃２

狀×狊
犡２
狊×１
－犔
狀×１

（１１）

犆１
狊×狋
犡１
狋×１
＋犆２
狊×狊
犡２
狊×１
－犠
狊×１
＝ ０

狊×１

（１２）

式 中，犃 ＝ 犃１ 犃［ ］２ ；犆 ＝ 犆１ 犆［ ］２ ；犡 ＝

［犡Ｔ１ 犡
Ｔ
２］

Ｔ，由式（１２）可以得到：

犡２ ＝－犆
－１
２犆１犡１＋犆

－１
２犠 （１３）

　　代入式（１１），即得：

犞＝犅犡１－犳 （１４）

式中，犅＝犃１－犃２犆
－１
２ 犆１；犳＝犔－犃２犆

－１
２ 犠。新的设

计矩阵犅是原有的病态设计阵犃 和良态约束阵犆

的子矩阵的线性组合，它的性质由原设计阵的病

态性、参数的约束个数及约束的形式共同决定，有

可能呈病态或良态。对每个不同的实际测量问

题，等式约束是由先验信息或者经验知识获得，随

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在对参数分组时，没有特定

的标准，因此系数阵犅的病态性难以从数学上给

出直接的证明过程。也就是说，在犃１、犃２、犆１、犆２

均不定的情况下，难以直接计算犅 矩阵的行列

式、条件数、特征值或条件指标等反映病态程度的

指标。这里可以用两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等式约

束对法方程矩阵病态性的影响。

１）当有狊＝狌－１个参数间的约束条件，即转

换后的无约束平差模型只有狋＝１个参数时，由犅

的表达式易知，犅是一个狀维向量，式（１４）相当于

仅含一个参数的平差模型，它的最小二乘解为：

犡^１ ＝犖
－１
１犅

Ｔ犘犳 （１５）

式中，犖１＝犅
Ｔ犘犅是一常数，总可以求得稳定的凯

利逆，从而这一约束消除了法方程的病态性。

由式（１５）得到 犡^１ 的估值以后，代入式（１３）

可以得到其他参数的估值。

２）当附加如下的约束条件时：

犡^２ ＝犱 （１６）

５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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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犱表示狊×１维常数向量。这种情况实际上

是已知某部分参数的值，求剩余狋个参数的估值。

容易知道，犆１是一个狊×狋的全零矩阵。此时，模

型（１１）、（１２）等价于：

犞＝犃１犡１＋犃２犱－犔 （１７）

即犅＝犃１，犅的性质完全由犃１所决定。设矩阵犃

用列向量表示为：

犃１ ＝ ［α１，…，α狋］，犃２ ＝ ［α狋＋１，…，α狋＋狊］

式中，α犻（犻＝１，２，…，狋＋狊）为狀维列向量。若犃病

态，则一定存在不全为０的常数犽犻（犻＝１，２，…，狋

＋狊），使得：

犽１α１＋…＋犽狋α狋＋…＋犽狋＋狊α狋＋狊≈０ （１８）

成立。那么犃１是否病态又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１）存在不全为０的常数犽犻（犻＝１，２，…，狋），使

得犽１α１＋…＋犽狋α狋≈０，当且仅当犽狋＋１＝犽狋＋２＝…＝

犽狋＋狊＝０时，才有犽狋＋１α狋＋１＋…＋犽狋＋狊α狋＋狊＝０成立。

也就是说，矩阵的复共线性仅存在于前面狋列，后

面的狊列线性无关，犃１ 的病态性和犃完全一致，

即ｃｏｎｄ（犃１）＝ｃｏｎｄ（犃）。即附加式（１７）所示的约

束条件完全不能减弱新的误差方程（１４）的病态

性，需要求正则化解。

２）跟情形１）完全相反，矩阵的复共线性仅存

在于后面狊列，而前面狋列线性无关，那么犃１ 是

一个良态矩阵，设条件数为犕。附加式（１７）这一

约束条件后，可以直接按照普通最小二乘法求解。

３）除去情形１）和情形２）以外的情况，这时，

不仅子矩阵犃１的列向量间存在复共线性，子矩阵

犃２的列向量间也存在复共线性，或者犃１和犃２的

列向量间互相存在近似线性相关关系。由于情形

１）、２）分别是两种极端情况，那么犃１的病态性处

于两种情形之间，即犕＜ｃｏｎｄ（犃１）＜ｃｏｎｄ（犃）。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线性消元后，新模型

（１４）的系数阵是否病态不仅与原设计矩阵犃本

身的性质有关，而且与约束矩阵有关。随着以上

两个因素发生变化，新模型设计阵犅可能是良态

或病态，且病态程度不会比原设计阵犃的性质更

差，满足如下关系：１≤ｃｏｎｄ（犅）≤ｃｏｎｄ（犃）。

３　等式约束病态问题的正则化解

　　对于附有等式约束的病态模型，可以根据式

（１２）先选取任意狊个参数，将其表达成另外狋个

参数的线性组合，然后组成形如式（１４）的无约束

误差方程式。为了确定新的误差方程设计阵是否

病态，可以采用病态问题诊断的一系列方法，如行

列式法、方差因子扩大法和条件数法［１２］、条件指

标方差分解比法
［１３］、特征分析法［１４］等。

这里采用文献［１２］所给出的条件数法来判断

新的设计阵是否病态。当条件数小于１００时，可

以认为没有病态；当条件数处于１００～１０００之

间，认为具有中等病态性；当条件数大于１０００

时，认为病态性严重。对于没有病态性的设计阵，

可以直接运用最小二乘法求解狋个已选参数，代

入式（１３）求消去的参数。对于具有病态设计阵的

方程（１４），采用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化方法求解：

犡^１ ＝ （犖１＋α犚）
－１犅Ｔ犘犔 （１９）

其中，犖１＝犅
Ｔ犘犅为转换后的法矩阵；犚为描述函

数光滑性的正则化矩阵，本文取犚为单位阵，这

里只对剩余参数进行正则化；α为正则化因子，常

用的正则化因子选取方法有岭迹法［１］、ＧＣＶ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法
［１５］、犔 曲 线

法［１６，１７］、Ｈｅｌｍｅｒｔ方差分量估计法
［１８］、均方误差

极小法［１９］。这里采用均方误差极小化方法确定

正则化因子。^犡１ 的均方误差为
［１９］：

ＭＳＥ（^犡１）＝ｔｒａｃｅ（σ
２
０犖

－１
犚 －ασ

２
０犖

－２
犚 ＋

α
２犖－１犚犡犡

Ｔ犖－１犚 ） （２０）

其中，ｔｒａｃｅ（·）表示矩阵的求迹；犖犚＝犖１＋α犚。

式（２０）中含有参数真值犡，在求解时是未知的。

均方误差极小化求解的具体实现过程是：首先计

算最小二乘解，将其作为近似真值代入均方误差

表达式（２０）中，用最优化方法求均方误差极小时的

正则化因子，得到新的正则化估值；然后将新的估

值作为真值，用同样的方法求解极小化问题，直到

最后两次解的差值小于给定的阈值后停止迭代。

４　算例分析

采用文献［１７］的算例，在这个算例中，有１０

个 观 测 值，５ 个 未 知 数，其 真 值 为 犡 ＝

［１ １ １ １ １］，观测噪声Δ～（０，１），由随机发

生器生成，观测值由犔＝犃犡＋Δ生成。各观测值

等精度，权矩阵为单位阵。系数矩阵犃如下：

犃＝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５．０ ４．０ ４．０

－５．０ ４．０ １．０ ２．５ ３．２ １．０ ７．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０ ４．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５－１．０ －０．５ －０．５ ０．４ １．５ ２．５ ２．０１ ２．０

－９．５ ８．５ ２．４ ７．０ ８．４ ０．４９ １２．７ －３．０ ３．０ ５．

熿

燀

燄

燅０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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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条件数为ｃｏｎｄ（犃
Ｔ犃）＝１．２８９２×１０５，

严重病态。分别附加如下的约束条件，分析不同

的约束条件对消除或减弱方程病态性的影响，并

计算各种情形下的解：① 犡犻＋犡犻＋１＝２，犻＝１；

②犡犻＋犡犻＋１＝２，犻＝１，２；③ 犡犻＋犡犻＋１＝２，犻＝１，

２，３；④犡犻＋犡犻＋１＝２，犻＝１，２，３，４。

对４种不同的等式约束条件，其约束个数分

别为１、２、３、４个，那么被消去参数的个数与约束

的个数相同。消去这些参数后，剩余的参数个数

分别为４、３、２、１个，在求均方误差项时，分别求得

４种约束情形下剩余参数的均方误差。由于被消

去参数的个数不同，所以不能同等地比较各种情

形下的均方误差。由于是模拟计算已知真值的大

小，可以计算真误差，表１中真误差的平方和随着

约束的增加而显著减小。

表１　不同约束条件下病态问题的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ｌｌｐｏｓ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犡１ 犡２ 犡３ 犡４ 犡５ ｃｏｎｄ（犖１） ＭＳＥ（^犡犽） ‖犡－^犡‖

真值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无约束最小二乘解 －０．４１８４ １３．０９５５ ４．２５０２ ４．８４３８ －４．９５８３ 　１．２８×１０５ ３２０．８８２５ ２０９．１５１８

无约束正则化解（α＝１．４３） １．５２３６ ０．４４８２ １．０８６８ ０．７８４３ １．３２８３ １．２８×１０５ ０．６７３５ ０．７４０５

约束①（α＝１．２７） １．４３７１ ０．５６２９ １．１１４６ ０．９５２６ １．２７１９ ８．５１×１０４ ０．１４９９ ０．４７１４

约束②（α＝０） １．２３４９ ０．７６５１ １．２３４９ １．４９９８ １．１７３３ ３５．２８５７ ０．０７８３ ０．４４３６

约束③（α＝０） １．１２１９ ０．８７８１ １．１２１９ ０．８７８１ １．１１９８ １２．５５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７３８

约束④（α＝０） １．１１９１ ０．８８０９ １．１１９１ ０．８８０９ １．１１９１ １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７０９

　　从以上算例可以看出，增加约束能减弱或者

消除法方程的病态性。随着约束条件的增加，新

的平差系统的病态性逐渐减弱，当约束条件增加

到２个时，法方程的条件数已经低于１００的阈值，

病态性完全消除了，此时可以直接采用最小二乘

进行平差计算。

５　结　语

对于附有等式约束的病态问题，通过消除部

分参数的方法将其转变为一个无约束病态问题。

在新的观测方程中，用计算实例分析了设计阵的

病态性，并指出新的设计阵可能是病态的，也有可

能是良态的，取决于原设计矩阵和约束矩阵的性

质。它的条件数介于原设计阵的条件数和１之

间。利用条件数法来判断新的设计阵的病态程

度，对于仍然呈病态的模型，采用Ｔｉｋｈｏｎｏｖ正则

化方法求解参数，正则化因子由均方误差极小化

方法确定。然后利用约束条件式得到剩余参数的

估值。数值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是有效的、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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