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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FFT 技术计算垂线偏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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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海洋测绘研究所 ,天津市友谊路 40号 , 300061)

摘　要　首先导出了更加严密的二维平面 FFT 垂线偏差计算公式 , 在深入分析和比较二维平面和二维球面

FFT算法特点和差异的基础上 ,给出了二维球面 FFT 计算公式的改进形式 , 并通过大量的数值计算 , 详细讨

论了参考场选取 、积分球冠半径确定 、边缘效应 、积分元离散化误差以及计算点奇异积分处理对垂线偏差计算

结果的作用和影响。最后 ,利用全国 5′×5′实测重力异常对我国海陆垂线偏差进行了试算 , 并将计算结果同

实际观测值作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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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 1978年快速 Fourier变换(FFT)技术被

引入到物理大地测量领域以来 ,这一技术在地球

重力场逼近计算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81年 ,

Colombo首次将 FFT 技术应用于球谐系数的估

计 ,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球谐系数数值计算的速度;

1985年 ,Sideris和 Forsberg 独立地提出了将 FFT

技术应用于重力地形改正计算 ,随后相继有许多

学者将谱方法引入到大地测量边值问题的平面逼

近计算(Schwarz , et al ,1990);1990年 , Strang van

Hees首次将 FFT 技术用于 Stokes公式的球面逼

近计算;1993年 , Forsberg 和 Sideris 提出了计算

球面 Stokes公式的多带 FFT 算法;同年 , Haag-

mans等人成功地将一维 FFT 算法引入到重力场

球面逼近计算 ,从而彻底解决了使用谱方法进行

重力场逼近计算遗留下来的理论问题 。总之 ,十

多年来 ,谱技术在物理大地测量领域得到了广泛

深入的研究 ,并日趋完善 ,目前已成为重力场逼近

计算特别是大地水准面计算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Schw arz等(1990)在总结谱技术在物理大地测量

中的应用时曾给出了垂线偏差的二维平面 FFT

算式;宁津生等(1994)和 Liu等(1997)又相继导

出了利用二维和一维 FFT 算法实现垂线偏差快

速计算的球面公式 。尽管一维 FFT 算法的计算

精度要比二维 FFT 算法精度高 ,但出于计算速度

方面的考虑 , 目前仍有许多人习惯于使用二维

FFT 公式进行重力场逼近计算 。因此 ,继续研究

提高二维 FFT 算法计算精度的新途径不仅具有

理论上的意义 ,而且具有实用价值 。

本文旨在综合国内外关于 FFT 技术在重力

场逼近计算中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 ,对二维和一

维 FFT 算法在实际应用于垂线偏差计算中的几

个关键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并进行详细的

数值比较和分析讨论 。

1　计算公式的改进

1.1　数学模型

由Schwarz 等(1990)和宁津生等(1994)得

知 ,计算垂线偏差的平面公式为:

ξ(x P , yP)=
1

2πγ 
δ

Δg(x , y)[ xP - x] ·

[ (xP -x)
2
+(yP -y)

2
]
-3
2d xdy (1)

η(xP , yP)=
1

2πγ 
δ

Δg(x , y)[ y p -y] ·

[ (xP -x)2 +(yP -y)2] -
3
2d xdy (2)

其谱计算式为:

ξ(x , y)=
1

2πγ
F
-1[ ΔG(u , v)Lξ(u , v)] (3)

η(x , y)=
1

2πγ
F
-1[ ΔG(u , v)Lη(u , v)] (4)

式中 , ΔG(u , v)、Lξ(u , v)和 Lη(u , v)分别代表

重力异常 Δg 和下列两个核函数的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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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ξ(x , y)= x(x 2 +y
2)-

3
2 (5)

lη(x , y)= y(x 2 +y
2)-

3
2 (6)

　　又由文献[ 1] 、[ 14] 得知 ,计算垂线偏差的

Vening_Meinesz公式还可以分别表示为如下的二

维和一维球面 FFT 算式:

ξ= 1
4πγ

F
-1{F(Δgcosφ)F[ V(φM , Δφ,Δλ)·

SC(φM , Δφ, Δλ)/(4s)] } (7)

η= 1
4πγ

F
-1{F(Δg cos2φ)F[ V(φM , Δφ, Δλ)·

(-sinΔλ)/(4s)]} (8)

ξ=
1

4πγ∑
φ
n

φ=φ
1

F
-1
1 {F1(Δgcosφ)F1[ V(φP , φ, Δλ)·

SC(φP , φ,Δλ)/(4s)]} (9)

η=
1

4πγ∑
φ
n

φ=φ
1

F
-1
1 {F 1(Δgcos

2φ)F 1[ V(φP , φ,Δλ)·

(-sinΔλ)/(4s)]} (10)

式中 ,

V(s)=
dS(s)
ds

=-s
-2 -6 +20s -(3-6s2)·

(1 +2s)(s +s
2
)
-1
+12sln(s +s

2
) (11)

SC(φP , φ, Δλ)= sin(φP +φ)sin
2 1
2
Δλ-

sin(φP -φ)cos
2 1

2
Δλ (12)

s
2 =sin2

Χ
2
=sin2

1
2
Δφ+　　　　　

sin2
1
2
ΔλcosφPcosφ=sin2

1
2
Δφ+

sin2
1
2
Δλ[ cos2

1
2
(φP +φ)-sin2

1
2
Δφ]

(13)

　　对于二维 FFT 算式 ,式(12)和式(13)中的

(φP+φ)用计算区域的 2倍平均纬度 2φM 来代

替。式(11)中的 S(s)代表 Stokes函数。

上面列出的二维 FFT 平面计算式是建立在

以式(5)和式(6)作为核函数表达式基础之上的 ,

式(5)和式(6)均为Vening_Meinesz函数的截断形

式 ,即只保留了 Vening_Meinesz核函数的主项 ,其

余各项均被忽略不计。很显然 ,这种近似处理方

法必将给垂线偏差计算结果带来不必要的误差。

针对这个问题 ,本文参照Zhang &Blais(1993)和

李建成等(1997)在计算重力异常和大地水准面时

的做法 ,建议将计算垂线偏差的平面公式改为如

下更加严密的计算式 ,即

ξ(xP , yP)=-
1

4πγR 
E

Δg(x , y)V(Δx , Δy)·

(xP -x)/(4sR
2
)dxdy (14)

η(xP , yP)=-
1

4πγR 
E

Δg(x , y)V(Δx , Δy)·

(yP -y)/(4sR
2
)dxdy (15)

此时有: 　s = Δx 2 +Δy2/(2R) (16)

　　如前所述 ,由于传统二维 FFT 平面公式使用

的积分核函数只是 Vening_Meinesz函数的主项 ,

而式(14)和式(15)中的积分核已经换成 Vening_

Meinesz函数的完整形式 ,因此 ,式(14)和式(15)

比式(1)和式(2)具有更高的逼近度 。这里要重点

讨论的是 ,经过改进后的平面公式(即式(14)和式

(15))是否比球面计算式精度还要高 ? 李建成等

(1997)曾通过比较大地水准面数值计算结果 ,对

上述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笔者从 Zhang &

Sideris(1996)在研究重力反解问题时给出的数值

比对结果中也发现 ,按完整形式的平面公式计算

的重力异常在多数情形下确实比球面公式的计算

精度还要高。对于这个结论 ,下面再作进一步的

分析和讨论。

首先 ,把式(7)和式(14)使用的核函数作比

较。显然 ,两者使用的核函数形式是一致的 ,区别

在于它们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近似公式(见式(13)

和式(16))来计算核函数参量 s=sin(Χ/2)。考

虑到在实际实现二维平面 FFT 算法的过程中 ,并

没有改变输入重力异常的数据结构 ,即一般仍然

保持重力异常原有的经纬网分布形式不变。从这

个意义上讲 ,这里所讨论的二维平面和球面 FFT

之间的区别也就仅仅表现为坐标量纲的转化 ,即

平面公式使用的是 km 或 m ,球面公式使用的是

rad。由于 xP-x =R(φP-φ), yP -y =R(λP-

λ)cosφM ,因此 ,式(16)完全等价于下式:

s =sin
Χ
2 =

1
2 (φP -φ)

2
+(λP -λ)

2
cos

2
φM

(17)

即 sin2
Χ
2
=(
φP -φ

2
)2 +(

λP -λ
2
)2cos2φM

(18)

　　比较式(18)和式(13)不难看出 ,式(18)只是

式(13)的近似。由此得知 ,单从积分核函数逼近度

高低来考虑问题 ,是得不出二维平面 FFT 计算精

度高于相应的二维球面 FFT 算式的结论的 。下面

再进一步分析二维 FFT 算法的具体实现过程 。

由文献[ 3] 、[ 18]得知 ,大地水准面二维 FFT

算式计算误差大小与纬度的正切成正比 ,即随纬

度的升高而增大。这是由于子午线在高纬度发生

收敛 ,引起核函数近似误差增大的缘故 。需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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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是 ,子午线收敛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

核函数近似误差增大这一个方面 ,实际上 ,子午线

收敛就意味着分布在球面上的重力异常网格值在

东西方向上并不是等间距取值 ,它是随纬度变化

而变化的(网格间距等于 Δλcosφ)。也就是说 ,重

力异常在不同纬度上所对应的网格并不是等面积

网格 ,而在两个变量方向上保持等间距取值却是

普通二维 FFT 变换所要求的基本条件。我们在

具体实现垂线偏差二维 FFT 算法的过程中 ,总是

简单地将重力异常所对应的经纬网格当作等面积

网格来处理(否则 ,必须作投影变换处理),这就不

可避免地要引起一定大小的计算误差。遗憾的

是 ,这一误差源在以往的相关文献中并未引起足

够的重视 ,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积分核函

数的改化上 ,而忽视了 FFT 算法本身对重力异常

分布的要求。实际上 ,正是由于球面重力异常不

等面积网格分布这种固有的特点 ,才使得积分核

函数 V(Χ)不能精确地表达为经差和纬差的函

数 V(φP -φ, λP -λ),因此 ,作为输入量的重力

异常与积分核是相辅相成的。对核函数做近似处

理使之成为经差和纬差的函数以后 ,应当说 ,这只

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

重力异常输入量的分布形式并没有改变 。

实际上 ,由于通用 FFT 计算机软件一般都以

波数代替波长作为计算参量 ,并把网格间距视为

单位长度处理 ,因此 ,用计算机实现二维平面和二

维球面 FFT 计算的最终公式应当写为(对应于

式(14)和式(7),这里只写出ξ分量 , η分量与之

类同(Sideris ,1994)):

ξ=-
T xTy

4πγR
F
-1{F[ Δg(x , y)] ·

F[ V(x , y)x/(4sR
2
)]} (19)

ξ=
TφTλ

2πγ
F
-1
{F[ Δgcosφ] ·

F [ V(φM , Δφ,Δλ)SC(φM , Δφ, Δλ)/(4s)] }

(20)

式中 , T x = MΔx = MRΔφ;T y = NΔy =

NRΔλcosφM ;Tφ=MΔφ;Tλ=NΔλ;M 和 N 分

别表示计算数据在纬线和经线方向上的网格数

目。式(19)和式(20)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输入重力

异常必须严格分布在相对应的等面积网格上 。遗

憾的是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具体地讲 ,就是当按

照式(19)和式(20)进行 FFT 运算时 ,以上两式中

的输入和输出量在几何位置上是不匹配的 ,输入

重力异常分布于随子午线收敛而变化(即由 Δφ

和 Δλcosφ组成)的网格上 ,输出垂线偏差则分布

于由 Δx 和 Δy 或 Δφ和 Δλ组成的矩形网格上。

只不过我们在实现 FFT 计算时 ,先是为了满足

FFT 算法的要求 ,近似地把按 Δφ和 Δλcosφ不

等间距分布的输入重力异常看作等间距矩形网分

布处理 ,而在计算得到等间距矩形网格分布的垂

线偏差数值结果以后 ,又不得不近似地将它们看

作就是对应于由 Δφ和 Δλcosφ组成的不等间距

网格分布的最终输出结果 。这一前一后近似处理

引起的计算误差大小显然跟子午线收敛角大小即

计算区域的纬度高低有关 。由式(19)和式(20)得

知 ,上述误差影响是通过数据记录长度 T x 和 Ty

或 Tφ和 Tλ传播给计算结果的 。

如前所述 ,这里讨论的二维平面 FFT 算法只

是参量单位上的变化而已 ,并不真正改变输入重

力异常的分布形式 ,也就是说 ,二维平面 FFT 运

算同样存在输入量和输出量在几何位置上的不匹

配问题 。如果暂略去计算单位上的区别 ,那么由

式(19)和式(20)得知 ,二维平面和二维球面 FFT

算法使用的输入重力异常分布网格均为 Δφ和

Δλcosφ,二维平面 FFT 算法对应的输出网格为

Δx =Δφ和 Δy =ΔλcosφM ,而二维球面 FFT 算

法对应的输出网格为 Δφ和 Δλ。由此得知 ,按二

维平面 FFT 算法计算垂线偏差 ,输入量和输出量

在几何位置上的不匹配量值大小为 ΔLP =

Δλcosφ-ΔλcosφM =Δλ(cosφ-cosφM),二维球

面 FFT 算法所对应的不匹配量值大小为ΔLS =

Δλcosφ-Δλ=Δλ(cosφ-1)。不难看出 ,除在赤

道附近以外 ,在多数情形下 , ΔLP < ΔL S 。至

此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由式(19)计算得

到的垂线偏差结果精度可能高于式(20)相应结果

的情况。

为了弥补上述二维球面 FFT 算法的不足 ,本文

建议沿用新二维平面 FFT 算法的方案 ,即取一个折

中的数据网格(Δφ和 ΔλcosφM)作为 FFT 算法的计

算网格 ,此时 ,式(20)应改写为(η分量类同):

ξ=
TφTλcosφM

4πγ
F
-1{F[ Δg] ·

F [ V(φM , Δφ, Δλ)SC(φM , Δφ, Δλ)/(4s)] }

(21)

从表面上看 ,式(21)只是式(20)的近似 ,但正如前

面所分析的那样 ,这种近似符合二维 FFT 算法的

假设要求 ,因此 ,其计算精度不但不会降低 ,反而

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一点将在下面的数值

计算结果比较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

1.2　数值结果

本文首先选用 1 440 阶超高阶地球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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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99C(黄谟涛等 ,1999),分别在低 、中 、高 3个

纬度各 10°×10°区域内产生 120×120 个 5′×5′

的重力异常 ,然后按前面介绍的各种方法进行垂

线偏差计算(均已作 100%填零处理),最后将各

种二维 FFT 计算结果同一维 FFT 标准值进行比

较。 A 、B 、C 三个试验区域的位置分布依次为:

0°～ 10°N , 105°～ 115°E;35°～ 45°N , 80°～ 90°E;

75°～ 85°N , 80°～ 90°E 。试验中分别取位模型参

考场为 Nmax=0 ,36 ,180和 360 ,可求得对应于上

述 4种参考场的剩余重力异常(δΔg)。

这里把式(3)和式(4)称为传统二维平面

FFT 算法 ,把式(7)和式(8)称为传统二维球面

FFT 算法 ,把对应于式(14)和式(15)的谱算式称

为新二维平面 FFT 算法 ,式(21)称为新二维球面

FFT 算法 。现将上述各种二维 FFT 算法计算结

果同一维 FFT 标准算法计算值的比较结果(标准

偏差值)列于表 1(这里只列出 ξ分量比较结果 ,

下同)。

表 1　区域 A 、B 、C 的ξ分量试验比较结果/(rad·s)

Tab.1　Comparison of the ξDeflections from Different

Formulas in A , B and C/(rad·s)

参考场
传统二

维平面

传统二

维球面

新二维

平面

新二维

球面

区域 A

0 0.153 0.011 0.004 0.004

36 0.043 0.006 0.003 0.003

180 0.010 0.004 0.003 0.003

360 0.002 0.002 0.002 0.002

区域 B

0 0.422 0.514 0.130 0.128

36 0.226 0.503 0.132 0.123

180 0.083 0.284 0.084 0.082

360 0.015 0.167 0.003 0.003

区域 C

0 0.208 0.541 0.207 0.204

36 0.194 0.514 0.208 0.202

180 0.116 0.375 0.115 0.114

360 0.046 0.168 0.047 0.046

　　　注:参考场 N max=0表示不采用参考场。

　　从表 1列出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 ,在低纬度

地区(区域 A),由于受子午线收敛影响较小 ,因

此 ,各种算法的计算误差都比较小 。3 个地区的

试验结果均显示 ,使用经过改进后的新二维平面

和新二维球面 FFT 算式计算垂线偏差确实要比

传统算式的计算效果好 ,在重力场变化比较激烈

的 B 区 ,其作用效果更为明显。尽管 3个地区的

试验结果均显示新二维平面和新二维球面 FFT

算法的计算精度基本相当 ,但相比较而言 ,后者的

精度还是略高于前者 ,这一点跟前面对两者使用

的核函数所作的分析结论是相吻合的。

2　垂线偏差计算中几个具体问题的
讨论

　　最近一个时期 ,人们在实施大地水准面谱计

算过程中 ,特别注意到参考场和积分球冠半径变

化以及核函数改化对计算结果的影响(Feather-

stone and Sideris , 1997;Forsberg and Feather-

stone , 1997;Higgins , et al ,1997)。本文拟通过数

值模拟试验 ,并结合我国垂线偏差实际计算结果 ,

对几个相关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

首先使用与前面相同的 1 440 阶位模型

MOD99C作为标准场 ,在区域 B 内分别计算出 4

组各对应于 N max=0 , 36 , 180 和 360的 5′×5′剩

余垂线偏差(δξ)。

使用前面对应于区域 B 的 4 组剩余重力异

常 ,按一维 FFT 方法可计算得到相对应的剩余垂

线偏差 ,将计算值同位模型标准值作比较 ,可对取

不同参考场条件下的计算模型进行精度评价 。比

较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计算值与标准值比较统计结果/(rad·s)
Tab.2　Comparison of the ξDeflections betw een

the T rue and Computed Values/(rad·s)

参考场 0 36 180 360

标准偏差 3.250 3.005 1.945 1.499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表 2列出的精度估计结

果不能真正体现重力异常观测误差和参考场误差

的影响效果 ,但它们还是集中反映了远区截断误

差 、积分元离散化误差以及为了避免积分奇异而

忽略计算点所在方块数据造成的综合效应。下面

进一步独立分析上述 3项误差的影响大小。

首先讨论计算点所在方块数据的影响。由文

献[ 12]得知 ,当计算点所在内环是以 s0 为半径的

小圆域时 ,该区域对垂线偏差计算结果的影响可

近似表示为:

ξ

η
=-

s0
2γ

gx

gy
(22)

式中 , gx 和gy 分别代表重力异常在 x 轴和y 轴方

向上的水平梯度 。在实际应用中 ,计算点所在的

小区域一般就是通常使用的等角经纬网格 ,设这

种网格的边长为 a 和b ,并令 πs20 =ab ,则有 s0=

ab/ π,将其代入式(22),得:

ξ

η
=-

ab

2γ π

g x

gy
(23)

gx和 gy 可近似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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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i)=
1
2a
[ Δg(i +1)-Δg(i -1)] (24)

gy(j)=
1
2b
[ Δg(j +1)-Δg(j -1)] (25)

代入式(23),得:

ξij =-
b

4γ a π
[ Δg(i +1)-Δg(i -1)]

(26)

ηij =-
a

4γb π
[ Δg(j +1)-Δg(j -1)]

(27)

式(26)和式(27)即为计算垂线偏差内环带影响的

最终实用公式。使用这组公式对区域 B 的数据

影响量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标准偏差)及考虑其

影响后的精度估计结果(对应于表 2)见表 3。

表 3　计算点方块数据影响统计结果/(rad·s)
Tab.3　The Inner Block Contribution to the ξ

Deflection/(rad·s)

参考场 内环影响 考虑其影响后的精度

0 1.049 2.814

36 1.243 2.310

180 1.159 1.030

360 0.953 0.648

　　将表 3计算结果同表 2 作比较可以看出 ,计

算点方块数据影响在 3项误差总影响中占有相当

大的比重。使用该地区实测 5′×5′重力异常进行

计算 ,也得到与表 3 非常相近的结果 ,这充分表

明 ,在实际应用中 ,计算点方块数据影响是不容忽

略的 。

黄谟涛等(1993)曾就计算垂线偏差对积分面

积元的精细度要求进行过论证 ,本文将通过数值

计算和比较 ,进一步强调细化积分面积元对提高

垂线偏差计算精度的作用和影响。这里不改变前

例中的重力异常分辨率 ,只是将 5′×5′积分面积

元细分为 1′×1′小方块 ,即把 5′×5′方块平均重

力异常统一赋予位于同一方块内的 25个 1′×1′

小方块上 ,这样 ,原来 120×120的数据网格就被

人为地扩展为 600×600网格 ,使用这些 1′×1′网

格数据计算垂线偏差 ,将计算结果简单取平均变

成 5′×5′网格值后 ,再与位模型标准值作比较 ,比

较结果见表 4。

表 4　积分面积元细化影响试验结果/(rad·s)
Tab.4　The Influence of Discretisation on

the ξDeflection/(rad·s)

参考场 0 36 180 360

标准偏差 2.938 2.439 1.183 0.800

　　将表 4计算结果分别同表 2和表 3作比较可

以看出 ,细化积分面积元对提高垂线偏差计算精

度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其影响大小与计算点所

在方块数据影响量基本相当 ,这一结果与黄谟涛

等(1993)所作的分析结论完全吻合 。

下面继续讨论远区截断误差的影响 。传统计

算垂线偏差方法一般通过球谐位模型系数来估算

远区数据带的影响(Heiskanen and Moritz , 1967),

推广使用“移去_恢复”技术以后 ,远区数据带的影

响大大减小 ,以至在许多应用中 ,人们已经不再顾

及这项影响。尽管如此 ,另一项由远区数据带影

响演变过来的称为边缘效应的影响还是不容忽

视。所谓边缘效应是指在计算区域边缘 ,由于另

一侧缺乏足够宽的数据带造成计算误差增大而引

起的影响 。为了减弱这项影响 ,在应用中 ,人们总

是设法将实际计算区域适当向外扩展一个宽度 ,

完成计算后 ,再将扩宽的计算带略去不用 。计算

区域应当扩宽多少才算合适 ,直接关系到数据准

备工作量的大小 ,因此 ,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具有

非常现实的意义 。这里继续使用前面的算例 ,表

3已经列出了经过计算点方块数据影响改正后的

精度比对结果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计算在舍弃不

同宽度的计算区域边缘后计算值与位模型标准值

的比较结果(标准偏差),其计算结果见表 5。

表 5　边缘效应影响大小试验/(rad·s)
Tab.5　The Edge Effects on the ξDeflection/(rad·s)

参考场
舍弃宽度

0 15′ 30′ 1° 1.5° 2°

0 2.814 1.965 1.632 1.267 1.044 0.861

36 2.310 1.524 1.218 0.905 0.684 0.544

180 1.030 0.630 0.562 0.535 0.498 0.439

360 0.648 0.490 0.485 0.479 0.453 0.398

　　由表 5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边缘效应影响大

小明显与参考场的阶数高低有关。如果以同样的

精度标准来选择需要舍弃的边缘宽度 ,那么 ,当参

考场取为 N max =0 时 ,至少需要弃去边缘 2°带

宽;而当参考场取为 N max =360 时 ,至多只需要

弃去 30′的边缘带宽 。舍弃边缘宽度与下面将要

讨论的积分球冠半径有着内在的联系。

本文最后使用我国陆海实测 5′×5′重力异常

数据 ,进行垂线偏差实际计算试验。我们收集到

的实测重力数据分布范围为:0°～ 55°N , 70°～

140°E , 经统一归算和处理得共计 214 323 块

5′×5′平均重力异常 ,参考场采用 360 阶新模型

MOD99a(黄谟涛等 ,1999)。

首先使用一维 FFT 方法计算得到对应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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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积分半径的垂线偏差数值结果 ,然后通过内插

方法将其同分布于我国南海 10个岛屿上的天文

垂线偏差观测值(已归算到地心系)进行比较 。其

比较统计结果即互差均方根值见表 6 。

　　表 6计算结果全面反映了包括重力异常观测

误差 、参考场误差 、远区截断误差 、积分元离散化

误差以及垂线偏差从网格值转化为任意点值引起

的内插误差在内的多项因素的综合影响 。尽管积

分半径变化对这种综合效应的影响很小 ,但从计

算数值的微小变化中也能看出 ,就本算例而言 ,

Χ0=30′应是积分半径的最佳取值 ,这个结果与

表 5提供的计算区域边缘舍弃宽度相匹配。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给出的所谓参数最佳取值都

是针对本地区特定的观测数据列而言的 ,不同的

地区和不同的观测数据列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

因此 ,不存在全球意义上的最佳取值 。现统一取

Χ0=30′,然后分别使用新二维平面和新二维球

面 FFT 算法对我国垂线偏差进行解算 ,并对计算

结果作同样的检核和比较 ,比较统计结果见表 7。

表 6　计算值与观测值比较结果/(rad·s)
Tab.6　Comparison of the Deflections be tw een the

Observ ed and the Computed Values/(rad·s)

Χ0 15′ 30′ 1° 1.5° 2°

ξ 3.737 3.668 3.708 3.688 3.698

η 2.518 2.474 2.503 2.498 2.499

表 7　二维 FFT 计算值与观测值比较结果/(rad·s)

Tab.7　Comparison of the Deflections be tw een the

Observed and the 2D FFT Computed Values/(rad·s)

ξ η

新二维平面 3.680 2.486

新二维球面 3.679 2.486

　　表 7计算结果说明 ,新二维 FFT 算法的计算

精度已非常接近于一维 FFT 算法的精度。新二

维平面与新二维球面相比较 ,由于两者只存在核

函数参量上的微小差异 ,因此 ,从应用角度讲 ,它

们几乎是等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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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st Fourier t ransform (FFT)technique is a very pow erful tool for the ef ficient e-

valuat ion of gravity field convolution integrals.At present , there exist three types of convolution

formulae in use , i.e.the planar 2D convolution , the spherical 2D convolution and the spherical 1D

convolution.Up to now , many people are still used to applying the planar and spherical 2D FFT

methods ,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ir g ains in computer time , to perform the convolution eval-

uations in physical geodesy.It means that it is w orthw hile discussing the question about making

any possible improvement on the conventional 2D FFT approaches.As we know , the largest draw-

back of both the planar and the spherical 2D FFT methods is that ,due to the approximations in

the kernel function , only non_exact results can be achieved.Apparent ly , the reason is the meridian

convergence at higher latitudes.As the meridians converge , the Δφ,Δλblocks do not form a rect-

angular g rid , as is assumed in 2D FFT methods.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meridian conver-

gence not only leads to an approximation error in the kernel function ,but also causes an approxi-

mation error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2D FFT in computer.In order to meet the increasing

needs for precise determination of the vertical deflections , this paper derives a more precise planar

2D FFT fo rmula for the computat ion of the vertical deflections.After having made a detailed com-

parison between the planar and the spherical 2D FFT fo rmulae ,we find out the main source of er-

rors causing the loss in accuracy by apply ing the conventional spherical 2D FFT method.And

then , a modified spherical 2D FFT formula for the computation of the vertical deflections is devel-

oped in this paper.A series of numerical tests have been carries out to illustrate the improvement

made upon the old spherical 2D FFT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the spherical harmonic reference field , the limited capsize , the limited area ex tend , the discretiza-

tio n , the edge effects and the singular integ ral on the computat ion of the vertical deflections.The

results of the vertical def lections over China by apply ing the spherical 1D FFT formula wi th dif-

ferent integration radii have been compared to the astro_observed vertical defle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obtain a set of opt imum def lection computation parameters.

Key words　FFT ;spectral method;def lection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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