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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利用高阶地球重力场模型快速模拟ＧＯＣＥ卫星重力梯度沿轨道观测值的方法。首先，由快速

傅立叶变换（ｆａｓｔ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ＦＦＴ）技术快速计算球面格网数据；然后，用球面格网数据内插沿卫星轨

道重力梯度观测值。由球谐展开式直接计算的沿轨观测值与内插得到的观测值的比较结果说明，该方法快速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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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机构

对利用卫星重力梯度观测值恢复地球重力场的理

论与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进行了数值验

证［１３］，这为由欧洲空间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ｐａｃｅＡ

ｇｅｎｃｙ，ＥＳＡ）主持的ＧＯＣＥ任务的顺利实施奠定

了良好的技术基础［４６］。在未获得ＧＯＣＥ任务实

测数据之前，模拟观测值是对用卫星重力梯度观

测值求解地球重力场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数值分析

验证的基础。

利用高阶重力场模型基于球谐展开式直接

计算沿卫星轨道的重力梯度张量观测值（犞狓狓，

犞狓狔，犞狓狕，犞狔狔，犞狔狕，犞狕狕）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

因为每计算轨道上一个点，都需要重新计算相

应的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或其导数值，并对重力梯度

张量的球谐展开式进行求和运算。本文研究利

用已知高阶重力场模型模拟沿轨卫星重力梯度

观测值的快速算法，提出由ＦＦＴ技术计算得到

的球面格网观测值内插沿轨观测值，并进行了

数值验证。

１　数学模型

假定地球外部无质量，则地球外部重力场是

一个调和场，满足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求解Ｌａｐｌａｃｅ方

程，可得到利用地心球坐标（狉，θ，λ）表示地球外部

重力位犞 的球谐展开式
［７］：

犞（狉，θ，λ）＝
犌犕
犚 ∑

∞

狀＝０
∑
狀

犿＝０

犚（ ）狉
狀＋１

·

（珚犆狀犿ｃｏｓ犿λ＋珚犛狀犿ｓｉｎ犿λ）珚犘狀犿（ｃｏｓθ） （１）

式中，犌犕 为地球万有引力常数与地球质量的乘

积；犚是地球平均半径；（狉，θ，λ）分别表示地心球

坐标的半径、地心余纬（９０°－地心纬度φ）和地心

经度；狀、犿是球谐展开的阶和次；珚犆狀犿、珚犛狀犿是正规

化的狀阶犿 次重力位球谐系数；珚犘狀犿（ｃｏｓθ）为完全

规格化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

通过交换式（１）中狀、犿 的求和顺序，可得到

重力位的线性函数（例如重力位一阶、二阶导数）

的傅立叶级数表达式［７］：

犳（狉，θ，λ）＝∑
∞

犿＝０

［犃犳犿（狉，θ）ｃｏｓ犿λ＋

犅犳犿（狉，θ）ｓｉｎ犿λ］ （２）

式中，犃犳犿（狉，θ）＝∑
∞

狀＝犿

犎犳
狀犿 （狉，θ）珚犆狀犿；犅犳犿 （狉，θ）

＝∑
∞

狀＝犿

犎狉
狀犿（狉，θ）珚犛狀犿。上标犳表示对应于重力位

函数的相关量（即傅立叶系数犃犳犿、犅犳犿 和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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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犳
狀犿（狉，（θ））。根据局部指北坐标系（狓，狔，狕）的定

义（狓轴指向北，狔轴指向西，狕轴径向朝外）及其

与地心球坐标（狉，θ，λ）之间的关系，可推导出局部

指北坐标系中重力梯度张量球谐级数展开式中傅

立叶系数和转换系数的形式。本文中仅给出重力

梯度张量的对角线分量（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它们是

ＧＯＣＥ任务获得的主要观测值）所对应的傅立叶

系数和转换系数（见表１）。

表１　局部指北坐标系中（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分量所对应的傅立叶系数和转换系数

Ｔａｂ．１　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

ｉｎＬｏｃａｌＮｏｒｔ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犎犳狀犿（狉，θ） 犃犳犿（狉，θ） 犅犳犿（狉，θ）

犞狓狓
λ狀

狉２
（珚犘″狀犿（ｃｏｓθ）－（狀＋１）珚犘狀犿（ｃｏｓθ）） ∑

∞

狀＝犿
犎犳狀犿（狉，θ）珚犆狀犿 ∑

∞

狀＝犿
犎犳狀犿（狉，θ）珚犛狀犿

犞狔狔
λ狀

狉２
（ｃｏｔθ珚犘′狀犿（ｃｏｓθ）－（狀＋１＋犿２ｓｉｎ－２θ）珚犘狀犿（ｃｏｓθ）） ∑

∞

狀＝犿
犎犳狀犿（狉，θ）珚犆狀犿 ∑

∞

狀＝犿
犎犳狀犿（狉，θ）珚犛狀犿

犞狕狕
λ狀

狉２
（狀＋１）（狀＋２）珚犘狀犿（ｃｏｓθ） ∑

∞

狀＝犿
犎犳狀犿（狉，θ）珚犆狀犿 ∑

∞

狀＝犿
犎犳狀犿（狉，θ）珚犛狀犿

　　　　　　　其中，珚犘′狀犿（ｃｏｓθ）＝
珚犘狀犿（ｃｏｓθ）

θ
，珚犘″狀犿（ｃｏｓθ）＝

珚犘狀犿（ｃｏｓθ）

θ２
。

　　根据式（２）可计算地球外部任意一点（例如卫

星轨道）上的重力位函数值，如计算地球外部某一

球面上的重力位函数值可采用ＦＦＴ算法。文献

［８］详细论述了基于ＦＦＴ技术快速计算球面格网

扰动位的基本原理与计算过程。

２　沿轨重力梯度张量观测值的快速

算法

　　基于ＦＦＴ技术和线性内插方法快速计算沿

轨重力梯度张量的基本思路为：首先，选择多个不

同高度的球面，使轨道处于最低球面和最高球面

之间；然后，利用ＦＦＴ技术计算相应球面上的重

力梯度张量格网观测值；再根据球面格网观测值

采用线性内插方法计算卫星轨道上的观测值。具

体步骤为：

１）根据所选轨道参数（倾角、高度、初始状态

等）模拟ＧＯＣＥ卫星轨道。

２）根据计算精度的要求确定用来内插沿轨

观测值所需球面的数量，并设定球面之间的间隔

相等。基于ＦＦＴ技术，利用已知高阶重力场模型

分别计算所选择球面上局部指北坐标系下重力梯

度张量的格网点值。

３）在所选择的球面上，利用格网点值分别沿

经度方向和纬度方向线性内插轨道位置（狉，θ，λ）

对应球面上点（狉犻，θ，λ）（犻表示不同的球面）的观

测值，可先沿经度方向内插，也可先沿纬度方向，

这一步称作球面内插。

４）根据球面内插计算的不同球面上对应位

置（狉犻，θ，λ）的观测值，沿径向方向线性内插轨道

位置（狉，θ，λ）处的观测值。

５）根据实际需要，利用卫星轨道、姿态等信

息可将内插值转换到所需要的坐标系中，例如梯

度仪坐标系等。

图１给出了利用球面格网观测值内插沿轨观

测值的基本思路。

图１　利用球面观测值内插沿轨观测值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Ｏｂｉｔ

ｆｒｏｍＧｒｉ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ｎＳｐｈｅｒｅ

３　数值模拟与分析

轨道模拟选择ＥＧＭ９６为参考重力场，模型

的阶次选取到７２，采用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８阶积分器

进行轨道积分，积分步长为５ｓ，任务周期选择３０

ｄ，共５１８４００个点。因轨道模拟不是本文研究的

重点，在轨道积分时，动力学模型仅考虑地球引

力，未考虑第三体引力、潮汐引力以及非保守力

（如大气阻力等）的影响。轨道积分采用的初始状

态为：长半径６６２８．１３６３ｋｍ，偏心率０．００１，倾

角９６．７°，升交点赤经０°，近地点角距０°，平近点

角０°；３０ｄ内轨道高度的最大值（相对于参考椭

球的长半径６３７８．１３６ｋｍ）为２５９．１８ｋｍ，最小值

为２３０．４１ｋｍ，轨道高度的变化量为２８．７７ｋｍ。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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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拟沿轨梯度观测值时仅考虑重力梯度张

量的 ３ 个 对 角 线 分 量 （Ｖｘｘ，Ｖｙｙ，Ｖｚｚ），选 用

ＥＧＭ９６作为真实场，最高阶次为３６０，重力梯度

观测值的坐标系选择局部指北坐标系。首先利用

ＥＧＭ９６模型基于重力梯度张量的级数展开式直

接计算３０ｄ沿卫星轨道的重力梯度张量观测值，

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的小型机ＧＳ８０（属于ＳＭＰ

系统，拥有８颗１ＧＡｌｐｈａ２１２６４微处理器，每个

处理器带有６４Ｋ的芯片缓存和１６ＭＥＣＣ检校

高速二级缓存，３２Ｇ内存）上的计算时间约为９

ｈ，模拟观测值满足Ｌａｐｌａｃｅ方程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

＝０的精度为５．０×１０－１１Ｅ（Ｅ为重力梯度的单位

１Ｅ＝１×１０－９ｓ－２。

选择拉格朗日插值方法进行内插。为了确定

合适的内插点数与插值间隔，并检验内插精度，先

作球面内插试验，具体思路如下：

１）选择２５０ｋｍ高度的球面作为计算面，将

本文模拟轨道的前１００００个点沿径向方向延拓

到该计算面上，将这些点作为要内插的计算点。

２）利用直接计算球谐展开的方法估计计算

点上重力梯度张量分量（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的值，将其

作为真值。

３）利用ＦＦＴ算法在２５０ｋｍ高度球面上计算

格网分辨率分别为２４′×２４′、１２′×１２′和６′×６′的

格网观测值。利用这些观测值，基于拉格朗日插值

方法内插球面上计算点（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的值，内插点

数分别选择４、５、６、９个。考虑到拉格朗日插值方

法本身的特性，内插时尽量保证计算点在所选择内

插点的中间。将内插结果与真值进行比较，这里

仅给出犞狕狕分量比较的详细统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犞狕狕分量分别利用２４′×２４′、１２′×１２′和６′×６′球面格网点值内插的结果与真值的比较／Ｅ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Ｇｒｉｄ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４′×２４′、１２′×１２′，６′×６′ａｎｄ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犞狕狕／Ｅ

分辨率 内插点数 最大值 最小值 ＲＭＳ

４ ２．１３１９×１０－３ －３．０４３６×１０－３ １．６７７７×１０－４

２４′×２４′
５ ６．５９４７×１０－４ －９．５０３９×１０－４ ５．０３６２×１０－５

６ ３．２５１８×１０－４ －４．７８５４×１０－４ ２．３９０６×１０－５

９ ５．４６８７×１０－５ －５．８９７８×１０－５ ３．６６６０×１０－６

４ １．７５４８×１０－４ －１．７２３４×１０－４ １．１０１６×１０－５

１２′×１２′
５ ３．２２６２×１０－５ －３．３３３３×１０－５ １．７３５６×１０－６

６ ８．８１９６×１０－６ －７．２９４２×１０－６ ４．４７７８×１０－７

９ ２．３０６０×１０－７ －１．６６３０×１０－７ １．１１７７×１０－８

４ １．０２１６×１０－５ －１．２７５３×１０－５ ７．００６１×１０－７

６′×６′
５ ９．４２４０×１０－７ －９．０８２０×１０－７ ５．４１７７×１０－８

６ １．２４４０×１０－７ －１．３２６０×１０－７ ７．６１５４×１０－９

９ ３．９９７２×１０－１０ －３．００１３×１０－１０ ３．５１８６×１０－１１

　　从表２中可看出，球面上犞狕狕分量的内插精度

随着格网数据分辨率的提高以及内插点数的增多

而不断提高，但是在格网分辨率确定的情况下，精

度的提高并不与内插点数的增多成正比，当内插

点数大于一定的值后，内插精度的提高非常有限。

此外，数值计算的结果说明，当内插点数大于或等

于１０时，内插精度与表２中内插点数为９时对应

的精度相当。当采用１２′×１２′分辨率的格网数

据、６个内插点时，（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分量内插精度分

别为３．２５９１×１０－７Ｅ、２．５８４３×１０－７Ｅ、４．４７７８

×１０－７Ｅ，真值与内插值之差绝对值的最大值分

别为６．５５９４×１０－６Ｅ、８．００７３×１０－６Ｅ、８．８１９６

×１０－６Ｅ，这些统计量的值都远远小于ＧＯＣＥ卫

星重力梯度仪在测量带宽内的精度５×１０－３Ｅ
［４］。

因此，在内插沿卫星轨道梯度观测值的研究中，选

择１２′×１２′球面格网分辨率和６个内插点。

在球面内插中，格网分辨率１２′×１２′对应

２５０ｋｍ高度球面的球面间隔约为２３ｋｍ，因而在

沿径向内插时，可简单地认为内插间隔（球面间

隔）应小于或等于２３ｋｍ才能获得与球面内插相

当的内插精度。因为３０ｄ模拟卫星轨道径向距

离的变化量为２８．７７ｋｍ，则最少应该选择３个球

面。此外，考虑到内插算法本身的特性，应尽量让

计算点处于内插点的中间，因而本文在确定球面

数量时，在轨道径向距离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外增

加了两个球面，以保证轨道处于第二个球面和倒

数第二个球面之间，因此，最小球面个数为５个，

相应球面间隔为１４．３８ｋｍ。同样，考虑重力梯度

张量的３个分量（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分别选择４、５、６

个（相当于沿径向内插点数）球面进行内插计算，

将内插结果与沿卫星轨道的真值进行比较，统计

结果见表３。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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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２′×１２′球面格网点值（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分量分别选择４、５、６个球面内插的结果与真值的比较／Ｅ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Ｇｒｉｄ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２′×１２′ｉｎ

Ｔｅｒｍｓｏｆ４，５，６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ａｎｄ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Ｅ

重力梯度张量分量 球面个数 最大值 最小值 ＲＭＳ

４ ６．０１５２×１０－４ －７．１０７３×１０－４ ２．９９９６×１０－５

犞狓狓 ５ １．７８３２×１０－５ －１．５８８７×１０－５ ４．５８３２×１０－７

６ １．６１６３×１０－５ －１．３８９７×１０－５ ４．０３４２×１０－７

４ ６．４５８６×１０－４ －５．４５８４×１０－４ ２．８５５０×１０－５

犞狔狔 ５ １．３２４０×１０－５ －１．０９８３×１０－５ ３．６０６２×１０－７

６ １．３００３×１０－５ －１．１８７１×１０－５ ２．９１５３×１０－７

４ ７．９６６２×１０－４ －１．１６５２×１０－３ ４．７９３６×１０－５

犞狕狕 ５ １．６２８９×１０－５ －１．８６６１×１０－５ ６．３５２８×１０－７

６ １．３５３８×１０－５ －１．７４６３×１０－５ ５．３１０３×１０－７

　　从表３可以看出，使用４个球面进行内插，对

于（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３个分量，精度可以达到１０
－５Ｅ

的量级，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为犞狕狕分量对应的

１．１６５２×１０－３Ｅ。选择５个和６个球面内插的精

度均为１０－７Ｅ量级，两者差异不大。该精度与采

用１２′×１２′分辨率和６个内插点的球面内插精度

基本一致，远远高于ＧＯＣＥ卫星重力梯度计的观

测精度５×１０－３Ｅ，完全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为了进一步分析所采用内插方法的有效性，

在利用模型计算的球面格网观测值中加入了方差

为５×１０－３Ｅ的白噪声，球面格网分辨率为１２′×

１２′，采用５个球面，内插的沿轨观测值与真值之

差的ＲＭＳ为４．３８５×１０－３Ｅ。它与球面格网观

测值中加入的白噪声在同一量级，说明使用包含

误差的球面格网观测值内插时引入的误差小于加

入的观测噪声，说明本文所使用的内插方法同样

可适用于包含观测噪声的球面格网观测值。

从以上数值模拟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利用

ＦＦＴ算法快速内插沿卫星轨道重力梯度观测值

的方法中，如果选择足够小的格网分辨率和球面

间隔、足够多的内插点数和球面个数，可使内插计

算结果与直接利用球谐展开式计算的结果一致。

但在实际应用中，应该综合考虑运算速度和内插

精度要求，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球面数量、格网分辨

率以及内插点数。本文中采用１２′×１２′格网分辨

率、５个球面个数以及６个内插点数计算３０ｄ５ｓ

分辨率的重力梯度观测值（犞狓狓，犞狔狔，犞狕狕），可达到

１０－７Ｅ的精度，在ＧＳ８０上的运算时间仅需要６

ｍｉｎ左右，这比直接利用球谐展开式计算沿轨重

力梯度张量观测值节省了近９０倍的时间。

４　结　语

当处理ＧＯＣＥ任务实测数据时，不需要再去

模拟沿轨观测值，此时本文的方法可应用到利用

实测数据求解重力场模型的一些迭代方法中（需

要利用迭代解计算沿轨重力梯度观测值，进一步

获得观测值的残差，例如半解析法）。此时可将迭

代解（重力场模型）看作“真值”，利用迭代解采用

此方法计算沿轨观测值引入的内插误差远小于实

际观测值包含的误差，因此对求解结果影响很小，

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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