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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合犔犲犵犲狀犱狉犲函数二阶导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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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初等代数的基本原理，推导了一种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快速稳定递推算法。数值测试

结果表明，在阶次高达３６００时，该方法与其他几种现有方法的计算精度相当，但计算效率比其他方法提高了

一倍以上，并且该方法没有奇异性，适用于快速精确地计算任意纬度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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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ＧＯＣＥ重力卫星计划是当前卫星重力研究的

热点［１２］。由于ＧＯＣＥ重力卫星采用重力梯度技

术直接测量地球引力位的二阶导数，利用ＧＯＣＥ

梯度数据反演地球重力场时就需要用到缔合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的二阶导数，其计算精度将直接影

响反演重力场模型的精度。ＧＯＣＥ计划期望获得

空间分辨率优于１００ｋｍ（半波长），即恢复２００阶

次以上的全球重力场模型，如何利用梯度数据快

速有效地反演地球重力场模型就很重要，而快速

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尤为重要。本

文根据初等代数的基本原理推导了快速稳定计算

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非奇异方法，并将

其与其他两种常用方法进行对比。

１　缔合犔犲犵犲狀犱狉犲函数二阶导数的

快速稳定递推算法

　　文献［３，４］均给出了相同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

数一阶导数的非奇异递推计算公式：

ｄ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
狀狀＋（ ）１

槡 ２
珚犘狀，１ ｓｉｎ（ ）φ ，犿＝０

（１）

ｄ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
２狀狀＋（ ）槡 １

２
珚犘狀，０ ｓｉｎ（ ）φ ＋

狀－（ ）１ 狀＋（ ）槡 ２

２
珚犘狀，２ ｓｉｎ（ ）φ ，犿＝１ （２）

ｄ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
狀＋（ ）犿 狀－犿＋（ ）槡 １

２
·

珚犘狀，犿－１ ｓｉｎ（ ）φ

＋
狀－（ ）犿 狀＋犿＋（ ）槡 １

２
珚犘狀，犿＋１ ｓｉｎ（ ）φ ，

其他情况 （３）

其中，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为完全正常化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

函数；φ为纬度；狀，犿 分别为阶和次。直接将式

（１）、（２）再次对纬度求导可得：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２ ＝
狀狀＋（ ）１

槡 ２

ｄ珚犘狀，１ ｓｉｎ（ ）φ
ｄφ

，犿＝０

（４）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２ ＝－
２狀狀＋（ ）槡 １

２

ｄ珚犘狀，０ ｓｉｎ（ ）φ
ｄφ

＋

狀－（ ）１ 狀＋（ ）槡 ２

２

ｄ珚犘狀，２ ｓｉｎ（ ）φ
ｄφ

，犿＝１ （５）

将式（２）代入式（４），化简以后可得：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２ ＝－
狀狀＋（ ）１
２

珚犘狀，０ ｓｉｎ（ ）φ ＋

狀狀－（ ）１ 狀＋（ ）１ 狀＋（ ）２

槡 ８
珚犘狀，２ ｓｉｎ（ ）φ ，犿＝０

（６）

对式（３）直接求导得到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

阶导数的组合法。为了获得更好的递推路径，对

跨阶次递推法中计算犿≠０，１时的递推式

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α狀犿珚犘狀－２，犿 ｓｉｎ（ ）φ ＋β狀犿珚犘狀－２，犿－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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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 ）φ －γ狀犿珚犘狀，犿－２ ｓｉｎ（ ）φ ，狀≥犿 （７）

求二阶导数，可得：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２ ＝α狀犿
ｄ２珚犘狀－２，犿 ｓｉｎ（ ）φ

ｄφ
２ ＋β狀犿·

ｄ２珚犘狀－２，犿－２ ｓｉｎ（ ）φ
ｄφ

２ －γ狀犿
ｄ２珚犘狀，犿－２ ｓｉｎ（ ）φ

ｄφ
２

，狀≥犿

（８）

式（７）、（８）中，

α狀犿 ＝
２狀＋（ ）１ 狀－（ ）犿 狀－犿－（ ）１
２狀－（ ）３ 狀＋（ ）犿 狀＋犿－（ ）槡 １

β狀犿 ＝槡犽
２狀＋（ ）１ 狀＋犿－（ ）２ 狀＋犿－（ ）３
２狀－（ ）３ 狀＋（ ）犿 狀＋犿－（ ）槡 １

γ狀犿 ＝槡犽
狀－犿＋（ ）１ 狀－犿＋（ ）２
狀＋（ ）犿 狀＋犿－（ ）槡 １

犽＝２，犿＝２

犽＝１，犿＞｛ ２

　　分析等式（５）右边的情况，将式（１）、（３）代入

式（５），此时，式（３）中的犿＝２，化简以后可得：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２ ＝

－
２狀狀＋（ ）１ ＋ 狀－（ ）１ 狀＋（ ）２

４
珚犘狀，１ ｓｉｎ（ ）φ ＋

狀－（ ）２ 狀－（ ）１ 狀＋（ ）２ 狀＋（ ）槡 ３

４

珚犘狀，３ ｓｉｎ（ ）φ ，犿＝１ （９）

　　为了叙述方便，将式（６）、（８）和（９）的算法称

为“二阶跨阶次递推法”。观察发现，利用二阶跨

阶次递推法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时，

只需要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各阶的前４次即

可，不必计算出全部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值，大

大减少了计算量。并且上述方法没有奇异性，可

以计算任意纬度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

为了反映本文推导方法的计算精度和效率，下面

再介绍两种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

常用方法。

１）直接法。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２ ＝
犿
ｃｏｓ（ ）φ

２

－狀狀＋（ ）［ ］１ ·

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ｔａｎφ
ｄ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φ≠±９０° （１０）

　　２）组合法
［３］。对式（１）～（３）直接求导，并利

用式（１）～（３）进行回代替换可得式（６）、（９）和

（１１）：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２ ＝

狀＋（ ）犿 狀－犿＋（ ）１ 狀＋犿－（ ）１ 狀－犿＋（ ）槡 ２

４
·

珚犘狀，犿－２ ｓｉｎ（ ）φ

－
狀＋（ ）犿 狀－犿＋（ ）１ ＋ 狀－（ ）犿 狀＋犿＋（ ）１

４
·

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

狀－（ ）犿 狀＋犿＋（ ）１ 狀－犿－（ ）１ 狀＋犿＋（ ）槡 ２

４
·

珚犘狀，犿＋２ ｓｉｎ（ ）φ ，犿≠０，１ （１１）

　　利用本文方法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

数时，需要用到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值。根据文献

［５，６］的建议以及实际的数值测试结果，本文采用

跨阶次递推法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珚犘狀犿（）θ 的

值。

２　数值计算及精度评定

２．１　精度检验的标准

目前并没有超高阶扰动位泛函二阶导数的标

准值，也没有超高阶次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

数的真实值。根据检验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精度

的恒等式，通过 Ｍａｔｌａｂ数值拟合，得到下面两个

检验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精度的等式：

∑
狀

犿＝０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 ］２

２

＝

狀狀＋（ ）１ ２狀＋（ ）１ ３狀狀＋（ ）１ －［ ］２
８

（１２）

∑

犖
ｍａｘ

狀＝０
∑
狀

犿＝０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 ］２

２

＝

犖 犖＋（ ）２ 犖＋（ ）１ ２ 犖＋（ ）１ ２
－［ ］２

８
（１３）

　　利用这两个恒等式就可以检验缔合Ｌｅｇｅｎｄ

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相对和绝对精度，从而反映递

推算法的数值稳定性。本文检验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

函数二阶导数的相对精度采用下式：

犖犃狀 ＝
８

狀狀＋（ ）１ ２狀＋（ ）１ ３狀狀＋（ ）１－［ ］２ ∑
狀

犿＝０

ｄ２珚犘狀，犿 ｓｉｎ（ ）φ
ｄφ

［ ］２

２

－
狀狀＋（ ）１ ２狀＋（ ）１ ３狀狀＋（ ）１－［ ］２

８

（１４）

２．２　数值计算

本文利用Ｃ＃语言，在．ＮＥＴ４．０框架下编写

了算法的计算程序（数据类型采用Ｄｏｕｂｌｅ型，其

精度为１５～１６位数，取值范围为５．０×１０
－３２４
～

１．７×１０３０８），在配有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双核处理器（主频

均为２．１０ＧＨｚ）的ＰＣ机上执行这些程序。由于

各种算法的递推系数含有大量重复计算，编写程

序时对这些代码进行了优化处理，将重复计算的

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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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提前计算，后续计算直接调用，大量的重复计

算只需计算一次即可。选取最大阶数为３６００，

纬度值φ分别取０°、４５°和９０°，程序代码优化前后

各算法的执行时间见表１。

由表１可以看出，直接法花费的时间最长，这

是由于利用直接法进行计算时，需要首先计算缔

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及其一阶导数。组合法花费的

时间比二阶跨阶次递推法花费的时间多一倍，这

是由于组合法需要全部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值，

而二阶跨阶次递推法只需要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

各阶的前４次即可，计算狀（狀≥１）阶狀次的缔合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的二阶导数值。利用组合法需要

计算 狀（ ）＋１ 狀（ ）＋２／２个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值，

而二阶跨阶次递推法只需计算４狀－２个缔合

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值。因此，二阶跨阶次递推法花费

的时间最少。程序代码的优化能提高计算效率，

重复计算量越多，效率提高越明显。

表１　３种算法的执行时间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奇异性
纬度值

／（°）

优化前计算

时间／ｓ

优化后计算

时间／ｓ

０ ３．７９７８２１２ ３．５２５９９６３

直接法 奇异 ４５ ４．２６５２３５３ ４．００９７４５１

９０ — —

０ １．９２８０４７８ １．７４２４５５４

组合法 非奇异 ４５ １．９５２７３５６ １．５９０５９３９

９０ ２．１３４９８６０ ２．００９２１８３

二阶跨阶次

递推法
非奇异

０ ０．９２１３６０１ ０．７３２６５１９

４５ ０．８８０７５７２ ０．６９６９３８８

９０ ０．８９２８７６３ ０．７７８２８４９

　　取最大阶数为３６００，纬度值取φ＝０°和φ＝

９０°两种情况，分别用３种方法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

函数二阶导数值，其相对精度见图１。

图１　φ＝０°和φ＝９０°时，３种计算方法的相对精度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φ＝０°ａｎｄφ＝９０°

　　由图１可以看出，当阶次为３６００时，本文推

导的二阶跨阶次递推法的精度和直接法、组合法

的精度相当，低纬度地区至少可以达到１０－１３左

右；在两极附近时，直接法会产生奇异性，而二阶

跨阶次递推法的相对精度至少可达到５×１０－１０左

右，与组合法的精度相当。大量的数值计算表明，

除两极附近地区外，３种递推法的精度并没有因

为纬度的增加而出现明显衰减现象，可能是由于

这３种计算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递推

算法中没有大量包含与纬度相关的计算。因

此，二阶跨阶次递推法在极点处的计算精度能

达到要求，该方法没有奇异性，完全可以满足两

极处超高阶次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计

算需求。

３　结　语

本文给出的递推算法计算任意纬度高达

３６００阶次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相对

精度可以达到１０－１３（两极处达到５×１０－１０），完全

可以满足高精度计算需求。计算精度与其他算法

相当时，本文给出的递推算法的计算速度有明显

优势，其计算效率比其他两种方法至少提高一倍

以上。

本文给出的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

计算公式不包含奇异性，而且计算精度和计算效

率高，完全可以满足ＧＯＣＥ梯度数据处理和其他

相关学科对缔合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函数二阶导数的计算

需求。

１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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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苏勇，博士生，主要从事卫星重力测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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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定位学报》改刊申请获批

近日，由《测绘文摘》改刊成立的《导航定位学报》的改刊申请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批准，计划于２０１３年２月出版创刊号。

《导航定位学报》为季刊，大１６开，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主管，主办单位为中国测绘

科学研究院、中国测绘学会和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

《导航定位学报》的办刊宗旨为：紧密围绕我国导航定位科技进步需要，报道导航定位

及相关科技领域前沿理论和先进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养优秀人才，促进我国导航

科学技术发展。将开设的栏目有专家论坛、导航研究、位置服务、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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