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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用于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和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直接离散求和的快速算法。该算法将积分核表达为计算

点纬度、流动点纬度和两点间经度差的函数，充分利用核函数的对称性，相同纬度的所有计算点只需计算一组

核函数，计算次数远少于普通离散求和。基于ＥＧＭ２００８地球重力位模型的模拟实验表明，快速算法的计算

效率远高于普通算法，有效解决了离散求和计算速度太慢的数值问题，且保留了球面积分的特性，可取代一维

ＦＦＴ用于计算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和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

关键词：Ｓｔｏｋｅｓ积分；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离散求和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２３．０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和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分别构成位理论

第三、第二边值问题的解［１］，根据Ｓｔｏｋｅｓ积分或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可由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异常或重

力扰动计算大地水准面高。两者均属于球面积

分，将球面积分离散化，直接求和逐点计算可得到

积分值，离散求和方法简便严密，易于编程实现，

但其缺陷是计算速度太慢，当重力数据量、积分球

冠区较大时，Ｓｔｏｋｅｓ积分或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的计算通

常难以在普通计算机上完成。

归功于快速傅立叶变换算法（ＦＦＴ）的发明和

应用［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平面ＦＦＴ近似算法、

球面ＦＦＴ近似算法和严密的一维ＦＦＴ算法先后

用于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的 计 算
［３６］，极 大 地 提 高 了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的计算效率，但ＦＦＴ算法较为复杂，

且受到边缘效应和周期卷积效应的影响［３，６］。本

文提出了一种可代替一维 ＦＦＴ 算法，并用于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和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的离散求和快速算法。

１　数学模型

在球近似条件下，由大地水准面上的重力异

常或重力扰动计算某点大地水准面高 犖 的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或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可统一表达为
［１］：

犖（Ω）＝
犚

４πγ（φ）
Ω犛

犵（Ω′）犓（ψ）ｄΩ′ （１）

式中，Ω表示计算点的地心纬度和经度（φ，λ）；犚

＝６３７１ｋｍ，为平均地球半径；γ为正常重力；Ω犛

表示全球积分区域；犓（ψ）为积分核函数。对于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犵（Ω′）为流动点处的重力异常；

犓（ψ）是Ｓｔｏｋｅｓ核函数：

犓（ψ）＝１＋
１

ｓｉｎ（ψ／２）
－６ｓｉｎψ

２
－

ｃｏｓψ５＋３ｌｎ（ｓｉｎ
ψ
２
＋ｓｉｎ

２ψ
２［ ］）＝

∑
∞

狀＝２

２狀＋１
狀－１

犘狀（ｃｏｓψ） （２）

对于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犵（Ω′）为流动点处的重力扰

动；犓（ψ）是 Ｈｏｔｉｎｅ核函数：

犓（ψ）＝
１

ｓｉｎ（ψ／２）
－ｌｎ１＋

１

ｓｉｎ（ψ／２（ ））－

１－
３

２
ｃｏｓψ＝∑

∞

狀＝２

２狀＋１
狀＋１

犘狀（ｃｏｓψ） （３）

　　理论上，积分式（１）应在全球范围Ω犛 进行积

分计算，但由于实际重力观测数据有限，一般将球

面积分区域划分为近区和远区，近区是一个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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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点为中心、ψ０ 为半径的球冠区域Ω０；远区是球

面上的剩余部分Ω犛－Ω０。近区贡献由重力异常

或重力扰动积分计算得到，远区贡献的量级很小，

可由地球位模型和截断系数近似计算：

犖（Ω）＝犖Ω０（Ω）＋犖Ω犛－Ω０（Ω）＝

犚
４πγ（φ）

Ω０

犵（Ω′）犓
犔（ψ）ｄΩ′＋

犌犕
２犚γ（φ）∑

犖犉

狀＝２

λ（
犪
犚
）
狀

犙犔狀（ψ０）犜狀（Ω） （４）

式中，犖犉 是所采用的位系数的最大阶数；犪为参

考椭球长半轴。为降低远区截断误差，常采用改

化积分核函数［７］：

犓犔（ψ）＝犓（ψ）－∑
犔

狀＝２

２狀＋１

λ
犘狀（ｃｏｓψ）－

∑
犔

狀＝２

２狀＋１
２
狋狀（ψ０）犘狀（ｃｏｓψ） （５）

截断系数为：

犙犔狀（ψ０）＝∫
π

ψ＝ψ０

犓犔（ψ）犘狀（ｃｏｓψ）ｓｉｎψｄψ （６）

对于Ｓｔｏｋｅｓ积分，λ＝狀－１；对于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λ

＝狀＋１。

２　离散求和快速算法

　　分析式（４）和式（５）可以发现，积分核函数

犓犔（ψ）的计算较为复杂，是影响积分离散求和计

算速度的主要原因，应尽可能减少犓犔（ψ）的计算

次数。核函数犓犔（ψ）是计算点与流动点之间的

球面距离ψ的函数，ψ是计算点和流动点的地心

纬度和经度的函数：

ψ＝ψ（φ，λ，φ′，λ′）＝

　ａｒｃｃｏｓ［ｓｉｎφｓｉｎφ′＋ｃｏｓφｃｏｓφ′ｃｏｓ（λ′－λ）］ （７）

　　如图１所示，普通离散求和算法在每个计算

点处都要与球冠区内的所有流动点依次组成坐标

对，按照式（５）和式（７）计算核函数犓犔（ψ），对于

１０°×１０°范围、格网间隔为２．５′×２．５′的重力数

据，普通算法在某一纬度处需要计算２４０×犖犮次

核函数值，犖犮为球冠区内的流动点个数，在整个

范围内，核函数则需计算５７６００×犖犮次，计算次

数过多，应设法减少核函数的计算次数。

若将球面距离ψ改写为计算点纬度、流动点

纬度和两点间经度差的函数：

ψ＝ψ（φ，φ′，Δλ′）＝

　ａｒｃｃｏｓ［ｓｉｎφｓｉｎφ′＋ｃｏｓφｃｏｓφ′ｃｏｓΔλ′］ （８）

可以看出，此时ψ只与计算点和流动点之间的经

度差有关，而与两点各自的经度无关，这意味着同

图１　普通离散求和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一纬度上的所有计算点都对应同一组核函数值，

而且这组核函数在计算点的子午线两边是对称

的，仅需计算半组核函数值。

离散求和快速算法按照式（５）和式（８）计算核

函数犓犔（ψ），充分利用核函数的对称性，相同纬

度的所有计算点计算一组核函数并存储备用，可

大幅减少核函数的计算次数，极大地提高了积分

离散求和的计算速度。具体而言，对于１０°×１０°

范围、格网间隔为２．５′×２．５′的重力数据，快速算

法在某一纬度处只需计算犖犮／２次核函数值，在

整个范围内，核函数的计算次数仅为１２０×犖犮，远

低于普通算法的计算次数。虽然快速算法需要单

独开辟一个数组存储核函数，内存占用量会增大，

但普通计算机足以满足其内存需求。

３　数值计算与分析

为评价快速算法的可靠性和计算效率，本文利

用ＥＧＭ２００８地球重力位模型
［８］设计模拟实验来进

行验证。数值实验在处理器频率为２ＧＨｚ的普通

计算机上进行，采用Ｆｏｒｔｒａｎ语言编写程序。利用

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的２～２１９０阶位系数分别计算出模

拟重力异常和重力扰动，移去由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２

～２００阶位系数计算的参考重力值得到残余重力

异常或残余重力扰动，再根据Ｓｔｏｋｅｓ和 Ｈｏｔｉｎｅ积

分计算近区贡献，远区贡献由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２～

３６０阶位系数近似计算，两者相加得到残余大地水

准面，最后恢复参考大地水准面得到大地水准面

高。数据点格网间隔取２．５′×２．５′，数据点范围为

纬线［２８°，３８°］和经线［１１０°，１２０°］围成的区域，共包

含５７６００个数据点。为避免积分边界效应，计算

点范围选为纬线［３１°，３５°］和经线［１１３°，１１７°］围成

的区域，共包含９２１６个数据点。修改阶数犔＝２０，

积分球冠区半径选取ψ０＝３°。

　　在评价新算法的计算效率之前，应先检验其

可靠性。事实上，采用快速算法与普通算法所得

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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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地水准面结果是相同的，二者的区别在于计

算效率不同。将由ＥＧＭ２００８模型位系数计算的

大地水准面高作为真实值，将采用快速算法由

Ｓｔｏｋｅｓ或Ｈｏｔｉｎｅ积分（式（４））计算的大地水准面

高与真实值作比较，可以检验积分离散求和快速

算法的可靠性与精度。表１给出了分别由Ｓｔｏｋｅｓ

和Ｈｏｔｉｎｅ积分计算的大地水准面高与真实值的

差值统计信息。可以看出，采用Ｓｔｏｋｅｓ和Ｈｏｔｉｎｅ

积分求解的大地水准面高相对于真实值的均方根

偏差（ＲＭＳ）均为１ｍｍ，说明基于快速离散求和

的Ｓｔｏｋｅｓ和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的计算精度达到了

１ｍｍ，积分公式和新算法是正确的，且具有很高

的精度。

表１　由积分计算的大地水准面高与真实值

的差值统计／ｍ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ｅｏｉｄ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ｕｅＶａｌｕｅｓ／ｍ

积分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均方根

Ｓｔｏｋｅ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Ｈｏｔｉｎ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为评价快速算法的计算效率，分别采用普通

算法和快速算法进行了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和 Ｈｏｔｉｎｅ积

分的直接离散求和计算。表２分别列出了采用解

析核与级数核时两种算法所耗费的计算时间及比

较。可以看出，对于１０°×１０°范围共计５７６００个

点的重力数据，积分球冠区半径取３°时，采用普

通算法计算基于解析核的Ｓｔｏｋｅｓ积分需要１３５．５

ｍｉｎ才能完成，而采用快速算法仅需２．８ｍｉｎ，比

普通算法快约４８倍。新算法用于基于级数核的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时，计算速度提高的幅度更大，比普

通算法快约２６５倍。用于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离散求和

时，快速算法同样表现优异，采用解析核和级数核

时，新算法的计算速度分别约是普通算法的４８倍

和２９４倍。与普通算法相比，采用快速算法能够

大幅度缩短Ｓｔｏｋｅｓ积分或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离散求和

的计算时间，突破了球面积分直接离散求和计算

效率太低的数值瓶颈。

表２　普通算法与快速算法的计算时间比较／ｍｉｎ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ａｎｄＦａ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ｉｎ

积分 核函数 普通算法 快速算法 时间比

Ｓｔｏｋｅｓ
解析核 １３５．５ ２．８ ４８

级数核 ４９７．６ １．８ ２６５

Ｈｏｔｉｎｅ
解析核 １３５．０ ２．８ ４８

级数核 ６４７．２ ２．２ ２９４

　　直接离散求和与一维ＦＦＴ算法均可得到

Ｓｔｏｋｅｓ积分或 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的严密解，Ｈａａｇｍａｎｓ

等［６］利用１４°×２３°范围、格网间隔为６′×１０′共计

１９３２０个点的重力异常数据，采用一维ＦＦＴ算

法，按照Ｓｔｏｋｅｓ积分计算大地水准面比采用普通

离散求和算法要快约１５倍，而本文提出的离散求

和快速算法比普通算法快约４８倍，说明快速算法

具有与一维ＦＦＴ算法相当甚至更高的计算效率。

考虑到快速算法保持了球面积分离散求和简单严

密的优点，且更易于容纳不同形式的改化核函数，

新算法完全能够代替一维ＦＦＴ用于Ｓｔｏｋｅｓ积分

和Ｈｏｔｉｎｅ积分的快速计算。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和 Ｈｏｔｉｎｅ

积分直接离散求和的快速算法。该算法能够大幅

度缩短离散求和的计算时间，有效解决了球面积

分直接离散求和计算效率太低的数值问题。新算

法保留了球面积分形式简单、结果严密的特性，易

于编程实现，计算效率与一维ＦＦＴ算法相当甚至

更高，且在容纳不同形式的改化积分核函数时具

有更强的灵活性，建议采用离散求和快速算法取

代一维ＦＦＴ算法用于计算Ｓｔｏｋｅｓ积分和 Ｈｏｔｉｎｅ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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