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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计算电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迅猛发展, 通过数值模拟精确地量化研究电磁波与目
标/环境相互作用的物理原理与相关规律已成为可能; 相应的数值模拟和理论预估可为复杂环境中
的目标探测与识别、地下资源的勘探开发、地海空天环境中的信息获取、电磁隐身设计和电磁对抗
研究等技术研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激励崭新的创新思路. 精确高效的数值模拟与理论预估工具
的研发与应用, 将促使相关技术研发在质量与水平上产生新的飞跃.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电磁波与
目标/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总结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 接着, 本文重点论述了
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射理论建模与数值方法研究的基础理论及主要研究进展, 包括半空间
Green 函数及其高效计算方法, 以及半空间问题的积分方程高效数值方法等. 最后, 提出了电磁波与
目标/环境相互作用的重点研究领域及展望, 包括: 具有高参数对比度的半空间与目标复合散射理论
模型和数值方法的深化研究; 半空间背景中超电大目标复合散射的高效数值分析; 半空间背景中超
电大目标复合散射的不同近似数值模型的研究; 半空间背景中超电大目标复合散射的各类射线分析
模型及其与基于高效数值解的精度比较分析; 环境粗糙地、海面电磁散射的随机时变模型与目标电
磁散射的确定性模型的融合方法 (例如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差场雷达散射截面 RCS 与粗糙面杂
波贡献作为加性噪声) 及其规律性与适应性研究; 与传感器相结合的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
射的数值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分层介质低频近场探测中的空间选择性和自适应聚焦方法; 大规模可
信电磁计算中的数理模型验证、校核与评价, 等等.
关键词 目标电磁散射特性, 目标/环境的复合散射, 半空间背景, 积分方程方法, 半空间 Green 函
数, 多层快速多极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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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电磁波与环境介质中复杂目标的相互作用研究, 即目标与环境的复合电磁散射研究, 具有极强的
科学意义和应用意义. 首先, 它突破了自由 (均匀) 背景中目标电磁散射的理论框架, 使入射电磁波、
引用格式: 聂在平, 陈涌频. 电磁波与复杂目标/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论、方法与应用.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17, 47: 1–30, doi:
10.1360/N112016-00037
Nie Z P, Chen Y P. Intera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and complicated targets/environment: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in Chinese). Sci Sin Inform, 2017, 47: 1–30, doi: 10.1360/N112016-00037

c 2016 《中国科学》杂志社
⃝

www.scichina.com

infocn.scichina.com

聂在平等: 电磁波与复杂目标/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论、方法与应用

复杂目标与非均匀环境介质间相互作用的一体化建模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科学问题. 其次, 目标的
确定性和环境的随机、时变特征相互影响, 对数理模型建模的可信性、适用性、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
最后, 目标的有限尺寸结构和环境的无限尺度特性的结合则使理论建模进一步复杂化. 针对上述挑战
开展科学研究, 必将大大促进电磁波与环境介质中复杂目标的相互作用研究的进步. 另一方面, 目标与
环境的复合电磁散射研究具有极强的应用意义. 地、海背景中目标的探测与识别, 微波下视遥感技术
中的量化解释 (如粮食年产量的宏观预评估、各类自然灾害, 如洪涝、风灾、地震等地质灾害等的全天
候宏观快速监测), 海洋资源探测及海洋环境中的特定目标遥感探测等等, 都依赖于目标与环境复合电
磁散射研究的长足进步.
目标与环境的复合电磁散射的理论建模和数值模拟研究则是上述应用研究的基础; 它不仅能够借
助于数值方法重现目标与环境电磁散射的复杂物理过程, 使科学家得以系统探究和深入了解其物理原
理和物理机制, 它还是目标与环境遥感探测的仿真工具, 使得在系统论证和设计的初期, 即可获得具有
高置信度和高可靠性的理论预估结果; 而在系统定型、生产和列装之后, 又能成为高效、可靠的分析,
解释, 判读和学习, 训练的工具.
在电磁波与地、海环境中复杂目标的相互作用研究中, 半空间中或分层介质中的目标电磁散射特
性研究是环境和目标复合电磁散射的基础研究领域. 众所周知, 除空、天飞行目标之外, 绝大多数的目
标都是处于地、空或海、空半空间环境之中. 处于复杂环境中的目标, 其电磁散射特性离不开所处环
境的影响, 包括环境对目标入射场的改变、环境与目标间的电磁互耦, 以及环境对目标散射过程的影
响, 等等. 例如, 目标的电磁隐身设计, 实际上是将目标从电磁特性上 “融入” 环境的设计. 空天目标,
由于环境的散射几乎为零, 故飞行器隐身设计的目标就是将飞行器的散射截面积 (RCS) 降至最低, 使
其逼近环境 (空间) 的散射特性. 而处于给定环境中的目标隐身设计, 则是要求将目标的电磁散射特性
尽可能与所处环境的电磁散射特性一致; 如同可见光频段目标的 “伪装” 一样.
地、海环境具有随机和时变的特性. 例如, 植被随一年四季变化, 也随当年气候特征 (如降雨量、
日照、飓风等) 而变化. 海洋洋面及其风驱海浪等 (粗糙度) 特征则与风向、风力及其变化相关. 因此,
环境 – 目标复合散射的建模和计算面临以下一些主要挑战:
• 电大和超电大尺度电磁散射问题的建模和计算.
• 不同材质、不同组分、不同结构的目标和环境的电磁散射模型, 包括多材质、结构的多尺度、电参

数的高对比度, 以及复杂的相对运动, 等等.
• 目标的确定性和环境条件的随机、时变特征及其相互影响对一体化电磁散射模型建模的挑战.
• 大规模可信电磁计算中的数理模型验证、校核与评价. 由于电磁散射复杂的物理过程、电磁散射

复杂的理论模型、复杂的数值计算程序, 对于结果正确性、精度、置信度、适用范围的验证、校核与评
价就变得非常重要. 但环境的随机、时变特性使得数理模型的验证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现状

除上述科学意义和应用意义外, 目标电磁散射特性研究在雷达系统设计及论证、隐身设计与反隐
身突防、目标分类与识别、精确制导与引战配合、远程预警和跟踪等军事应用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1] ; 事实上, 国内外的目标特性研究都是从上述军事应用开始的. 美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由 DoD
牵头, NASA、各大公司、各军兵种研究单位和各相关院校参与, 成立 “目标特性研究的电磁代码联合
体”(EMCC), 协调目标特性研究工作, 包括验模目标及其计算和测试数据的收集; 电磁散射代码的验
模、校模; 电磁散射代码的性能评价; 等等. 起初, 由于计算电磁学理论研究水平和数字计算机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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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电磁散射分析大多应用高频射线方法. 20 世纪 70 年代, 基于高频渐近展开理论的几何绕射理论
的发展大大丰富了电磁场射线方法. 其后, 高频射线方法开始成为目标电磁散射特性分析的主要工具.
高频射线方法具有物理图象清晰、简单易懂、易于普及等特点, 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 高频射
线方法基于二维标量场典则解的渐近近似结果, 根据 “局部场原理” 建立射线模型, 用来求解三维矢量
散射, 因此在很多应用条件下会导致显著误差; 特别是双多站散射、交叉极化散射、多分辨 (多尺度)
结构散射和腔体、多面角等强耦合结构散射计算中, 误差就更为显著. 遗憾的是, 在目标散射特别是半
空间目标散射的射线方法分析的诸多文献中, 分析其验模与计算精度、讨论解的置信度、精度控制和
适用条件的工作极为稀缺. 在隐身设计、反隐身研究、雷达目标识别等对目标特性数据精度要求极高
的应用中, 高频射线方法已不再适用. 近 20 多年来, 随着计算电磁学的蓬勃发展和计算机能力的迅速
提升, 基于积分方程和基于微分方程的各种数值方法获得迅猛发展, 并被广泛应用于目标电磁散射特
性的建模分析. 对比传统的高频近似方法, 数值方法直接基于 Maxwell 方程和给定问题的边界条件严
格求解, 具有普适性强、求解精度高、误差可控等优点. 具有代表性的数值方法有基于微分方程的时域
有限差分法 (FDTD) [2] 和有限元方法 (FEM) [3] , 以及基于积分方程的矩量法 (MoM) [4] . 由于基于微
分方程的数值方法要用截断边界设置一个包括目标的有限求解区域, 并在该区域进行三维离散, 待求
未知量也分布在三维求解空间中, 导致极大的待求未知量数, 对计算机资源提出了严酷的要求. 因此,
该方法在目标电磁散射这类开域问题的求解中并不占优势. 而基于积分方程的数值方法 (如矩量法),
则恰好可以弥补上述缺陷. 以表面积分方程 (SIE) 为例, 由于 Green 函数的引入, 求解未知量由场变为
电、磁流密度, 且只分布在目标的表面, 因而仅需二维的面离散, 与基于微分方程的数值方法相比, 待
求未知量数大幅下降. 然而, 由于 Green 函数全局作用的特点, 积分方程离散得到的矩阵为满阵. 对
于电大目标而言, 矩量法所需存储资源与未知量数 N 的平方成正比, 其直接求逆或迭代求解所需计算
量分别与未知量数 N 的三次方和平方成正比, 故只能分析一些电小问题, 依然无法满足大多数的工程
需求. 20 世纪 90 年代, 积分方程的快速数值算法诞生, 极大地降低了矩阵方程的计算复杂度. 最具代
表性的当属耶鲁大学 Rokhlin 等提出的快速多极子方法 (FMM) [5, 6] 和伊利诺伊大学 Chew 等提出的
多层快速多极子方法 (MLFMA) [7, 8] . 该方法的问世, 打破了矩量法只能分析电小问题的传统认知, 使
复杂电大尺寸目标电磁散射特性的精确建模与分析成为可能. 借助并行技术, 该方法目前可以求解数
以亿计未知量的超电大问题, 可在微波段对各型空、天目标的整机散射进行数值仿真 [9, 10] . 然而, 上
述研究建立在均匀空间背景的基础之上, 采用自由空间 Green 函数, 仅考虑了目标本身对电磁波的散
射. 对于高空飞行的空、天目标而言, 这种模型是必要且合理的.
近年来, 受实际工程 (如复杂环境中目标的探测、精确定位与识别, 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的定量解
译) 需求的牵引, 目标与环境复合散射的理论建模与数值预估变得日益重要和迫切. 除空、天飞行器
外, 待探测的大量面目标、装备和设施都位于陆地或海上, 其电磁散射不仅取决于目标本身, 所处的环
境也会极大地影响其散射特性; 同时, 环境自身的电磁散射也难以与目标散射贡献分开. 因此, 目标与
环境的复合散射要求建立一体化分析模型. 由于地球的曲率半径远大于雷达发射的电磁波波长或目标
本身的尺度, 地面或海面背景除去其随机时变粗糙度后可用地 – 空或海 – 空半空间这样的确定性模型
来模拟. 此时, 待求解的目标位于该半空间的交界面上方 (如地面上的各型车辆、装备、系统等), 或跨
界面 (如半地上半地下建筑、海上的各型舰船), 或位于界面下方 (如埋地目标、地下建筑、潜艇等水下
目标). 此外, 针对特定的场景, 背景介质还可视其需要进一步扩展为平面分层非均匀介质, 例如, 可以
将丛林模拟成叶簇、枝干和树干等电参数不同的分层介质; 又如, 可将地 – 空背景模拟为大地 – 空气
– 云层等分层介质. 采用常规的面积分方程方法, 不仅需要离散目标本身, 还需要对半空间背景进行截
断, 在截断边界及分界面上同样需要进行网格离散. 与自由空间问题相比, 所需求解的未知量大幅增
3

聂在平等: 电磁波与复杂目标/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论、方法与应用

加. 然而, 若能将平面分层背景介质的影响计入 Green 函数中, 即采用半空间背景下或平面分层背景
介质下的 Green 函数, 则该问题的电磁散射建模可以简化成类似于自由空间背景中的散射问题一样,
即在数值离散时, 仅需要考虑目标自身的散射模型. 分层背景介质中最常见也是最基础的背景介质模
型即地 – 空或海 – 空半空间模型.
更为重要的是, 半空间目标复合散射模型能较为方便地处理目标散射的确定性模型和环境散射的
随机时变模型相结合时的困难. 由于最大限度地提取出环境与目标复合散射中的确定性因素建立起半
空间目标复合散射的确定性理论模型, 加之精度可控的数值分析, 其计算结果可方便地用作地 – 空和
海 – 空环境中目标复合散射的共性基础数据, 也可作为各类近似模型研究的比较基础. 例如, 基于半
空间散射模型及其数值方法, 可以获得目标在给定半空间环境中的差场 RCS; 而不同的地面粗糙度或
不同的海况导致的地、海杂波, 即可视作该差场 RCS 的加性噪声. 这样一来, 地 – 空和海 – 空环境中
目标复合散射就具备了最大限度的确定性模型及其精确的差场 RCS 计算结果, 而余下的随机、时变
的粗糙界面影响则可方便地作为加性噪声叠加到差场 RCS 上; 从而避免了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时变模
型相结合时确定性模型的贡献被随机、时变因素所 “模糊”, 以及模型数量陡然剧增、难以穷举等建模
与分析上的困难.
一个最为简化和理想的半空间模型, 为理想导体半空间. 此时, 采用镜像原理可以推导出解析的
Green 函数形式 [11] . 由于在特定的频段, 海水有类似于理想导体的性质, 因此, “理想导体近似” 在海
面目标散射的分析中较为常见. 然而, 采用理想导体模拟海 – 天半空间具有诸多局限性, 导致其分析
精度无法得到保证. 例如, 海水对高频电磁波有极强的反射性, 但随着频率的降低, 海水变得可以被电
磁波穿透, 理想导体的近似不再适用. 又如, 由于 Brewster 角的存在, 对于垂直极化模式, 该近似通常
会带来较大的误差 [12] . 此外, 对于地 – 空半空间, 理想导体模拟的误差显著增大, 无法较好模拟真实
地面的电特性. 为了使分析方法具有普适性, 海 – 空和地 – 空半空间必须引入严格的空气 – 介质半空
间模型, 即基于特定频率下海水或土壤的真实电导率和介电常数建立半空间模型. 该模型可以较为精
确地描述常见的半空间背景, 并获得置信度较高的数值解.
半空间电磁辐射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 1909 年, 德国物理学家 Sommerfeld 首先
系统研究了一个位于有耗媒质上方的竖直赫兹偶极子的辐射, 用于解释电波的远距离传输 [13] . 此后,
该问题得到了学术界和工程界的广泛关注与后续研究. 由于受到当时计算条件的限制, 早期的研究以
渐进近似方法为主. 由于基于大参数近似, 适用范围有较多的限制 [14∼16] .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半
空间作为特殊的边值问题可以由数值方法来求解. 如上所述, 由于基于微分方程的方法更适合闭域问
题, 对于电磁散射的数值模拟更多的是采用积分方程方法. 较早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的问题采用不
同的公式及求解方法, 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研究范围也主要限于简单的辐射和散射问题. 例如,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King 等 [17] 就分析了有耗半空间中线天线的辐射特性, 而 Xu 等 [18] 则对半空间二维柱
体的散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对于半空间中任意三维矢量电磁辐射和散射问题的建模与分析, 其关键
在于系统研究并推导出相应的并矢 Green 函数. 事实上, 自 Sommerfeld 的开创性工作以来, 该项研
究一直在持续, 诸多知名电磁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半空间上方的竖直偶极子源被推广到任
意极化、任意位置; 而半空间背景也被推广到任意多层媒质, 从而发展和建立了多种 Green 函数表达
形式 [19∼26] . 值得一提的是, 90 年代初, Michalski 等 [27] 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利用传输线模型,
设计合理的修正项, 成功推导出了适用于任意分层介质中导体目标的混合位积分方程及相应的 Green
函数形式. 由于该方法和自由空间混合位方法兼容, 故被广泛采用. 例如, Carin 等 [28] 将该方法用于
三维埋地目标的电磁建模, 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在快速算法方面, Geng 等 [29] 基于渐进展开方法引入
空间实镜像, 将多层快速多极子方法引入到地面上方或下方目标的电磁散射分析, Hu 和 Chew [30] 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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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更为严格的快速非均匀平面波算法 (FIPWA), 分析地面上方目标的雷达散射截面 (RCS). 此外,
Cui 等 [31] 和 Liu 等 [32] 用快速 Fourier 变换 (FFT) 方法对埋地目标电磁散射进行了快速分析.
在国内, 半空间及多层媒质背景下目标电磁辐射和散射建模也取得了极大的研究进展. 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 南京理工大学的方大纲等成功发展了离散复镜像方法 (DCIM), 该方法尤其适用于平面电
路和微带结构, 此后被国内外同行广泛采用 [33] . 东南大学的洪伟课题组对分层 Green 函数基于各类
奇异点贡献的全模式提取方法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34] . 在三维矢量电磁散射数值模拟方面, 电子科技
大学聂在平课题组率先用积分方程完成了半空间目标与环境的一体化建模 [35] , 并研究了跨界面目标
电磁散射的高效数值模拟 [36, 37] . 此外, 武汉大学朱国强课题组研究了用 BCGS-FFT 方法分析分层介
质中介质目标的散射 [38] ; 南京理工大学陈如山课题组研究了半空间问题的高效直接求解方法 [39] ; 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梁昌宏课题组用半空间 MLFMA 方法分析了舰船上的天线辐射特性 [40] ; 北京理工大
学盛新庆课题组也用 GA 加速了半空间 MLFMA 的近场耦合计算 [41] . 另外, 复旦金亚秋、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郭立新, 以及东南大学崔铁军等的课题组也在含粗糙面的非均匀背景电磁散射模拟方面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 [42∼44] .
尽管半空间电磁散射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进展, 但毋庸讳言, 目前的研究工作仍然存
在很多不足; 特别是和应用需求相比, 工程应用能力还远不能满足要求. 归纳起来, 有以下一些突出的
问题.
• 半空间背景下整机目标, 特别是电大或超电大目标的复合散射数值求解的理论建模和数值求解仍

有较大困难. 一些课题组在随机粗糙面电磁散射的研究基础上引入确定性目标开展分析研究, 但目标
大多位于界面上方, 其电尺寸和结构的复杂度也远未达到应用要求; 特别是跨界面目标与环境的复合
散射鲜有涉及.
• 诸如海空背景这样的高对比度半空间中的跨界面电大目标的复合散射分析, 由于其迭代收敛上的

困难, 则更少有涉及.
• 基于高频射线方法的各类海洋目标电磁散射分析大多基于预先设定的具体模型, 一般地讲, 包括

确定性目标露出水面的部分及粗糙海面. 射线分析中, 大多只考虑直射及其目标散射、反射及其目标
散射, 即所谓的四路径方法; 模型计及了遮挡和暗区, 但不考虑目标水下部分的散射及与水上部分的
耦合. 显然, 模型本身包含了诸多假设和近似, 还有射线模型本身引入的计算误差. 最为引人关注的是,
射线方法的求解鲜有与精确解的对比及相应的误差分析.
• 基于数值方法和基于射线方法的分析模型和计算结果之间缺乏模型的差异分析和结果的对比
验证.
• 目标的确定性模型和粗糙地、海面的随机甚至时变模型之间缺乏科学合理的结合; 要么两者均固

化为确定性模型, 导致模型本身的代表性大大降低, 同时也使得随机时变海面的各类模型难于穷举; 要
么以随机粗糙面散射模型为主, 粗糙面上方引入的确定性目标散射贡献极低, 可有可无, 无伤大局, 导
致目标本身的作用和存在意义大为降低.
• 地 – 空和海 – 空半空间背景中的实际目标复合散射的模型校验和数据验证方法研究基础极为

薄弱.
此外, 实际工程问题中还存在难以回避的各类挑战, 如目标宏观超电大和多尺度精细结构并存、
背景半空间电参数的高对比度、多分辨、多组分、超宽带等特性导致的建模和计算中的困难等等, 使
得地 – 空和海 – 空环境与目标复合散射的理论和数值建模能力较之实际工程需求还有极大差距, 仍
有很多科学问题尚待厘清, 多项关键技术有待突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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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讲, 在半空间电磁散射问题的理论研究层面上, 还有如下一些主要科学问题尚待重点研究.
• 易于高效数值求解的半空间 Green 函数形式. 与自由空间或理想导体半空间相比, 地 – 空和海 –

空半空间或多分层介质对应的 Green 函数的表达式变得非常复杂; 直接的数值求解导致海量计算, 还
需面对界面附近的收敛性等问题; 基于奇异点贡献的解析表达又过于繁杂, 且难以方便地用于数值求
解. 另一方面, 基于不同辅助函数 (场型, 位型等) 的表达式不仅表述形式多变, 对上述关键问题的解
决也无明显的改善. 后续研究工作应针对半空间电磁散射中高对比度、跨界面和超电大等挑战, 导出
物理含义清晰、表述简洁、便于高效数值算法应用的 Green 函数新形式.
• 考虑场的多模式 (多波型) 特点的数值模型. 与自由空间的单一球面波不同, 半空间中, 除球面波

之外, 视场、源点位置的不同, 还可能存在不同的场的模式 (不同的波型). 在远离界面的场点处, 电磁
波主要按空间球面波传播; 当场点在界面附近, 同时又处于源的近区, 则近场 (准静态) 分量主导, 其传
播分量的传输特性亦类似于球面波; 当场点在界面附近, 同时又处于源的远区, 作为主导的模式, 则可
观察到比空间波衰减更慢的表面波 (柱面波), 而在界面的另一侧则存在衰减更快的锥面波. 对处于分
界面附近或跨界的电大目标, 不同部分间的耦合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理论建模必须充分考虑各个区
域中主导的场模 (波型) 的特点及其传播 – 衰减特性, 才能给出合理的数值模型.
• 贴界面目标: 地 – 空半空间中陆上目标一般压在地面上 (直接接触半空间界面), 在界面处, Green

函数不仅直射项存在奇异性, 反射项同样存在奇异性. 此外, 界面附近存在较强的表面波, 横向衰减较
缓慢, 而纵向的幅度衰落极快, 这种空间场分布异常的不均匀性, 极易导致数值模拟的错误.
• 跨界面目标: 诸如各型舰船这样的海 – 空背景中的目标, 都存在跨界面的特性; 它们的一部分位

于上半空间 (空气) 里, 另一部分则在下半空间 (海水) 中. 其电磁激励及其相应的散射不仅存在反射
分量, 还存在透射分量; 目标各部分之间的电磁耦合也更趋复杂. 与反射分量相比, 透射分量的求解更
为复杂.
• 背景介质电参数间的高对比度: 对于地 – 空, 特别是海 – 空半空间, 背景介质电参数间本来就存

在高对比度, 即下半空间媒质的电参数远高于上半空间的空气, 对于海空半空间尤为如此. 高对比度
意味着上下两侧的电磁波波长和传播衰减的差异都极大, 使得对目标的几何和电磁建模更加困难, 特
别是将导致离散后算子矩阵的病态特性, 使数值解收敛缓慢且精度变差.
• 电大多尺度目标: 大多数地 – 空和海 – 空目标都存在宏观上的电大尺寸和微观上的精细结构并

存的特点, 使得建模和剖分产生分辨率差异极大的网格, 令积分算子谱特性变得极差; 进一步导致数
值模拟的困难.
另一方面, 在半空间电磁散射问题的数值分析层面上, 也还有如下一些主要的关键技术尚待突破.
• Sommerfeld 积分的数值计算. 由于电磁散射问题的矢量特征, 半空间 Green 函数表现为并矢表达
式, 以描述场、源不同分量在空间域上的互耦. 由于各分量在空间域上没有闭合的解析解, 只能用一个
或若干个广义无穷积分, 即 Sommerfeld 积分表述. 该积分存在高震荡、慢收敛的特点, 直接的数值积
分难以实现高效、精确的计算.
• 奇异点的影响. Sommerfeld 积分存在鞍点、支点、极点等奇异点, 这些奇异点的贡献一般对应特

定的场模 (波型). 被积函数在这些奇异点附近变化极快; 若不加以适当的处理, 会严重影响数值计算
的精度.
• 积分方程快速算法. 半空间 Green 函数不具备三维空间中的平移不变性, 也无法直接利用加法

定理展开; 因此, 半空间中目标散射的积分方程无法直接利用通常的快速数值算法如快速多极子方法
(MLMFA), 而基于渐进近似修正后的半空间 MLMFA 方法在使用上又存在诸多限制条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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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面分层介质示意图. Green 函数描述 m 层 r ′ 处点源在 n 层 r 处的响应. 当界面数为 1, 即为普通半空间
Figure 1 Layered medium. The Green’s function describes the response at r in layer n due to a point source at r ′ in
layer m. When the number of interfaces reduces to 1, it becomes an ordinary half space.

• 高对比度背景的模拟. 首先, 背景的高对比度, 导致散射体、尤其是跨界面的电大复杂目标在几何
建模和网格剖分上的困难. 一方面, 基于计算精度的要求, 目标网格剖分尺度一般应为介质波长的八
分之一左右. 由于上下半空间介电参数的高对比性, 导致相应的网格分辨率迥异; 加之跨界面时网格
分辨率的突变性, 生成的网格质量低下, 严重影响数值离散后的阻抗矩阵性态; 另一方面, 高对比度背
景导致离散生成的未知量数目巨大, 进一步影响矩阵性态及收敛性能. 其次, 背景介质及其 Green 函
数也面临两难的选择. 半空间 Green 函数导致高效数值方法应用的困难; 同时, 其数值计算, 特别是界
面附近区域的数值计算, 将会遭遇数值解收敛缓慢和精度下降等问题.
• 稠密离散崩溃. 第一类积分方程具有随着离散尺度加密而矩阵性态急剧恶化的特性. 假设离散单

元平均尺寸为 h, 则离散后阻抗矩阵条件数正比于 1/h2 , 即剖分越密, 矩阵条件数越大, 性态越差. 针
对多尺度目标的局部稠密剖分, 会导致积分算子的稠密离散崩溃问题, 使矩阵性态迅速恶化. 半空间
问题的处理需要考虑其特殊的积分核, 使得自由空间背景中相应的解决方案难以直接采用.
• 宽带模拟的低频崩溃. 在低频极限 (ω → 0) 条件下, 由于积分方程 L 算子中标量位的贡献 (即电
流散度的贡献) 占优, 如果还像高频情形那样仅依靠目标表面等效电流 (无散分量) 的展开来描述二次
源分布, 电场积分方程就会出现零空间解, 此即积分方程解的低频崩溃. 这时, 在二次源展开中, 还须
引入电流的无旋分量 (或电荷密度). 另一方面, 由于目标结构尺寸的限制, 目标剖分尺度远小于波长,
导致奇异性和近奇异性增强, 阻抗矩阵条件数增大, 收敛性变差. 在进行超宽带数值模拟时, 积分算子
在低频段存在如上所述的低频崩溃问题, 使数值模拟的精度大为下降; 应寻求结合半空间特点的新解
决方案.
• 超电大尺寸问题. 大型海上舰船或航母平台, 几何尺寸远大于飞行体整机; 目标的一体化几何剖

分难度极高, 算子矩阵的性态亦不理想; 加之高对比度半空间背景介质的影响, 全波数值模拟则更为
困难.
厘清上述科学问题, 突破上述技术挑战, 构成了该领域研究课题的核心目标.

2
2.1

相关理论及其发展
半空间及分层介质 Green 函数

一个广义的半空间, 即多层平面分层介质, 如图 1 所示. 由于电磁散射问题的矢量特征, 半空间或
分层介质 Green 函数通常需要用并矢形式描述. 根据不同的物理量, 可定义不同类型的 Green 函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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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场型、位型, 等等. 以一个场型 Green 函数为例, 其描述一个位于 r′ 的任意极化点源在该背景下任
意观测点 r 产生的电场 E 或磁场 H. 根据场的叠加性, 任意分布的电磁流源 J 和 M , 产生的场可以
由如下积分算子描述 [45] :
E(r) = LE (r, r ′ ) · J (r ′ ) + KE (r, r ′ ) · M (r ′ ),

(1)

H(r) = LH (r, r ′ ) · M (r ′ ) + KH (r, r ′ ) · J (r ′ ),

(2)

其中积分算子定义如下:
LE (r, r ′ )· = iω
KH (r, r ′ )· = µ−1 (r)
LH (r, r ′ )· = iω
′

−1

KE (r, r )· = −ϵ

∫
∫
∫
∫

(r)

dr ′ Ḡe (r, r ′ )µ(r ′ )·,

(3)

dr ′ ∇ × Ḡe (r, r ′ )µ(r ′ )·,

(4)

dr ′ Ḡm (r, r ′ )ϵ(r ′ )·,

(5)

dr ′ ∇ × Ḡm (r, r ′ )ϵ(r ′ )·,

(6)

其中 ω 为角频率, ϵ 和 µ 分别对应所在位置的介电常数和磁导率. 算子的积分核即为所需的 Green 函
数. 半空间 Green 函数可以由多种方法推导, 常用推导方法有: 赫兹位方法, 即 Sommerfeld 所采用的
方法 [46, 47] 、纵向场分量提取方法 [48, 49] 、传输线方法 [27, 35, 50] 、矢量波函数方法 [26, 45, 51] 等等. 不同方
法尽管细节上有所差异, 其总体原则还是遵循 Sommerfeld 当年所确立的方法, 即利用 Fourier-Bessel
变换, 将空域问题转换到谱域, 进行边界条件的匹配, 最后通过逆变换得到空域解. 由于矢量波函数方
法直接基于平面波展开, 对分界面反透射的物理图景描述清晰, 无需引入传输线模型和相应的电压电
流量, 推导和使用非常便捷, 我们这里主要以该方法为例, 加以说明. 根据式 (1)∼(6), 要完整描述场源
关系, 需要两个 Green 函数和两个对应的旋度函数. 由于电型 Green 函数 Ḡe 和磁型 Green 函数 Ḡm
满足对偶关系, 我们仅以 Ḡe 为例加以说明. 与自由空间不同, 求解半空间 Green 函数首先需要确定
场源点所在的层. 当场源点同层时, Green 函数可以分解成一次项 (直射项) 和二次项 (界面反透射项,
多层媒质时包含多次反透射) 之和; 而场源点位于异层时, 则只含有二次项. 由于直射项的贡献即为均
匀无界空间对应的 Green 函数, 具有解析解, 一般直接提出, 在空域直接进行求解:
(
)
∇∇
′
¯
Ḡe (r, r ) = I + 2
g(r, r ′ ),
(7)
km
¯
∇ × Ḡe (r, r ′ ) = ∇ × Ig(r,
r ′ ),

(8)

2
其中, I¯ 为单位算子, km
= ω 2 ϵm µm , 下标 m 表示场源点所在层的层号 (此时要求场源同层), g(r, r ′ ) =
ikm |r−r ′ |
e
4π|r−r ′ | 为均匀无界空间的标量 Green 函数. 一次项的处理和自由空间情形无异, 唯一区别在于媒质
的参数应采用场源点所在层的材料参数. 下面我们主要围绕二次项展开讨论, 其表达式由 TE 模式和
TM 模式两部分构成:
1
′
TM
′
Ḡe (r, r ′ ) = ḠTE
(9)
e (r, r ) + 2 Ḡe (r, r ),
knm
2
其中, knm
= ω 2 ϵn µm , m 对应源层, n 对应场层, 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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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
ḠTE
(r, r ′ ),
e (r, r ) = (∇ × ẑ)(∇ × ẑ)g

(10)

′
′
′
TM
ḠTM
(r, r ′ ),
e (r, r ) = (∇ × ∇ × ẑ) (∇ × ∇ × ẑ) 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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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式 (10) 和 (11) 中的标量 Green 函数 g TE/TM 可以统一表述成一个二维无穷积分, 在柱坐标系下,
利用 Bessel 函数的积分表达, 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一个沿径向或横向波数 kρ 的一维积分, 即 Sommerfeld
积分:
∫ +∞
i
dkρ
g TE/TM (r, r ′ ) =
J0 (kρ ρ)F TE/TM (kρ , z, z ′ ),
(12)
4π 0
kmz kρ
2
2
其中, 积分变量 kρ 为横向波数, 与纵向波数 kmz 需要满足色散关系 km
= kρ2 + kmz
(m 为源点所在层
的层号), J0 (kρ ρ) 为 0 阶 Bessel 函数. 若定义一个 n 阶的 Sommerfeld 积分如下:
∫ +∞
1
˜
dkρ f˜(kρ )Jn (kρ ρ)kρn+1 ,
Sn {f (kρ )} =
(13)
2π 0

则上述标量 Green 函数可以简述为
g

TE/TM

i
(r, r ) = S0
2
′

{

F TE/TM (kρ , z, z ′ )
kmz kρ2

}
.

(14)

积分核 F TE/TM 为 TE 模式和 TM 模式对应的传播因子, 描述某个波谱平面波在分层介质中的反透
射特性, 由广义反射系数和相应相位因子构成. 以场源同层 m = n 为例, 其表达式为 [52]
′

′

′

F (z, z ′ ) =eikmz |z−z | + M̃m R̃m,m−1 eikmz (−2dm +z +z) + M̃m R̃m,m+1 eikmz (2dm+1 −z −z)
′

+ M̃m R̃m,m+1 R̃m,m−1 eikmz (2dm+1 −2dm +z −z)
′

+ M̃m R̃m,m−1 R̃m,m+1 eikmz (2dm+1 −2dm −z +z) ,

(15)

其中 R̃ 为广义反射系数, 由 Fresnel 反射系数通过层层递推而得. 其进一步的数学表达式及场源不同
层时的详细讨论, 可参见文献 [26, 52].
式 (13) 定义的 Sommerfeld 积分通常是一个高震荡、慢收敛的积分, 一般意义下不存在严格的解
析解, 只能通过数值计算得到计算机精度内的数值解. 由于式 (10) 和 (11) 中大量空间导数 (旋度) 算
子的存在, 使得场型 Green 函数有较高的奇异性. 反映在谱域, 则对应更多的高频分量, 使数值积分更
难以收敛. 在实际矩量法求解过程中, 一般采用位型表达式, 以降低 Green 函数的奇异性, 例如在自
由空间常用的混合位积分方程形式. 然而, 由于半空间不存在物理意义清晰的辅助位定义, 构造混合
位方程较为繁琐, 需要人为设计修正项加以构造, 如前述 Michalski 等的工作 [27] . Chew 等提出充分利
用分部积分和矢量恒定式, 推导矩量法适用的矩阵表达形式, 尽可能将某些作用在 Green 函数上面的
空间偏导数转移到对应的基函数和权函数上面. 该方法不需要额外引入修正项以构建形式上的混合
位积分方程, 而是充分利用数学技巧, 直接基于矩量法离散特点和基权函数性质降低积分核的奇异性,
使其矩阵元素易于求解 [51] .
2.2

半空间 Green 函数的高效计算方法研究

半空间 Green 函数一般由形如式 (13) 的 Sommerfeld 积分构成, 其数值计算非常费时, 往往成为
实际应用中的瓶颈. Sommerfeld 积分数值计算的困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广义积分中被积函数的高
振荡、慢衰减特性以及在积分路径上或积分路径附近的奇异性. 前者主要来自被积函数中的 Bessel 函
数和平面波传播因子中的指数函数, 后者则来自于被积函数自身包含的奇异点, 如分层介质导波模式
对应的极点, 和多值分支相联系的支点等 [26] . 在积分方程的矩量法求解过程中, 即使仅针对较小规模
的散射问题, 若采用直接数值积分计算 Green 函数, 其矩阵填充也需要耗费大量的 CPU 时间, 效率极
其低下. 因此, 如何提高半空间 Green 函数, 即 Sommerfeld 积分的计算效率, 是积分方程方法求解半
空间辐射或散射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 下面简要介绍几种常用的方法及各自优缺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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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直接积分路径的几种常用的变形积分路径
Figure 2

2.2.1

Several deformed integration paths based on the direct integration path

直接数值积分方法

尽管直接数值积分方法效率极低, 几乎无法直接用于电磁散射问题的求解. 但该方法最为稳健,
其结果通常也作为衡量其他方法计算精度的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 若结合空间插值技术等手段, 该方
法可以达到效率和稳定性的最优. 我们首先讨论直接积分方法. 根据 Sommerfeld 积分的定义, 如式
(13) 所示, 该积分在实轴上进行. 然而由于奇异点的存在, 要对其进行确定性积分必须定义可积的积
分路径, 可以写为 [53]
∫ +∞
∑
n+1 (1)
˜
Rj kρj
(16)
Sn {f (kρ )} = P.V.
dkρ f˜(kρ )Jn (kρ ρ)kρn+1 + πi
Hn (kρj ρ),
0

j

其中第 1 项表示沿实轴的主值积分, 第 2 项表示极点对应的留数贡献. 尽管可以直接计算式 (16), 但
主值积分及极点的定位都不易简单求得. 考虑到数值方法应具有的普适性, 实际积分时一般采用变形
路径, 以有效避开这些奇异点. 最为常用的 Sommerfeld 积分路径可参考文献 [26]. 几种常用的直接积
分路径如图 2 所示 [35] . 其中波浪线为 Sommerfeld 分支割线 (Sommerfeld branch cut), 其端点即为支
点, 由被积函数的双值性 (开根号运算) 引入, 另外的点示意可能存在的极点. 对于无耗媒质, 这些奇
异点都落在实轴上. 这些路径设计的根本原则是, 设法避开奇异点, 以保证数值结果的稳定. 图 2 中,
前二者一直偏离实轴至无穷远; 而后二者在避开奇异点后重新回到实轴, 该路径设计可以更为方便的
采用外推算法加速尾部积分 [54] .
直接积分方法通过在 Sommerfeld 积分路径上不断自适应扩展积分区间, 得到收敛解. 然而如前
所述, 该路径上的积分一般存在高震荡和慢收敛的特性, 并且积分路径附近还存在奇异性. 这些特性
严重影响了数值求解的精度与效率. 为改善这一状况, 常用的方法是对积分核中影响收敛的某些部分
先进行解析提取, 使提取后的积分变得容易收敛. 首先是空间直射波, 由于可以解析表达, 应采用闭合
解计算, 上节所示的公式中, 已经将直射项分离, 故而 Sommerfeld 积分中已不存在该项. 其次, 对于某
些特定的 Green 函数分量, 积分核在 kρ 趋于无穷时, 往往不能衰减到零, 而是趋于一个常数, 此时积
分的收敛及其缓慢, 积分路径必须自适应扩展到很长的区间, 这在场源点非常靠近分界面时尤为明显.
这个 kρ 趋于无穷远的积分贡献, 通常称之为准静态项 (有的文献也称之为准动态项), 在近区起主要作
用. 如果能把这些慢收敛部分解析提取出去, 显然能改善剩余部分数值积分的收敛性. 其基本思想是,
首先分析在 kρ 趋于无穷远时积分核的渐进特性, 然后找到对应的积分恒等式对准静态项进行解析提
取 [55] . 即, 对于一个形如式 (13) 所示的 Sommerfeld 积分, 若满足


f˜(kρ ) = g(kρ )h(kρ ),




 h = lim h(k ) ̸= 0,
∞
ρ
kρ →+∞
(17)

∫

+∞



I =
dkρ g(kρ )Jn (kρ ρ)kρn+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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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表示由积分恒等式得到的闭合解. 则准静态项可以提取如下:
∫ +∞
]
[
˜
Sn {f (kρ )} =
dkρ f˜(kρ ) − g(kρ )h∞ Jn (kρ ρ)kρn+1 + Ih∞ .

(18)

0

提取后剩余部分的积分核较快衰减, 使数值积分效率和求解稳定性大为提高. 对于 0 阶 Sommerfeld
积分, 一个常用的恒等式为 Sommerfeld 恒等式 [26] :
∫ +∞
√
kρ
eikm r
dkρ
=i
J0 (kρ ρ)eikmz z , r = ρ2 + z 2 .
(19)
r
kmz
0
更多可用的积分恒等式可参见文献 [55].
此外, 对于 Sommerfeld 积分的尾部积分, 还可以采用级数外推方法 [54] . 当场源横向距离较大时
(ρ ≫ 0), Bessel 函数剧烈震荡, 尾部积分尤其困难. Sommerfeld 积分可以写成两段积分之和:
∫ a
∫ +∞
n+1
˜
˜
Sn {f (kρ )} =
dkρ f (kρ )Jn (kρ ρ)kρ +
dkρ f˜(kρ )Jn (kρ ρ)kρn+1 ,
(20)
0

a

其中, 第 1 段积分对应绕开奇异点的路径, 例如图 2 所示椭圆路径; 而第 2 段积分即为尾部积分, 整个
Sommerfeld 积分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里. 因此对于该段积分加速尤为重要. 该尾部积分可以写成
级数部分和求极限的形式 (令 g(kρ ) = f˜(kρ )J0 (kρ ρ)kρn+1 ),
∫
I=

+∞

g(ξ)dξ =
a

∞ ∫
∑
i=0

ξi+1

g(ξ)dξ =

∞
∑

ξi

ui = lim

i=0

n→∞

n
∑
i=0

ui = lim In ,
n→∞

(21)

其中 a = ξ0 < ξ1 < · · · < ξ∞ 称为间断点, 需要通过分析被积函数的渐进特性确定. 这样, 半无穷尾部
积分的计算便转化为求级数部分和的极限问题. 定义积分残数 rn = I − In , 显然慢收敛积分对应的残
数衰减也极为缓慢. 若能通过一个变换 T 找到一个新的级数 {In′ } = T {In }, 使得
rn′
−c
= O(ξn+1
) ,
rn

c > 0,

(22)

则通过该变换可以加速原级数的收敛. 这种由已知级数获得新级数的变换可以看作是一种外推过程,
可以借助于各种变换算法, 如加权平均算法实现 [56] .
直接积分方法由于积分路径相对简单, 几乎无需人为的干预, 对于各种情况都有较好的适应性, 因
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一般也被作为评估其他快速计算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 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在直
接积分路径上, Sommerfeld 积分的被积函数并不具有最佳的幅相特性. 尽管上面提到的加速算法在一
定程度上加速了积分的收敛, 但其求解效率总体而言依然较为低下. 在实际半空间电磁散射问题的矩
量法求解中, 该方法依然难以被直接独立使用.
2.2.2

路径变换及渐进展开方法

如果在整个复平面上考虑 Sommerfeld 积分问题, 根据复变函数理论, 显然可以通过适当的路径
变换, 将原始的 Sommerfeld 积分路径变换到幅相特性更佳的积分路径上面, 便于积分的快速收敛.
理论上, 最佳的积分路径显然是该复平面上的最陡下降路径 (SDP). 在路径变换前, 一般需要将前述
Sommerfeld 积分扩展到整个实轴, 这可以通过利用 Bessel 函数和 Hankel 函数的性质实现, 即
∫ +∞
1
˜
Sn {f (kρ )} =
dkρ f˜(kρ )Hn(1) (kρ ρ)kρn+1 ,
(23)
4π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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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n(1) (kρ ρ) 为第一类 n 阶 Hankel 函数. 此时, 除了由函数多值性引入的支点奇异性外, Hankel 函
数还在原点引入了一个对数支点奇异性, 积分路径除向负实轴扩展外, 还需要根据复分析调整原点附
近的积分路径, 以避开奇异点 [26] .
最陡下降路径搜寻的基本思想是, 首先根据大参数近似, 求得积分核的鞍点 (saddle point), 然后
通过适当的参数变换, 得到一条新路径, 在该路径上被积函数的相位为常数, 而幅度却在离开鞍点后
呈指数衰减. 该路径变换过程中可能会包围奇异点, 根据 Cauchy 定理, 奇异点的贡献必须予以计及,
这是该方法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 确定这些奇异点, 尤其是极点的位置, 是路径变换或渐近展开方法实
施的重要一环.
半空间或分层介质问题中的奇异点包括极点和支点两种基本类型. 极点可根据函数 Laurent 级
数展开式中的负幂项来判定. 从物理意义上说, 极点对应于导波 (guided waves) 模式或漏波 (leaky
waves) 模式, 这取决于极点的具体位置. 这些模式对应多层介质板波导的谐振模式, 可以沿界面按柱
√
面波形式传播, 即按 1/ ρ 的规律空间衰减 (介质无耗时), 在界面远区的空间电磁场分布中起主要作
用, 通常称为表面波 (surface waves) 或陷波 (trapped waves). 相应的极点也称为表面波极点. 一般情
况下, 三层或以上的普通分层介质中才需要考虑表面波极点 [23, 26] . 对于普通介质对应的二层介质, 即
半空间问题, 其极点一般称为 Sommerfeld 极点 (Sommerfeld pole) 或 Zenneck 表面波极点 (Zenneck
surface wave pole). 由于这些极点没有出现在恰当的 Riemman 面 (Riemman sheet) 上, 路径变换时
可以不予考虑, 仅在有等离子体材料出现时才会被激励 (注: 关于 Zenneck 表面波的更多讨论参见文
献 [13, 14, 57∼59]). 除一些特例, 如简单的微带结构, 任意分层介质的极点及其对应的留数通常无法解
析获得, 需要采用特定的极点搜索算法 [60∼64] . 数值围线积分方法是最为常用和简单的方法之一 [60] ,
该方法通过给定区域的围线积分结果是否高于阀值判断该区域是否可能存在极点, 在这些区域不断细
分缩小面积, 最终得到极点位置及其留数.
支点奇异性来自于被积函数的多值性 (此处为双值性), 产生于求解纵向波数的开根号运算 kmz =
− kρ2 .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每层介质都对应各自的纵向波数, 支点贡献仅存在于上下两个半无限
空间, 即对于一个多层介质, kρ 平面上至多有两个支点, k1 和 kN . 这是由于当 1 < m < N 时, 被积
函数是关于 kmz 的偶函数. 因此, kmz 的双值性不影响积分值. 物理意义上, 对于中间层, 电磁波始终
可以描述成一个上行波和一个下行波的叠加, kmz 符号的改变仅仅使上下行波位置互换, 而不会影响
物理过程. 但显然, 对于最外层的半无限空间, 该特性不复存在. 该支点称为代数型支点, 区别于前述
Hankel 函数在原点引入的对数型支点. 由于多值性的存在, 需要引入 Riemman 面和分支割线 (Branch
cut) 辅助进行复分析. 对于一个双值函数, 可根据分支割线定义上下两个 Riemman 面, 确保被积函数
在路径穿过分支割线时连续变化. 分支割线可以任意定义, 但一般情况下大多采用 Sommerfeld 分支
割线 (Im(kmz ) = 0), 方便运算过程中 kmz 符号的定义. 该割线定义如图 3 所示 [26] . 割线物理上对应
半空间中的连续辐射模式, 区别于极点对应的离散传导模式. 复 kz 平面上的点 A, B, C 在复 kρ 平面
上 Riemman 面有其相应的位置, 如图 3 所示.
√

2
km

以一个半空间上方竖直磁偶极子辐射问题为例, 设上下半空间的波数分别为 k1 和 k2 , 采用路径
变换方法, 将沿 Sommerfeld 积分路径的原积分变换到最陡下降路径上, 其变换过程如图 4(a) 所示 [26] .
其中, S1 表示最陡下降路径. 显然, 当支点被路径包围时, 路径变换会穿越割线进入不同的 Riemman
面, 为保证路径闭合, 需要引入两段绕支点的等相位路径积分, 描述支点贡献, 如图 4(a) 中 S2 所示.
另外的两段无穷远处的垂直积分路径, 根据 Jordan 引理 (Jordan’s lemma), 其积分贡献为零. 由于该
半空间问题没有极点贡献, 根据 Cauchy 定理, 原始 Sommerfeld 路径积分等于 S1 和 S2 两段路径积分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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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ommerfeld 积分路径变换示意图
Figure 4 Path deformation of the Sommerfeld integration path: (a) integration path in kρ plane; (b) integral path in the
angular spectrum α plane

在 kρ 平面做路径变换, 分析较为繁琐, 不利于数值计算. 一个更为可行的方法是将 kρ 平面变换
到角谱 (angular spectrum) α 平面, 如图 4(b) 所示, 即令
kρ = k1 sin α, k1z = k1 cos α.

(24)

此时 k1z 不再是一个双值函数, 故而 kρ = k1 的支点已被移除, 但支点 kρ = k2 被变换到
α = sin−1

k2
.
k1

(25)

与 kρ 平面相比, 角谱平面具有支点数减少、 SDP 方程表达简洁以及中间变量表示方便等优
点
. 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 Green 函数的反射项而言, SDP 可以解析求得, 而对于透射项, 则要经
过数值处理 [65] .
[35]

SDP 方法常常可以进一步结合渐进近似或渐进展开方法, 推导出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解析表达

式, 不仅方便求解, 更可以揭示问题的物理本质. 例如, 在上述磁偶极子辐射场的例子中, 通过渐进展
开方法, 可以得到基于首项鞍点贡献的几何光学反射项, 和基于支点贡献的另一种沿表面传播的波型,
即侧向波或横波 (lateral waves) 或首波 (header waves). 该表面波沿横向按 1/ρ2 空间衰减, 快于极
点表面波. 因而对于一个任意多层介质, 一般情况下首要考虑极点表面波. 但当层厚变薄, 或针对一个
二层的半空间问题, 支点表面波可能需要计及. 渐进展开方法在数值技术及计算机出现以前, 在半空
间问题的分析中一度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例如, 该方法可以用于推导半空间偶极子辐射场的地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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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定义在 kρ 平面上的其他变形积分路径
Figure 5

Other deformed integration paths deﬁned in kρ plane

(ground wave) 表达式 [66, 67] , 在地球物理、海洋环境探测与通信等方面有着重要应用. 即使在数值技

术和计算机硬件水平高度发展的今天, 渐进展开方法依然被广为使用, 尤其是针对远场的计算.
严格的 SDP 推导较为繁琐, 实际使用时可以采用其他的变形路径, 以简化路径设计, 同时又可大
幅改善原始 Sommerfeld 积分路径的幅相特性. 几种有代表性的变形路径如图 5 所示 [35] . 图 5 中, (a)
路径首先在原点附近避开了奇异点, 并沿 SDP 渐近线指向无限远处, 因而在远端具有 SDP 路径的性
质; (b) 路径为竖直割线 (vertical branch cut) 路径, 实际上是当横向距离远大于纵向距离 (ρ ≫ z) 时
的 SDP. 一般情况的 SDP 依赖于场源点的具体位置, 场源点变化时, 路径会相应变化, 这在实际的电
磁散射问题中, 会引入一定的不便. 而 (b) 路径显然不存在该问题, 在一些特殊场合, 如层厚非常薄的
情形, 可以简化问题的求解, 并可构建相应的快速算法 [68, 69] . (c) 路径从实轴积分变换到虚轴, 将积分
核变成修正 Bessel 函数, 使积分不具震荡性, 能快速收敛 [70] . 其他的 SDP 及改进方法的研究可参见
文献 [34, 71] 等.
路径变换和渐进展开方法物理概念清晰, 计算速度快, 还可被用于设计相应的快速算法 [60, 69] , 在
很多工程问题中有应用. 但该方法实现相对复杂, 需要极点搜索及判断算法, 对于奇异点非常靠近路
径的情形, 还需要特殊处理. 总体而言, 该方法基于大参数近似假设, 普适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般对
于远场问题较为适用, 而对于近场, 误差会显著增大.
2.2.3

基于函数拟合的近似解析方法

与前二者基于数值积分不同, 这一类方法试图通过近似解析解去逼近 Sommerfeld 积分. 其核心思
想是, 利用一系列简单函数 (指数函数、有理函数) 的加权求和去逼近原积分核, 再利用针对该简单函数
的积分恒等式, 得到积分的近似解析解. 最具代表性的是方大纲等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发展的离散复镜
像方法 (DCIM) [33, 72] . 该方法采用指数序列逼近, 得到一系列球面波解. 根据式 (23), 0 阶 Sommerfeld
积分可以进一步写成 (令 f˜(kρ ) = ig̃(kρ )/2kz )
i
S0 {f˜(kρ )} =
8π

∫

+∞

−∞

dkρ

kρ
(1)
g̃(kρ )H0 (kρ ρ).
kz

(26)

若积分核 g̃(kρ ) 可以近似表达成
g̃(kρ ) =

M
∑

ai eikz bi ,

(27)

i=1

其中 ai 和 bi 为复镜像系数, M 为复镜像的数目, 根据相应的 Sommerfeld 恒等式:
i
eikr
=
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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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kρ

√
kρ (1)
H0 (kρ ρ)eikz z , r = ρ2 + z 2 ,
kz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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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Sommerfeld 积分可由如下解析表达式得到近似解:
S0 {f˜(kρ )} =

M
∑
i=1

ai

eikri
, ri =
4πri

√
ρ2 + b2i .

(29)

物理意义上, 相当于是若干个离散的位于复空间的镜像点源辐射的叠加, 其命名由此而来. 而如何得
到镜像系数 ai 和 bi , 则可采用参数估计方法, 如 Prony 方法 [73] 和广义函数束或矩阵束方法 [74] . 需要
指出的是, 这些参数估计方法虽然可以处理复值函数, 但是参变量必须是实数, 因此需要引入适当的
变量代换. 由式 (27) 可知, 积分核 g̃(kρ ) 一般采用关于 kz 的函数表达. 因此需要对纵向波数 kmz 作变
换, 即在 kz 平面定义适当的采样路径, 使得该路径映射回 kρ 平面时, 能较好模拟原始的 Sommerfeld
积分路径. 为了便于均匀采样, 一般采用直线路径 [33] . 将参变量变换成实数后, 原则上可以采用上述
参数估计方法得到复镜像系数 ai 和 bi . 然而, 未经处理的被积函数在奇异点附近变化剧烈, 要求对被
积函数进行精细采样以捕捉其变化特性; 同时被积函数衰减缓慢, 需要使用很长的采样区间. 这必然
导致复镜像系数计算过程中生成很大的矩阵, 效率低下.
为使 DCIM 得到理想拟合, 可以事先对准静态项和极点表面波进行提取 [33, 75] . 提取准静态项后,
被积函数衰减加快; 而提取极点后, 使得被积函数在采样路径上变化缓慢. 如前所述, 极点表面波在界
面附近的远场有较强的贡献. 因此, 极点提取通常有利于 DCIM 远区精度的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看,
极点表面波为一柱面波, 而 DCIM 却采用球面波模拟相应电磁场, 这也是该方法对远场描述能力不足
的物理原因. 由于柱面波用 Hankel 函数描述, 而该函数在原点发散, 因此极点提取对近区的描述反而
有害. 针对这一问题, 一般可以采用接力算法, 即设置一个 ρ 的阀值作为区分近远场的标志, 当横向距
离小于该值时, 不对极点进行提取, 反之则进行提取 [75] .
改善远场精度的另一方案是改善和优化采样路径. 上述直线路径通常称为一级路径, 在 DCIM 发
展的早期被较多采用. 1996 年 Aksun 提出二级路径方法 [76] , 该方法将采样路径分为两段, 第 1 段描
述积分近端的快变部分, 而第 2 段描述远端的缓变部分. 两段路径由各自的参数描述, 可以采用不同
的采样密度, 提高了方法的灵活性. 另外, Sarkar 等提出一种直接 DCIM 方法, 通过设计特别的采样路
径, 使其非常接近极点, 利用矩阵束方法本身去捕捉极点的信息. 该方法通过更多的镜像数目来改善
远场, 自然也意味着计算量的上涨 [77] .
如前所述, 极点通常是界面处远场贡献的主要来源. 但在其他一些情况, 如有耗多层媒质, 支点表
面波会在远场占据主导. 对于支点表面波的捕捉, 可以采用三级路径方法, 即通过继续细分路径以接
近支点, 改善对支点奇异性的捕捉 [78] , 但该方法仅能处理一个支点的情形. Chew 等提出将采样路径
变换到 Sommerfeld 分支割线, 结合极点搜索算法, 将积分贡献描述为极点对应的导波模和支线对应的
辐射模. 该方法可以同时处理含两个支点的情形 [79] .
Sommerfeld 积分的被积函数, 更具体地, 式 (15) 中对应的平面波传播因子, 一般存在指数项, 对

应 z 向传播或凋落的平面波. 由于 DCIM 拟合的目的即为得到指数函数以模拟原被积函数, 这些已经
以指数因子存在的项显然不需要再进入参数估计过程. 在实际电磁辐射与散射问题的求解中, 通常将
这些指数因子提出, 即所谓的提取独立空间因子, 使复镜像不依赖或尽量少依赖于空间坐标 (纵向坐
标), 这可以使一次参数估计产生的镜像服务于较多或所有的场源点耦合, 极大减少镜像估计次数和问
题中的独立镜像组数 [35] . 对于场源同层的情形, 场源点的空间因子可以完全提出; 而对于场源异侧的
情形, 一般只能提取关于场点 (或源点) 的独立因子, 而将源点 (或场点) 的空间因子纳入参数估计过
程. 另外, 上述 DCIM 的讨论主要针对 0 阶 Sommerfeld 积分, 当需要高阶积分时, 需要使用其他恒等
式, 具体讨论可以参见文献 [3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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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 DCIM 方法更多被用于贴片天线、集成电路等, 这是由于一方面该类结构的尺寸较小,
而 DCIM 对于近场耦合的描述更为有效; 另一方面, 如果散射体是个类平面结构, 自然也没有 z 项空
间独立因子的麻烦, 一套镜像系数可以服务于所有的场源点耦合. 而对于任意三维结构的电磁散射问
题, 该方法使用相对较少, 一般仅在 MoM 的近区耦合中使用.
下面简要介绍另外一种函数拟合方法, 称为有理函数拟合方法 (RFFM), 由 Cangellaries 等 [81] 发
展. 如前所述, DCIM 对球面波型描述更为理想, 因此较适用于近场. 另一方面, 由于一些波型, 如极点
表面波, 按柱面波形式传播, DCIM 在模拟时效果不佳, 进而造成远场精度问题. 如果被积函数可以被
描述成一组有理函数之和, 则可以根据相应的恒等式得到柱面波解, 以改善这一问题 [82, 83] . 若被积函
数可以表示为
N
∑
bn
f˜(kρ ) ≈
,
(30)
2 − a2
k
n
n=1 ρ
则根据积分恒等式, 其 Sommerfeld 积分可解析表示为
S0 {f˜(kρ )} ≈

N
i ∑
(1)
bn H0 (an ρ).
4 n=1

(31)

上述柱面波的幅度和传播常数可以通过求解一个本征值问题得到 [82] . 常用实现方法有迭代矢量
拟合算法 [84] 和总最小二乘方法 [85] . 由于 RFFM 在谱域采用极点 – 留数的有理函数形式表达, 较易
描述极点奇异性, 因而更适用于远场, 尤其是极点表面波主导的情形. 但显而易见, 该方法在描述近场
时, 由于 Hankel 函数的原点奇异性, 误差会显著增大. 由此可见, 描述球面波的 DCIM 和描述柱面波
的 RFFM, 事实上存在互补关系. 因此, 自然的做法是将 DCIM 和 RFFM 结合, 发挥各自优势 [86] . 另
外, 需要指出的是, 若远场由支点表面波主导, 与 DCIM 一样, RFFM 同样存在困难, 需要特殊处理 [87] .
2.2.4

空间列表和插值方法

空间列表和插值方法 [88] , 严格说并不属于独立求解 Sommerfeld 积分的方法, 需要配合上述方法
使用. 然而, 由于其最为简单、高效, 在各类需要反复计算不同场源点 Green 函数的场合, 如矩量法求
解电磁散射问题中的巨大优势, 这里单独列出加以讨论.
半空间或分层介质 Green 函数具备某些特性, 例如场源点横向坐标的柱对称性和平移不变性等.
也就是说尽管场源位置不同, 但其相对位置却可能一样, 或者说, 其对应的 Green 函数值可能一样. 在
MoM 求解中, 任意给定一个场点和源点去调用 Green 函数或者 Sommerfeld 积分的计算程序, 显然没
有充分利用这些性质. 理论上, 任何一个空域 Green 函数是个空间的六元函数, 即 f (x, y, z, x′ , y ′ , z ′ ).
而根据半空间 Green 函数的上述特点, Sommerfeld 积分一般是一个三元函数 f (ρ, z, z ′ ); 如果场源同
层, 可以退化为两个空间二元函数 f (ρ, z − z ′ ) 和 f (ρ, z + z ′ ); 如果是平面型结构, 还可以进一步退化
为一元函数 f (ρ) [89] . 根据这些特性, 可以设计相应的插值算法, 以提高 Green 函数的计算效率.
其基本思路是: 首先分析问题中需要的独立 Sommerfeld 积分个数, 及具体问题中 Green 函数的
实际空间维度. 然后在一些离散的空间点上进行采样, 预先计算这些格点对应的 Sommerfeld 积分值,
并建立相应的一维、二维或者三维插值表. 在实际的 MoM 填充阶段, 针对任意一种场源位置关系, 仅
需在插值表中找其附近的插值节点, 进行低阶 (如线性) 的 Lagrange 插值. 由于插值变量是空间坐标,
因此称为空间插值. 可以看出, 插值方法计算 Green 函数可以使 Sommerfeld 积分的调用次数最小化.
因此, 可以通过精确的积分方法与插值方法相结合来保证 Green 函数的计算精度和效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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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插值表填充需要一定的 CPU 时间, 存储也需要一定的内存空间, 但与 MoM 阻抗
矩阵填充所需时间和内存相比, 该额外消耗几乎可以忽略. 另外, 从插值方法的实现过程可以看到, 其
中涉及的 Sommerfeld 积分次数仅与工作频率、背景介质参数和目标的空间跨度有关, 而与具体的目
标几何网格结构和激励方式无关. 因此, 对于给定的频率和背景介质参数, 完全可以在一定的空间范
围建立通用的插值表, 以用于不同的目标和激励方式, 从而达到与均匀空间问题接近的计算效率. 该方
法的主要困难在于对高对比度背景跨嵌目标的模拟, 如典型的海天半空间电磁散射问题. 这是由于跨
嵌问题同时拥有反射和透射分量, 建表时要区分考虑; 两侧高对比度需要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的采样频
率; 同时界面附近可能也需要特殊的加密处理.
2.3

半空间问题的积分方程高效数值方法

积分方程通过场源关系 (积分算子) 和散射体对应的边界条件建立, 其积分核即为上文提及的
Green 函数. 根据定义, Green 函数描述一个点源在所处背景中的电磁响应, 因而自然满足该背景要求
的相应边界条件, 对于半空间问题而言, 即分界面处的连续性条件和无穷远处的辐射条件. 因此, 积分
方程的求解区域可以仅仅限定于散射体本身, 极大降低了问题的求解规模. 利用矩量法对积分方程进
行数值离散, 算子方程可以转化成如下一个矩阵方程:
Z̄ · I = V ,

(32)

其中, Z̄ 矩阵为阻抗矩阵, V 为已知激励向量, 而 I 为待求向量. 由于 Green 函数全局作用的特点, Z̄
矩阵是一个满阵. 求解该问题的计算复杂度 (迭代算法) 和存储复杂度均为 O(N 2 ). 对于实际工程问
题, 哪怕仅仅对散射体的表面做离散 (面积分方程), 得到的未知量通常也在百万, 甚至千万以上. 现有
的计算机硬件资源, 依然无法满足对于这样一个规模问题的直接求解. 得益于数值方法的进步, 积分
方程快速算法应运而生, 可以将上述复杂度降低至 O(N log N ) , 使得该类问题有可能在现有计算资源
上进行全波求解 [8] . 下面简要介绍几种半空间问题常用的快速算法.
2.3.1

多层快速多极子方法及其用于半空间问题的尝试

多层快速多极子方法 (MLFMA) 在自由空间散射问题的求解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7, 90] , 被广泛
用于空中目标的电磁散射全波模拟 [91, 92] . 经过一定的修正, 该技术也可以被推广到半空间情形. 该方
法的核心是加法定理, 对自由空间的标量 Green 函数进行类似因式分解的操作, 将场源直接耦合分解
成聚合、转移和配置 3 部分相乘, 通过角谱积分的形式得以实现:
∫
eik|r+d|
ik
≈
d2 k̂eik·d αL (k · r).
(33)
|r + d|
4π
∫ 2π ∫ π
其积分在单位角谱球面上进行, 即 d2 k̂ = 0 0 sin θdθdϕ, 聚合和配置因子位于指数因子 eik·d , 而 αL
则为转移因子
L
∑
(1)
αL (k · r) =
il (2l + 1)hl (kr)Pl (k · r),
(34)
i=0
(1)
hl (kr)

其中,
为第一类球 Hankel 函数, Pl (k · r) 为 Legendre 多项式, L 为截断项数, 即多极子模式数.
根据上式, 将散射体进行空间分组, 附近组耦合采用直接计算, 而非附近组的耦合采用上述公式展开,
可以实现单层快速多极子方法 (FMM). 通过采用多层分组, 建立八叉树结构, 结合层间插值和反插值
技术, 可以实现多层算法, 即多层快速多极子算法 (MLFMA) [90, 92,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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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6 (网络版彩图) 海上航母平台 MLFMA 计算结果
Figure 6 (Color online) MLFMA computation results of an aircraft carrier on the sea. (a) Original and simpliﬁed models;
(b) induced current distribution

显然, 对于半空间问题, MLFMA 仅适用于 Green 函数中的直射项部分, 而无法直接处理含 Sommerfeld 积分的反射或透射项. 结合前述 DCIM 思想, 可以将反射项表达成若干个复镜像辐射场的叠
加, 而对于每个镜像源的散射响应, 都可以用均匀无界空间的标量 Green 函数描述. 因此, 早期的尝试
是采用 DCIM 方法处理反射项, 使之与加法定理兼容 [94] . 但由于一般情况下镜像数目较多, 同时加法
定理在描述复空间点源时收敛缓慢, 造成计算效率偏低. 对于半空间的三维散射问题, Carin 等提出一
种基于实镜像的简化近似方法, 以实现半空间 FMM 和 MLFMA [29, 95] . 根据渐进近似理论, 针对某一
给定点源, 可以引入一个在实空间定义的镜像源, 其幅度由一个反射并矢确定. 该实镜像即为前述鞍
点贡献的首项近似, 对应几何光学反射项. 这样, 非附近组对应的半空间 Green 函数可以描述成真实
点源和镜像源辐射的叠加, 从而可分别利用加法定理进行展开.
考虑如图 6(a) 所示某航空母舰模型, 该航母总长度 345 米, 甲板宽度 86 米, 海面上方纵向最高高
度 58 米. 舰首朝向为正 x 轴方向, 入射平面波工作频率为 30 MHz, 入射方向为 θ = 60◦ , ϕ = 0◦ , 极化
沿正 y 轴方向. 忽略其舰载飞机及吃水部分, 利用半空间 MLFMA, 文献 [96] 计算了该航母平台的电
磁散射特性, 所得电流分布如图 6(b)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甲板与海面之间的舰体上有明显的驻
波电流分布, 平滑的甲板上有显著的行波电流分布, 同时, 甲板上的瞭望台具有极强的感应电流分布.
如前所述, 表面波对半空间电磁能量的分布起重要作用, 尤其是靠近界面的远区. 由于实镜像方
法无法描述表面波, 因此该 MLMFA 要求散射体离界面有一定距离, 如半个波长以上, 否则精度无法
得到保证. 通过采用高价近似方法, 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正, 使散射体可以贴近界面, 但同时也增加了算
法实现的复杂度 [97] . 另外, 由于没有引入极点贡献的有效机制, 该方法无法推广到多层介质情形. 为
此, Chew 等提出了更为严格和通用的计算方法, 即快速非均匀平面波算法 (FIPWA) [60, 98] . 该方法的
基本思想是基于前面讨论的路径变换, 将非附近组的耦合转化到角谱平面的 SDP 上面进行计算. 由
于 SDP 随场源点的具体位置变化, 针对组与组之间的耦合, 需要设计修正最陡下降路径. 但是由于不
同组对应不同的路径, 且路径定义在复平面上, 有必要采用插值和外推算法, 保持一套实数角谱点,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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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所有场源组. 此外, 在该方法的框架下, 容易计算路径变换过程中引入的奇异点贡献, 即支点等相
位路径及极点贡献. 该方法在理论层面没有引入近似假设, 误差仅仅来源于数值求解过程. 由于基于
路径变换理论, 严格计及奇异点贡献, 该方法可以推广到多层分层介质问题, 通用性相对而言强于前
述基于实镜像的 MLFMA. 主要缺点是算法实现略微复杂, 路径截断、角谱点外推等过程的误差控制
较为考究, 角谱序列也有别于常用的 MLFMA, 故而与广为使用的自由空间 MLFMA 程序的兼容性略
差. 因此, 尽管具备上述优点, 该方法的实际工程应用不如前述基于实镜像近似的方法便捷. 该方法和
基于实镜像近似的 MLFMA 方法的共同不足是, 算法均要求散射体完全位于分层介质的某一层 (一般
为最上层或最下层), 或半空间的某一侧. 而对于海天半空间一类的典型跨界面问题, 两种方法均无法
模拟.
用于分析多层介质问题的 MLFMA 方法还有: 薄分层多极子方法 (TSM-FMA) [99] 、完全匹配层
– 多层快速多极子方法 (PML-MLFMA) [100] 等. 前者将路径变换到竖直分支割线, 转化成若干个二维
问题 (基于 Hankel 函数展开) 求解; 而后者采用 PML 加 PEC 板截断, 将一个开域分层问题截断成一
个闭合结构, 使 Green 函数可以用一系列极点表面波描述, 同样转化为若干二维问题求解. 该二者主
要适用于平面结构, 如微带天线及微带馈线等.
上述 MLFMA 或 FIPWA 基于 Green 函数的特定展开形式, 一般存在低频崩溃问题 [8, 101] , 具体
表现为对最细层的组边长有一定的限制, 一般要求 0.2 个波长以上. 这是由于基于平面波展开 (对角
化) 的加法定理, 在电小尺寸时数值误差明显增大, 必须回到多极展开 (非对角化) 表达. 因此, 对于低
频、宽带或多尺度计算, 可以设计混合型算法 [102] , 以 0.2 波长左右作为切换点, 在多层树结构中实现
二者的切换. 实现宽带 MLFMA 的其他方法详见文献 [103∼106], 但对这些方法的讨论目前大多限于
自由空间情形. 还有一类 MLMFA 不依赖于积分核的具体表达形式, 称为核无关算法 [107] , 或黑盒子
算法 [108] , 理论上可以推广到半空间或者分层介质情形. 例如, Wang 等提出的多层 Green 函数插值
方法 (MLGFIM), 利用空间插值技术完成类似 MLFMA 聚合、转移、配置的操作, 可以归入核无关算
法 [109] . 该方法不存在低频崩溃问题, 但是反过来, 当电尺寸很大时, 空间 Green 函数变化剧烈, 精确
插值会变得愈发困难. 因此, 该方法主要适用于低频或电小问题, 如电路等.
2.3.2

快速 Fourier 变换方法

半空间 Green 函数在横向 (平行于界面的方向) 具有平移不变性, 即卷积 (convolution) 特性. 当
散射体完全位于半空间或分层介质的某一层时, 其 Green 函数的每个分量在纵向一般可以分解为卷积
和相关 (correlation) 两项之和, 即
G(r, r ′ ) = G1 (ρ, z − z ′ ) + G2 (ρ, z + z ′ ).

(35)

第 1 项与自由空间情形类似, 在均匀格点上对应一个三层的块 Toeplitz 结构, 而第 2 项则对应一个
Hankel 二层块 Toeplitz 结构. 前者与向量的乘积可用快速 Fourier 变换 (FFT) 及其逆变换实现; 而对
于后者, 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变换矩阵先将其转化为前者, 再使用 FFT 进行计算, 即
GI = GT I + GH I = GT I + (GH P )(P −1 I).

(36)

由于 FFT 要求均匀的空间格点, 若目标采用规则网格 (如矩形或长方体) 离散, 则可以直接采用
FFT 加速计算 [31, 32, 110, 111] . 但对于任意目标的电磁散射模拟, 一般采用非规则网格 (如三角形或四面
体) 离散. 此时需要额外引入一套均匀格点, 将非规则网格上的真实电流按一定的方式映射到规则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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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7 (网络版彩图) 地面上方坦克 FFT 计算结果
Figure 7 (Color online) FFT computation results of a tank on the ground. (a) Geometrical model; (b) induced current
distribution

点上, 以便使用 FFT 进行加速. 常用的映射方法有预修正 FFT 方法 (p-FFT) [112] 、自适应积分方法
(AIM) [113] 以及基于 Green 函数插值的 FFT [114, 115] (可以类似推广到半空间问题). 在规则格点上完
成快速计算后需要通过插值将结果变换回原来的非规则网格上面. 由于映射无法保证源点附近区域的
耦合精度, 故而需要对阻抗元素进行修正. 概括而言, 该类方法一般可分解为映射、FFT、插值和近区
修正 4 步完成 [116] .
利用 FFT 方法, 文献 [117] 计算了一个如图 7(a) 所示的地面上方坦克模型. 该坦克长 10 米, 宽
5 米, 高 4.5 米, 头部指向 x 方向. 入射平面波工作频率为 600 MHz, 沿 θ = 60◦ , ϕ = 0◦ 方向入射, 极
化方向为 θ̂, 土壤电参数为 6.5 + 0.6i. 图 7(b) 给出了计算所得电流分布图.
此外, Liu 等提出的谱积分 (SIM) 方法, 基于 FFT 实现快速计算, 也可用于半空间或多层问题的
求解 [118] .
尽管该类方法不像常用的 MLFMA 一样针对 Green 函数的具体表达形式进行数学展开, 但却要
求 Green 函数满足卷积、相关等特性, 便于使用 FFT. 对于含跨嵌目标的半空间问题, 透射场的存在
使得 Green 函数在纵向不再具备卷积或相关特性, 因而该方法通常无法直接用于模拟跨嵌目标. 总体
而言, 该方法在平面结构 (微带天线或集成电路) 及介质体目标 (采用体积分方程) 的模拟中更具优势.
由于 FFT 不存在低频崩溃问题, 该方法也较适合于宽带计算.
2.3.3

基于代数的方法

MLFMA 和 FFT 方法均利用了积分核的某些物理特性, 可称之为基于物理的方法. 与之相对应

的, 另一类方法基于矩阵的代数特性, 我们通称其为基于代数的方法. 常用的有: 多层矩阵分解算法
(MLMDA) [119] 、自适应交叉近似算法 (ACA) [120] 、IES3 [121] 、IE-QR [122] 、叠层矩阵方法 [123] 、UV 方
法 [124] , 等等. 该类方法属于积分核无关算法, 其实施不依赖于具体的 Green 函数类型, 因而理论上可
以直接用于半空间或多层介质情形. 其工作原理主要基于矩量法阻抗矩阵的直接矩阵分解和低秩压
缩. 以 ACA 方法为例, 该方法通过多层分组, 将耦合划分为近区和远区. 近区耦合对应的子矩阵块一
般为满秩情形, 需要直接求解和存储, 而对于远区耦合对应的子块, 一般都存在低秩特性, 可以进行数
值压缩:
˜ m×n = Ū m×r V̄ r×n ,
Z̄ m×n ≈ Z̄
(37)
其中 Z̄ 为原始 m × n 子矩阵块, 压缩后表示为两个矩阵 Ū 和 V̄ 的乘积, 其维度分别为 m × r 和 r × n,
其中, r ≪ min(m, n). 相应地, 原来需要计算和存储 m × n 个元素, 压缩后仅需 (m + n) × r, 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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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de view

Bottom view

Top view

(b)

图 8 (网络版彩图) 海上跨界舰船散射 ACA 计算结果
Figure 8 (Color online) ACA computation results of a ship straddling the sea surface. (a) Geometrical model; (b) current
distribution

了计算和存储效率. 压缩带来的误差可以由预先设定的门限 ϵ 控制.
该方法不仅适用于场源同层的情形, 也适用于跨嵌目标的求解. 但是考虑到界面两侧的对比度和
不同波长尺度, 有必要采取特殊的分组策略以提高计算效率. 对于一个半空间跨界问题, 可以将耦合
矩阵写为一个 2 × 2 块矩阵. 其中, 对角块对应同层耦合, 即包含直射项和反射项, 而非对角块对应异
区耦合, 即描述透射项. 对于前者, 可以采用自由空间常用的八叉树结构分组, 而对于透射项, 应采用
基于纵向的分组策略, 以提高效率. 利用该方法, 文献 [125] 计算了如图 8(a) 所示海面跨界舰船模型.
该船长 64.1 米, 宽 8.5 米, 吃水深 2.1 米, 海面以上部分高 10.5 米. 海水相对介电常数 ϵr = 81, 电导
率 0.1 西门子/米, 船头朝向正 x 方向. 具有 y 向极化的平面波沿 −x 方向入射, 工作频率为 50 MHz,
入射角为 θ = 60◦ , ϕ = 0◦ . 其中空气层波长 λ1 = 6.0 米, 海水层波长 λ2 = 0.65 米. 其计算所得电流
分布如图 8(b) 所示, 从图中可见海面附近舰体表面电流的渐变与衰减, 以及海面上下两侧显著的波长
差异.
基于秩压缩的方法由于直接利用矩量法的阻抗矩阵, 没有 MLFMA 等算法对远区互耦的高效处
理, 通常仅适用于低频或电小尺度问题. 对于时变场, 电磁能可辐射到远区; 当必须计及远区中的互耦
关系时, 由于其远区耦合矩阵的秩较高, 通常难以被充分压缩, 导致该方法求解电大目标电磁散射问
题的效率显著低于基于物理的方法. 实际工程中面临的半空间电磁散射问题, 一般面临目标电大、多
尺度、跨界面等特点. 因此, 有必要设计混合算法, 发挥各个方法的优势. 例如, 对于跨界问题的一个
尝试是, 设计 MLFMA 和 ACA 的混合算法, 达到通用性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的优化 [36] .
2.3.4

积分方程方法的其他方面

除快速算法外, 积分方程方法的其他方面也在半空间问题中获得了广泛的研究. 例如, 积分算子的
谱特性直接影响迭代算法的收敛性, 在稠密离散或多尺度剖分时, 存在稠密离散崩溃问题. 该问题可
21

聂在平等: 电磁波与复杂目标/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论、方法与应用

以由 Calderón 预条件技术加以克服 [126] . 另外, 积分算子还存在低频崩溃问题, 这在地下勘探、集成
电路等问题的模拟时尤为突出. 该问题可以采用环树基 (loop-tree) 分解方法 [127] 或者增广电场积分
方程方法 (A-EFIE) [128] 等措施加以改善. 另一方面, 新型高阶基函数的采用, 可以极大简化半空间目
标的几何建模, 同时也可极大降低电磁建模的求解未知量规模, 这对于跨界面目标的数值模拟尤为重
要 [129] . 此外, 除迭代算法, 近年来发展的高效直接求解方法, 也可用于半空间问题的分析.

3

重点研究领域及展望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 半空间中目标电磁散射数值模拟研究尽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但
客观而言, 对于复杂超电大跨界面目标在拥有介质参数高对比度的半空间背景下的电磁散射问题, 如
海 – 天半空间背景下大型舰船的散射模拟, 目前发展的各类高效数值模拟手段仍远远无法满足实际工
程需求. 对于上述确定性模型, 困难主要体现在: 对任意场源位置、极化的半空间 Green 函数高效求解,
依然缺乏高稳定度和高精确度的解决方案, 在背景参数具备高损耗、高对比度的情形尤为如此; 对于近
界面和跨界面耦合的模拟, 积分方程方法的计算复杂度依然较高, 尚缺乏高效的即计算量和存储量可
降至 O(N logN ) 量级的算法; 目标超电大、结构多尺度、材料多组分、及半空间参数高对比度带来一体
化几何模拟的困难, 以及由此带来的电磁模拟迭代收敛性问题和数值精度下降问题等等, 都对现有算
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而更为重要的是, 从根本上讲, 环境与目标电磁散射的一体化模型始终面对的,
就是目标散射的确定性模型和环境散射的随机、时变模型之间的矛盾, 以及大规模数值计算时的高精
度、高效率和高置信度的要求. 本文所重点论述的半空间目标复合散射模型及其相应的数值方法, 由于
最大限度地提取出环境与目标复合模型中的确定性因素, 及其精度可控的数值分析, 并通过目标在给
定环境 (半空间) 中的差场 RCS; 而将不同的地海面粗糙度的贡献作为该差场 RCS 的加性噪声, 使地
– 空和海 – 空环境中目标复合散射仅由精确的差场 RCS 计算结果叠加随机、时变的粗糙面的加性噪
声贡献组成; 从而较好地避免了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时变模型相结合时的困难. 但是, 目标在理想半空间
中的差场 RCS 和在粗糙界面条件下的差场 RCS 有多大的区别, 或者说, 界面粗糙度对目标差场 RCS
的影响是否有规律可循？这些都关系到随机时变粗糙面的贡献能否方便地作为加性噪声叠加的关键问
题. 因此, 半空间目标复合散射的理论建模及其相应的数值方法仍然面对很多实实在在的挑战; 而面对
这些挑战的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也日趋明确. 归纳起来, 包括了以下几个重点研究领域和主要的发展
方向.
(1) 高对比度半空间与目标复合散射的理论模型和数值方法的深化研究. 由于海水相对介电常数
极高 (可达 80 以上), 加之对电磁波的强衰减 (介电常数虚部也很大), 使得海 – 空半空间形成极高的
电参数对比度. 在此条件下, 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射的理论建模和数值计算将面临极其严峻
的挑战, 包括算子矩阵的条件数明显恶化、数值解的精度和收敛性显著下降, 甚至根本不收敛; 特别在
电大和超电大目标散射求解时问题会更为突出. 可以说, 这些问题是海 – 空半空间背景中目标复合散
射的理论建模和数值求解所需解决的关键难题. 面对上述挑战, 可能需要从建立更完备的理论模型上
入手, 包括更合理的算子方程及其组合设计、更完备的二次源模型、面向阻抗矩阵谱性质改善的更周
到的数值处理方法, 等等.
(2) 半空间背景中超电大目标复合散射的高效数值分析. 反映半空间背景介质电磁散射贡献和耦
合影响的半空间 Green 函数由于其复杂的结构而难以直接援用多层快速多极子算法模型, 而将半空
间电磁散射贡献和耦合影响全部用等效源替代的各类方法, 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数值计算层面的困
难, 也对高效算法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既然数值计算层面上的高效算法的应用极为不易, 那么从
22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1 期

根本上简化问题的电磁模型则更具吸引力. 例如, 应用能在大贴片上有效定义的各类新型基函数可将
超电大问题的未知量数目减少到原来的 1/3 甚至两个数量级 [129, 130] , 将极大缓解半空间中超电大目
标电磁散射建模中的困难.
(3) 半空间背景中超电大目标复合散射的不同近似数值模型及其基于高效数值解的精度比较分析.

既然半空间背景中超电大目标复合散射的高效数值求解极为困难, 具有较高近似度的近似数值模型就
变得极具吸引力. 不同近似数值模型、理论依据及其适用范围、求解复杂度的降低及其求解精度间的
权衡应该是问题的核心与焦点. 例如, 有的研究工作将海面近似为金属表面以简化模型; 但是没有论
证模型简化的物理依据及适用条件、应用合理性等等.
(4) 半空间背景中超电大目标复合散射的不同近似射线模型及其基于高效数值解的精度比较分

析. 在半空间背景介质中超电大目标复合散射的研究中, 有大量的基于物理光学和射线方法的近似模
型. 但是, 相关的模型适用性、有效性及求解精度方面的验证性研究则极少. 高频射线方法是基于二
维标量问题典则解的高频渐进近似法, 在处理复杂三维矢量散射问题时, 特别是具有强互耦及高分辨
细节的问题时, 容易出现极大的误差; 因此, 基于物理光学和射线方法的近似模型, 亟需借助于精确数
值解开展解的精度和置信度的对比验证研究. 另一方面, 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射的数值模型
和射线模型之间是存在一些根本性差异的. 例如, 两者的入射场定义就不同: 射线模型中的入射场会
受到目标 “遮挡” 的影响, 因此会出现入射场的亮区和暗区之分; 但数值方法的模型中, 入射场就不受
目标 “遮挡” 的影响, 与移除目标后背景空间中的入射场相同. 由于入射场的定义不同, 故散射场的定
义也不相同; 因为两种模型计算的总场应是一致的. 在半空间问题中, 由于上述差异, 即便是计算差
场 RCS, 也会导致两种算法 (例如数值方法和射线方法中的四路径模型) 结果的不一致性. 因此, 厘清
不同模型间的差异, 探索合理的比较基础, 在模型置信度和算法精度的评估中也是难以回避的基础性
问题.
(5) 环境 (粗糙地、海面) 电磁散射的随机时变模型与目标电磁散射的确定性模型的融合方法及

其规律性与适应性研究. 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差场 RCS 计入了半空间界面对目标 RCS 的影响, 包
括半空间界面导致对目标入射场的改变 (新增界面反射场和透射场分量), 以及半空间界面所导致的目
标散射场的改变. 当界面不再是理想平面而是具有不同粗糙度的界面时, 上述两种影响将有何种变化,
这些变化与粗糙度的电尺寸及其他参数间有何关系, 将直接影响到目标差场 RCS 的应用意义, 同时也
会影响到粗糙面杂波贡献作为加性噪声的适应性. 也就是说, 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差场 RCS 随界
面粗糙度的变化而改变的规律性研究, 及其粗糙面杂波贡献作为加性噪声的适应性研究, 将决定目标
差场 RCS 和粗糙面杂波作为加性噪声贡献的模型能否成功处理环境散射的随机时变模型与目标散射
的确定性模型之间的融合.
(6) 风驱海浪条件下半空间与目标复合散射的数值模型和分析方法. 除上述随机粗糙界面对目标

差场 RCS 的影响之外, 海 – 空半空间背景下的目标散射主要受到风驱海浪的影响. 作为一大类特征
显著的时变粗糙面, 风驱海浪对目标差场 RCS 的影响与风力、风向、波的入射方向及入射角、入射波
极化方向、入射波频率等均密切相关. 特别是在浪高可与波长相比拟的情形下, 以及入射角很大 (接近
掠入射) 时, 海 – 空半空间背景下的目标散射建模面临较大的挑战. 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中, 如
何提取共性和确定性模型并将其最大化, 而将随机、时变因素及其影响最小化并转化为加性噪声, 都
是服务于雷达工程应用时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7) 与传感器相结合的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射的数值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任何雷达信号

制式都不可能是严格的点频信号, 总会有给定的调制形式和一定的信号带宽. 现代雷达由于成像与识
别的需求, 对空间分辨率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 雷达信号的宽带设计也变得日益重要. 在与传感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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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射的数值模拟及其应用研究中, 宽带电磁散射、运动目标的电磁
散射、非均匀照射、局部照射与掠入射条件下的目标电磁散射、下视条件下半空间中目标复合散射的
合成孔径成像模拟等等, 构成了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射数值模拟的工程应用研究领域.
(8) 分层介质低频近场探测中的空间选择性和自适应聚焦方法. 对于有耗分层介质中的目标探测,

将面临探测分辨率与探测深度之间的两难选择. 一方面, 为了满足有耗地层 (或海水) 介质中给定的探
测范围要求, 不得不尽可能降低探测信号频率, 以减少传播衰耗, 实现要求的探测距离; 另一方面, 探
测信号频率的降低, 又导致电磁辐射定向 (空间选择) 性能的下降和近场聚焦的困难. 因此, 有耗分层
介质中用于低频近场探测的电磁场定向辐射和目标区域自适应聚焦方法的研究已成为有耗分层介质
中目标探测的关键技术.
(9) 多层平面分层介质中的辐射、传输、耦合问题. 当所关注的目标位于地下分层介质中, 或研究

多层介质板中各类器件、电路、系统间的电磁辐射及传输、耦合等问题时, 则需要对多层平面分层介
质中的 Green 函数及其积分方程模型开展系统的研究. 针对不同的应用, 对应于不同的工作频率、场
的激励形式和不同的关注范围 (场区), 可分别寻求最合理的数值模型和相应的数值算法, 以获得置信
度和求解效率均较高的分析方法. 例如, 在地下资源探测中, 由于地层的强衰减, 所用频率均较低 (如
电测井中的几到几十千赫兹, 甚至低至电磁测深中的几赫兹), 关注的场区从远小于一个波长到数十、
数百个波长不等, 所用到的分析模型和数值解法也会有很大差别.
(10) 大规模可信电磁计算中的数理模型验证、校核与评价. 由于半空间或平面分层介质中 Green

函数的复杂性及其数值计算中的困难, 以及环境 – 目标复合散射积分方程数值模型导致的大量待求
未知量数目, 上述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射的数值模拟及其应用研究通常会导致大规模电磁计
算. 因此, 上述大规模电磁计算中的数理模型验证、校核与评价就成为数值求解的高置信度、高可靠性
和普适性, 以及求解的高精度论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加之半空间环境常常出现的粗糙界面的随
机性和时变性, 数值模拟的试验验证往往极为困难. 这就要求从计算电磁学理论出发, 基于给定问题
的物理数学模型和数值解精度控制理论, 设计求解精度分析方法和自检测的技术途径. 另一方面, 根
据复合散射的物理数学模型, 设计与其对应的半空间背景介质中目标复合散射的测量方法; 使数值建
模和实验测试具备共同的比较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 上述讨论仅是基于作者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的认识和体会总结出的一些科学问题
和技术挑战. 限于作者的学识和研究经历的局限, 文中的观点难免有失之片面或失之偏颇之处. 本文
的目的也就在于抛砖引玉; 如能借此激发学界更多的学术讨论, 让相关科学认知通过广泛的讨论渐趋
深入、全面, 则是作者十分期待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Nie Z P. Theory, Method and Implement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arget and Environment (1&2). Beijing: Nati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2009 [聂在平. 目标与环境电磁散射特性建模 – 理论、方法

与实现. 上、下册.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
2

Taﬂove A, Hagness S C. Computational Electrodynamics: the Finite-Diﬀerence Time-Domain Method. 2nd ed.
Boston: Artech House, 2000

3

Jin J M.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Electromagnetics. 2nd ed. New York: Wiley, 2002

4

Harrington R F. Field Computation by Moment Methods. New York: IEEE Press, 1993

5

Rokhlin V. Rapid solution of integral equations of classic potential theory. J Comp Phys, 1985, 60: 187–207

6

Coifman R, Rokhlin V, Wandzura S. The fast multipole method for the wave equation: a pedestrian prescription.
IEEE Antennas Propag Mag, 1993, 35: 7–12

24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1 期

7

Song J M, Lu C C, Chew W C. Multilevel fast multipole algorithm for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by large complex
object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97, 45: 1488–1493

8

Chew W C, Jin J M, Michielssen E, et al. Fast and Eﬃcient Algorithms in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Boston:
Artech House Publishers, 2000

9

Ergul O, Gurel L. Eﬃcient parallelization of the multilevel fast multipole algorithm for the solution of large-scale
scattering problems. IEEE Trans Antenns Propag, 2008, 56: 2335–2344

10

Pan X M, Sheng X Q. A sophisticated parallel MLFMA for scattering by extremely large targets. IEEE Antennas
Propag Mag, 2008, 50: 129–138

11

Tai C T. Dyadic Green’s Functions in Electromagnetic Theory. Scranton: International Textbook, 1971

12

Zhao Z. Overview: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from ocean surface. J Electron Sci Tech China. 2006, 4: 209–218

13

Sommerfeld A. Uber die ausbreitung der Wellen in der drahtlosen telegraphie. Ann Phys, 1909, 28: 665–736

14

Weyl H. Ausbreitung elektromagnetischer Wellen uber einen ebenem Leiter. Ann Phys, 1919, 365: 481–500

15

Norton K A. Propagation of radio waves over a plane earth. Nature, 1935, 135: 954–955

16

Niessen K F. Zur entscheidung zwischen den beiden Sommerfeld schen Formeln fur die Fortpﬂantzung von drahtlosen
telegraphie. Ann Phys, 1937, 29: 585–596

17

Siege1 M, King R W P. Radiation from linear antennas in a dissipative half-space.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71, 19: 477–485

18

Xu X B, Butler C M. Current induced by TE excitation on a conducting cylinder located near the planar interface
between two semi-inﬁnite half-space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86, 34: 880–890

19

Stratton I A. Electromagnet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41

20

Brekhovskikh L M. Waves in Layered Media. New York: Academic, 1960

21

Wait J R. Electromagnetic Waves in Stratiﬁed Media.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2

22

BanosA J. Dipole Radi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 Conducting Half-Space.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66

23

Felsen L B, Marcuvitz N. Radiation and Scattering of Waves. Englewood Cliﬀs: Prentice Hall, 1973

24

Kong J A.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New York: Wiley Intersci, 1975

25

Tsang L, Kong J A, Shin R T. Theory of Microwave Remote Sensing. New York: Wiley Intersci, 1985

26

Chew W C. Waves and Fields in Inhomogeneous Media.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90 [周永祖, 聂在平,

27

Michalski K A, Zheng D.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and radiation by surfaces of arbitrary shape in layered media,

柳清伙. 非均匀介质中的场与波.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2]
part I: theory.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90, 38: 335–344
28

Vitebskiy S, Carin L. Moment method modeling of short-pulse scattering from and the resonances of a wire buried
inside a lossy, dispersive half-space.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95, 43: 1303–1312

29

Geng N, Sullivan A, Carin L. Multilevel fast-multipole algorithm for scattering from conducting targets above or
embedded in a lossy half space.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 2000, 38: 1561–1573

30

Hu B, Chew W C. Fast inhomogeneous plane wave algorithm for scattering from objects above the multilayered
medium.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 2001, 39: 1028–1038

31

Cui T J, Chew W C. Fast algorithm for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by buried 3-D dielectric objects of large size.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 1999, 37: 2597–2608

32

Millard X, Liu Q H. Simulation of near-surface detection of objects in layered media by the BCGS-FFT method.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 2004, 42: 327–334

33

Fang D G, Yang J J, Delisle G Y. Discrete image theory for horizontal electric dipoles in a multilayered medium.
Proc Inst Elect Eng, 1988, 135: 297–303

34

Song Z, Zhou H X, Hu J, et al. SDP-FLAM method for Green’s functions in layered media. Sci China Ser F-Inf Sci,
2009, 39: 833–841 [宋喆, 周后型, 胡俊, 等. 分层媒质 Green 函数的 SDP-FLAM 方法. 中国科学 F 辑: 信息科学,
2009, 39: 833–841]

35

Xu L M. Reasarch on integral equation method and its key techniques for EM scattering by three-dimentional objects
in multilayered media. Dissertation for Ph.D. Degree. Chengd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005 [徐利明. 分层介质中三维目标电磁散射的积分方程方法及其关键技术. 博士学位论文. 成都: 电子科

技大学, 2005]
36

Luo W, Nie Z P, Chen Y P. A hybrid method for analyzing scattering from PEC bodies straddling a half-space

25

聂在平等: 电磁波与复杂目标/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论、方法与应用

interface. IEEE Antennas Wirel Propag Lett, 2015, 14: 474–477
37

Chen Y P, Luo W, Nie Z P, et al. Simulation of complex multiscale objects in half space with Calderon preconditioner
and adaptive cross approximation.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4, 62: 6528–6532

38

Zhang Y H, Xiao B X, Zhu G Q. An improved weak-form BCGS-FFT combined with DCIM for analyzing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by 3-D objects in planarly 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 2006, 44: 3540–3546

39

Ding D Z, Shen S, Jiang Z, et al. The modiﬁed multilevel compressed block decomposition algorithms for analyzing
the scattering of objects in half space. Int J Numer Model, 2014, 27: 153–163

40

Zhao X W.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faxt multipole method in complex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s. Dissertation
for Ph.D. Degree. Xi’an: Xidian University, 2008 [赵勋旺. 复杂电磁环境中快速多极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博士学

位论文.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08]
41

Wu B Y, Sheng X Q. Acceleration near ﬁeld interaction in half-space MLFMA by means of genetic algorithm. In: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Society, Memphis, 2014. 753–754

42

Liu P, Jin Y Q.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istatic scattering from a target at low altitude above rough sea surface
under an EM-wave incidence at low grazing angle by using the ﬁnite element method.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4, 52: 1205–1210

43

Liang Y, Zeng X H, Guo L X,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n nume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cattering from target in a
dielectric rough soil surface. Progress Electromagn Res, 2013, 139: 423–444

44

Guan B, Zhang J F, Zhou X Y, et al.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from objects above a rough surface using the
method of moments with half-space Green’s function.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 2009, 47: 3399–3405

45

Chen Y P, Chew W C, Jiang L J. A new Green’s function formulation for modeling homogeneous objects in layered
medium.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2, 60: 4766–4776

46

Sommerfeld A. Partial Diﬀerential Equations in Phys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49

47

Yla-Oijala P, Taskinen M, Sarvas J. Multilayered media Green’s functions for MPIE with general electric and magnetic
sources by the Hertz potential approach. Progress Electromagn Res, 2001, 33: 141–165

48

Kong J A. Electromagnetic ﬁeld due to dipole antennas over stratiﬁed anisotropic media. Geophys, 1972, 38: 985–996

49

Chew W C, Zhao J S, Cui T J. The layered medium Green’s function—a new look. Microw Opt Tech Lett, 2001, 31:
252–255

50

Michalski K A, Mosig J R. Multilayered media Green’s functions in integral equation formulation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97, 45: 508–519

51

Chew W C, Xiong J L, Saville M A. A matrix-friendly formulation of layered medium Green’s function. IEEE
Antennas Wirel Propag Lett, 2006, 5: 490–494

52

Chen Y P. Surface integral equation method for analyzing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in layered medium. Dissertation
for Ph.D. Degree.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53

Mosig J R, Gardiol F E. Analytic and numerical techniques in the Green’s function treatment of microstrip antennas
and scatterers. Proc Inst Elect Eng, 1983, 130: 175–182

54

Michalski K A. Extrapolation methods for Sommerfeld integral tail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98, 46: 1405–
1418

55

Simsek E, Liu Q H, Wei B. Singularity subtraction for evaluation of Greens function for multilayer media.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06, 54: 216–225

56

Mosig J. The weighted averages algorithm revisited.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2, 60: 2011–2018

57

Zenneck J. Uber die Fortpﬂanzung ebener elektromagnetischer Wellen langs einer ebenen Leiterﬂache und ihre
Beziehung zur drahtlosen Telegraphie. Ann Physik, 1907, 23: 846–866

58

Collin R E. Hertzian dipole radiating over a lossy earth or sea: some early and late20th-century controversies. IEEE
Antennas Propag Mag, 2004, 46: 64–79

59

Michalski K A, Mosig J R. The Sommerfeld halfspace problem redux: alternative ﬁeld representations, role of Zenneck
and surface plasmon wave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5, 63: 5777–5790

60

Hu B, Chew W C. Fast inhomogeneous plane wave algorithm for electromagnetic solutions in layered medium
structures-2D case. Radio Sci, 2000, 35: 31–44

61

Polimeridis A G, Yioultsis T V, Tsiboukis T D. An eﬃcient pole extraction technique for the computation of Green’s
functions in stratiﬁed media using a sine transformation.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7, 55: 227–229

26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1 期

62

Zhang M, Li L W, Tian Y F. An eﬃcient approach for extracting poles of Green’s functions in general multi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8, 56: 269–273

63

Wang D X, Yung E K N, Chen R S, et al. A new method for locating the poles of Green’s functions in a lossless or
lossy multilayered medium.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0, 58: 2295–2300

64

Song Z, Zhou H X, Zheng K L, et al. Accurate evaluation of Green’s functions for a lossy layered medium by fast
extraction of surface- and leaky-wave modes. IEEE Antennas Propag Mag, 2013, 55: 92–102

65

Hochman A, Leviatan Y. A numerical methodology for eﬃcient evaluation of 2D Sommerfeld integrals in the dielectric
half-space problem.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0, 58: 413–431

66

King R W P, Sandler S S. The electromagnetic ﬁeld of a vertical electric dipole over the earth or sea.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94, 42: 382–389

67

Wait J R. The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of EM ground-wave propagation. IEEE Antennas Propag Mag, 1998, 40:
7–24

68

Cui T J, Chew W C. Fast evaluation of Sommerfeld integrals for EM scattering and radiation by three-dimensional
buried objects.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 1999, 37: 887–900

69

Xiong J L, Chen Y P, Chew W C. A quasi-3D thin-stratiﬁed medium fast-multipole algorithm for microstrip structure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1, 59: 2578–2587

70

Mosig J R, Melcon A A. Green’s functions in lossy layered media: integration along the imaginary axis and asymptotic
behavior.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3, 51: 3200–3208

71

Wu B, Tsang L. Fast computation of layered medium Greens functions of multilayers and lossy media using fast
all-modes method and numerical modiﬁed steepest descent path method.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08,
56: 1446–1454

72

Chow Y L, Yang J J, Fang D G, et al. A closed-form spatial Green’s function for the thick microstrip substrate.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1991, 39: 588–592

73

van Blaricum M L, Mittra R. A technique for extracting the polesand residues of a system directly from its transient
response.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75, 23: 777–781

74

Sarkar T K, Pereira O. Using the matrix pencil metho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a sum of complex exponentials.
IEEE Antennas Propag Mag, 1995, 37: 48–55

75

Ling F, Jin J M. Discrete complex image method for Green’s functions of general multilayer media. IEEE Microw
Guided Wave Lett, 2000, 10: 400–402

76

Aksun M I. A robust approach for the derivation of closed-form Green’s functions.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1996, 44: 651–658

77

Yuan M, Sarkar T K, Salazar-Palma M. A direct discrete complex image method from the closed-form Green’s
functions in multi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06, 54: 1025–1032

78

Alparslan A, Aksun M I, Michalski K A. Closed-form Green’s functions in planar layered media for all ranges and
materials.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10, 58: 602–613

79

Chen Y P, Chew W C, Jiang L. A novel implementation of discrete complex image method for layered medium
Green’s function. IEEE Antennas Wirel Propag Lett, 2011, 10: 419–422

80

Chen Y P, Sha W, Choy W C H, et al. Study on spontaneous emission in complex multilayered plasmonic system
via surface integral equation approach with layered medium Green’s function. Opt Express, 2012, 20: 20210–20221

81

Cangellaris A C, Okhmatovski V I. Novel closed-form Green’s function in shielded planar 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00, 48: 2225–2232

82

Okhmatovski V I, Cangellaris A C. A new technique for the derivation of closed-form electromagnetic Green’s functions for unbounded planar 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2, 50: 1005–1016

83

Kaifas T N. Direct rational function ﬁtting method for accurate evaluation of Sommerfeld integrals in stratiﬁed media.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2, 60: 282–291

84

Kourkoulos V N, CangellarisA C. Accurate approximation of Green’s functions in planar stratiﬁed media in terms of
a ﬁnite sum of spherical and cylindrical wave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6, 54: 1568–1576

85

Boix R R, Mesa F, Medina F. Application of total least squares to the derivation of closed-form Green’s functions
for planar 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07, 55: 268–280

86

Polimeridis A G, Yioultsis T V, Tsiboukis T D. A robust method for the computation of Green’s functions in stratiﬁed

27

聂在平等: 电磁波与复杂目标/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论、方法与应用

media.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7, 55: 1963–1969
87

Mesa F, Boix R R, Medina F. Closed-form expressions of multilayered planar Green’s functions that account for the
continuous spectrum in the far ﬁeld.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08, 56: 1601–1614

88

Chen J Y, Kishk A A, Glisson A W. A 3D interpolation model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ommerfeld integrals to
analyze dielectric resonators in a multilayered medium. Electromagnetics, 2002, 20: 1–15

89

Atkins P R, Chew W C. Fast computation of the dyadic Green’s function for layered media via interpolation. IEEE
Antennas Wirel Propag Lett, 2010, 9: 493–496

90

Song J M, Chew W C. Multilevel fast-multipole algorithm for solving combined ﬁeld integral equations of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Microw Opt Tech Lett, 1995, 10: 14–19

91

Nie Z P, Hu J, Yao H Y, et al. The fast multipole methods for vector analysis of scattering from 3-dimensional
objects with complex structure. Acta Electron Sinica, 1999, 27: 104–109 [聂在平, 胡俊, 姚海英, 等. 用于复杂目标

三维矢量散射分析的快速多极子方法. 电子学报, 1999, 27: 104–109]
92

Hu J. The eﬃcient method for vector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from complex object—fast multipole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Dissertation for Ph.D. Degree. Chengd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000 [胡俊. 复杂目标矢量电磁散射的高效方法 —— 快速多极子方法及其应用. 博士学位论文. 成都: 电子科技
大学, 2000]

93

Brandt A. Multilevel computations of integral transforms and particle interactions with oscillatory kernels. Comp
Phys Comm, 1991, 65: 24–38

94

Gurel L, Aksun M I.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solution of conducting strips in layered media using the fast multipole
method. IEEE Microw Guided Wave Lett, 1996, 6: 277–279

95

Geng N, Sullivan A, Carin L. Fast multipole method for scattering from an arbitrary PEC target above or buried in
a lossy half Space.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1, 49: 740–748

96

Luo W. Research of the integrative electromagnetic modeling and high eﬃcient algorithms for objects located in a
half space. Dissertation for Ph.D. Degree. Chengd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016
[罗万. 半空间环境中目标的电磁散射特性一体化建模及高效算法研究. 博士论文.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16]

97

Liu Z, He J, Xie Y, et al. Multilevel fast multipole algorithm for general targets on a half-space interface.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2, 50: 1838–1849

98

Hu B, Chew W C. Fast inhomogeneous plane wave algorithm for scattering from objects above the multilayered
medium.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ing, 2001, 39: 1028–1038

99

Zhao J S, Chew W C, Lu C C, et al. Thin-stratiﬁed medium fast-multipole algorithm for solving microstrip structures.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1998, 46: 395–403

100

Ginste D V, Michielssen E, Olyslager F, et al. An eﬃcient perfectly matched layer based multilevel fast multipole
algorithm for large planar microwave structure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6, 54: 1538–1548

101

Jiang L, Chew W C. Low-frequency fast inhomogeneous plane-wave algorithm (LF-FIPWA). Microw Opt Tech Lett,
2004, 40: 117–122

102

Chen Y P, Xiong J L, Chew W C. A mixed-form thin-stratiﬁed medium fast-multipole algorithm for both low and
mid frequency problem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1, 59: 2341–2349

103

Darve E, Have P. Eﬃcient fast multipole method for low-frequency scattering. J Comp Phys, 2004, 197: 341–363

104

Wallen H, Sarvas J. Translation procedures for broadband MLFMA. Progress Electromagn Res, 2005, 55: 47–78

105

Bogaert I, Peeters J, Olyslager F. A nondirective plane wave MLFMA stable at low frequencie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8, 56: 3752–3767

106

Wei J G, Peng Z, Lee J F. Multiscale electromagnetic computations using a hierarchical multilevel fast multipole
algorithm. Radio Sci, 2013, 49: 1022–1040

107

Ying L, Biros G, Zorin D. A kernel-independent adaptive fast multipole algorithm in two and three dimensions. J
Comp Phys, 2004, 196: 591–626

108

Fong W, Darve E. The black-box fast multipole method. J Comp Phys, 2009, 228: 8712–8725

109

Wang H G, Chan C H, Tsang L. A new multilevel Green’s function interpolation method for large-scale low-frequency
EM simulations. IEEE Trans Comp-Aided Des Integ Circuits Syst, 2005, 24: 1427–1443

110

Wang C F, Ling F, Jin J M. A fast full-wave analysis of scattering and radiation from large ﬁnite arrays of microstrip
antenna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1998, 46: 1467–1474

28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1 期

111

Zhuang L, He S, Ye X, et al. The BCGS-FFT method combined with an improved discrete complex image method
for EM scattering from electrically large objects in multi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ing, 2010,
48: 1180–1185

112

Okhmatovski V, Yuan M, Jeﬀrey I, et al. A three-dimensional precorrected FFT algorithm for fast method of
moments solutions of the mixed-potential integral equation in 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09, 57: 3505–3517

113

Yang K, Yilmaz A E. A three-dimensional adaptive integral method for scattering from structures embedded in
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ing, 2012, 50: 1130–1139

114

Fasenfest B J, Capolino F, Wilton D R, et al. A fast MoM solution for large arrays: Green’s function interpolation
with FFT. IEEE Antennas Wirel Propag Lett, 2004, 3: 161–164

115

Seo S M, Lee J F. A fast IE-FFT algorithm for solving PEC scattering problems. IEEE Trans Magn, 2005, 41:
1476–1479

116

Li J L-W, Guo L W. Fast Fourier Transforms in Electromagnetics.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4. 1–24

117

Guo L W, Chen Y P, Hu J, et al. IE-DDM with a novel multiple-grid p-FFT for analyzing multiscale structures in
half space. J Electromagn Waves Appl, in press. doi: 10.1080/09205071.2016.1247752

118

Simsek E, Liu J, Liu Q H. A spectral integral method (SIM) for layered media.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6,
54: 1742–1749

119

Parron J, Rius J M, Mosig J R. Application of the multilevel matrix decomposition algorithm for the frequency
analysis of large microstrip antenna array. IEEE Trans Mag, 2002, 38: 721–724

120

Zhao K, Vouvakis M N, Lee J F. The adaptive cross approximation algorithm for accelerated method of moments
computations of EMC problems. IEEE Trans Electromagn Compatibility, 2005, 47: 763–773

121

Kapur S, Long D E, Zhao J. Eﬃcient full-wave simulation in layered, lossy media. In: Proceedings of IEEE Custom
Integrated Circuits Conference, Santa Clara, 1998. 211–214

122

Zhao K, Lee J F. A single-level dual rank IE-QR algorithm to model large microstrip antenna array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04, 52: 2580–2585

123

Wan T, Jiang Z N, Sheng Y J. Hierarchical matrix techniques based on matrix decomposition algorithm for the fast
analysis of planar layered structures.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1, 59: 4132–4141

124

Huang S, Tsang L.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of randomly rough soil surfaces based on numerical solutions of Maxwell
equations in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s using a hybrid UV/PBTG/SMCG method. IEEE Trans Geosci Remote
Sensing, 2012, 50: 4025–4035

125

Luo W, Nie Z P, Chen Y P. Fast analysis of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from three dimensional objects straddling the
interface ofa half space. IEEE Geosci Remote Sens Lett, 2014, 11: 1205–1209

126

Chen Y P, Sun S, Jiang L, et al. A Calderon preconditioner for the electric ﬁeld integral equation with layered
medium Green’s Function.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4, 62: 2022–2030

127

Ling F, Okhmatovski V I, Harris W, et al. Large-scale broad-band parasitic extraction for fast layout veriﬁcation of
3-D RF and mixed-signal on-chip structures. IEEE Trans Microw Theory Tech, 2005, 53: 264–272

128

Chen Y P, Jiang L, Qian Z G, et al. An augmented electric ﬁeld integral equation for layered medium Green’s
function. IEEE Trans Antennas Propag, 2011, 59: 960–968

129

Luo W, Nie Z P, Chen Y P. Eﬃcient higher-order analysis of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by objects above, below, or
straddling a half space. IEEE Antennas Wirel Propag Lett, 2016, 15: 332–335

130

Nie Z P, Ren S, Yan S, et al. Modiﬁed phase-extracted basis functions for eﬃcient analysis of scattering from
electrically large targets. Proc IEEE, 2013, 101: 401–413

Intera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and complicated targets/
environment: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Zaiping NIE* & Yongpin CHEN
School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zpnie@uestc.edu.cn
29

聂在平等: 电磁波与复杂目标/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论、方法与应用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 theories and methods, it is now possible
to study accurately and quantitatively the basic physical principle and rul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lectromagnetic waves and complicated targets/environment through numerical methods. Such numerical modeling and
theoretical prediction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and inspire innovative idea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ﬁelds of target detection and identiﬁcation in a complex environment, exploration of
undergrou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a ground-air or ocean-air environment, electromagnetic stealth
design, electromagnetic countermeasures, etc.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accurate and eﬃcient numerical
modeling tools will remarkably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technologies. In this article,
we ﬁrst review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cientiﬁc problems in the intera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and
targets/environment. Next, we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ing and numerical methods for the
composite scattering of targets in a half-space environment, the state-of-the-art development of half-space Green’s
function and its eﬃcient computation, integral equation methods, and fast algorithms. Finally, we propose several key research topics and areas for the interac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s and targets/environment, including
composite scattering model and numerical methods for targets in a high-contrast half space; highly eﬃcient analysis of electrically large targets in a half space; approximation models for analyzing composite scattering; accuracy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full-wave numerical and high-frequency or ray methods in a half space; combination
of stochastic time-varying model of the rough ground/sea surface and the deterministic half-space model, rules
and adaptivity (for example, the diﬀerential RCS of targets in a half space and the random scattering of rough
surfaces as additive noise); numerical models of composite scattering in a half space for sensor applications; spatial
selection and adaptive focusing in the low-frequency near-ﬁeld detection in a layered medium; and veriﬁcation,
validation, and evaluation of numerical models in a large-scale electromagnetic computation.
Keywords electromagnetic scat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argets, composite scattering of targets/environment,
half space, integral equation methods, half-space Green’s function, multilevel fast multipole algorithm

Zaiping NIE was born in Xi’an, China,
in 1946. He received a B.S. degree
in radio engineering and M.S. degree
in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microwave
techn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ESTC), in 1968 and 1981, respectively.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with
the School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UESTC.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scattering, inverse scattering, wave
and field in inhomogeneous media,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and smart antenna technique in mobile communications.

30

Yongpin CHEN was born in Zhejiang,
China, in 1981. He obtained his B.S.
and M.S. degrees in microwave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ESTC), in 2003 and 2006, respectively, and a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in 2012. Currently, he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with the ElectroScience Laboratory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OSU).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aves and fields in inhomogeneous
media, computational electromagnetics, multi-physics modeling, and nano-op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