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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传统超表面存在大角度电磁性能恶化问题, 提出了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理论, 实现超

表面电磁性能的超宽角域稳定性. 首先针对超宽角域透波问题, 将超表面本征参数由各向同性标量推

广至各向异性张量, 建立包含入射角变量的各向异性超表面特性阻抗模型, 推导了全角域透波的广义

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将单一角度下的传统布儒斯特理论推广至整个角域.接着,针对电磁吸波问

题,进一步将本征参数张量从实数域推广至复数域,建立了吸波超表面的复反射系数的角域模型,推导

实现双极化超宽角域吸波的广义布儒斯特复波阻抗匹配条件,将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理论由超宽

角域透波推广至超宽角域吸波. 最后, 根据该理论分别研制了超宽角域透波和吸波超表面, 仿真和实

验均证明了它们在 0◦∼80◦ 超宽角域内的透波性能和在 0◦∼75◦ 超宽角域内的吸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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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超表面因为具有突破自然界本征规律的潜力, 已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方向, 并广泛应用于

国防装备、5G通信、物联网等军事和民用领域.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对这些超表面应用场景提出了全角

域探测与感知的需求, 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超表面在空间电磁波斜入射角域维度的功能实现. 以超表

面的电磁透波和吸波应用为例,如图 1(a)所示,超表面作为电磁透波器件时,通常作为 “电磁窗口”共

形安装于战斗机前端鼻锥处作为相控阵雷达天线罩. 同时, 为了避免高速飞行时产生的音爆效应, 飞

行器鼻锥及其共形天线罩均被设计为尖锥形状 [1]. 因此, 雷达系统在对空间全方位探测时, 不论是天

线超宽角域波束扫描还是天线罩的共形设计需求,均要求超表面在电磁波穿过时具有超宽的入射角域

覆盖范围, 这个范围甚至可以高达 0◦∼80◦. 当超表面作为电磁吸波器件时, 如图 1(b) 所示, 常常安装

于战斗机两侧的机翼, 通过耗散敌方探测信号来降低系统的雷达散射截面积, 从而实现飞行器的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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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超表面的应用场景及其斜入射工作角域需求示意图

Figure 1 (Color onlin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metasurfaces and their required angular domains. (a) Transmission;

(b) absorption

隐身 [2]. 随着现代雷达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 这类高速飞行器面临的空间探测威胁从地面

雷达延伸至机载雷达, 甚至是星载雷达, 这也要求应用于其上的超表面兼顾 0◦∼75◦ 的超宽斜入射角

域的电磁吸波性能.

电磁波斜入射时, 超表面和空气的特性阻抗难以匹配, 导致其电磁性能随入射角度增加而逐渐恶

化. 并且, 结构在本征谐振模式之外的 Floquet-Bloch 模式, 即栅瓣, 也随着入射角度增大而向低频移

动, 进而影响超表面在工作频带内的电磁性能 [3, 4]. 针对超表面在大角度入射时的电磁性能恶化问题,

人们主要采用弯折结构 [5, 6]、交指结构 [7, 8]、集总元件加载 [9, 10]、电磁耦合结构 [11, 12] 等小型化设计

方法, 通过减小超表面单元周期尺寸来抑制栅瓣向工作频带移动, 从而将超表面的角度稳定性普遍提

升至 0◦∼45◦. 除此之外, 三维结构设计方法也可以有效地提高结构的角度稳定性 [13∼17], 通过将谐振

器贴附在电磁波传播方向四个壁面上, 可以实现 0◦∼45◦ 的稳定电磁性能. 然而, 小型化方法仅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而无法根除栅瓣的影响, 同时加工工艺精度和成本也制约结构小型化程度的提高, 这些均

限制了超表面角度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本文针对超表面超宽角域电磁性能恶化问题, 提出超宽角域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理论, 克服

了传统超表面阻抗匹配理论导致的大角度波阻抗失配问题. 本文首先针对电磁透波问题, 研究了各向

异性超表面对角张量形式的本征参数张量,建立包含入射角变量的各向异性超表面特性阻抗表达式模

型, 推导了超表面全角域波阻抗模型及匹配条件, 即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透波匹配条件, 将单一角度

下传统布儒斯特理论推广至整个角域.接着,针对电磁吸波问题,将超表面本征参数张量从实数域推广

至复数域, 建立包含复本征参数张量和入射角变量的电磁吸波超表面反射系数表达式模型, 推导了超

表面实现横电 (transverse electric, TE)和横磁 (transverse magnetic, TM)双极化超宽角域吸波性能的

复本征参数张量条件, 即广义布儒斯特复波阻抗吸波匹配条件, 将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理论由超

宽角域透波推广至超宽角域吸波. 最后, 本文基于上述超宽角域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透波与吸波条件,

分别研制了入射角域范围为 0◦∼80◦ 的超宽角域透波超表面和 0◦∼75◦ 的超宽角域吸波超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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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宽角域电磁响应理论

2.1 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透波理论

传统光学中, 经典布儒斯特效应揭示了一种 TM 极化波以布儒斯特角度照射介质表面, 反射波完

全消失且入射波完全透过的现象 [18]. 该效应产生原因是, 电磁波斜入射角度增加时, 各向同性介质特

性阻抗保持稳定, 而空气特性阻抗则呈现单调变化趋势, 因此完美透波性能所需的波阻抗匹配在 TM

极化波以布儒斯特角度斜入射时达成 [19]. 然而, 各向同性介质特性阻抗对入射角度变化不敏感, 难以

在各个斜入射角度与空气波阻抗匹配, 无法实现超宽角域电磁透波性能. 因此, 本文对各向异性超表

面进行研究, 其张量形式本征参数为结构斜入射特性阻抗调控提供了更多自由度, 可将传统布儒斯特

效应中的单角度阻抗匹配性能推广至整个角域, 从而实现超宽角域电磁透波性能.

基于上述策略, 首先需要建立 TE 和 TM 极化电磁波斜入射时, 包含入射角度变量的结构特性阻

抗的表达式模型. 根据麦克斯韦 (Maxwell) 方程组可知, 超表面的电场矢量 E 和磁场矢量 H 具有如

下关系: ∇×E = −jω ¯̄µµ0H,

∇×H = −jω ¯̄εε0E,
(1)

式中 ω 为角频率, ∇ 为那不勒算子 (Nabla operator), ε0 和 µ0 为介电常数和磁导率常数, ¯̄ε 和 ¯̄µ 分别

代表超表面的相对介电常数和相对磁导率张量, 分别表示为

¯̄ε =


εt 0 0

0 εt 0

0 0 εn

 , ¯̄µ =


µt 0 0

0 µt 0

0 0 µn

 . (2)

两个张量的虚部分量的数值过高会导致耗散能量, 无法满足高效透波性能的要求, 因此在这里假设它

们的各个分量为实数.

当电磁波从空气斜入射到超表面时, 电场矢量 E、磁场矢量 H、那不勒算子 ∇ 均由切向场分量
和法向场分量两部分组成, 分别为

E = Et + enEn,

H = Ht + enHn,

∇ = ∇t +
∂

∂n
en,

(3)

这里 en 代表了法向方向的单位向量. 考虑到阻抗匹配条件是由空气和结构分界面的切向分量连续性

获得的, 因此对式 (1) 进行变换来消除其中的法向分量. 将式 (3) 代入到式 (1) 并分离电场和磁场矢

量的切向和法向分量, 可得到切向分量表达式:∇t × enEn + ∂
∂nen ×Et = −jωµtµ0Ht,

∇t × enHn + ∂
∂nen ×Ht = jωεtε0Et.

(4)

对应地, 法向分量的表达式为 ∇t ×Et = −jωµnµ0enHn,

∇t ×Ht = jωεnε0en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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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5) 代入到式 (4) 中, 从而得到电场和磁场矢量的切向分量之间的关系为 ∂
∂nen ×Et = −jωµtµ0Ht − 1

jωεnε0
∇t × (∇t ×Ht),

∂
∂nen ×Ht = jωεtε0Et +

1
jωµnµ0

∇t × (∇t ×Et).
(6)

在无源区域中, 上式可以进一步变换为 [20] ∂
∂nen ×Et = −jωµtµ0Ht +

1
jωεnε0

∇2
tHt,

∂
∂nen ×Ht = jωεtε0Et − 1

jωµnµ0
en ×∇ten ×∇tEt.

(7)

将式 (7) 的第一个等式左右两边分别叉乘以 −en, 从而化简为 ∂
∂nEt = (jωµtµ0

¯̄It − 1
jωεnε0

∇2
t ) · (en ×Ht),

∂
∂nen ×Ht = (jωεtε0

¯̄It − 1
jωµnµ0

en ×∇ten ×∇t) ·Et,
(8)

其中, ¯̄It 为单位并矢. 式 (8) 给出了超表面的 “等效矢量电压 Et” 和 “等效矢量电流 en ×Ht” 之间的

微分方程表达式, 这与传统的传输线方程联结电压和电流的形式一致, 故可视为超表面的等效矢量传

输线方程 [20].

对于平面波而言, 电磁波是正弦形式的, 因此 ∇t 可以被传播常数切向分量的乘式 −jkt 代替, 从

而可以将等效矢量传输线方程变化为 ∂
∂nEt = (jωµtµ0

¯̄It +
1

jωεnε0
ktkt) · (en ×Ht),

∂
∂nen ×Ht = (jωεtε0

¯̄It +
1

jωµnµ0
en × kten × kt) ·Et.

(9)

将式 (9)中的两个等效矢量传输线方程进行结合,通过消除其中的 “等效矢量电流 en×Ht”从而得到

“等效矢量电压 Et”, 也就是切向矢量电场的二阶波动方程, 其具有如下表达式:

∂2

∂n2
Et + β2

nEt = 0, (10)

其中 βn 代表法向传播常数, 可由式 β2
n = ω2 ¯̄ε ¯̄µε0µ0 − k2t 计算得到, 而切向传播常数 kt = k0 sin θ,

k0 =
√
ω2ε0µ0 为真空中传播常数. 考虑到上述方程的二维并矢具有对角形式, 结合式 (9) 可以观察

出该方程的两个特征解明显是由两个线极化矢量组成的: 一个是平行于矢量 kt 的解, 而另一个是平

行于矢量 en × kt 的解. 其中, 平行于矢量 kt 的解对应于 TM 极化电磁波入射时的解, 而平行于矢量

en × kt 的解对应于 TE 极化电磁波入射时的解, 故式 (10) 进一步被表达为

∂2

∂n2
Et +

(
β2
TM

ktkt

k2t
+ β2

TE

en × kten × kt

k2t

)
·Et = 0, (11)

其中 βTE 和 βTM 分别为 TE 和 TM 极化电磁波入射时的法向传播常数, 其表达式为 β2
TE = µt

µn
(ω2εtε0µnµ0 − k2t ) = k20(εtµt − µt

µn
sin2 θ),

β2
TM = εt

εn
(ω2εnε0µtµ0 − k2t ) = k20(εtµt − εt

εn
sin2 θ).

(12)

接下来, 将这些法向传播分量代入到等效矢量传输线方程 (9) 中, 可以发现切向场 Et 和 en ×Ht

二者相互关联, 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可通过波阻抗和波导纳来表征, 即

Et = ± ¯̄Z · (en ×Ht), en ×Ht = ± ¯̄Y ·E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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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不同本征参数时, 超表面与空气在入射角域的 TE 极化特性阻抗曲线

Figure 2 (Color online) TE-polarized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of air and metasurface with different constitutive param-

eters in the incidence angular domain. (a) Different values of εt/µt; (b) different values of µtµn

波阻抗和波导纳的符号选取是根据电磁波的传播方向决定的. 这里二维矢量波阻抗 ¯̄Z 和波导纳 ¯̄Y 为

对角形式, 可以表示为

¯̄Z = ZTE
M

en × kten × kt

k2t
+ ZTM

m

ktkt

k2t
, ¯̄Y = ¯̄Z−1. (14)

结合式 (9), (11) 和 (12), 得到超表面在 TE 和 TM 极化下的特性阻抗表达式为
ZTE
m =

√
µtµ0

εtε0
1√

1− k2
t

ω2εtε0µnµ0

= η0√
εt
µt

− sin2 θ
µtµn

,

ZTM
m =

√
µtµ0

εtε0

√
1− k2

t

ω2εnε0µtµ0
= η0

√
µt

εt
− sin2 θ

εtεn
.

(15)

这里 η0 =
√
µ0/ε0 ≈ 377 Ω 为自由空间中的波阻抗. 根据式 (15) 可得空气 (εt = εn = 1, µt = µn = 1)

的 TE 和 TM 极化特性阻抗分别为

ZTE
0 =

η0
cos θ

, ZTM
0 = η0 cos θ. (16)

接着, 分析具有不同本征参数超表面与空气的特性阻抗匹配情况. 以 TE 极化电磁波斜入射为例,

由式 (15)可知,当电磁波以小角度斜入射到超表面时,根据三角函数性质,结构特性阻抗中 sin2 θ/µtµn

项几乎为零, 特性阻抗可简化为 ZTE
m = η0

√
εt/µt, 此时超表面与空气特性阻抗匹配由 εt/µt 调整, 因

此将其命名为匹配因子. 随着入射角度增加, sin2 θ/µtµn 项数值无法忽略, 结构特性阻抗对入射角度

变化更加敏感, 而改变分母项 µtµn 则可以调整对角度敏感程度, 故将其命名为角度影响因子.

图 2 画出了常见结构与具有不同本征参数超表面的 TE 极化特性阻抗随入射角度变化图. 如

图 2(a) 所示, 典型磁性结构的匹配因子 εt/µt 通常小于 1, 故其特性阻抗在小角域内与空气特性阻抗

无法匹配, 而角度影响因子 µtµn>1 则保证其特定大角度时的阻抗匹配; 自然界常见各项同性结构的

匹配因子 εt/µt 通常大于 1, 其角度影响因子 µtµn 也通常等于 1, 因此其与空气的特性阻抗匹配在所

有入射角均无法实现, 这也解释了其在 TE 极化时不存在布儒斯特效应的原因; 具有 εt = µt 特性结

构通常被称为匹配结构, 与空气特性阻抗在电磁波垂直入射时匹配, 然而随着入射角度增加, 其与空

气特性阻抗之间差异越来越大. 但是, 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角度影响因子 µtµn 调整, 如图 2(b) 所示, 随

着角度影响因子增加, 阻抗匹配结构特性阻抗随入射角度改变的变化率逐渐降低, 其与空气在整个角

域内的特性阻抗匹配只会在角度影响因子 µtµn = 1 时实现, 如图中蓝色和黑色曲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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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3 (网络版彩图) 超表面本征参数对结构斜入射传输系数作用示意图

Figure 3 (Color online) The influence of constitute parameters on the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s of transmissive metasurface

under oblique incidence. (a) TE polarization; (b) TM polarization

根据阻抗匹配理论, 结构反射系数可以计算为

RTE/TM =
Z

TE/TM
m − Z

TE/TM
0

Z
TE/TM
m + Z

TE/TM
0

. (17)

因此, 电磁波斜入射时, 超表面的 TE 和 TM 极化反射系数为

RTE =
cos θ −

√
εt
µt

− sin2 θ
µtµn

cos θ +
√

εt
µt

− sin2 θ
µtµn

, RTM =

√
µt

εt
− sin2 θ

εtεn
− cos θ√

µt

εt
− sin2 θ

εtεn
+ cos θ

. (18)

从上式可以观察到 TM 极化反射系数同样由入射角度、匹配因子、角度影响因子三部分决定, 然而与

TE 极化情况不同的是, TM 极化特性阻抗匹配因子和角度影响因子分别为 µt/εt 和 εtεn.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超表面的本征参数对结构透波系数的影响, 图 3 画出了匹配因子为 0.75, 1.0

和 1.25 时, 结构传输系数 (
√

1−RTE/TM2
) 随入射角度和角度影响因子变化示意图. 如图 3(a) 所

示, TE 极化电磁波斜入射时, 当结构匹配因子 εt/µt 不为 1 时, 完美透波性能仅能在角度 θTE =

sin−1(
√

µt−εt
µt−1/µn

) 处实现; 当匹配因子 εt/µt 为 1 时, 不论角度影响因子取何值, 垂直入射电磁波总能

完全透过该结构, 当角度影响因子 µtµn 等于 1 时, 电磁波以任何角度入射均能完全透射, 这正是我们

追求的 TE 极化全角域透波现象, 因此可得到 TE 极化全角域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如下:

εt = µt, µtµn = 1. (19)

对应地, TM 极化电磁波斜入射时, 超表面透波情况如图 3(b) 所示, 当结构匹配因子 µt/εt 不为 1 时,

完美透波性能也只会在角度 θTM = sin−1(
√

εt−µt

εt−1/εn
)处存在;当匹配因子 µt/εt 为 1时,垂直入射电磁

波可完全透过结构, 在此基础上当 εtεn = 1 时, 结构对任意角度入射电磁波均保持透明, 故可得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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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4 (网络版彩图) 电磁波斜入射吸波超表面示意图

Figure 4 (Color online) Schematic diagram of absorptive metasurfaces under oblique incidence for (a) TE and (b) TM

polarizations

极化全角域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如下:

µt = εt, εtεn = 1. (20)

式 (19) 和 (20) 共同构成了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 该条件将单一角度的经典布儒斯特效应推

广至整个角域, 理论上实现了电磁波趋近全角域的波阻抗匹配透波特性.

2.2 广义布儒斯特复波阻抗匹配吸波理论

针对超表面的超宽角域电磁吸波问题, 继续研究了广义布儒斯特复波阻抗匹配吸波理论, 以期将

超宽角域电磁透波推广至超宽角域电磁吸波.由于超表面本征参数的虚部分量对入射电磁波的能量具

有耗散作用, 因此为了提高各向异性超表面的电磁吸波性能, 将其本征参数相对介电常数和相对磁导

率张量由实数域进一步推广至复数域, 表达式为

¯̄ε =


εt 0 0

0 εt 0

0 0 εn

 =


ε′t + jε′′t 0 0

0 ε′t + jε′′t 0

0 0 ε′n + jε′′n

 , ¯̄µ =


µt 0 0

0 µt 0

0 0 µn

 =


µ′
t + jµ′′

t 0 0

0 µ′
t + jµ′′

t 0

0 0 µ′
n + jµ′′

n

 ,

(21)

其中 (·)′ 为张量各元素实部分量, (·)′′ 为各元素虚部分量.

为提高超表面吸波性能, 通常在底部放置金属平板, 如图 4 所示, 结构厚度为 d, 参考平面 z = 0

设置为结构下表面. 根据阻抗匹配原理, 该结构电场和磁场切向分量应在结构顶层和底层分别与空气

和金属平板一致. 以 xoz 平面 TE 极化电磁波入射为例, 如图 4(a) 所示, 电场矢量 E 方向沿 y 轴方

向; 磁场矢量 H 位于 xoz 平面内, 包含 x 轴和 z 轴方向两个分量. 在空气中, 电场矢量 E 表示为 [21]

E = eyEy = ey[e
j(ktx+knz) +RTEej(ktx−knz)], (22)

其中 RTE 代表超表面的 TE 极化复反射系数. 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可知, 磁场矢量 H 表示为

H = − 1

jωµ0
∇×E = exHx + enHn = ex

[
− kn
ωµ0

ej(ktx+knz) +
RTEkn
ωµ0

ej(ktx−knz)

]
+ en

[
kt
ωµ0

ej(ktx+knz) +
RTEkt
ωµ0

ej(ktx−knz)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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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n =
√
k20 − k2t . 对应地, 超表面中的电场矢量 Em 的表达式为

Em = eyEmy = ey

[
Mej(k

TE
mtx+kTE

mnz) +Nej(k
TE
mtx−kTE

mnz)
]
, (24)

其中 kTE
mt 和 kTE

mn 分别为结构 TE 极化复波常数的水平和法向分量, M 和 N 分别为入射和反射电场

的幅度. 结构磁场矢量 Hm 表达式为

Hm = − 1

jωµ0
∇×Em = exHmx + enHmn = ex

[
−MkTE

mn

ωµ0µt
ej(k

TE
mtx+kTE

mnz) +
NkTE

mn

ωµ0µt
ej(k

TE
mtx−kTE

mnz)

]
+ en

[
MkTE

mt

ωµ0µn
ej(k

TE
mtx+kTE

mnz) +
NkTE

mt

ωµ0µn
ej(k

TE
mtx−kTE

mnz)

]
,

(25)

其中 kTE
mt 和 kTE

mn 满足如下关系:

kTE
mt

2

µn
+

kTE
mn

2

µt
= εtk

2
0. (26)

为了实现结构交界面的波阻抗匹配, 结构中的电场矢量 E, Em 和磁场矢量 H, Hm 的切向场分

量应在交界面处分别与空气和金属板一致 [22]. 因此两对矢量在 z = d 处, 应有

Ey = Emy, Hx = Hmx. (27)

在 z = 0 处, 应有

Emy = 0. (28)

将式 (22)∼(26) 代入到式 (27) 和 (28) 中, 得到结构 TE 极化复反射系数表达式为

RTE =
−kTE

mn − jµtk0 cos θ tan k
TE
mnd

kTE
mn − jµtk0 cos θ tan kTE

mnd
, (29)

其中 TE 极化下复波常数的法向分量为

kTE
mn = k0

√
εtµt −

µt sin
2 θ

µn
. (30)

TM极化电磁波入射的情况如图 4(b)所示, 磁场矢量 H 方向沿着 y 轴方向;电场矢量 E 则位于

xoz 平面内, 包含 x 轴和 z 轴方向两个分量. 因此, 空气中磁场矢量 H 表达式为 [21]

H = eyHy = ey[e
j(ktx+knz) +RTMej(ktx−knz)]. (31)

空气中的电场矢量 E 的表达式为

E =
1

jωε0
∇×H = exEx + enEn = ex

[
− kn
ωε0

ej(ktx+knz) +
RTMkn
ωε0

ej(ktx−knz)

]
+ en

[
kt
ωε0

ej(ktx+knz) +
RTMkt
ωε0

ej(ktx−knz)

]
.

(32)

同理, 此时结构中的磁场矢量 Hm 的表达式为

Hm = eyHmy = ey[Mej(k
TM
mt x+kTM

mnz) +Nej(k
TM
mt x−kTM

mnz)],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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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TM
mt 和 kTM

mn 分别为结构 TM 极化复波常数水平和法向分量, 结构电场矢量 Em 表达式为

Em = − 1

jωµ0
∇×Hm = exEmx + enEmn = ex

[
MkTM

mn

ωε0εt
ej(k

TM
mt x+kTM

mnz) +
NkTM

mn

ωε0εt
ej(k

TM
mt x−kTM

mnz)

]
− en

[
MkTM

mt

ωε0εn
ej(k

TM
mt x+kTM

mnz) +
NkTM

mt

ωε0εn
ej(k

TM
mt x−kTM

mnz)

]
,

(34)

其中 kTM
mt 和 kTM

mn 满足如下关系:

kTM
mt

2

εn
+

kTM
mn

2

εt
= µtk

2
0. (35)

同样地, 为了实现复波阻抗在结构与空气和金属板分界面的阻抗匹配, 各个矢量的场分量应在分界面

保持连续, 因此电场和磁场矢量在 z = d 处, 应有

Hy = Hmy, Ex = Emx. (36)

在 z = 0 处, 应有

Emx = 0. (37)

将式 (31)∼(35) 代入式 (36) 和 (37) 中, 得到 TM 极化复反射系数表达式为

RTM =
−kTM

mn − jεtk0 cos θ tan k
TM
mn d

kTM
mn − jεtk0 cos θ tan kTM

mn d
, (38)

其中 TM 极化下复波常数的法向分量为

kTM
mn = k0

√
µtεt −

εt sin
2 θ

εn
. (39)

根据波阻抗匹配理论, 吸波超表面对超宽角域斜入射电磁波完美吸收时, 空气与结构复特性阻抗

在超宽角域内匹配, 此时超表面复反射系数为 0, 即 RTE = RTM = 0. 结合式 (29) 和 (38) 可得, 结构

复本征参数张量和入射角度满足如下关系:
kTE
mn = −jµtk0 cos θ tan k

TE
mnd,

kTM
mn = −jεtk0 cos θ tan k

TM
mn d.

(40)

上式可化简为 
j

µt cos θ

√
εtµt − µt sin2 θ

µn
= tan k0d

√
εtµt − µt sin2 θ

µn
,

j
εt cos θ

√
εtµt − εt sin2 θ

εn
= tan k0d

√
εtµt − εt sin2 θ

εn
.

(41)

经过推导可得, 式 (41) 的成立需超表面复本征参量满足如下条件:

εt + µt =
1

εn
+

1

µn
. (42)

基于上述条件, 通过使结构在超大角度 θinc 处满足条件 (41) 和 (42), 即可实现该结构在角度 θinc

处完美吸收性能,进而在 0− θinc 超宽角域内实现双极化吸收性能.图 5给出 θinc 分别为 45◦, 6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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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在 0◦∼45◦, 0◦∼60◦, 0◦∼75◦ 这 3 个典型斜入射角域, 超表面的复本征参数张量解及其吸波

性能曲线

Figure 5 (Color online) Absorp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etasurfaces at three representative incidence angular domains

of 0◦∼45◦, 0◦∼60◦, and 0◦∼75◦ under different constitutive parameter tensors

时,满足条件的复本征参数张量解,这些张量均具有相对较高虚部分量,且满足条件 (38)和 (39). 由于

超表面底层金属板的存在, 结构透射系数为 0, 吸波系数可通过 A = 1− |RTE/TM|2 来计算. 从图中可

以看出, 超表面不仅在角度 θinc 处具有完美吸波性能, 且在 0 − θinc 超宽角域内双极化吸波系数均高

于 90%. 因此, 高虚部复本征参数张量和式 (41) 和 (42) 共同构成了超宽角域广义布儒斯特复波阻抗

匹配理论,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超表面可在超宽角域内同时实现 TE 和 TM 双极化高效吸波性能.

3 结构设计与实验验证

3.1 超宽角域透波超表面

基于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透波理论, 以 TE 极化电磁波斜入射情况为例, 设计了一种具有超

宽角域透波性能周期性超表面. 图 6(a) 为单元透视图, 该结构由介质、金属微带线和正方形金属贴片

组成, 其中金属微带线和金属贴片分别作为电、磁谐振器控制结构相对介电常数和磁导率. 单元沿 x

和 y 轴方向周期均为 p = 8 mm, 介质相对介电常数 εr = 12, 相对磁导率 µr = 1.0, 厚度 h = 5.2 mm.

如图 6(b)所示,金属微带线位于介质上层, 长边沿 y 轴方向,金属线宽 w1 = 0.4 mm; 金属正方形贴片

位于介质上层, 边长 l = 3.8 mm. TE 极化电磁波斜入射时, 该结构反射与传输系数如图 7 所示, 该结

构在大约 6.95 GHz 处表现出超宽角域稳定透波响应, 且透波损耗非常小.

为了实现超宽角域透波性能, 在设计的超表面中分别引入电、磁谐振器实现对本征参数张量 ¯̄ε 和

¯̄µ 控制, 从而在超宽角域内满足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 实现式 (19) 中的 εt = µt 条件, 首先

需要降低结构的切向相对介电常数 εt, 使其与切向相对磁导率 µt 匹配. 为了简化说明, 后文均以 xoz

平面的入射波为例分析.根据文献 [23]可知, 具有无限长电尺寸的金属微带线的谐振频率接近于零频,

可在微波频段显著降低结构等效相对介电常数. 因此, 电谐振器选用如图 6(a) 所示的金属微带线, TE

极化电磁波斜入射时, 沿 y 轴方向入射电场将会驱动微带线内电子沿 y 轴做定向运动, 使得微带线的

电中性被打破, 从而激励电谐振响应来改变结构的电磁参量 εt.

通过对结构 S 参数反演, 得到该结构本征参数各分量随频率和入射角度变化图. 如图 8(a)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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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6 (网络版彩图) 超宽角域透波超表面单元结构图

Figure 6 (Color online) Configuration of the designed ultrawide-angle transmissive metasurface. (a) Perspective view;

(b) top view

(a) (b)

图 7 (网络版彩图) 超宽角域透波超表面仿真性能

Figure 7 (Color online) Simulated performance of the designed ultrawide-angle transmissive metasurface. (a) Reflection
coefficients; (b)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s

随着频率的增加,结构的切向相对介电常数 εt 从一个较小的负值逐渐增加到正值,且在频率 6.95 GHz

处的数值大约为 3. 值得注意的是, 当电谐振被激励时, 由于谐振器间的耦合作用, 通常伴随着抗磁谐

振响应的存在 [24],使得结构的切向和法向相对磁导率 µt 和 µn 均被抑制,如图 8(b)和 (c)所示. 尽管

金属微带线作为电谐振器可以显著地降低结构的切向相对介电常数 εt,但伴生的抗谐振响应同样降低

了结构相对磁导率张量, 使得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要求的 εt = µt 无法满足. 另外, 结构本征

参数张量无法保持稳定的角度响应, 限制了超宽角域透波性能的实现.

针对以上问题, 上述结构中加载金属贴片作为磁谐振器, 形成如图 6 所示的透波超表面结构, 通

过调整结构相对磁导率张量 ¯̄µ, 从而实现超宽角域透波性能. 周期性金属贴片作为经典磁谐振器, 通

过激励水平方向的磁谐振响应从而改变结构的切向相对磁导率 µt
[25], 并且其与金属微带线表面的感

应电流呈环形分布, 从而激发了法向磁谐振响应, 进而提高了结构的法向相对磁导率 µn. 该结构中金

属贴片在激励水平方向磁谐振响应来调整切向相对磁导率 µt 的同时, 其与金属微带线作用形成的环

形电流可以调整法向相对磁导率 µn. 相比于以往工作使用金属方环作为磁谐振器 [26], 本设计仅需单

层结构即可实现对相对磁导率张量两个分量同时调控,避免了多层结构带来的设计复杂度和结构整体

厚度.

图 9 所示为透波超表面的本征参数张量的频域和角域图, 可以看出, 结构本征参数在入射角域

138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第 53 卷 第 1 期

(a) (b) (c)

图 8 (网络版彩图) 电谐振结构本征参数随频率和入射角度变化图

Figure 8 (Color online) Constitutive parameters (a) εt, (b) µt, and (c) µn of the electric resonators with respect to the

frequency and incidence angle

(a) (b) (c)

图 9 (网络版彩图) 超宽角域透波超表面本征参数随频率和入射角度变化图

Figure 9 (Color online) Constitutive parameter (a) εt, (b) µt, and (c) µn of the ultrawide-angle transmissive metasurface
with respect to the frequency and incidence angle

内保持稳定, 为在超宽角域内实现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中, 在频率

6.95 GHz 处, 切向相对介电常数 εt 仍然保持为 3, 切向相对磁导率 µt 增加到 3, 法向相对磁导率 µn

大约增加到 0.3. 因此, TE 极化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所要求的 εt = µt 和 µtµn = 1 得以在超

宽角域内满足, 使得该结构实现图 7 所示的 TE 极化超宽角域透波性能.

为了验证设计超表面的超宽角域透波性能, 采用 PCB 技术对结构进行加工, 加工样品如图 10(a)

所示, 结构由 30 × 30 个单元组成, 整体尺寸为 240 mm × 240 mm × 5.2 mm. 介质选用 Silicon 材料,

金属材料选用厚度为 35 µm 的铜. 在测试过程中, 为了消除空间电磁干扰, 在微波暗室中采用自由空

间法 [27, 28], 选择典型入射角度 0◦, 30◦, 60◦ 和 80◦ 对加工样品传输系数进行测试. 图 10(b) 所示为超

宽角域透波超表面的传输系数测量结果, 可以看出, 该结构在工作频率 6.95 GHz 处实现了 0◦∼80◦ 的

超宽角域内稳定透波性能, 与结构仿真性能一致.

3.2 超宽角域吸波超表面

根据广义布儒斯特复波阻抗匹配理论, 设计了一种超宽角域吸波超表面. 所设计超表面以图 5 红

色曲线的复本征参数张量 ¯̄ε = diag{3.5+j7, 3.5+j7, 0.03− j0.1}和 ¯̄µ = diag{1.5+j7, 1.5+j7, 0.06− j0.1}
为目标, 在经典环形吸波超表面的基础上, 通过加载和优化谐振器达成该目标, 从而实现 0◦∼75◦ 超宽

角域吸波性能. 如图 11 所示, 结构由金属吸收层、介质层、空气层和金属地板 4 部分组成. 金属吸收

层位于介质上表面, 由长方形金属贴片和金属长方环组成, 贴片电阻嵌入在长方环长边和短边中心处,

用于耗散 TE 和 TM 极化入射电磁波能量. 介质采用 Rogers RO3003 材料 (εr = 3, µr = 1.0), 厚度为

t = 0.5 mm. 单元沿 x 轴和 y 轴方向的周期分别为 px 和 py. 经过优化, 最终得到该吸波超表面尺寸

为 px = 14.8 mm, py = 13.2 mm, h = 17.5 mm, lx = 14.2 mm, ly = 9.7 mm, ls = 6 mm, lw = 2.3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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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0 (网络版彩图) 超宽角域透波超表面加工样品及测试结果图

Figure 10 (Color online) (a) Photographs of fabricated ultrawide-angle transmissive metasurface and (b) its measured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s

(a) (b)

图 11 (网络版彩图) 超宽角域吸波超表面单元结构图

Figure 11 (Color online) Configuration of the designed ultrawide-angle absorptive metasurface. (a) Perspective view;
(b) top layer

(a) (b)

图 12 (网络版彩图) 超宽角域吸波超表面仿真性能图

Figure 12 (Color online) Simulated performance of the designed ultrawide-angle absorptive metasurface. (a) Reflection

coefficients; (b) absorptive coefficients

wx = 0.5 mm, wy = 1.8 mm, d = 3.6 mm, Rx = 150 Ω, Ry = 500 Ω. 图 12 给出入射角度为 0◦, 45◦ 和

75◦ 时, 结构的 TE和 TM极化仿真反射与吸收系数. 该结构超过 90%的吸波性能在 TE和 TM极化

下的频率范围分别为 4.5∼10.33 GHz 和 5.4∼10.3 GHz, 双极化吸波相对带宽达到了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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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超宽角域吸波超表面金属吸收层尺寸 (单位: mm)

Table 1 Dimensions of the absorptive layer of ultrawide-angle absorptive metasurface (unit: mm)

Structure px py lx ly wx wy Rx (Ω) Ry (Ω) ls lw

Model I 14.8 14.8 14.2 14.2 0.5 0.5 150 150 – –

Model II 14.8 13.2 14.2 9.7 0.5 1.8 150 500 – –

Model III 14.8 13.2 14.2 9.7 0.5 1.8 150 500 6.0 2.35

(a) (b) (c)

图 13 (网络版彩图) 模型 I∼III 的反演本征参数

Figure 13 (Color online) Retrieved constitutive parameters of models I∼III. (a) Model I; (b) model II; (c) model III

超宽角域吸波超表面的优化路径如图 13 所示, 结构尺寸标注与图 11 一致, 根据吸波结构 S 参

数反演方法获得的结构本征参数张量频谱图在图 13 中给出 [29, 30], 且在表 1 中提供了各结构尺寸. 如

图 13(a) 所示, 通过优化经典正方环吸波超表面 (模型 I) 的尺寸, 使得电、磁谐振分别在 3 GHz 和

4 GHz 处被激励, 并通过在各边中心处加载贴片电阻来提高结构的虚部分量, 从而增加结构的吸波性

能. 该结构在 7 GHz 处的切向相对磁导率 µt 数值为 1.5 + j7, 而切向相对介电常数 εt 的虚部分量很

小, 无法达到所需要求. 这是因为斜入射角度为 75◦ 时, TE 和 TM 极化空气特性阻抗存在较大的差

异 (可由式 (16) 计算), TE 极化波激励的表面电流沿方环 y 轴方向边流过时, 电阻 Ry 较小阻值无法

与 TE 极化空气特性阻抗匹配, 导致水平方向电谐振响应较差, 进而抑制了切向相对介电常数 εt 虚部

分量. 此外, 法向相对介电常数 εn 在抗电谐振效应影响下达到目标数值; 法向相对磁导率 µn 则由于

电谐振伴生的抗磁谐振响应较差的原因, 其数值仍然过高.

接下来, 为了提高水平方向的电谐振响应, 对结构进行非均匀设计 (模型 II). 如图 13(b) 所示, 金

属方环沿 y 轴方向边的长和宽分别调整为 lx = 9.7 mm 和 wx = 1.5 mm, 单元沿 y 轴方向周期减小为

py = 13.2 mm, 电阻 Ry 阻值增加到 500 Ω. 通过分别减小和增加金属方环 y 轴方向边的长度和宽度,

降低了该结构的等效电感; 减小该方向上单元周期则保证相邻单元间的耦合等效电容保持不变, 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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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4 (网络版彩图) 金属贴片尺寸对吸波型超表面的切向相对介电常数 εt 影响图

Figure 14 (Color online) The effect of the (a) length ls and (b) width lw of metallic patches on the tangential relative

permittivity εt

结合, 将结构的电谐振频率提高到大约 6 GHz [31, 32]. 与此同时, 增加电阻 Ry 阻值, 使结构在电谐振

激励时与空气实现特性阻抗匹配, 从而提高 εt 虚部分量. 该调整在不影响 µt 的前提下, 将 εt 数值在

7 GHz 处调整为 7.5 + j9.5. 此外, εn 数值几乎不受影响, µn 则由于抗磁谐振响应影响而被抑制.

最后, 为实现本征参数张量目标值, 需进一步降低 εt 实部和虚部分量, 这可以通过降低模型 II 在

水平方向的电谐振强度来实现. 根据文献 [33] 可知, 吸波结构在水平方向的容性与切向电谐振强度呈

现负相关关系, 故提高结构的容性可有效地抑制结构等效切向相对介电常数. 因此, 这里将两个尺寸

相同的长方形金属贴片作为容性结构, 放置于结构顶层中心处, 形成如图 13(c) 所示的超宽角域吸波

超表面 (模型 III). 可以看出, 通过加载金属贴片, 不同程度地降低 εt 实部和虚部分量, 其在 7 GHz 处

数值约为 3.8 + j7.2; 切向相对磁导率 µt 随频率变化更为平缓; 受抗谐振响应影响, εn 和 µn 也在 7

GHz 处分别变为 0.03 − j0.1 和 0.05 − j0.1, 接近目标数值.

金属贴片的尺寸对 εt 的实部和虚部分量的影响可通过参数扫描来观测. 如图 14(a) 所示, 当贴片

长度 ls 增加时, 贴片在 x 轴方向与长方环的距离变小, 吸波型超表面在该方向上的容性增加, 进而减

小了 εt 的虚部分量. 贴片宽度 lw 对 εt 的作用如图 14(b) 所示, 其数值的增加会使贴片与长方环在 y

轴方向上更为紧凑. 因此, εt 的实部分量受到该方向上的结构容性变化而得到抑制. 而两个贴片的间

距 d 的作用与贴片宽度 lw 一致, 都可以通过改变结构在 y 轴方向上的容性来抑制 εt 的实部分量. 综

上, 当金属贴片尺寸分别优化为 ls = 6 mm, lw = 2.35 mm 和 d = 3.6 mm 时, 本征参数各个分量均在

7 GHz 处达到了图 5 所示的目标数值, 且各个参量均具有平坦的频率响应, 这有利于实现结构的宽带

电磁性能.

为了验证超表面超宽角域吸波性能,我们基于仿真模型对该结构进行加工,加工样品如图 15(a)所

示,结构由 20 × 22个单元组成,整体尺寸为 296 mm × 290.4 mm × 18 mm. 介质选用 Rogers RO3003

材料, 金属材料选择铜, 两种贴片电阻选用 0402WGF1500TCE 和 0402WGF4990TCE 型号, 金属吸收

层通过 PCB 技术印制在介质层表面, 并通过尼龙柱与金属板固定. 在微波暗室中采用自由空间法对

结构的反射系数进行测试, 并通过计算得到结构的吸波系数. 如图 15(b) 所示, 电磁波垂直入射时, 待

测样品实现 TE 和 TM 双极化超过 90% 吸波性能的频段为 3.89∼10.18 GHz, 在斜入射角度 75◦ 处则

为 5.66∼10.11 GHz. 对比发现, 结构在 75◦ 时吸波频带内吸波率要好于垂直入射时, 与图 5 中红色曲

线情况一致, 而带宽差异是由不同入射角度的阻抗匹配差异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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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15 (网络版彩图) 超宽角域吸波超表面加工样品及测试性能图

Figure 15 (Color online) (a) Photographs of fabricated ultrawide-angle absorptive metasurface together its measured

(b) reflection and (c) absorption coefficients

4 结论

本文对超表面在超宽角域电磁透波、吸波两方面存在的大角度波阻抗失配问题进行研究. 针对超

宽角域电磁透波问题, 通过将传统超表面的各向同性标量本征参数推广至各向异性张量形式, 建立了

各向异性超表面特性阻抗的角域模型, 并推导了实现全角域透波的广义布儒斯特波阻抗匹配条件. 接

着,为了实现超宽角域电磁吸波性能,进一步将本征参数张量由实数域推广至复数域,构建了包含入射

角变量的吸波超表面的复反射系数模型, 确定了超宽角域透波的广义布儒斯特复波阻抗匹配条件. 最

后基于上述理论, 分别设计了具有超宽角域稳定性的透波和吸波超表面, 并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结

构的超宽角域电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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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eneralized Brewster impedance matching theory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overcome the perfor-

mance degradation of conventional metasurfaces at large incidence angles and achieve ultrawide angular stability.

To begin, in the case of transmission, the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of anisotropy metasurface, denoted by incidence

angle and constitutive parameter tensor, is obtained by extending the constitutive parameter from the isotropy

scalar to the anisotropy tensor. The theoretical formulas used to derive the generalized Brewster impedance

matching condition extend the classical Brewster phenomenon to the entire angular domain. The constitutive

parameters of the anisotropy metasurface are then extended to the complex domain for the case of absorption,

and the complex reflection coefficient of the absorptive metasurface is established in the angular domain. To

realize ultrawide-angle absorption, the generalized Brewster complex-impedance matching condition is derived,

allowing the extension of ultrawide-angle transmission to absorption. Finally, ultrawide-angle transmissive and

absorptive metasurfaces are designed, and their transmission of 0◦–80◦ and absorption performance of 0◦–75◦ are

demonstrated using simulations and measurements.

Keywords metasurface, ultrawide-angle, oblique incidence, generalized Brewster theory, constitutive parameter

t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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