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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天线是无线信息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当前无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天

线系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期望天线单元具有宽波束、宽频带、高增益特

性而阵列具高增益、低副瓣电平特性等。大量研究表明，这些要求对于基于传统

技术的天线及阵列设计而言，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为此，人们不断探索各种天

线新概念与新技术，以突破相关难题。近年来，可重构天线概念被提出来了。它

通过调整集成于通用辐射孔径中的诸如开关、变容二极管等状态可控器件的状态，

实现对天线性能的重构。由于可重构天线释放出了新的设计自由度，极大地扩展

了传统天线及阵列设计解空间，为提升天线及阵列特性提供了巨大潜能，同时也

为天线及其阵列设计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本文围绕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及

其在平面/共形阵列中的应用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本文的主要工作简介如下。 

第一章，阐述了可重构天线及其阵列的研究背景，系统地回顾了方向图可重

构天线及阵列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章节安排。 

第二章，研究和设计了三款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第一款是二极管开关加

载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良好地解决了开关直流偏置网络与天线辐射体

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第二款是具有低交叉极化特征的改进型方向图可重构微带

八木天线，为解决共形阵列的高交叉极化缺陷提供了基础。第三款天线是一个太

阳光辐射式的方向图可重构 Hilbert 天线，该天线能在多个平面内实现方向图重构，

通过波束切换其波束几乎可以连续地覆盖整个上半空间，且有宽带优势。 

第三章，详细分析了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阵列方向图、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和

加载电抗值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方向

图可重构天线的高效设计方法。从具体研究的加载二元阵列出发，提取了阵列辐

射特性一般分析模型，通过系列分析指出，通过对具有差波束特征的原天线加载

可变电抗以实现波束重构是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快速设计的一种有效方法，并依照

此方法设计了几种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验证了该方法的实用意义。 

第四章，通过研究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与平面/共形阵列波束特性之间的联

系，提出了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大角度范围扫描阵列新方案，极大地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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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阵列波束扫描特性。首先从阵列天线理论出发，推导并阐述了阵列方向图综合中

如有源单元方向图等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其次，将方向图可重构单元应用到平

面/共形阵列中，系统研究了阵列布阵方式、阵元工作状态，并基于有源单元方向

图方法对阵列方向图进行综合，理论及原理实验表明新型方向图可重构阵列能够

实现阵列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 后，通过对多个微带八木天线的寄生振子加载

可变电抗的研究，提出了建立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的大规模的可重构天线阵列的

方法。 

第五章，提出了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演绎算法，为方向图可重构阵列的综

合提供了快捷高效的方法。以微带共形天线阵列为例，验证了该算法在阵列综合

方面的优势，即该综合方法既吸收了蔓延野草算法的优势又具有粒子群演绎算法

的优势。该方法在第四章中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平面/共形阵列的方向图综合中得

到了很好的应用，展示了其高效的优化性能和解决电磁问题的潜力。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对本文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提出方向图

可重构天线的发展趋势，指出了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二元阵模型，相控阵，共形阵列，混合蔓延野草和

粒子群演绎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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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enna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wireless information system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urrent wirel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erformance of antenna 

element and array is required higher and higher. For example, antenna element is 

expected to work at wideband spectrum with a wide beam and a high gain while 

antenna array is required to have high gain and low sidelobe level, and so on. Numerous 

studies show that it is a very challenging task to design the antenna elements and arrays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y to simultaneously satisfy the several requirements 

mentioned above. Therefore people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explore new antenna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to break through the related problems. Recently, 

reconfigurable antenna concept has been proposed to save the problems. A 

reconfigurable antenna reconfigures its performance by adjusting the variable 

components integrated in the antenna aperture, such as PIN switch, MEMS switch, and 

varactor diode. Due to the design freedom of reconfigurable antenna, the solution spaces 

are extended and the potential is exploited for the traditional antenna element and array. 

Also, a series of new issues come out for the antenna array design. Researches on the 

analysis of pattern reconfigurable antenna (PRA) elemen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planar and conformal arrays have been done in depth an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dissertation. Major studies of the dissertation are 

as follows: 

In Chapter 1,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presented. Firstly,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PRA element and array are described. Then 

their development histories and recent advancements are reviewed. Finally, the main 

works and framework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outlined. 

In Chapter 2, three types of PRA are researched and designed. The first type of 

antenna is a microstrip Yagi PRA loaded with PIN switches, which resolves th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DC bias net and antenna radiator. The second 

type of antenna is a modified microstrip Yagi PRA with low cross-polariz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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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conformal array to suppress the cross-polarization. The third 

type of antenna is a Hilbert PRA. The antenna can reconfigure its patterns in eight 

directions with wide bandwidth and the space above the antenna plane can be nearly 

covered by switching its beams.  

In Chapter 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radiation pattern, the surface current phase 

and the loaded reactance value of the two loaded-dipole array is analyzed in detail. The 

mechanism of pattern being reconfigured has been researched. On the basis of the 

mechanism, an efficient method of PRA design has been proposed. Starting from the 

specific study of the loaded two-dipole array, a model of array analysis is extracted and 

studied and we point out that it is an efficient method to design PRA by loading variable 

reactance component on the antennas with conical beam.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several PRAs are designed to verify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method.  

In Chapter 4, a new scheme is proposed to design a wide-angle scanning range 

array on the basis of PRA element afte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eam of 

planar/conformal array and PRA element has been researched. The beam scanning 

performance of array is improved. Firstly, a few easily confused concepts in array 

pattern synthesis are deduced and distinguished. Secondly, the planar/conformal arrays 

are set up and their patterns are synthesized with the active element pattern method. In 

these arrays the different arrangements and operating states of the antenna elements are 

analyzed. The theory and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w PRA array can scan in 

wide-angle range. Finally, a method has been proposed to design the PRA array with 

large-scale PRA elements and wide-angle scanning range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ray in which many parasitic dipoles are loaded with variable 

reactance component.  

In Chapter 5, a hybrid IWO/PSO algorithm is proposed and it is a fast and efficient 

method to synthesize the patterns of PRA array. A microstrip conformal array was 

designed to validate the advantages of the algorithm over the IWO algorithm and the 

PSO algorithm. Then some pattern syntheses of the PRA arrays have been preformed by 

applying the hybrid IWO/PSO algorithm,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has efficient optimizing capability and has a great potential to solve 

electromagnetic problems.  

In Chapter 6, the research work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summarized and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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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are predicted. 

Keywords: Pattern reconfigurable antenna, Two-element array, Phased array, 

Conformal array, Hybrid IWO/PSO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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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无线传输方式传递信息的现代移动通信、卫星通信、

各种军/民用雷达和飞行器等，在国民经济及国防领域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天线是无线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接收和发射无线电波而传递信息，因

此天线的工作特性将直接影响整个无线通信系统的性能，这使得天线技术的发展

成为无线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 

目前，无线通信系统对天线工作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期望天线单元具

有宽波束、高增益特性等。如我国的双星定位系统和美国的 GPS 系统用户机天线，

要求具有近似半球的波束覆盖能力，而且要具有较高的低仰角增益，这是因为当

卫星低于某一特定俯仰角时天线由于增益很低接收信号将被迫中断。为解决这个

问题，目前常采用宽波束天线。在卫星定位系统中，常用的宽波束天线有四螺旋

天线和微带天线。四螺旋天线的方向图的设计比较灵活，波束宽度可达 200°以上。

但是其轴向尺寸大，馈电网络结构复杂，对加工精度要求高，花费成本高，带宽

较窄，增益较低[1]。普通微带天线的波束宽度一般在 70°到 110°范围内，在低仰角

时，例如仰角为 10º，增益在-7 dB 到-3 dB 之间，所以展宽微带天线的波束宽度，

已经成为微带天线的一个研究热点[2-4]。 
尖端雷达和飞行器载天线等在寻的过程中，需不断地改变波束扫描方向，因

此对天线方向图的灵活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控阵天线能灵活地控制波瓣，

扫描速度快，能识别目标，自适应地调节波束方向，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跟踪，同

时具有发射大功率、传输高数据率和抵抗有害环境条件的能力。因此，相控阵天

线技术是目前实现天线方向图灵活控制的主要手段，相控阵天线采用电控其单元

相位，改变单元的波前位置，从而改变相控阵的等相位面的位置来改变波束指向，

达到快速扫描的目的。相控阵的扫描角和带宽等特性受阵元间距及天线单元方向

图的影响。当阵元个数较多时，各阵元的方向图基本相同，且是固定的。若要降

低阵元间的耦合，常需增大单元间距。因此，相控阵常又要求天线单元具有紧凑

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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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单元方向图能调制阵列方向图。如图 1-1 所示，虚线是微带天线单元波瓣

图，实线加标记是阵列波瓣扫描图。当阵列主波束扫描时，随着扫描角度的不同，

其增益也在天线单元方向图的限制范围内改变。当阵列波束扫描至天线单元的增

益降至-3 dB 的角度时，阵列增益将减小-3 dB。因此，天线单元的 3 dB 波束覆盖

范围，也是阵列的 3 dB 波束扫描范围。对于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的相控阵天线，

要求天线单元具有尽可能宽的波束。但是单元波束太宽不利于阵列的副瓣及栅瓣

的抑制，还会导致增益降低。 

 

图 1-1  扫描波瓣随单元调制原理图 

大量研究表明，满足无线通信、雷达对天线系统的新要求，对于基于传统技

术的天线及阵列设计而言，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为此，人们不断探索各种天线

新概念与新技术。近年来，可重构天线概念被提出来了。它通过调整集成于通用

辐射孔径中的诸如开关、变容二极管等状态可变器件的状态，实现对天线性能的

重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可以保持工作频率不变，并适时改变方向图，它能够通

过波束切换使得单元波束以高增益优势连续覆盖全空间或者准全空间，在诸如上

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和飞行器载天线等国民经济及国防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若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应用到阵列中，将极大地扩展传统天线及阵列设计解

空间，为提升阵列特性提供了巨大潜能。同时，新设计自由度的引入，为可重构

天线及其阵列设计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可见，研究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

并探索其在阵列中的应用，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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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发展现状 

可重构天线的概念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来的 [5, 6]，但直到 近，伴随

高性能的微波 PIN 开关、微电子机械（MEMS）开关和电抗元件技术的发展，对

它的研究才得到进一步深入。目前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设计和实现主要有三种方

式，即改变天线机械结构、调节天线的电特性以及改变天线的材料特性。 
一、改变天线机械结构 

反射面天线常用来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早的一例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有

1960 年提出的采用机电方式进行扫描的反射面天线[6]。该天线采用一种不对称波

导结构对一个抛物线反射天线进行馈电，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机制改变馈电波导中

相速度[7]，实现波束扫描，并保持工作频率不变。Clarricoats 和 Zhou 设计了一个

改变网格发射面的结构来实现方向图可重构的反射面天线。在首次研究中[8]，手动

改变天线反射面轮廓的某些区域的形状，则天线辐射波束的形状和方向发生改变。

在后来的研究中[9]，用电脑自动控制代替手动控制来改变反射面的形状实现方向图

可重构。 

 

图 1-2  方向图可重构反射面天线
[10]

 

近年来，一个相似的反射面天线系统应用到卫星上，并扩展了以前反射面天

线的能力。新的系统设计了子反射面，且改变子反射面的形状，而不是改变主反

射面的形状，如图 1-2 所示[10]。子反射面由薄而有弹性的导电材料制成，它的形

状由安装在它后表面的压电制动器改变。当压电制动器改变子反射面的形状时，

使得照射在主反射面上的电磁场发生变化，而产生期望的方向图。为减少压电制

动器的数目，也由此降低系统的复杂性和减轻重量，压电制动器的位置由迭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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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元法优化确定，优化结果表明，压电制动器应连续放置，以减少子反射面的期

望的形状和实际的形状的差别。 
文献[11]采用微机械元件改变一种“V”字形天线可活动的两臂的角度大小实

现天线方向图可重构，并保持工作频率不变。天线的基本结构是在一对共面传输

线馈线的一端分别由微机械转轴连接天线的一个臂，两个臂形成一个“V”字形，

且“V”臂以微机械转轴为中心转动，如图 1-3 所示。MEMS 制动器以固定的

Vee-angle 角度往相同的方向移动“V”形天线的两臂，天线激励一个辐射波束。

当 Vee-angle 角度改变时，辐射方向图的形状发生改变，从而实现方向图可重构。 

 

图 1-3  MEMS 制动器重构的“V”形天线
[11] 

二、调节天线的电特性 

采用对天线分成驱动单元和寄生单元并用开关或电抗元件对寄生单元进行电

可调方式的切换或调谐，是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一种 为有效和广泛采用的

方法。这种方法具有几点优势，即驱动单元与寄生单元分开，多种多样的拓扑结

构和功能，以及潜在的宽带工作性能。这种方式是依赖驱动单元和寄生单元的近

距离的耦合进行有效地电可调从而实现方向图可重构。这种设计一般只采用一点

馈电，却能实现类似阵列的辐射性能。因此通过改变单元间的耦合，其实质就是

改变驱动单元的有效源电流，使寄生单元上的感应电流相应的超前或滞后于驱动

单元的源电流，得到类似于传统八木天线的“反射器”或“引向器”特性，从而

获得可重构的辐射波束。 

用微波开关或加载电抗的方式设计了许多电可调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如电控

无 源 阵 列 天 线 (Electronically Steerable Parasitic Array Radiator Antenna ，

ESPAR)[12-15]、基于微带振子的天线[16]和可重构反射阵[17]等。ESPAR 天线结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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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所示，天线为一个单元 λ/4 单极子的六边形阵，其中只有中心阵元是有源振

子，其他 6 个阵元均为无源阵子，分别下接一个可变电抗元件，对称分布在以中

心振子为圆心的圆周上。通过调节寄生振子的电抗，重构所需要的方向图，形成

对准目标或对准干扰零点的波束。以此为基础，有相当数量的不同形式的可重构

寄生阵列被提出，并采用加载开关或可变电抗元件实现了多种可重构方向图及工

作性能[18-23]。通过电可调谐寄生阵列可以非常方便地控制波束方向，但是驱动单

元与寄生单元之间的耦合会伴随加载可变元件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天线的输入阻

抗，使得天线的馈电结构更为复杂。 

 

图 1-4  七元电控无源阵列天线
[12]

 

 

图 1-5  可重构微带寄生阵列天线的结构
[24]

 

利用加载开关或可变电抗元件也可以改变微带阵列的寄生单元特性获得重构

性能。由 Zhang[24]等人提出的可重构微带寄生阵列，如图 1-5 所示。天线由三个线

形、平行且相隔一定距离的微带线构成，中间的振子为有源振子，两边的振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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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源振子。通过切换微波开关或调谐可变电抗元件，改变寄生振子的有效电长度，

相应地改变寄生振子表面电流的幅度和相位，使方向图的主波束在一个平面内实

现波束切换或扫描。根据相同原理，在微带基片上刻蚀窄的平行的线型微带，通

过加载开关或电抗调谐元件实现方向图可重构的天线的文献有许多[25-27]。其它结

构复杂的天线的工作原理是与寄生加载天线是一致的，但是不容易分析和设计，

如 Huff 和 Jung 设计的螺旋微带天线[28-29]和在微带天线上开槽加载的天线[30-31]，如

图 1-6 所示。 

 

图 1-6  开槽加载的可重构微带天线结构
[30]

 

上述可重构天线都是在天线的辐射结构上加载开关或可变电抗元件，还有在

天线馈电结构及地板上开槽加载电抗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如图 1-7 所示[32]，距离

较近的三个辐射贴片置于基片 上层，分别由中间层的缝隙进行耦合馈电。当一

个贴片由其下面的缝隙馈电时成为激励单元，其它两个贴片是寄生单元。激励单

元由 下层的馈电网络加载进行选择，且能实现 xz 和 yz 方向的两种线性极化。多

馈点的介质谐振天线也是常用来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如图 1-8 所示[33]，上面

是一个介质谐振器，下面是沿四方形布置 4 个馈电探针，设计可重构馈电网络，

给不同的探针馈电，形成不同波束指向的方向图。介质谐振器可设计成不同的形

状，如文献[34]中设计了蘑菇形谐振器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还有一种可重构天线，

在地板上刻槽并在槽上加载开关，通过改变地板的结构，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如

图 1-9 所示，在地板上刻蚀互补的分离环谐振器（Complementary Split-Ring 

Resonators，CSRR)，通过更换两个 CSRR 环的工作状态，实现在两个 CSRR 环所

处平面内的方向图可重构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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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改变天线馈电结构实现方向图可重构的天线[32] 

 

图 1-8  多馈点的介质谐振天线结构
[33]

 

    

(a) 俯视图               (b) 上表面              (c) 下表面 

图 1-9  地板加载 CSRR 环的天线结构[35] 

三、改变材料特性 

铁电体和铁氧体材料都是非常重要的介电材料，其介电性质优异，常用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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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重构天线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研究者们也研究了通过调节铁氧体材料

特性来实现方向图可重构的问题[36-37]，归纳起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改变材料特

性使得导体上的谐振电流分布发生变化，另一种是通过改变材料特性来改变行波/

漏波天线的电磁波传输速度。文献[38]提出了一个结合调节铁电体材料和连续横向

枝节实现二维波束扫描的天线。如图 1-10 所示，在 yz 面放置线性喇叭天线阵列，

实现在 yz 面内的方向图扫描。在 xz 面内采用改变铁电材料特性来实现扫描。与其

它可重构漏波天线拥有集成移相器的原理一样，该天线将铁电体材料集成到馈电

波导中，通过改变铁电材料特性来调节横向枝节间的需要的相移，产生偏离天线

法线方向 60°的波束。通过改变波导的高度（即铁电材料的厚度）来获得好的阻抗

匹配。铁电材料的特性随偏置电压，辐射枝节间的电距离和波导的阻抗特性的改

变而改变。基于相同的原理，文献[39]在波导的缝隙中，加载了不同的偏置铁电棒。 

 

图 1-10  结合调节铁电体材料和连续横向枝节实现二维波束扫描的天线
[38]

 

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是一种新型的天线，释放出了天线设计自由度。鉴于可重

构天线的概念新，难度大和相关基础研究少，目前尚没有能够有效地分析和设计

可重构天线的理论和方法。寄生加载方式设计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原理是比较

容易解释的，它们的拓扑结构能相对比较直接地被提取出来，杨雪松等运用加载

二元振子阵列解释了方向图可重构的八木天线的原理[40]，并用粒子群等演绎算法，

数值优化出电控无源阵列天线（ESPAR）的可重构方向图与加载电抗的关系[41]。

其它结构复杂的天线的工作原理与寄生加载天线是一致的，但是不容易被分析和

设计，如 Huff 设计的螺旋微带天线及在微带天线上开槽加载的天线等。吴炜霞[42]

用特征模的方式分析了结构复杂的方向图可重构 Hilbert 分形线天线，文献[43]用

等效磁振子阵列分析了微带环形缝隙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在阵列可重构方面，通常采用传统的相控阵天线理论进行设计，通过重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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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构改变阵列单元之间相位差来实现波束扫描。如图 1-11，B. Elamaran 等人设

计了一种新型的以可重构光子带隙结构(PBG)为移相结构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44]，

通过重构 PBG 的周期结构，改变 PBG 结构在带隙边缘的相移特性，从而改变各个

天线单元的输入相位，实现阵列波束扫描。M. Riel 等人设计的电可调反射面阵列
[45]，通过安装在传输线的变容二极管来改变各微带天线单元反射场的相位，实现

整体反射阵列天线的电可调波束扫描。如图 1-12 所示，微带天线单元与加载两个

变容二极管的传输线相互耦合，通过调节两个变容二极管的直流电压，每个天线

单元的反射相位可改变至 360°，使得 30 个阵元的阵列波束 大扫描角度为 40°。 

              

图 1-11  基于 PBG 结构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图[44]        图 1-12  电调反射阵列天线[45] 

有一些阵列是通过改变阵列结构来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如 James Sor 等提出漏

波天线/贴片天线[46]，在微带漏波天线上刻有无周期的细槽并在细槽上安装 PIN 开

关，将天线分成多段贴片天线。通过调节开关的导通和截止，形成没有周期的漏

波天线和贴片天线混合的天线结构，实现天线上半空间方向图的扫描。还有一些

阵列是通过重构天线口径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如图 1-13 所示，将大面积的金属片

分成许多亚波长导体片，并在各导体片之间设置开关。将演绎优化算法和时域有

限差分(FDTD)全波分析算法相结合，优化算出连接各个导体片的开关导通和截止

状态，以实现任意期望的天线口径结构和所需方向图[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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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基于开关连接可重构口径概念图[48] 

可重构天线单元应用于阵列的研究不多，出现的文献也较少。文献[49]将频率

可重构天线单元应用于自适应阵列中，如图 1-14 所示，3 个直角螺旋形频率可重

构天线组成一个阵列，通过图 1-15 中的自适应消除来自干扰方向的噪声。天线单

元的螺旋全部连通时，天线工作于 2.45GHz；天线单元的螺旋中间断开时，天线工

作于 5.78GHz；两个频率下，天线单元的方向图主波束都是侧射的，且形状基本相

同。当各阵元改变结构重构不同频率，且选择不同的输入权值时，形成不同频率

的方向图，此噪声干扰方向为+30º 和-60º，如图 1-16 所示。  

 

(a)  天线频率为 2.45 GHz 

 
(b)  天线频率为 5.78 GHz 

图 1-14  3 单元可重构螺旋阵列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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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自适应阵消除来自干扰方向的噪声配置图(+30º/-60º)[49]  

 
(a)  天线频率为 2.45 GHz              (b)  天线频率为 5.78 GHz 

图 1-16  自适应阵消除来自干扰方向的噪声图(+30º/-60º)[49]  

文献[50]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在阵列中的应用，采用图 1-5 中的方向图可

重构天线单元。阵元个数为 4，间距为 0.6λ0，如图 1-17 所示。当所有阵元的方向

图都偏向同一个方向时(与图扫描方向一致)，阵列波束只能在小的角度范围内扫

描，因阵元间距较大。与阵元间距为 0.5λ0 的微带天线阵列比较，可重构阵列的副

瓣电平高，但是其增益波动小。当扫描角较大时，可重构阵列的副瓣电平降低，

所以可重构阵列适合大角度扫描。文献[51]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用于阵列中，

使用方向调制技术调制各个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的工作状态，实现在指定方向

传输数据信号，而不是像基带调制技术那样以不同的功率向所有方向传输同样的

数据。文献[52]总结了一部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在阵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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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a)  方向图可重构天线阵列，(b)  微带天线阵列
[50] 

1.3  论文的主要工作及结构安排 

1.3.1  论文的主要工作 

本论文研究课题得到了重点实验室预研基金项目“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技

术的新型共形相控阵天线”的资助，本文围绕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及其在平面/

共形阵列中的应用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主要工

作简介如下。 

1. 研究和设计了三款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第一款是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

木天线，首先总结了微波开关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应用和开关直流偏置网络的

设计的两种拓扑图。基于开关的直流偏置设计，加工和测试了方向图可重构微带

八木天线，实现了方向图可重构，并良好地解决了开关直流偏置网络与天线之间

的电磁兼容问题。第二款是具有低交叉极化特征的改进型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

天线。改进了八木天线结构，在寄生振子上加载电抗，并采用差分馈电，分析天

线的阻抗特性，设计了平行圆形贴片串联微带巴仑的馈电网络。实现了天线的方

向图可重构，阻抗匹配和低交叉极化电平等特性，使其适合在共形载体上应用。

第三款天线是一个太阳光辐射式的方向图可重构 Hilbert 天线。通过改变分形的

Hilbert 微带贴片结构，设计出了一个由八个振子形成的太阳光辐射式的方向图可

重构天线，该天线能在多个平面内实现方向图重构，通过波束切换其波束几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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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连续地覆盖整个上半空间，且有宽带优势。 

2. 详细分析了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阵列方向图、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和加载电

抗值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方向图可重

构天线的高效设计方法。研究表明，方向图可重构机理是天线的寄生单元与驱动

单元的表面电流相位之间存在相位差，且相位差随着加载电抗的变化而变化，则

实现方向图可重构，这与相控阵的方向图和阵元端口馈电相位的关系是一致的。

从具体研究的加载二元阵列出发，提取了阵列辐射特性一般分析模型，通过系列

分析指出，通过对具有差波束特征的原天线加载可变电抗以实现波束重构是方向

图可重构天线快速设计的一种有效方法，并依照此方法设计了几种方向图可重构

天线单元。即利用中心馈电的微带天线或顶部加载的单极子天线，修改它们的部

分结构，安装微波开关或可变电抗元件，通过改变微波开关的导通和截止或调节

可变电抗元件的电抗值而设计了几个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3. 通过研究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与平面/共形阵列波束特性之间的联系，提

出了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大角度范围扫描阵列新方案，极大提高了阵列波束

扫描特性。首先从阵列天线理论出发，推导并阐述了阵列方向图综合中如有源单

元方向图等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将方向图可重构单元应用到平面阵列中，研究

了阵列的等间距或稀布阵的阵元布阵方式，和各个阵元的工作状态，结合有源单

元方向图方法，实现了平面阵列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高增益和低副瓣电平等特

性。将方向图可重构单元应用到共形阵列中，实现了共形阵列的低交叉极化电平、

宽亮区及减少阵元数量的优势。通过研究多个微带八木天线的寄生振子同时加载

可变电抗的阵列特性，提出了建立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的大规模的可重构天线阵

列的方法。即按电抗值大小依次加载 5 个天线单元，再以 5 个单元为周期扩展阵

列。例举了一个 3 周期共 15 个阵元的阵列，研究了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的特性。 

4. 提出了蔓延野草和粒子群演绎混合算法，为方向图可重构阵列的综合提供

了快捷高效的方法。详细地描述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 (Hybrid IWO/PSO 

algorithm)的流程图和步骤，分析了方法中的粒子演绎速度和散布方式的相互作用

和相互约束，局部开发和全局探索的平衡的过程。用微带天线共形阵列验证了该

算法在阵列方向图的综合方面的能力，与传统的粒子群算法和蔓延野草算法比较，

混合算法得到了较好的优化结果，弥补了单个算法的不足，展示了高效的优化性

能和解决电磁问题的潜力。该方法在第四章中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平面/共形阵列

的方向图综合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展示了其高效的优化性能和解决电磁问题的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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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论文的结构安排 

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 

阐述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及其阵列的研究背景，系统地回顾了方向图可重构

天线及阵列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介绍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第二章 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研究 

研究和设计了三款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包括二极管开关加载的方向图可

重构微带八木天线、具有低交叉极化特征的改进型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和

宽带的波束覆盖范围宽的方向图可重构 Hilbert 天线。 

第三章 基于二元阵列模型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设计 

详细分析了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阵列方向图、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和加载电抗

值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方向图可重构

天线的高效设计方法，并依照此方法设计了几种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验证了

该方法的实用意义。 

第四章 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阵列研究 

通过对方向图可重构单元在平面/共形阵列中的应用研究，提出了基于方向图

可重构天线的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阵列新方案和建立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的大规

模的可重构天线阵列的方法。 

第五章 共形阵列方向图综合 

提出了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演绎算法，用微带共形天线阵列为例，验证了

该算法在阵列综合方面的优势，并用该方法对第四章中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平面/

共形阵列进行了综合分析，展示了该方法高效的优化性能和解决电磁问题的潜力。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对本论文的主要工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提出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及阵列的

发展趋势，对待未来进一步研究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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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研究 

2.1  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无线通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些通信过程中，

无线系统需要适时调整传输信号方向，而抑制来自其它方向的信号，或减少干扰

噪音，这意味着作为无线通信系统重要组成部件的天线应具有适时的方向选择性。

改变天线辐射方向的一般方法是使用相控阵天线技术，但是相控阵需要较多天线

单元，占用较大空间。与天线匹配的馈电系统复杂，需要的部件如移相器、功分

器等数目多、价格昂贵，使得系统的成本增加。而且馈电系统性能会受到工作环

境等变化的影响，使得系统工作性能恶化。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则可以克服传统

相控阵天线的这些弱点，它们可以保持工作频率不变，并适时改变方向图，而方

向图的改变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调整开关等加载器件来实现。 

现在战略武器寻的、导航、制导、飞机等都需要能灵活改变方向图的天线，

所以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在共形载体上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设计方向图可

重构天线的常用天线形式之一是八木天线（Yagi antenna），即在微带基片上刻蚀窄

的、薄的振子天线，在振子天线上加载开关或电抗元件。这样的天线被设计在共

形载体上，其方向图的交叉极化恶化，不能满足通信需要。所以需要设计新的方

向图可重构天线，或改进已有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结构，使天线适合应用到共形

载体上。 

目前文献中出现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可在一个平面或两个平面内实现几个状

态的可重构，其方向图的覆盖范围较小。在没有地板情况下，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的带宽可以做到比较宽，但在有地板的情况下，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阻抗带宽通

常比较窄，目前有地板且带宽较宽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是基于分形的 Hilbert 微带

贴片天线，但其波束覆盖范围较少。所以具有波束覆盖范围大且带宽宽的方向图

可重构天线的是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研究的重要和难点课题。 

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上加载的开关元件主要有 PIN 二极管开关、微机械系统

开关(MEMS)和变容二极管等，通过使用这些元件改变天线的辐射结构来切换天

线的工作模式，实现天线的方向图可重构。这些开关的切换速度很快，通常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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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微秒甚至几个纳秒内做出反应，使得天线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方向图可重构。

但是开关器件的直流偏置的设计要求严格，直流偏置引线会影响天线的输入阻抗，

使得天线的馈电结构变得更为复杂，严重的是导致天线的辐射方向图发生畸变。

因此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设计中，直流偏置引线的设计是一个待解决的难点问题。 

本章工作内容主要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展开：总结了微波开关的工作机理及其

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中的应用情况，从几个开关直流偏置网络设计中，总结了振

子天线和槽天线加载微波开关的两种直流偏置拓扑图。基于开关的直流偏置设计，

加工和测试了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改进了八木天线结构，设计馈电网络，

降低交叉极化电平，使其适合在共形载体上应用。通过改变分形的 Hilbert 微带贴

片结构，设计一个太阳光辐射式的方向图可重构 Hilbert 天线，该天线能在多个平

面内实现方向图重构，通过波束切换其波束几乎可以连续地覆盖整个上半空间，

且有宽带优势。 

2.2  微波开关及直流偏置网络 

微波开关及其直流偏置引线是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本

节内容总结了微波开关的工作机理及其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中的应用情况，从几

个开关直流偏置网络设计中，总结了振子天线和槽天线加载微波开关的两种直流

偏置拓扑图。 

2.2.1  微波开关的一些特性 

微波开关是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重要元件，其性能直接影响天线的性能，

衡量微波开关的技术指标有隔离度、插入损耗、瞬变时间、切换速度和驱动电压

等。不同开关的工作机理不同，上述指标是不同的，下面简单介绍几个开关的特

性及其在可重构天线中的应用情况。 

（1）PIN 管微波开关 

 

图 2-1  PIN 二极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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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 二极管[53]是一种在微波控制电路中应用非常广泛的元器件，它具有体积

小、重量轻、控制快、损耗小等诸多优点，使用于微薄开关、限幅器、可变衰减

器、移相器等电路。PIN 二极管模型如图 2-1 所示。 

微波 PIN 管的直流伏安特性和 PN 结二极管一样，但是和低频 PIN 二极管是

有区别的。低频 PIN 二极管是通过控制二极管两端的直流偏压来实现电流的导通

和截止，具有单向导通性，即当处于零偏压时，PIN 管不能导通，且处于高阻抗状

态；当处于正向偏压时，PIN 管导通；当处于负向偏压时，PIN 管截止。微波 PIN

管的 I 层总电荷不是由微波瞬时电流产生，而是由直流偏置电流产生。微波 PIN

管对微波信号呈现为一个线性电阻，其阻值由直流偏置电压决定，而微波 PIN 管

的导通和截止也取决于其阻抗值。当在 PIN 管的两端施加正向偏压时，PIN 管阻

值小接近短路，则 PIN 管是导通的；当在 PIN 管的两端施加反向偏压时，PIN 管

阻值大接近开路，则 PIN 管是截止的。因此 PIN 管对微波信号不产生非线性整流

作用，且在施加的直流偏置电压很小的情况下，也能控制很大电流的微波信号的

导通和截止，这是 PIN 管广泛用于微波控制电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PIN 管的等效电路如图 2-2 所示，根据外加正向偏或反向偏电压有所不同，考

虑封装效果时，必须把引线电感和管壳电容引入等效电路。Ls是引线电感，约为零

点几 nH 到几 nH；Cp 是封装的寄生电容，约为零点几 pF；Rf ≈ Rr 约为几 Ω, Cj是

I 层电容，约零点几 pF[54]。 

         

(a) 正向偏置                     (b) 反向偏置 

图 2-2  封装 PIN 管正、反向等效电路
[54]

 

（2）MEMS 开关 

射频微波 MEMS 开关在天线和微波器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和传统

的 PIN 二极管开关相比，MEMS 开关具有许多优点，即 MEMS 开关是通过金属

和金属接触形成的电阻式接触，或者通过金属一绝缘介质一金属形成的电容式耦

合来传输信号，其插入损耗非常小；当 MEMS 开关断开时，金属接触完全断开或

者金属一绝缘介质一金属形成的电容迅速减小，形成很高的隔离度；MEMS 的开

关能应用的频段很高，线性度好；MEMS 开关直流功耗非常小，接近于 0，当它

处于工作状态时，外加直流控制电路不会形成直流通路，泄漏电流也很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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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开关也有一些缺点，如采用机械方式来实现开关的导通和截止，其响应速

度较 PIN 开关要慢很多，只有微秒量级，且开关偏置电压偏高，目前正致力于提

高开关的速度和降低开关的偏置电压。 

射频微波 MEMS[55]开关种类繁多，从电路结构上看，有串联形式和并联形式；

从机械结构上看，有悬臂型和空气桥型；从接入方式上看，又有接触式和电容式。

串联式开关分为两种，分别叫做 Broadside(图 2-3(a)和(b))和 Inline(图 2-3(c))。

MEMS 开关由一个金属悬臂梁和两段微带构成，在与信号线串联情况下，其工作

原理：当在悬梁臂与下拉电极间施加电压时，悬梁臂将受到静电吸引作用而向下

弯曲，使得悬梁臂与微带线接触，电路导通；当撤去外加电压时，悬梁臂将恢复

到初始状态，使得悬梁臂末端与微带线不接触，电路断开。对于 Inline 开关，信号

会通过悬梁臂、接触部分和微带线，其悬梁臂和接触部分都必须用厚的金属来制

作(Au，Al，Pt)。对于 Broadside 开关，信号只通过接触部分和微带线，而不通过

悬梁臂，所以只需要用金属制作接触部分，其悬臂梁可以用绝缘体或是绝缘体/金

属制作。 

         

(a)单电极串联式开关     (b)双电极串联式开关(broadside)  (c)串联式开关(inline) 

图 2-3  接触式 MEMS 开关示意图
[55]

 

理想的串联开关在导通状态时没有插损，断开状态时隔离度无限大。目前，

MEMS 开关广泛用于 0.1~40GHz 的频率范围，串联导通时插损较低，约

0.1dB~0.2dB。MEMS 开关隔离度交大，1GHz 时隔离度约为 50dB~60dB，20GHz

时约为 20dB~30dB。当 MEMS 串联式开关截止时，是一个串联的电容，而导通时

是一个很小的电阻，其等效电路分别如图 2-4 和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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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结构图                              (b)等效电路图 

图 2-4  MEMS 串联开关截止状态
[55]

 

  

(a)结构图                               (b)等效电路图 

图 2-5  MEMS 串联开关导通状态
[55]

 

 

(a) 结构图 

 

(b) 等效电路图 

图 2-6  MEMS 并联开关等效电路图
[56]

 

特别提示的是并联式开关与串联式开关的工作机理是相反的，并联开关中与

共平面波导接地板相连的部位有一个固定的金属薄膜，一般由铝或金制作，上电

极使得传输线和金属薄膜之间存在静电激励并形成射频电容。并联开关[56]的工作

激励是：在没有施加驱动电压时，开关的梁不发生形变，此时开关电容较小，微

波信号通过开关，则开关处于导通状态；当在开关的梁和下极板之间施加直流电

压时，产生的静电力使开关上极板向下吸合至介质层，此时开关电容值会迅速增

大几十倍，使得共面波导信号线与地线形成相对于高频的短路，微波信号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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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反射，则开关处于截止状态。开关导通时的插入损耗约为 0.3dB(DC～40GHz)，

截止时的隔离度随频率呈现线性变化。开关上的电容对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产生了

影响，使得并联开关在低频率截止时的隔离度大大地降低。因此，在设计可重构

天线中，当工作频率低于 15GHz 时，应使用串联悬梁臂式开关。MEMS 并联式开

关的电模型如图 2-6 所示，其电路模型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传输线模型和梁的集总

RCL 模型。X 波段开关 RCL 模型的典型值为：串联电阻 0.1～0.2Ω，电容为 70fF/5.6 

pF，电感为 4~5pH。 

（3）变容二极管 

变容管[57]是一种随施加直流偏压的变化而改变电容的微波固态器件，又称参

量二极管，是一种非线性器件。变容二极管按材料来分类，有硅变容二极管和砷

化镓变容二极管。硅变容二极管价格便宜但 Q 值低，应用频率范围为微波频段到

高频；砷化镓变容二极管的 Q 值高，应用频率范围到更高的频段，但费用较高。

变容二极管按照结型来分类，有突变结型、线性渐变结型和超突变结型。 

           

图 2-7  变容二极管的等效电路
[57]

     图 2-8  变容二极管结电容与偏压的关系
[57]

 

变容二极管的等效电路如图 2-7 所示，图中 Ls和 Cp 分别是考虑封装的引线电

感和管壳电容。虚线框内为管芯等效电路，Rs 为串联电阻，Cj 为结电容。一般给

变容二极管施加的是反向直流电压，其结电阻 Rj 很大，常被忽略。变容二极管的

结电容 Cj 与偏压的关系如图 2-8 所示，可用公式表示为： 

nR
j

V
CC  )1(

0
0 

                        (2-1) 

式中，C0 是偏压 VR=0 时 PN 结的结电容，VR是 PN 结上外加的反向偏压，Ф0

是 PN 结上的接触电势，n 是 PN 结附近的杂质浓度变所决定的一个常数。 

变容二极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当在其上面施加反向直流偏压时，二极管

中没有电流通过，二极管也不产生电容振荡和非线性谐波现象。但是当在二极管

上施加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射频信号 v 时，二极管上的总电压 V+v 发生变化，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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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值随射频信号 v 发生变化，使得谐振频率抖动而产生非线

性失真，因此可以在设计频率可重构天线时，可以利用变容二极管的变化的电容

来改变天线谐振频率[58]。 

2.2.2  微波开关的直流偏置网络 

微波开关要正常工作，必需要对其施加偏置电压。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中，

偏置电路会影响可重构天线的辐射性能，常使天线的方向图发生畸变，所以对偏

置电路的设计要求极为严格，不能对微波信号产生影响。不同的电路形式都有其

不同的偏置电路，因此如何设计直流偏压引线以降低其对天线本身的影响成为可

重构天线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图 2-9[59]和图 2-10[60]分别是 PIN 开关用在天线和

变容二极管用在滤波器上的直流偏置线路。可以总结出设计直流偏置网络的准则

和拓扑图，如图 2-11 所示。设计直流偏置网络时，可以使射频信号和偏压直流共

同存在于天线的辐射结构部分，但是不能使射频信号进入偏置电路，也不能使偏

压直流进入微波传输电路。防止射频信号的泄露，常采用扼流线圈，扼流线圈是

高阻值电感，对直流信号呈现通路，对高频信号呈现开路，低频时常用 100 nH 以

上；防止偏置电流进入其它微波设备干扰微波传输，常常在天线或器件的输入输

出端口前加载电容元件，其电容值视天线工作频率和微波设备而不同。也经常在

扼流线圈旁加载旁路电容，并将旁路电容接地。这样防止扼流电感未完全阻隔的

射频信号进入直流偏置网络，也可防止外部的直流信号进入射频电路。 

 

(a)天线正面                   (b)天线反面 

图 2-9  PIN 开关直流偏置
[59]

 

在微带天线上开槽加载开关，其偏置网络的拓扑图如图 2-12 所示。PIN 管直

流偏置网络设计很严格，需提高偏置电路的 RF 和 DC 隔离度，减少直流偏置电路

对天线的影响。直流偏置通过通孔提供给正极，由负极经另一通孔流出。C1和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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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隔直电容，量值通过天线仿真决定，使其对直流开路，对天线的微波信号为通

路。为提高 RF 和 DC 隔离度，偏置电路可采用低通滤波电路，LLP 和 CLP 由天线

工作频率决定。 

 

图 2-10  变容二极管直流偏置
[60]

 

        

图 2-11  偏置网络拓扑结构图            图 2-12  微带天线加载 PIN 开关直流偏置 

2.3  方向图可重构的微带八木天线设计 

八木天线的工作原理很容易被理解，其由反射振子、驱动振子和引向振子构

成，方向图是端射的。在八木天线下方加一个金属地板，由镜像原理，天线的方

向图偏离地板，形成一个偏波束天线。在反射振子和引向振子上加载开关，改变

振子的反射和引向作用，形成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根据该原理，在微带上刻蚀

微带振子或缝隙，设计了许多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下面基于前面的介绍的微波开

关直流偏置网络的设计方法，在微带八木天线上加载开关，设计开关的直流偏置

网络，并进行加工和测试，实现方向图可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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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结构 

天线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2-13 所示，天线由三根相距约四分之一波长的平行微

带振子组成。中间振子约二分之一介质波长，是驱动振子，由同轴探针在偏离振

子中心某位置处对天线进行馈电，以达到良好的阻抗匹配。在两个寄生振子上各

安装两个 PIN 开关，通过改变 PIN 开关导通与截止状态改变寄生振子的长度，实

现天线方向图可重构。在图 2-13 中，当 k1 和 k2 打开，k3 和 k4 关闭时，右边的

寄生振子比驱动振子短，而左边的寄生振子比驱动振子长。当天线被激励时，天

线主波束偏向 y 轴正方向，称之为 R-mode。相应地，当 k3 和 k4 打开，k1 和 k2

关闭时，左边的寄生振子比驱动振子短，而右边的寄生振子比驱动振子长。当天

线被激励时，天线主波束偏向 y 轴负方向，称之为 L-mode。当 k1～k4 全部打开时，

天线主波束指向基片法线方向 x 轴，称之为 B-mode。当 k1～k4 全部关闭时，天线

匹配不好，此状态不使用。天线的工作机理与八木天线相似，故称之为微带八木

天线。 

 

图 2-13  天线的结构示意图 

天线印刷在厚度 8 mm，大小是 50mm×40mm，相对介电常数为 2.2 的介质基

片上。天线的工作频率设置在 5.8GHz，整个结构尺寸参数为 W = 1.5 mm，Lm = 20 

mm，g = 6 mm，Lr = 22 mm， S = 10 mm。开关位置距离振子终端 dl = 3.5 mm，安

装开关的缝隙 dm = 0.3 mm。 

2.3.2  开关直流偏置 

PIN 开关 k1-k4 按图 2-14 所示的方向焊接在振子上。为了向 PIN 开关提供直

流偏置，在 V 和 V’点引入电压，四根高阻抗线通过介质的通孔接天线地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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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围控制电路连接成回路。电感 L1-L6 取大电感值 100 nH，对天线工作频率的

高频信号呈现开路，阻止射频信号进入直流电路，对直流信号呈现通路，为 PIN

开关提供直流偏置电压。当 V 点接入+3V 电压时，开关 k3 和 k4 导通，V’点接

入-3V 电压时，开关 k1 和 k2 截止，天线工作于 R-mode 状态。相反地当 V 点接入

-3V 电压时，开关 k3 和 k4 截止，V’点接入+3V 电压时，开关 k1 和 k2 导通，天

线工作于 L-mode 状态。当 V 点和 V’都接入电压 0V 时，四个开关都截止，天线

工作于 B-mode。 

 

图 2-14  开关直流偏置图 

2.3.3  仿真与实验结果 

图 2-15 是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的照片。图 2-16 (a)和(b)分别给出了天

线工作三种状态下的反射系数的仿真和测试结果。从这些图可以看出，该天线在

三种状态下都能在 5.8 GHz 附近工作。图 2-17 给出了三种状态下的天线方向图的

仿真图。x-y 面和 x-z 面分别是天线方向图的 H 面和 E 面。从 x-y 面的方向图可知，

R-mode、B-mode、L-mode 大辐射方向指向+40°、+0°、和-40°。其中“+”表示

辐射方向图趋向于 y 轴的正向；“-”表示辐射方向图趋向于 y 轴的负向。R-mode

的 3dB 波瓣宽度是从+8° 变化到+76°；B-mode 的 3dB 波瓣宽度是从+53° 变化到

-53°；L-mode 的 3dB 波瓣宽度是从-10° 变化到-77°。图 2-18 给出了三种状态下的

x-y 面内天线方向图的测试图。R-mode、B-mode、L-mode 的 大辐射方向和 3 dB

波瓣宽度分别为（54°，76°－26°），（0°，50°－-44°）和（-50°，-25°－-70°）。因此

该可重构天线的 x-y 面辐射方向图在三种状态下几乎可以覆盖上半空间。天线的交

叉极化电平较高，在 3 dB 波束范围内交叉极化电平为-10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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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实际制作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 

 

(a)  仿真                          (b)  测试 

图 2-16  天线工作于三个状态下的反射系数图 

   

(a)  R-mode                         (b)  L-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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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mode 

图 2-17  天线工作于三个状态下 H 面方向图的仿真图 

 

图 2-18  天线工作于三个状态下 H 面方向图的测试图 

2.4  方向图可重构的微带八木天线的改进 

在前一节中，用同轴探针在偏离驱动振子的中心某位置处对方向图可重构天

线进行馈电，获得了良好的阻抗匹配，而且馈电结构简单。但是天线方向图的交

叉极化电平大，不适合在共形载体上应用。本节改进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

的馈电结构，采用差分馈电，设计相应的巴仑和匹配网络，以获得良好阻抗匹配

及降低方向图的交叉极化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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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改进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结构 

 

图 2-19  改进天线的结构示意图 

改进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结构如图 2-19 所示。驱动振子的中心被截

断，并用两个探针在截断处进行同幅反相馈电。中间驱动振子的弯曲结构有助于

降低天线频率；两个寄生振子中间的部分金属被去除，形成较小的电感，约 0.1 nH，

有助于方向图偏离天线发现方向。 

2.4.2  改进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馈电结构 

                 

(a)  正面                          (b)  反面 

图 2-20  馈电结构示意图 

振子天线两探针间的阻抗大于 100 Ω，用巴仑馈电振子天线是常用的技术，巴

仑能降低天线阻抗又能向天线提供等幅反相的电压。制作巴仑的介质基片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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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介电常数的基片，可使阻抗变化得快。然而八木天线的馈电探针间的阻抗实部

较大，但阻抗虚部是电容性且很大，此时单纯采用巴仑馈电只能转换阻抗的实部，

仍然不能转换阻抗的虚部，故在使用巴仑之前需采取其他措施。本文先采用双面

平衡传输线加载电感或相当于电感的圆形贴片，降低阻抗虚部的容性，再用巴仑

转换阻抗实部，实现天线阻抗匹配。双面平衡传输线及巴仑在垂直于探针方向的

尺寸不能有突变，以降低天线的交叉极化电平。该八木天线的馈电巴仑结构如图

2-20 所示。 

馈电结构印刷在厚度为 1 mm，相对介电常数为 9.6 的介质基片上。馈电结构

的前部分由双面平衡线传输线加载圆形贴片构成，带线的宽度等于工作在该基片

上频率为 5.8 GHz 的 50 Ω的微带线的宽度。馈电结构的后部分是三角形巴仑，其

带线的尺寸和前部分带线尺寸相同。整个结构的长度为该频率在此结构中的介质

波长的四分之一的奇数倍，各尺寸分别为 W1 = 14 mm, W2 = 1 mm, L1 = 26 mm, L2 = 

4.00 mm, L3 = 11.4 mm, L4 = 18.6 mm, ra = 2.7 mm。 

2.4.3  双面平衡传输线特性 

对称振子天线属于平衡结构，通常采用差分／平衡技术对其进行馈电。用微

带线和共面波导(Coplanar Waveguide，简称 CPW)设计传统的差分／平衡电路的方

法中常采用巴伦结构，这种巴仑结构增加了电路尺寸，提高插入损耗，其反相特

性与频率相关，不适合应用宽频带电路。双面平衡传输线（Double-Sided 

Parallel-Strip Line，简称 DSPSL）的两个相同的导带上传输的射频信号有着固有的

等幅和与频率无关的反相特性，因此双面平衡传输线更容易用来实现差分／平衡

电路。随着射频电路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DSPSL 结构的加工技术和双面结构限

制被克服，使得 DSPSL 在多层结构的微波系统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实现了平衡

结构电路、高低阻抗线、宽带传输匹配等优良特性[61]。 

       

 (a)  三维图                      (b)  横截面图 

图 2-21  DSPSL 基本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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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SL 的基本结构如图 2-21 所示，在高为 h 的介质基片的正反面分别平行地

刻蚀一条金属带线，就构成了 DSPSL 基本的结构。 

根据镜像理论，如图 2-22 所示，厚度为 h 的 DSPSL 结构，可以看作两块宽度

相等、厚度为 h/2 的微带线背靠背相接构成，且其中间导电板接地，因此，可以比

较容易地分析出 DSPSL 的阻抗公式[62]，即一段基板厚度为 h 的 DSPSL 的特性阻

抗可以近似为一段等宽且厚度为 h/2 的微带线的特性阻抗的两倍，则表示为

Z1=2Z2。 

 

（a）DSPSL 

 

（b）微带线 

图 2-22  DSPSL 的镜像理论分析[62] 

DSPSL 与微带传输线（Microstrip Line，简称 MSL）之间的宽频带过渡结构如

图 2-23 所示，DSPSL 结构支持准 TEM 模式的传输，其电场分布与 MSL 结构相似，

使传输线间的电磁场自然过渡，能容易实现与微带线、共面波导的宽带特性[63]。 

 

（a）DSPSL                          （b）MSL 

图 2-23  DSPSL 与 MSL 的横截面电场分布图[63] 

2.4.4  渐变传输线变换器特性 

宽带阻抗变换器有很多种类，如切比雪夫阻抗变换器、二项式变换器和 大

平坦度变换器等，这些都是多节四分之一阻抗变换器，是通过离散步进的方式实

现阻抗变换。还有一种常用的技术是利用渐变转换来改变阻抗值，如指数渐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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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渐变线和切比雪夫渐变线等。由这些方法设计的阻抗转换器，其传输线的特

性阻抗在渐变转换过程中连续变化。图 2-24 示出了渐变传输线匹配单元的电路，

该电路将归一化负载阻抗 LZ ' 匹配到归一化阻抗 1' cZ 的传输线。渐变线的阻抗随

着 z 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多节阻抗变化器的近似理论，输入反射系数 in 为[64]： 

 
L

j
in dz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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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0

)'(
2

1                   (2-2) 

这里 L 是渐变线的长度。 

 

图 2-24  渐变传输线变换器电路[64] 

三角形阻抗渐变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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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数变换器中， 'Z 随 z 作指数规律变化为 
LInZLzeZ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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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仿真结果 

图 2-25 给出了长为 7.4 mm 的双面平衡线的端口反射系数和传输系数，由图可

见，在 5.8 GHz 处，双面平衡线能良好地传输信号。图 2-26 和图 2-27 分别列出加

载 20 nH 电感和金属圆形贴片的双面平衡线端口反射系数和传输系数。由图可见，

双面平衡传输线上的圆形贴片具有电感的特性，可提高天线的输入阻抗的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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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阻抗虚部的容性，便于阻抗匹配。 

   

(a)  双面平行线                       (b)  S11 和 S21 

图 2-25  双面平衡线的特性 

   

(a)  双面平行线加载电感                  (b)  S11 和 S21 

图 2-26  双面平衡线加载 20 nH 电感的特征 

    

(a)  双面平衡线加载平行贴片               (b)  S11 和 S21 

图 2-27  双面平衡线加载平行贴片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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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天线工作在 R-mode 状态，来匹配天线的阻抗。图 2-28 给出天线地板

下面 3mm 处的阻抗，可见阻抗改变较快，在工作频率附近，阻抗实部由几百欧姆

变成了十几欧姆，虚部由负几百欧姆变成了负四十欧姆，仍是容性的。这里可以

看出三点，一是选择高介电常数的基片可使阻抗变化快；二是选择适当的介电常

数的基片，可以使阻抗实部达到 50 欧姆，但是阻抗的虚部仍是容性的；三是若使

阻抗的虚部接近零，但阻抗的实部也会接近零，此时可用巴仑实现阻抗由低阻抗

向高阻抗转换，巴仑接低阻抗的那端带线较宽，相对于平衡双线是突起，影响天

线的极化电平。所以我们用平衡双线加载电感或加载圆形贴片，提高阻抗。图 2-29

列出平衡双线加载 20 nH 电感后天线阻抗，在工作频率附近，天线阻抗的实部变

化少，仍是十几欧姆，其虚部得到了提高，接近于零。图 2-30 列出平衡双线加载

平行圆形贴片的天线阻抗，阻抗实部接近 50 欧姆，虚部接近零，这时阻抗得到较

好的匹配。欲实现平衡到不平衡的转换，用三角微带巴仑实现，图 2-31 给出了平

衡线后接巴仑天线的阻抗，可见在工作频率附近天线的阻抗得到了匹配。图 2-32

给出了天线工作于三个状态的端口反射系数，可见天线在工作频率处的三个状态

都得到了良好匹配。 

图 2-33 给出了天线工作于三个状态的 H 面的方向图， R-mode、B-mode、

L-mode 的 大辐射方向指向、增益、3dB 波瓣宽度分别为（+49°，8.3 dBi，16°－

+88°）、（+0°，7.0 dBi，-32°－+32°）和（-49°，8.2 dBi，-89°－-15°）。天线的交叉

极化电平得到了大大降低，在 3dB 波束范围内交叉极化电平达-30dB。因此该可重

构天线的 H 面辐射方向图在三种状态下可以覆盖上半空间。 

 

图 2-28  天线地板下面 3mm 处的阻抗图       2-29  平衡双线加载 20 nH 电感天线的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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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平衡双线加载平行贴片天线的阻抗      图 2-31  接三角形巴仑后天线的阻抗 

 

图 2-32  天线工作于三个模式的反射系数 

 

图 2-33  天线工作于三个模式的 H 面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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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宽角覆盖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设计 

微带八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能在 H 面内重构三个状态的方向图，实现在 H 面

内的宽角覆盖，但不能实现在 E 面内宽角覆盖，而且八木天线的带宽比较窄。而

更多的工程需要频带较宽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目前文献介绍的有地板的方向图

可重构天线大都是窄带的，少量分形 Hibert 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是宽带的。文献[65]

详细研究了分形天线 Hilbert 微带贴片天线的方向图可重构特性，该天线能在某一

平面内实现方向图可重构，而且带宽比较宽。在本节内容中，通过改变分形的

Hilbert 微带贴片结构，设计出一个宽频带且能在多平面内实现方向图可重构的太

阳光形状的微带天线。 

2.5.1  宽角覆盖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结构 

天线结构如图 2-34 所示。天线印制在边长为 Wg 的正八面体的介质基片上，

基片的相对介电常数为 2.2，厚度为 8 mm。基片中间是半径为 R1 的圆形贴片，并

在该圆盘中心用同轴线馈电。圆盘被一圆环包围，圆环的内外半径分别为 R2 和 R3。

八个微带单极子成辐射形的对称地分布在圆环周围，各单极子由两部分组成，尺

寸为 L1×W1 和 L2×W2。单极子外端到圆盘中心的距离约介质中天线工作频率的四

分之一波长。每个单极子与圆环之间的间隙为 1mm，这些间隙用于安装 PIN 开关，

即共有 8 个开关。各开关的导通和截止都由各自的直流偏置网络实现，图 2-34 的

虚框显示第六根单极子上开关的直流偏置网络，其他单极子上的开关直流偏置网

络就参照该图所示。图中 k6 表示 PIN 开关。在单极子外端印制一正方形小贴片 P6，

尺寸等于单极子宽度，是直流引入点。两个 Ln 表示扼流电感 100 nH 分别焊接在

p6 与单极子、圆环与中心圆盘之间。中心圆盘为个开关直流的零电位点，在同轴

探针下方接一个直流和高频信号分开的馈电系统，以阻止直流和高频流入对方系

统给设备造成损害。天线的中心频率设计在 4.5GHz，用商业软件 HFSS 优化各参

数，R1，R2 和 R3 被优化调节阻抗匹配，各参数为 L1 = 12.5 mm, W1 = 2 mm, L2= 2 

mm, W2 = 1.0mm, R1 = 2.1 mm, R2 = 3 mm, R3= 3.6 mm 和 Wg = 38.2 mm。 

八个开关的排序为 k1-k8，则可得 8 个可重构状态。在每一个可重构状态中，

连续 3 个开关导通，连续 5 个开关截止。这里例举其中一个状态，即 state1，3 个

开关 k1-k3 导通，k4-k8 截止，方向图的主波束在 yoz 面内（φ = 90°），并偏向 y 轴

的正方向。该天线结构是对称的，按照相同的方法，可以实现其他状态的可重构

（state 2-stat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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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太阳光形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结构图 

2.5.2  仿真与测试结果 

图 2-35 是实际制作的太阳光形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照片。这里用理想开关即导

电铜膜的有无代替开关的导通和截止。图 2-36 是天线在 state1 的反射系数的测试

和仿真结果。测试的反射系数少于-10 dB 的频率范围是 4.3 GHz~6.4 GHz，仿真的

反射系数少于-10 dB的频率范围是 3.6 GHz~7.4 GHz。图 2-37是天线工作在 4.5GHz 

state1 下的三个平面的方向图测试和仿真结果，此三平面分别为 φ = 90°， 67.5° and 

112.5°。在 φ = 90°平面内测试的方向图的波束指向、增益和 3 dB 波束范围分别为

（θ=34°、 6.3 dBi 和 14°~64°）, 在平面 φ = 67.5° 和 112.5°内，方向图形状与在

φ = 90°平面内相同，其波束指向、增益和 3 dB 波束范围为 θ = 28°、5.2 dBi、10°~52°。

在平面 φ = 90°、67.5° 和 112.5° 内，仿真的方向图波束指向、增益和 3 dB 波束

范围 分别为(30°，8.3 dBi，6°~59°)、 (29°，7.8 dBi， 6°~59°)和 (29°，7.8 dBi， 

6°~59°)。随着频率的增大，方向图的形状几乎不变，但是增益有点下降，有较好

方向图的频率范围为 4.0 GHz~6.5 GHz。根据结构的对称性及 state1 的测试结果，

可知天线的其他状态也能实现。图 2-38 是天线在 4.5 GHz 处，State 1、 State 3、

和 State 5下的仿真的三维方向图，由图可见，主波束在方位面内的有宽角度的3 dB

波束，通过改变天线的状态，可实现在水平面内全部覆盖。该天线在将来的移动

终端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值得一提的是，若没有圆环，天线的 8 个可重构状态

仍然可以实现，但是实现匹配是个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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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太阳光形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加工图 

 

图 2-36  天线反射系数的仿真和测试结果 

 

图 2-37  天线工作在 state1 方向图的仿真和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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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几个状态的仿真三维方向图 

2.6  小结 

本章研究和设计了三款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一款是二极管开关加载的方

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首先总结了微波开关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应用和开

关直流偏置网络的设计的两种拓扑图。基于开关的直流偏置设计，加工和测试了

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实现了方向图可重构，并良好地解决了开关直流偏

置网络与天线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第二款是具有低交叉极化特征的改进型方向

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改进了八木天线结构，在寄生振子上加载电抗，并采用

差分馈电，分析天线的阻抗特性，设计了平行圆形贴片串联微带巴仑的馈电网络。

实现了天线的方向图可重构、阻抗匹配和低交叉极化电平等特性，使其适合在共

形载体上应用。第三款天线是一个太阳光辐射式的方向图可重构 Hilbert 天线。通

过改变分形的 Hilbert 微带贴片结构，设计出了一个由八个单极子形成的太阳光辐

射式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该天线能在多个平面内实现方向图重构，通过波束切

换其波束几乎可以连续地覆盖整个上半空间，且有宽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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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于二元阵列模型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设计 

3.1  引言 

能够设计出具有任意可重构能力的天线是一个过于远大的目标，现今还不存

在统一的理论方法和设计准则指导设计人员进行可重构天线的设计。方向图可重

构天线设计常借助于传统的相控阵天线理论，如方向图可重构八木天线，它们的

拓扑结构相对比较容易提出来。而更多的结构复杂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其工作

原理较为模糊，成果很难得到推广和应用。可见，发展简洁、高效的设计方法对

推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章首先从加载二元阵列理论模型出发，详细分析了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阵

列方向图、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和加载电抗值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加载二元阵列实

现方向图可重构性能的机理。从具体的加载二元阵列提取一般模型，提出一种设

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简洁、高效方法，并依照此方法设计了几种方向图可重构

天线单元。 

3.2  加载二元阵列的相位计算公式 

本节从阵列天线的原理出发，研究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振子阵列的方向图、

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和加载电抗值之间的关系，并列出此三者之间的关系表达式，

为以后分析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振子阵列来实现方向图可重构提供理论依据。 

图 3-1 是二元振子阵列天线，相距为 d 的二阵元 a1 和 a2 的加载电抗分别为 ZL1

和 ZL2，输入的电压信号分别为 S1 和 S2。二元阵的阵因子为： 

)(aiAF T                            (3-1) 

AF 为阵列因子，i 为阵元电流矩阵，a(θ)为空间相位，分别展开为式(3-2)和式

(3-3) 

][ 21 IIi                             (3-2) 

]1[)( cos jkdea                        (3-3) 

振子表面电流由两振子所加电压和阻抗决定，用式(3-4)进行计算，阻抗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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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阻抗和互阻抗，展开为式(3-5)。并通过式(3-6)的推算，获得两振子电流比，见

式(3-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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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元振子阵中，当两个振子中仅一个被激励，设端口电压为 S1，另一个振

子在馈电端短接，即 S2=0。此时，振子“2”的电流完全由振子“1”的场感应而

产生，故振子“2”为寄生振子或无源振子。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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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3-8）与 j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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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由上式可见，改变 Z12 和 X2n 可使 m、φ 值在很大范围内变化，既可使无源振

子成为反射器，也可使它成为引向器。改变间距 d 则改变 Z12，改变电抗值可改变

X2n。 

无源振子接入电抗时，多数情况下 m<1，但当它被调整到谐振状态(X22+X2n = 

0)，式（3-9）变为：  

2
22

2
12

2
12

R

XR
m


  ，

12

12

R

x
arctg            (3-11) 

当 d 较小，Z12 接近 Z22 时，m 可能大于 1，则无源振子上的电流大于有源振子

上的电流值。当 d 趋近于零时， Z12 趋近于 Z22 时，有 m≈1，   ，此时二元阵

变成了一个不辐射的系统，能量只在两振子之间振荡而不向外空间辐射。相关工

程经验表明，无源振子与激励振子之间比较适宜的间距为：作为引向器时， d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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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λ~ 0.3λ；作反射器时， d 取 0.15λ~ 0.23λ。 

 

图 3-1  加载二元阵列 

第二章中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的工作原理可按加载寄生振子的原理

进行解释，即寄生振子加载的 PIN 开关用可变电抗代替，开关导通时相当于电阻 R 

= 3 Ω，相对于驱动振子，其等效长度变长，起到无源反射器的作用；开关截止时

相当于电容 C = 0.025pF，该寄生振子等效长度减小，起到无源引向器的作用，如

图 3-2 所示。  

 

图 3-2  加载寄生振子有效电长度示意图 

在二元振子阵中，当两个振子同时被激励且相位相同，即端口电压为 S1= S2=1，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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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元振子阵中，当两个振子同时被激励且相位相反，即端口电压为 S1=1， 

S2=-1，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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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换算得出二元振子上电流比值大小和相位。 

3.3  二单元折叠振子阵列特性 

本节以 3.2 节中的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振子阵列的理论为基础，研究阵列方向

图、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和加载电抗值之间的关系，并与相控阵扫描时的方向图和

馈入相位特性比较，以更好地理解天线方向图可重构的原理。 

3.3.1  二单元阵列天线结构 

图 3-3 是二元阵列天线结构图。图 3-3(a)是天线所在平面结构图，二元阵列天

线由两个折叠振子组成，每个振子在其中心被折叠成 90°而形成一个方环。振子的

长度为 La，宽度为 Ws，La近似为二分之一介质波长 λg/2，此环的面积约为 λg/4×λg/4，

较传统微带贴片天线的面积小（约 λg/2×λg/2）。四个集总电抗（V1-V4）分别加载

在两个振子的各个臂上，离振子中心的距离为 Ld。图 3-3(b)是天线侧面图，二元阵

列天线印制在方形介质基片上，该基片的介电常数为 1r ，长度为 Wg，厚度为 h1，

离地面的高度为 h2。在两个振子中心设置集中端口馈电，并给天线工作频率设置

在 3.2 GHz，天线的配置参数为：εr1 = 3.55，Wg = 70 mm，h1= 1.5 mm, h2= 7 mm, La 

= 40 mm, Ws= 1.0mm, Ld = 14.5 mm。 

 

（a）天线表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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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天线侧面图 

图 3-3  二元阵列天线结构  

3.3.2  无加载时二单元阵列特性 

用天线仿真软件 FEKO 计算二元阵列的方向图，仍采用图 3-3 的坐标系统。

当振子臂上不加载集中电抗，两阵元的端口同相馈电和反相馈电时的方向图分别

如图 3-4(a)和 3-4(b)所示。由图可见，当二元阵同相馈电时，方向图是侧射的，增

益达 8.7 dBi, 在两平面 φ = 0°和 φ = 90°内，交叉极化电平均为-40 dB。传统微带天

线的增益为 8.1 dBi，在 E 面的交叉极化电平可达-40 dB，但在 H 面的交叉极化电

平为-20 dB。所以与传统微带天线相比较，二元阵列天线增益高，交叉极化电平小。

当二元阵反相馈电时，方向图在侧射方向是零点，是“苹果形”波束（Conical beam）。 

 
(a)  同相馈电                     (b)  反相馈电 

图 3-4  无加载时二单元阵列方向图  

固定振子 dipole 1 的相位为 0°，改变振子 dipole 2 的相位，阵列在 xoz 面的方

向图的主波束指向如表 3-1 所示。可见，当阵元间的相位差改变时，阵列方向图实

现扫描。相差从 0°-180°变化过程中，扫描角度不断增大；当相差在 180°附近时，

波束指向角度较大；越接近 180°，副瓣越高；当相差等于 180°时，副瓣变得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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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一样高而出现差波束。若能设计馈电网络，使相差在 180°附近变化，则可实现

方向图可重构，如图 3-5 所示。从相差 180°的差波束变化到 大可重构方向时相

位只要改变±10°，而变化到侧射状态时的 0°，相位要改变 180°。 

表 3-1  xoz 面内阵列方向图主波束指向与阵元相位差 

dipole 2 phase (°) 0 45 90 135 160 170 190 200 225 270 315

beam direction (°) 0 -2 -5 -12 -29 -40 40 27 12 5 2 

 

图 3-5  无加载时二单元相位差为 170°和 190°的阵列方向图 

3.3.3  加载时二单元阵列特性 

3.3.3.1  单个振子存在并加载时的振子表面电流相位特性 

振子 dipole 1 单独存在，且端口馈电相位为 0°。振子上的电流沿着振子的长度

方向，以振子 左端为振子长度的零坐标点，当集总容抗 V1、V2 加载相同的值

时，振子 dipole 1 的表面电流相位图如图 3-6(a)所示。选定频率为 3.2 GHz，集总

容抗 V1-V2 加载从 1.0×101 Ω到 1.0×104 Ω时，振子表面电流相位从-80°变化至

80°。当容抗加载小于 1.0×101 Ω至 0 Ω时，振子表面电流相位保持在-80°；当电

抗加载大于 1.0×104 Ω时，振子表面电流相位保持在 80°；当电抗加载约为 3.8×

102 Ω处，振子表面电流相位为 0°。按照对称结构，可推断振子 dipole 2 单独存在

时电流相位随加载电抗的变化，当振子的馈电相位为 0°时，振子 dipole 2 表面电流

相位变化跟振子 dipole 1 相位变化是相同的。图 3.1-6(b)显示振子 dipole 2 单独存

在，且端口馈电相位为 180°，集总容抗 V3-V4 加载时振子电流相位。仍然以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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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端为振子长度的零坐标点，集总容抗 V3-V4 加载从 1.0×101 Ω到 1.0×104 Ω

时，振子表面电流相位从 100°变化至 -100°。当容抗加载小于 1.0×101 Ω至 0 Ω时，

振子表面电流相位保持在 100°；当容抗加载大于 1.0×104 Ω时，振子表面电流相

位保持在-100°。对于不同的频率，能改变振子电流相位所需加载的容抗的范围是

不相同，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变化范围也有些不同，即不一定在-80°到 80°之间。 

   

(a)  dipole 1 的馈电相位为 0°         (b)  dipole 2 的馈电相位为 180° 

图 3-6  振子单独存在并加载时的振子表面电流相位 

3.3.3.2  加载二元阵列的方向图特性 

单个天线的方向图常以侧射、端射和差波束居多，常在具有这几个波束的天

线结构上加载开关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前面通过改变二元阵列馈电端口相位

差，实现阵列方向图改变。这里分别在二元阵列同相馈电具有侧射波束和反相馈

电具有差波束的情况下，加载容抗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将容抗元件分成两组，即

V1 和 V2 为组 1，V3 和 V4 为组 2。在改变阻抗时，每组内部各个容抗元件的容抗

值是相等的，且只研究加载时 xoz 面的方向图特性。 

加载容抗值的范围为 1.0×101 Ω –1.0×104 Ω，通过多次仿真，阵列方向图与

加载电抗有如下特征： 

(a)当二阵元同相馈电时，一组的容抗值在 3.0×102 Ω –8.0×102 Ω，另一组的

容抗值在 5.0×103 Ω –1.0×104 Ω的范围内，任意选择一对电抗值，阵列的方向图

偏离 z 轴某方向一定角度，大于 10°以上；对换该对电抗值，阵列的方向图偏离 z

轴另一方向相同的角度，这样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当两组电抗元件选择其他的电

抗值时，阵列的方向图是侧射的，或偏转很少，肉眼分辨不出来。 

(b)当二阵元反相馈电时，两组容抗元件在 1.0×101 Ω –1.0×104 Ω范围内任意

选择不相等的一对容抗值时，阵列的方向图偏离 z 轴一定角度；对换该对电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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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的方向图偏离 z 轴另一方向相同的角度；一对电抗值选得越接近时，方向图偏

离 z 轴的角度越大，但是又不能太接近，否则会出现差波束。当两组电抗值分别容

抗值小于 1.0×101 Ω和大于 1.0×104 Ω时，天线的辐射波束是侧射的。 

两种情况下，容抗值小于 1.0×101 Ω时，产的效果和等于 1.0×101 Ω一样，

容抗值大于 1.0×104 Ω时，产的效果和等于 1.0×104 Ω一样。由上面数据也可以

看出，由二阵元反相馈电产生差波束的情况下，两组加载容抗的差值小，容易实

现具有较大辐射角度的可重构方向图。 

交换加载容抗值，二元阵列可实现偏离 z 轴一定角度的方向图(Tilting beam)

的可重构，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加载可变容抗，实现二元阵方向图的连续扫描。

例如，固定组 1 的加载容抗值为 3.0×102 Ω，调节组 2 的加载容抗值从 1.0×101 Ω 

到 2.5×102 Ω，方向图的主波束指向从-14° 扫描至 -42°。继续增加组 2 的加载容

抗，主波束指向变化缓慢，副瓣升高。当容抗为 3.0×102 Ω 时，出现差波束。调

节组 2 的加载容抗值从 3.5×102 Ω 到 1.0×104 Ω，方向图的主波束指向从 42° 扫

描至 24°。图 3-7 列出了扫描过程中的部分增益三维图。 

                  

(a) -14° (1.0×101 Ω)                  (b) -24° (1.0×102 Ω) 

        

(c) -38°(2.0×102 Ω)                      (d) -42° (2.5×102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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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42° (3.5×102 Ω)                     (f) 36° (3.7×102 Ω) 

              

(g)  26° (5.0×103 Ω)                       (h)  24° (1.0×104 Ω) 

图 3-7  阵列方向图的连续可重构 

二阵元反相馈电产生差波束时，加载容抗值越接近，产生偏离 z 轴的方向图

（Tilting beam）的频带宽度越小。例如两组容抗是 3.0×102 Ω 和 5.0×102 Ω时，

产生 Tilting beam 的频带为 3.07 GHz – 3.22 GHz；例如两组容抗是 3.0×102 Ω 和 

1.0×104 Ω时，产生 Tilting beam 的频带为 2.9 GHz – 4.2 GHz。二阵元同相馈电在

方向图可重构范围内加载容抗时，产生 Tilting beam 的频带为 3.07 GHz – 3.22GHz。 

3.3.3.3  加载二元阵列的振子表面电流相位特性 

为分析加载电抗后，二振子表面电流相位特性，选取工作频率为 3.2GHz 的 4

个工作状态，其方向图如图 3-8 所示。4 个状态加载阻抗和 xoz 面的方向图特性见

表 3-2 所示，对应状态的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如图 3-9 所示。在状态 state 1″中，振子

dipole 1 和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分别为-86° 和 112°，以振子 dipole 1 为参考，

振子 dipole 2 与振子 dipole 1 的表面电流相位差(phasedipole 2- phasedipole 1 )为 198°，

因为相位的周期为 360°，振子 dipole 2 与振子 dipole 1 的表面电流相位差也等于

-162°，即振子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较振子 dipole 1 的超前 162°。在状态 state 2″

中，振子 dipole 1 和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分别为-68° 和 93°，振子 dipole 2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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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子 dipole 1 的表面电流相位差为 161°，即振子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较振子

dipole 1 的滞后 161°。在状态 state 3″中，振子 dipole 1 和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

分别是 56° 和 92°，则振子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较振子 dipole 1 的滞后 36°。

在状态 state 4″中，振子 dipole 1 和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分别是-87° 和 92°，即

他们的表面电流相位是几乎是反相的。在状态 state 3″和 state 4″中，振子表面电流

相位差不是完全相同或相反，它们的方向图也没有分别出现期望的侧射波束和差

波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与振子馈电的位置有关，即振子馈电的位置不在振

子的正中间，这给振子的表面电流相位引入了差值。从上述分析可见，加载可重

构方向图和振子表面电流的关系与无加载电抗的二元阵列方向图和馈电相位的关

系是相同的。 

表 3-2  4 个状态加载容抗和 xoz 面的方向图特性 

 
组 1 

(Ω) 

组 2 

(Ω) 

主波束 
指向 

增益 

(dBi) 
3dB 

波束宽度 

state 1″ 3.0×102 1.0×103 32° 8.4  0° – 62° 

state 2″ 1.0×103 3.0×102 -32° 8.4  -62° – 0°  

state 3″ 1.0×104 1.0×101 -11° 8.8  -47° – 24° 

state 4″ 3.0×102  3.0×102 差波束 

 

图 3-8  4 个状态 xoz 面的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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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状态 state 1″和 state 2″                (b)  状态 state 3″和 state 4″ 

图 3-9  4 个状态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图 

3.3.3.4  加载二元阵列的扫描特性 

尽管采用的二元阵的两个振子是弯曲的，但是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每根振子

的表面电流相位几乎是相同的，所以阵列可等效成相距为 d 的二元阵列。加载二

元阵列的方向图可用镜像原理进行解释，如图 3-10 所示。振子 dipole 1 和 dipole 2

的电流幅度和相位分别为(A1，φ1)和(A2，φ2)，且两振子与地面平行，根据镜像原

理[67]，在无限完纯导电地平面的下半空间与振子对称位置处的镜像振子 dipole 1’

和 dipole 2’电流的幅度和相位分别为(-A1，φ1)和(-A2，φ2)。源振子和镜像振子组成

一个阵列，相对于阵列中心，在 xoz 面内各单元的因子分别为 1AF 、 '1AF 、 2AF 和

'2AF ，则阵列因子可表示为： 

'' 2211 AFAFAFAFAFt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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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阵列镜像图 

前一小结中分析了图 3-3(a)中的组 1 和组 2 的容抗值分别为 3.0×102 Ω和 1.0

×103 Ω时，振子 dipole 1 和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分别是-86°和 112°，这里提取

其电流幅度，如图 3-11(a)所示，由图可见振子表面电流是正弦形式分布，可用平

均电流等效，令 1/2/ 21 AA 。振子的中间电流出现凹陷，是因为在振子中间设置

集总馈电端口，这部分无电流。将振子的幅度和相位代入式(3-19)中，阵元间距取

d = 0.3 λ0, 计算出在 xoz 面内阵列的归一化方向图，如图 3-12(a)所示。同理，在图

3-7(c)中振子 dipole 1 和 dipole 2 的表面电流相位分别是 φ1 = -76°和 φ2 =86°，电流

幅度如图 3-11(b)，则取 7.1/1/ 21 AA 。将振子的幅度和相位代入式(3-19)中，计算

出在 xoz 面阵列的归一化方向图，如图 3-12(b)所示。所以改变振子的加载容抗值，

相应地改变了振子上电流的幅度和相位，使得阵列方向图改变，呈现可重构状态，

这与相控阵原理是一致的。 

 

(a)  dipole 2: 1.0×103 Ω                   (b)  dipole 2: 2.0×102 Ω 

图 3-11  振子电流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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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pole 2: 1.0×103 Ω                 (b)  dipole 2: 2.0×102 Ω 

图 3-12  合成方向图 

3.3.4  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一般方法 

前面分析了二元阵列加载电抗的各种特性，可以得出方向图可重构的原理与

相控阵是相同的，都是天线表面电流相位的差值发生变化。二元振子阵列天线加

载电抗可实现方向图的可重构，该振子是窄条的，其上的表面电流沿着振子的长

度方向，电流相位也很容易被提出和分析。但是一般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是宽表

面天线，其上的电流相位不容易被提出，方向图可重构原理也不容易被理解，这

给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带来了困难。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方向图可重构

天线的设计可分别从原二元阵的和波束和差波束开始，通过改变加载的可变电抗

或微波开关工作状态。而和波束和差波束都是天线常用的波束，如顶部加载的贴

片单极子天线的波束是差波束，微带贴片天线的波束通常是和波束。下面就以此

两类天线为基础，加载可变电抗或微波开关来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3.4  基于差波束天线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设计 

总所周知，在微带天线的中心馈电，其方向图就是“苹果形”波束（Conical 

beam），如图 3-13 所示。单极子顶部加载的天线也产生 Conical beam 波束，其加

载有圆盘、多个振子等多种形式[68-70]。利用 Conical beam 设计的方向图可重构天

线有很多，但是暂时没有发现这个特殊的设计构思，或者没有单独说明。如前面

设计的太阳光形状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在所有开关都导通和截止的情况下，其

方向图就是波束 Conical beam。文献[71-74]设计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也是基于

Conical beam，在文献[73]中的馈电同轴探针距离天线对称中心约 2.5mm，相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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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频率对应的波长是很短的，在未安装开关前，其方向图也是波束 conical beam；

文献[74]中心馈电的星形天线，其方向图也是波束 Conical beam，当其馈电位置改

变至不同的星尖角处时，方向图实现可重构。本节基于产生波束 Conical beam 的

中心馈电的方形天线，在其上面按不同形式加载开关或可变电抗元件，设计出几

个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a)  三维图                        (b)  二维图 

图 3-13  苹果形”波束(conical beam)形状 

3.4.1  菱形缝隙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设计 

3.4.1.1  菱形缝隙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结构 

菱形缝隙方向图可重构天线(Lozenge slot pattern reconfigurable antenna，简称

LSPRA)的结构如图 3-14 所示。面积为 Wp×Wp 的方形金属片印制在一个方形介质

基片上，该介质基片的介电常数为 εr1，面积为 Wg×Wg，厚度为 h1，离地板的高度

为 h2。在金属片 patch 上对称地刻蚀一个菱形缝隙环，其中心的周长为 4×Ls，约一

个波长 λs，λs 是宽度为 Ws的缝隙传输线的波长[75]。用同轴探针在金属片 patch 的

中心馈电，这也是产生波束 conical beam 的常用的方式。通过地板的开孔，探针下

端连接馈电微带传输线。馈电微带传输线印制在介电常数为 εr2 的介质基片上，基

片的厚度为 h3，与天线共用金属地板。四个变容二极管(varactor diodes k1-k4)安装

在缝隙的四个拐角处，当四个变容二极管的直流电压变化时，二极管的电容被改

变，使得天线结构中的电磁场发生变化，天线的方向图被重构。用商业软件 Ansoft 

HFSS 对天线性能进行模拟，天线的工作频率设计在 3.0 GHz，其各个参数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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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Wp= 29.0 mm， Wg= 70 mm， h1= 1.5 mm， h2= 6 mm，Ls= 15.0 mm，Ws= 1.0mm，

h3= 0.508 mm， εr1= 3.55，εr2 = 2.2。 

 

(a)  天线侧面 

 

(b)  天线表面 

   

(c)  天线馈电结构 

图 3-14  LSPRA 结构 

合适的直流偏置网络保证二极管正常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能影响天线的

性能。该天线的直流偏置网络见图 3-14(b)所示，四个直流偏置线路分别给四个变

容二极管供电，因为工作中四个变容二极管的电容会不同，所施加电压需分开调

节。P1-P4 分别是四个变容二极管 K1-K4 的直流引入点，偏置电流流经二极管、

中心方形贴片、馈电探针、下层微带传输线点 P5 (见图 3-14 (c))处的金属柱流入地

板。地板是天线的射频地板，也是直流偏置地板，这种处理方式不会影响天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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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避免天线的高频电流流入直流设备，在 P1-P5 旁各安装一个扼流电感(L1)。

同样为避免偏置直流流入射频设备，在下层微带传输线上加载一个不变电容片

(C1)，但需保证高频微波能通过。依据天线的工作频率，扼流电感和电容片的值选

取为 L1 = 100 nH 和 C1 = 30 pF。 

在方向图可重构过程中，变容二极管的电容是变化的，使得天线的输入阻抗

发生变化，所以为使得天线更好地工作，必须匹配变化的输入阻抗。匹配网络印

制在下层的微带基片上，由微带传输线和可变电感(L2)组成，如图 3-14(c)所示。

微带传输线由 2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长度为 l1，宽度为 w1。为提高匹配带宽，

在此传输线两边印制平行且相距为 g 的两条带，其尺寸为 l3×w3。微带传输线的第

二部分是工作频率的 50 Ω的微带线，延伸至基片的边沿，尺寸为 l2×w2。片状电感

L2 匹配因变容二极管的电容改变带来的变化阻抗。匹配网络的参数为：l1 = 6.5 mm, 

w1 = 2 mm, l2 = 10 mm, w2 = 1.5 mm, l3 = 4.5 mm, w3 =1.0 mm, g = 0.3 mm。 

3.4.1.2  仿真与测试结果 

调节四个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可在 xoz 面内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当工作频率为

3.0 GHz 时，仿真的各个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及方向图特性如表 3-3 所示，其方向图

也见图 3-15。保持表 3-3 的状态 state1 中各个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则在频带 2.9 

GHz-3.1GHz 均可实现主波束偏向正 x 轴的方向图。同样保持表 3-3 的状态 state2

各个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则在频带 2.9 GHz-3.1GHz 均可实现主波束偏向负 x 轴的

方向图。给 K1、K3 和 K4 的电容分别设置在 5 pF、0.3 pF 和 0.6 pF，调节 K2 的

电容，可在频带 2.9 GHz - 3.1GHz 内实现状态 state 3 的方向图，这里只给出在 2.9 

GHz、3.0 GHz 和 3.1 GHz 处所需的 K2 的电容值，分别为 0.9 pF、0.6 pF 和 0.5 pF。

当四个变容二极管的电容都相等时，可在频带 2.9 GHz-3.1GHz 内实现状态 state 4

的方向图，这里也只给出在 2.9 GHz、3.0 GHz 和 3.1 GHz 处所需电容值，分别为

0.3 pF， 0.3pF 和 0.9pF。 

优化可变电感 L2 的电感值，使得天线在不同的工作频率和工作状态的阻抗都

得到良好匹配。图 3-16 分别显示在 2.9GHz, 3.0GHz, and 3.1GHz 的工作状态的优

化的电感值和反射系数，状态 state 2 各个频率所需电感和反射系数与状态 state 1

相应的相同，这里就省略。可见通过调节可变电感，可以实现频带 2.9 GHz - 3.1 GHz

各个状态的阻抗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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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3.0GHz 时 4 个状态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值和 xoz 面的方向图特性 

 
K1 
(pF) 

K 2 
(pF) 

K 3 
(pF) 

K 4 
(pF) 

主波束 
指向 

增益 

(dBi) 
3dB 

波束宽度 

State 1 2 0.3 0.3 0.3 28° 6.2  1° – 60° 

State 2 0.3 2 0.3 0.3 -28° 6.1  -62° – 3° 

State 3 5 0.6 0.3 0.3 0° 7.6  -35° – 32° 

State 4 0.3 0.3 0.3 0.3 差波束 

 

图 3-15  仿真的 xoz 面四个状态的方向图 

  

(a)  state 1                        (b)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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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tate 4 

图 3-16  仿真的各个状态的反射系数图 

表 3-4 SMV2019-079LF 变容二极管加载反相偏压(VR)与电容(CT)的关系 

VR(V) 20 19 18 17 … 1.5 1.0 0.5 0 

CT(pF) 0.3 0.3 0.31 0.31 … 1.33 1.51 1.77 2.22 

天线加工照片如图 3-17 所示，采用的坐标系也已更新并在图 3-17(a)中标出。

实验测试所需的可变电容范围为 0.3 pF - 5.0 pF，而实验室有的可变电容范围窄，

只有 SMV2019-079LF 变容二极管，其可调范围为 0.3 pF - 2.22 pF，部分反相电压

(VR)与电容(CT)的关系列于表 3-4 中[76]。所以暂时没测试状态 state 3，只测试了另

外三个状态。可变电感 L2 用分离的片式电感代替，因为实验室没有可变电感。 

  

 (a)  天线平面                 (b)  馈电微带线面 

图 3-17  天线加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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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调节各个二极管的偏置电压和电感 L2，当 K2 电压为 1.4V、K1，K3 和

K4 的电压为 19 V 和 L2 = 4.7 Ω时，可实现 2.9 GHz 阻抗匹配下的 state1 方向图，

调换 k1 和 K2 的电压，可实现阻抗匹配下的 state 2 方向图，其测量方向图(取通过

其 大值的面)和反射系数分别见图 3-18 和图 3-19 所示。当 K1-K4 电压都相同且

都为 19 V 和 L2 = 3.6 Ω时，可实现阻抗匹配下的 state 4 方向图(取 φ = 70°的面)。

图 3-20 给出了天线的辐射效率和增益随频率的变化，可见天线在匹配的情况下，

辐射的能量越多。测试时，天线摆放不是很平整，与测试轴有较小夹角，造成天

线 大辐射方向与测试轴也有夹角，其增益三维图如图 3-21 所示。因为天线的增

益低，较仿真有点下降，显示了 state1 和 state 2 的增益线性幅度，显示 state4 增益

的对数幅度。由测试结果可见，天线 LSPRA 通过调节其上的变容二极管的电容，

实现了三个状态下的可重构方向图，也有效地证实了基于差波束天线设计方向图

可重构天线的方法的正确性。天线 LSPRA 还优越于二元振子阵列，因为按同样的

方法调节二极管的电容，可实现在 xoz 面的方向图可重构。 

 

图 3-18  测试的反射系数                  图 3-19  测试的方向图 

 

（a） 增益                       （b） 效率 

图 3-20  测试的增益和效率随频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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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e 1  Mag_lin                     (b)  steta2  Mag_lin 

 

(c)  steta4  Mag_dB 

图 3-21  测试的增益三维图 

3.4.2  变形 LSPRA 天线设计 

更改天线 LSPRA 的加载开关方式，会得到另外两个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第一

个天线命名为 No.1 Modified lozenge slot pattern reconfigurable antenna，简称 No.1 

MLSPRA，它的结构如图 3-22 所示。将天线 LSPRA 的菱形缝隙移走，在贴片四

周刻蚀加载开关及其直流偏置结构。金属片 P1-P4 是各边开关或电抗元件的直流

引入点，在它们旁边安装扼流电感 L1，阻止高频电流进入直流设备。金属片

Q1-Q4(1mm×2mm)处用金属柱接地板，各个窄的金属条带和缝隙的宽度都为 1 

mm，在它们之间安装开关或电抗元件 V1-V4。在窄的金属条和天线金属片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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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片式隔直电容 C1，阻止直流通过天线馈电探针进入射频设备，同时导通开关

两边的高频电流，即对高频而言不存在缝隙是联通的。L1 和 C1 分别选为 100 nH

和 30 pF。 

 

图 3-22  天线 No.1 MLSPRA 的结构 

仍然只研究天线在 xoz 面内的方向图可重构的特性，因为通过相同的方法可实

现天线在 yoz 面内方向图可重构。当 V1-V4 是开关时，改变开关的导通和截止状

态，以及当 V1-V4 是变容二极管时，调节其电容值，可实现相应的方向图，详见

表 3-5，方向图也可见 3-23 所示。 

 

图 3-23  天线 No.1 MLSPRA 在 xoz 面的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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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开关、电抗元件状态及相应可重构方向图特性 

 V1  V2  V3 V4 
主波束

指向 
增益 

(dBi) 
3dB 

波束宽度 

State 1 截止 导通 截止 截止 28° 6.0  2° – 61° 

State 2 导通 截止 截止 截止 -28° 6.4  -61° – -2° 

State 3  2 pF 0.1 pF 0.3 pF 0.3 pF -6° 7.2  -39° – 28° 

State 4 
V1-V4是开关时，都导通或都截止； 
V1-V4是变容二极管，只要电容值都相同

差波束 

第二个天线命名 No.2 MLSPRA，其结构如图 3-24 所示。保留天线 LSPRA 的

菱形缝隙，在缝隙的四个拐角处开缝隙，直通天线贴片边沿。在 x 轴或 y 轴上馈电

且偏离贴片中心距离为 fd。当馈电点在 y 轴且 fd =-5.5mm 时，天线方向图的主波

束偏向+y 轴方向，同理馈电点分别在+y axis, +x axis, 和 -x axis 时，天线方向图的

主波束偏向-y axis, -x axis, 和 +x axis 方向。所以只要改变天线的馈点位置，可以

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图 3-25显示了天线No.2 MLSPRA在 yoz面的两个状态方向图。

当天线的探针在轴向移动，越靠近贴片中心，方向图的偏角越大，但是增益越低。

该天线不能重构侧射方向的波束。 

 

图 3-24  天线 No.2 MLSPRA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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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天线 No.2 MLSPRA 在 yoz 面的方向图 

3.4.3  Z 字形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设计 

单极子顶部加载的天线也产生“苹果形”波束 conical beam，其加载有圆盘、

多个振子等多种形式，这里我们采用加载 Z 字形的结构，来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

线。Z 字形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结构如图 3-26 所示，单极子顶部加载 Z 字形金属

贴片，该贴片印制在相对介电常数为 2.2 (εr)，厚度为 1.5 mm，离地板 4.5 mm 的

介质基片上。Z 字形贴片由两个圆环包围，外环的内外半径分别为 r1 和 r2，周长 2πr1

约一个介质中的工作波长，内半径 r2 稍微比外半径 r1 小；内环的内外半径分别为

r3 和 r4，r4的选择是能包围 Z 字形贴片。内外环之间的缝隙(r2-r3) 约 1 mm，能安装

变容二极管 V1-V4。变容二极管 V1-V4 的直流偏置网络设计为：P1-P4 分别是变

容二极管 V1-V4 的偏置直流引入点，在其旁边加载扼流电感 L1；在内环和 Z 字形

贴片之间加载扼流电感 L1；在馈电端口处设计直流和高频电流分开系统；外环上

加载隔直流通高频的片式电容元件 C1。天线的工作频率设计在 5.8 GHz，其尺寸

参数为：r1=8.0 mm，r2=7.0mm，r3=6.0mm，r4=4.5mm。用 Ansoft Hfss 仿真天线性

能，扼流电感和片式电容分别选择为 L1 = 100 nH 和 C1 = 50 pF。这里也只显示天

线在 xoz 面的各个工作状态的可重构方向图，且和所加载的变容二极管的电容显示

在图 3-27 中。通过相同的方式可实现方向图在 yoz 面内可重构。若给 Z 字形改成

十字形，也可以实现方向图可重构，见图 3-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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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Z 字形天线的结构 

 

图 3-27  Z 字形天线的 xoz 面方向图 

 

图 3-28  十字形天线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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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于和波束天线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设计 

通过加载可变电抗元件，具有和波束的天线也可以用来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

线，这里用 常用的微带贴片天线来证实这一方法。天线结构图如图 3-29 所示，

天线印制在相对介电常数为 2.2，厚度为 1.5 mm 的介质基片上，天线的尺寸 Wg×Lg

是 18×16 mm2，馈电点 Pf 在 yoz 面且距离坐标原点 3.2 mm。两个小金属片 P1 和

P2（面积为 2×2 mm2）分别由两个金属柱接地，且分别位于天线的长边两侧，与

天线存在 1 mm 的缝隙（gap1 和 gap2）。 

在两个缝隙 gap1 和 gap2 处不加载可变电抗元件时，天线特性如图 3-30 所示，

天线是一个端口匹配良好的微带天线，工作频率为 5.8 GHz。在两个缝隙 gap1 和

gap2 处加载变容二极管 C1 和 C2，调节 C1 和 C2 的电容，可在 yoz 面实现内实现

方向图可重构。 C1 的电容固定为 0.1 pF，调节 C2 的电容为 0.6 pF, 0.34 pF, 0.1 pF 

and 0.4 pF 时，在 yoz 面重构 4 个方向图，如图 3-31 所示。在重构时，天线的阻抗

是变化的，要重新设计匹配网络。 

 

图 3-29  加载变容二极管的微带贴片天线 

 

(a)  反射系数                         (b)  yoz 面方向图 

图 3-30  不加载时天线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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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yoz 面的可重构方向图 

虽然具有和波束特征的天线也可用来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但是对具有差

波束特征的原天线加载可变电抗更容易设计波束偏角较大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是一种更快速有效设计的方法。 

3.6  小结 

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研究方向图可重构机理。另一部分探索出

一种设计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方法，并依照此方法设计了几种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单元。 

首先详细分析了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阵列方向图、振子表面电流相位和加载

电抗值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机理。研究表明，方向图可重构机理是

天线的寄生单元与驱动单元的表面电流相位之间存在相位差，且相位差随着加载

电抗的变化而变化，则实现方向图可重构。当加载电抗二元阵子的表面电流相位

差接近 180°时，阵列方向图偏角 大，等于 180°时，形成差波束。这与相控阵的

方向图和阵元端口馈电相位的关系是一致的。 

从具体研究的加载二元阵列出发，提取了阵列辐射特性一般分析模型，通过

系列分析指出，通过对具有差波束特征的原天线加载可变电抗以实现波束重构是

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快速设计的一种有效方法，并依照此方法设计了几种方向图可

重构天线单元。即利用中心馈电的微带天线或顶部加载的单极子天线，修改它们

的部分结构，安装微波开关或可变电抗元件，通过改变微波开关的导通和截止或

调节可变电抗元件的电抗值而设计了几个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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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阵列研究 

4.1  引言 

因为阵列天线具有强方向性、易实现电扫描和波束赋形等特性，被广泛地应

用在雷达和通信电子系统中。均匀阵列因其结构装配简便，且容易用数学方法进

行分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均匀阵列的阵元间距不能太大（一般不大于 λ/2，

λ 为辐射波长)，否则会在可视区出现栅瓣，且栅瓣随着扫描角度的增大而增加。

为减少栅瓣电平，人们采用了阵元不均匀排列法[77-78]或稀布排列法[79-80]。Haupt 和

Aten[81]提出了旋转阵元方向的布阵方法，通过优化阵元旋转角度，抑制阵列方向

图副瓣电平。然而这些方法仍然没有解决绪论中提及的阵列天线在扫描时增益降

低的问题，因为阵元的方向图是固定的，其波束宽度决定了阵列的 大扫描角度。

为提高阵列的扫描角度，可以采用宽波束天线。但是宽波束天线的增益比较低，

阵列需要增加阵元的数量才能达到要求的增益，这样增加了体积和成本。 

若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应用到平面/共形阵列中，由于增加了新的天线设

计自由度，将会为提高阵列的扫描能力提供巨大潜能。文献[50-52]中涉及到了基

于四单元方向图可重构八木天线阵列研究，但其报道结果表明该阵列波束只能在

小的角度范围内扫描。与微带天线阵列比较，可重构阵列的副瓣电平高，但其增

益波动小。目前现状表明，大多数文献只局限于可重构天线单元研究。方向图可

重构天线对阵列性能的提升能力有待全面、深入挖掘。 

因为阵元间存在互耦，相控阵的分析和设计是相当复杂的。当阵元数目较多

且阵元存在的电磁环境相同时，每个阵元的方向图是相同的，阵列的方向图综合

计算常采用经典的多乘法，即单元方向图乘以阵列因子。当阵元的个数少或阵元

的存在电磁环境不相同时，每个阵元的方向图不相同。例如，共形阵列，其在曲

面上的各阵元的辐射方向图都不相同，对同一目标波束的贡献不相同。这时，不

能使用多乘法，而需要采用有源单元方向图方法，文献[82]介绍了有源单元方向图

（active element pattern）方法。当阵列扫描时，每个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是随扫

描角度而改变的，为描述这一现象，文献[83]采用了扫描单元方向图（scan element 

pattern），在此文献中，另一概念即相位调制有源单元方向图（phase-adjusted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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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pattern）被用于阵列扫描时方向图综合。三种单元方向图的概念常在阵列

方向图综合时被混淆，读者很难辩解。 

本章内容主要研究方向图可重构单元在平面/共形阵列中的应用，提出了基于

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阵列新方案，具体包括几个方面：(a)阵

列的分析方法，即有源单元方向图方法。从阵列天线理论出发，推导并阐述了阵

列方向图综合中的几个易混淆的有源单元方向图概念；(b)阵列应用研究，设置阵

元布阵方式和阵元工作状态，实现阵列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c) 通过研究多个微

带八木天线的寄生振子同时加载可变电抗的阵列特性，提出建立大角度范围波束

扫描的大规模的可重构天线阵列的方法。  

4.2  阵列有源单元方向图特性 

本节从阵列天线理论出发，推导出并区分阵列方向图的综合中容易被混淆的

几个概念：有源单元方向图、扫描单元方向图和相位调制有源单元方向图，并列

出它们的表达式，及其在阵列综合中的使用方式，以便于快速优化，减少计算量。 

 

图 4-1  N 个阵元组成的线性阵列模型 

如图 4-1 所示，N 个阵元组成的线性阵列，每个阵元的终端接阻抗为 Z0，馈入

电压，电压相位以第一个单元为参考。每个单元的馈电端口由 N×N 的散射矩阵表

征[84-85]，即 

nkV
k

m
nm

kV

V
S






,0, |                             (4-1) 


mV 和 

mV 是第 m 个阵元的输入和反射电压，第 m 个阵元的终端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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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N

n
nmmmmm VSVVVV

1
,                    (4-2) 

当全部阵元被激励，扫描至 0 时，第 m 个阵元的输入电压为： 
mj

mm eVV 
                        (4-3) 

mV 和 m 分别是第 m 个阵元输入电压的幅度和相位。 

此时，各阵元的有源反射系数为： 










N

n

jj
mnm

mn

m

m

es
V

V

1

)(
0 )(                  (4-4) 

当扫描角度 0 = 0° 时，第 m 个的阵元馈电，其他单元都接匹配负载时，此时

的方向图叫作第m个阵元的单元激励有源单元方向图（unit-excitation active element 

pattern），简称有源单元方向图，其电场表示为 e
mE ，则： 

)]0(1[0 m
e
m EE                       (4-5) 

此电场考虑了所有阵元间的耦合，对给定的阵列也是不变的，且每个阵元均

被测量或计算一次。 0E 是阵列的其它阵元都移去时，单独一个天线存在时的电场。 

当所有单元都激励，方向图扫描至 0 时，各个阵元的方向图叫做扫描单元方

向图，其电场表示为 'e
mE ，则： 

)](1[)](1[ 0000
'  

m
j

mmm
e
m

meVEVEE  
             (4-6) 

每个阵元的扫描单元方向图是不能被测试出来的，只能测试出整个阵列的方

向图。整个阵列的方向图的电场可表示为(4-7)式，并通过(4-8)－(4-11)式的推导，

得到(4-12)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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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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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e
m eVEE "                          (4-13) 

"e
mE 叫做相位调制的有源单元方向图，等于有源单元方向图乘上馈入电压幅度

和相位。阵列扫描的方向图综合可直接叠加阵元的相位调制的有源单元方向图，

而不需要计算各阵元的扫描单元方向图，节省了很多时间。其中发现两个有趣的

公式，如式(4-14)和(4-15)，在以后的阵列方向图综合中，我们使用式(4-14)的等式

左边项。但是在扫描过程中，随着扫描角度的增大，阵元间距较小的阵列中的阵

元有源反射系数会变坏，天线输入端口越来越不匹配。在某一角度，阵元因不匹

配而不能工作，而使用式(4-14)等式的左边项不能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使用式(4-14)

等式的左边项的条件是阵列各阵元处于匹配工作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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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eVeV   )()0( 0                    (4-15) 

各个阵元端口电流为： 
  mmmmm VVIII                   (4-16) 

各个阵元磁场的相位调制有源单元方向图为： 

m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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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阵列磁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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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增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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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平面阵列研究 

本节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应用到平面阵列中，研究阵列的扫描情况。在天线

单元方向图的 H 面内，各阵元按 佳加权稀布方式排列，采用相应的阵元工作方

式，实现在该面的大角度扫描。在天线单元方向图的 E 面内，各阵元按等间距方

式排列，阵元分别工作于三种状态时，实现 E 面等间距扫描。 

4.3.1  H 面的稀布阵列研究 

4.3.1.1  稀布阵列特性 

阵列在大角度扫描时， 大相对旁瓣抑制是个很重要的研究问题。在稀布阵

列中，如何设计一组阵元间距和阵元激励，使得阵列的 大相对旁瓣电平在整个

可见区 小，是稀布天线阵列综合问题的重要课题。天线单元稀疏布置的阵列分

为两大类，即稀疏阵列和稀布阵列。稀疏阵列就是从均匀间隔阵列中抽取一定数

量的天线单元而形成新的周期阵列，其阵元间距是原均匀阵列的阵元间距的整数

倍。稀布阵列是就是在天线孔径上随机布置天线单元，形成阵元间距不相等的无

周期阵列。稀布阵列不将天线单元约束在等间隔的规则栅格上，在优化布阵时具

有更大的自由度，有利于降低天线阵列的 大相对副瓣电平。本节采用广义升余

弦加权的 佳稀布阵列布置阵元[86-87]，获得需要的相对旁瓣电平。 

一个 N 元直线阵列的电压方向图可表示为： 





N

i

ujkx
n

newuEuf
1

)()( ， 0sinsin  u           (4-20) 

)(uE 是阵元方向图， nw 和 nx 分别表示第 n 阵元的权值和位置。  /2k ，

为工作波长。上式可用 poisson 和式表示为： 







m

m ufuf )()(                           (4-21) 

式中   )(ufm 是第 m 个栅瓣，由驻相分析法可证明绝大部分能量扩散在区间： 

minmax // smusm                        (4-22) 

且有： )]('/[)(|)(||)(| 22 vmsvsvwufm  ， 0m                             (4-23) 

满足驻相条件： mvus )( ， )(')( vxvs  ，                             (4-24) 

w(v)和 x(v)分别是权和位置函数，且满足 wn=w(n)，xn=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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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 ufm 常数，可得 佳阵元间隔函数应满足的一般微分方程： 

0)(|)(|)(' 2
1  vsvwCvs                 (4-25) 

C1 是任意常数，式（4-25）的通解为： 


v

dvvwC
eCvs 1

2
1 ]|)(|[

2)(                   (4-26) 

C2 是任意常数，s(v)是严格单调不减的，且有 smin=s(1), smax=s(N)。定义间隔

)1(/)(/ minmax sNsssr  ，可得： 
)()1()( vhrsvs                           (4-27) 


Nv

dvvwdvvwvh
1

2

1

2 |)(|/|)(|)(               (4-28) 

假定阵列长度为 L，且满足 x(1)=0，x(N)=L，则加权稀布阵的 佳位置为： 

 
v vhv

dvrsdvvsvx
1

)(

1
)1()()( ，v=1,2,…,N       (4-29) 


N vh dvrLs

1

)(/)1(                  (4-30) 

若已知 w(v)，r 和 L，由(4-27)- (4-29)可求得各个阵元的位置。 

本节采用升余弦函数 w(v) 加权，则： 

))1/()1(2cos(*)1()(  Nvaavw  ，0 ≤ a ≤ 0.5     (4-31) 

式中 a 是权因子。常见的均匀权、Hamming 权和 Hanning 权分别是上式的 a=0、

a=0.46 和 a=0.5 时的特例。当将其用于不等间距的阵列时，阵元的位置具有不对

称性，给设计带来方便，降低实现的复杂度，但是不会对阵列带来不利影响。 

 

图 4-2  阵列因子扫描方向图（a =0，r=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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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阵列因子扫描方向图（r=1.8，a 变化 图 4-4  阵列因子扫描方向图（a =0.4， r 变化） 

选择阵元个数 N 为 8 个，阵列长度 L = 6λ。当 a = 0，r = 1.8 时，阵列从 θ0 = 0°

扫描至 θ0 = 60°的阵列因子方向图如图 4-2 所示。由图可见，在主波束的两旁都有

一个干净扫描区，其宽度为 u0，即这个区间的旁瓣电平(叫近轴旁瓣电平，nearby side 

lobe level，简称 NSL)较周围栅瓣电平(其 大值叫峰值旁瓣电平，peak side lobe， 简

称 PSL)低很多。当阵列向右扫描时，阵因子向右平移，干净扫描区宽度 u0 和栅瓣

电平保持不变。当主波束右边的栅瓣移至可见区外，右边的干净扫描区的宽度 u0

才变小。固定 θ0 = 40°，r = 1.8，a 从 0 变化到 0.4，其阵列因子方向图如图 4-3 所

示。可见 a 越大，干净扫描区的宽度 u0 越小，NSL 越低，PSL 越高。固定 θ0 = 40°，

a = 0.4，r 从 1.6 变化到 2.2，其阵列因子方向图如图 4-4 所示。可见 r 越大，干净

扫描区的宽度 u0 越小，NSL 越低，PSL 越低。 

4.3.1.2  阵元的布阵 

 

图 4-5  阵元稀布排列 





N

i

jky
i

iewFE
1

),sin( 00),(                   (4-32) 

为扩展天线阵列的扫描角和降低栅瓣电平，天线单元采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

单元。8 个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单元按图 4-5 所示的稀布方式排列成线性阵

列，其阵元的位置由式(4-27)-(4-31)计算。将测试的孤立存在时微带八木天线单元

万方数据



第四章  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阵列研究 

 71 

的方向图(R-mode)代入公式(4-32)中(φ0 = 90°)，用软件 matlab 计算并优化 N、L、a

和 r 参数，以得到合适的阵列方向图的主波束，栅瓣电平，扫描角度。经优化后，

确定参数为 N = 8，L = 6λ，a = 0.4，r = 1.8，计算出的各阵元的幅度加权和位置参

数分别见表 4-1 所示。 

表 4-1  各阵元的幅度加权和位置参数 

 No.01 No.02 No.03 No.04 

yi (mm) 0 30.5 64 103.8 

Wi 0.2000 0.3506 0.6890 0.9604 

 

 No.05 No.06 No.07 No.08 

yi (mm) 151.3 203.4 256.7 310.3 

Wi 0.9604 0.6890 0.3506 0.2000 

 

4.3.1.3  仿真和测试结果 

 

图 4-6  测试的稀布阵列照片 

图 4-6 是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稀布排列的测试图。介质基板的特性、天线

单元尺寸、PIN 开关加载和直流偏置网络设计等都和第二章的图 2-17 的方向图可

重构微带八木天线相同。采用有源单元方向图和软件 matlab 一起研究阵列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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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各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的提取步骤为：让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R-mode，即

断开所有阵元右边开关，导通所有阵元左边开关；只有一个阵元馈电，其它阵元

接匹配负载，此时仿真的方向图就是该阵元在 R-mode 下的有源单元方向图；按照

相同的方式测试出所有阵元在 R-mode 状态下的有源单元方向图。按上述步骤提取

所有阵元分别在 L-mode 和 B-mode 下的有源单元方向图。为简单起见，只列出其

中几个阵元在 xoy 面( 0 = 90°)测试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如图 4-7 所示。可见随着阵

元间距的增大，阵元间的互耦有所减少，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越接近单个天线

存在时的方向图。各个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都在微波暗室中测试并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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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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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mode 

图 4-7  测试的有源单元方向图 

因为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已考虑阵元间互耦，可用式(4-12)研究阵列的扫描

特性，并将其变形如下： 





N

i

jky
ii

iewFE
1

),sin(
0

00),(                    (4-33) 

式中， 0 = 90°， ),( 0iF 是第 i 个阵元在 0 面的电场有源单元方向图，(θ0, φ0) 

是主波束方向。当研究阵列向 y 轴的正方向进行大角度扫描时， ),( 0iF 采用各阵

元在 R-mode 下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当研究阵列向 y 轴的负方向进行大角度扫描时，

),( 0iF 采用各阵元在 L-mode 下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当研究阵列向 y 轴的正负方

向进行小角度扫描时， ),( 0iF 采用各阵元在 B-mode 下的有源单元方向图。阵列

的扫描方向图如图 4-8 所示，其扫描角、增益、峰值旁瓣电平(PSL)宽度详见表 4-2。 

当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R-mode 时，阵列的主波束可从 7° 扫描到 60°，且增益

在 3 dB 内波动；在 φ0 = 30°处，阵列的增益 大，为 13.2 dBi；在 φ0 = 60°处，3 dB

波束宽度覆盖至 φ = 67°，且旁瓣很低。当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L-mode 时，阵列的主

波束可从-7° 扫描到-60°。当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B-mode 时，阵列的主波束可从-7° 

扫描到 7°，增益几乎不变，约 11 dBi，但有很高的旁瓣电平，这由 B-mode 下的宽

波束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和较高的阵列因子栅瓣共同造成。结果表明，阵列通过调

节各阵元的馈电相位和相应的工作状态，可实现在-60° ~ 60°内的扫描，具体实施

如下： 

(a) 当阵列从 7° 扫描到 60°时，所有阵元工作于 R-mode; 

(b) 当阵列从-7° 扫描到 7°时，所有阵元工作于 B-mode; 

(c) 当阵列从-60° 扫描到-7°时，所有阵元工作于 L-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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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右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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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左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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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线附近扫描 

图 4-8  综合的阵列扫描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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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相控阵扫描特性 

φ0 (deg) 60 50 40 30 20 7 0 

Gain (dBi) 10.6 12.0 12.9 13.2 12.6 10.3 9.4 
R- 

mode 

PSL (dB) 7.0 8.8 9.1 8.6 7.7 6.8 3 

φ0 (deg) 30 20 7 0 -7 -20 -30 

Gain (dBi) 11.1 11.3 11.2 11.4 11.2 11.3 10.8 
B- 

mode 

PSL (dB) 1.7 2.6 5.7 5.3 3.5 2.0 0.8 

φ0 (deg) 0 -7 -20 -30 -40 -50 -60 

Gain (dBi) 9.6 10.4 12.8 13.2 13.0 12.3 10.8 
L- 

mode 

PSL (dB) 3.2 7.0 7.7 8.2 9.1 8.8 7.3 

为作比较，还用软件 HFSS 仿真了天线阵列，天线单元排列见图 4-6 所示。图

4-9 显示仿真的阵列在各种工作状态下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图 4-10 显示仿真的阵列

的扫描方向图。可见仿真的有源单元方向图与测试的有源单元方向图相比较，有

较大差别，R-mode 和 L-mode 状态时，后者的偏角比前者大；B-mode 状态时，后

者较前者的波束要宽；仿真的阵列扫描方向图与测试的扫描方向图比较，也有较

大差别，R-mode 和 L-mode 状态时，在 φ0 = 60°处前者出现了较大的栅瓣，这是由

于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偏角小造成的；B-mode 状态时，前者的栅瓣比后者低，

这由有源单元方向图的波束宽度不同造成的。还仿真了相同阵列的微带阵列，其

扫描方向图如图 4-11 所示。可见微带阵扫描方向图的净场区的电平较低，但是宽

度窄，阵列增益下降。 

 

(a)  R-mode                       (b)  L-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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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mode 

图 4-9  仿真的有源单元方向图   

 

(a)  向右扫描                       (b)  向左扫描 

 

(c)  法线附近扫描 

图 4-10  仿真的扫描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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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仿真的微带贴片天线扫描方向图 

4.3.2  E 面的均匀线阵研究 

改进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通过更改三种状态，其 H 面方向图可以覆

盖天线上半空间。现以此单元在 E 面布阵成等间距阵列，并馈入相位差，研究该

阵列在两个面的扫描特性。 

将 8 个改进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按图 4-12 等间距排列，阵元间距 d 为 λ/2。

为研究阵列的扫描特性，采用了如图 4-13 所示的三维坐标系，即 xyz 坐标系是全

局坐标系，x’y’z’是局部坐标系，它随着阵列扫描时方向图变化而变化。假定阵列

方向图在 A’面内扫描，A’面通过 oz 轴且与 x-z 面的夹角为 φ。y’轴垂直于 A’面，

与 y 轴的夹角为 φ，x’轴在 A’面内转动且始终指向阵列 大辐射方向，z’轴随 x’

轴变化而变化。 

 
图 4-12  E 面方向排列的等间距阵列 

当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B-mode 时，将阵元馈入相位，则阵列在 x-z 面内扫描，

A’面为 x-z 面，即 φ = 0°。阵列在 x-z 面（E 面）的扫描方向图如图 4-14(a)所示，

阵列可从 θ0 = 50°扫描到 θ0 = 130°，增益波动为 2dB，在 θ0=50°和 θ0=130°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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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电平低于 15 dB。阵列在 x’-y’面（H 面）的方向图如图 4-14(b)所示，可见在 θ0 

= 90°周围欲往两边扫描时，其 x’-y’面的方向图接近平顶（flat-top）方向图，交叉

极化电平也比较低。 

 
图 4-13  阵列扫描时的三维坐标系 

 

(a)  E 面 

 

(b)  H 面 

图 4-14  工作在 B-mode 状态时的扫描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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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L-mode 时，将阵元馈入相位，则阵列在 A’面内扫描，此

时 φ = -50°。阵列在 A’面（E 面）的扫描方向图如图 4-15(a)所示，阵列可从 θ0= 50°

扫描到 θ0 = 130°，增益波动为 2dB，但在 θ0 = 50°和 θ0 = 130°处，交叉极化电平少

于 10 dB。阵列在 x’-y’面的方向图如图 4-15(b)所示，可见在 θ0 = 90°周围欲往两边

扫描时，其 x’-y’面（H 面）的方向图接近平顶（flat-top）方向图，但在 θ0 = 50°和

θ0 = 130°处，H 面交叉极化电平也少于 10 dB。 

 

(a)  E 面 

 

(b)  H 面 

图 4-15  工作在 R-mode 状态时的扫描方向图 

4.4  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共形阵列研究 

本节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应用到圆柱形载体的共形阵列中，研究阵列的扫描

情况。在圆柱形载体的母线上，建立 4.3.1 节的稀布阵列，实现母线方向的大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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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在圆柱形载体的方位面上，各阵元按等间距方式排列，调节阵元的工作状

态，实现方位面内扫描。 

4.4.1  母线方向扫描特性排列 

由于微带单元在其靠近介质地板切线方向的一定角度范围内不能有效辐射电

磁能量，这也使得由微带天线单元构成的阵列只能在地板法线方向约±50°范围内

辐射能量，从而使得阵列方向图扫描角度不能覆盖到其它区域，严重制约制导雷

达系统的探测范围和生存能力。为此，我们将在阵列单元的设计中采用可重构天

线的技术，通过调节天线开关状态来重构天线固有方向图，使天线单元的辐射方

向图能够通过几个可重构状态覆盖全空间。将该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天线单元应用

于相控阵中，将提高弹载相控阵方向图实现全空间角度扫描的潜能。 

本节采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作为阵元设计了一个圆柱载体上的直线阵，采用

高频电磁仿真软件 HFSS 对阵列进行仿真，设置各阵元的工作模式和端口相位，实

现阵列在母线方向上的宽角扫描。 

4.4.1.1  天线单元在圆柱形共形载体上母线方向的特性 

将图 2-17 中的改进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设计于圆柱共形载体上，载体的材料

特性、厚度和天线的尺寸都不变。载体的半径 R = 4.91λ (254mm)，由 9 个多面体

构成，总夹角为 90°，如图 4-16 所示。天线可工作于三个模式，在 yoz 面的 R-mode

和 B-mode 状态的反射系数和方向图分别如图 4-17 和图 4-18 所示。L-mode 状态

与 R-mode 状态的反射系数相同，方向图关于 y 轴对称，所以 L-mode 的状态特性

都省略列出。可见该天线单元在共形载体上能正常地工作，实现方向图可重构。

两模式在 yoz 面的 大辐射方向、增益、3dB 波束宽度分别为（R-mode，57°, 7.9dBi，

23°-76°）和（B-mode，0°, 5.8dBi，-23°-23°）。天线的交叉极化电平得到了大大降

低，在 3dB 波束范围内交叉极化电平达-30dB。因此该可重构天线的 yoz 面辐射方

向图在三种状态下可以覆盖上半空间。同轴馈电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按

同样的方式置于相同半径的圆柱体上，可以在 R-mode 状态匹配地工作，但其 yoz

面方向图的交叉极化变得很坏，该状态下的 yoz 面方向图及反射系数分别见图 4-19 

(a)和图 4-19 (b)。可见，用两个相位相反的平行探针给驱动振子馈电，可以降低天

线交叉极化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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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共形载体上的改进 yagi 天线 

 

图 4-17 天线工作于两个模式的反射系数 图 4-18 改进微带八木天线两个模式的 yoz 面方向图 

 

(a)  反射系数                     (b)  yoz 面方向图  

图 4-19  微带八木天线在 R-mode 模式的反射系数和 yoz 面方向图 

4.4.1.2  阵列在圆柱形共形载体上母线方向的特性 

10 个改进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按(4-27)- (4-31)稀布排列于圆柱共形载体上，阵

列长度 L=8.5λ，a = 0，r = 1.9，各阵元的位置见表 4-3，如图 4-20 所示。载体由 7

个相同的多面体构成，总夹角为 70°，其材料特性、厚度和天线的尺寸与图 4-16

相同。各阵元按式(4-34)馈入相位，阵列在 yoz 面的扫描方向图及特性分别见图 4-21

和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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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sin( 00    ijky

i e                         (4-34) 

当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R-mode 时，阵列的主波束可从 15° 扫描到 60°，且增益

在 3 dB 内波动；在 φ0 = 35°处，阵列的增益 大，为 17.6 dBi；在 φ0 = 60°处，3 dB

波束宽度覆盖至 φ = 64°，且旁瓣较低。当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L-mode 时，阵列的主

波束可从-15° 扫描到-60°。当所有阵元都工作于 B-mode 时，阵列的主波束可从

-15° 扫描到 15°，增益波动在 2dB 内， 大为 15 dBi，但有较高的旁瓣电平，这

由 B-mode 下的宽波束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和较高的阵列因子栅瓣共同造成。阵列在

-60°到 60°扫描过程中，主波束处的交叉极化电平较低(XPL)，在 20 dB 以下。若将

阵列设置于倾角为 30°的圆锥共形载体上，阵列方向图能扫描到锥体的 前方，这

样可解决导弹在寻的时候锥体前方的盲区问题。 

 

图 4-20  共形载体上母线方向排列的改进 yagi 天线阵列 

表 4-3  各阵元位置参数 

 No.01 No.02 No.03 No.04 No.05 

yi (mm) 0 36.1 74.9 116.5 116.3 

 

 No.06 No.07 No.08 No.09 No.10 

yi (mm) 209.3 260.9 316.3 375.8 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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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mode 

 

（b） L-mode 

 

（c） B-mode 

图 4-21  共形载体上轴向排列的改进 yagi 天线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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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共形载体上轴向排列的阵列扫描特性 

θ0 (deg) 65 60 40 20 15 

Gain (dBi) 13.4 15.0 17.0 16.1 15.5 

PSL (dB) 5.2 7.7 14.3 14 11.4 

R- 
mode 

XPL (dB) 22.2 25.7 41.1 42.9 37.1 

θ0 (deg) 15 10 0 -10 -15 

Gain (dBi) 14.0 14.6 15.7 14.8 14.6 

PSL (dB) 7.3 9.7 10.9 10.3 9.8 

B- 
mode 

XPL (dB) 30.4 30.6 49 32.8 35.2 

θ0 (deg) -15 -20 -40 -60 -65 

Gain (dBi) 15.4 15.9 17.2 15.0 13.2 

PSL (dB) 12.2 14.3 14.3 8.6 6.8 

L- 
mode 

XPL (dB) 38.2 42.3 42.3 25.1 21.9 

 

4.4.2  寄生振子阵列在圆锥形载体母线方向的特性 

在 4.3.2 节的研究中发现，E 面布阵的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阵列工作于

B-mode 时，其在 E 面的扫描特性类似于微带阵列，但交叉极化电平较微带阵列更

佳。本节继续研究这种阵列在圆锥载体上的扫描特性。 

天线单元只工作于 B-mode，为简化起见，将寄生振子两端的短截线去掉，并

将天线命名为微带寄生振子天线。将天线的工作频率也设计在 ka 波段，如图 4-22

所示。介质基片介电常数 εr=2.2，厚度为 H=1.0mm，各参数尺寸为 W = 0.4 mm，

Lm = 3.1 mm，g = 1.11 mm，Lr = 3.42 mm，S = 1.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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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微带寄生振子天线 

将 12 个微带寄生振子天线在 E 面方向等间距排列在锥形载体母线上，阵元间

距为 0.5λ0，λ0 为天线工作频率的自由空间波长，如图 4-23(a)所示。锥形载体的材

料如上所述，仰角(与 xoy 面的夹角)为 68°，阵列中心位置所在圆周的半径 R=10λ0，

为比较仿真了相同频率的微带贴片阵列。通过仿真，列出了 中间阵元的 S 参数，

如图 4-24 所示，可见在圆锥载体上，微带寄生振子天线的相对带宽为 28.5%，而

微带贴片天线的相对带宽只有 20%。 

 

(a)  微带寄生振子阵列                        (b)  微带阵列 

图 4-23  锥体上的母线排列的两个阵列 

 

图 4-24  两个阵列部分阵元的 S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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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阵元同相馈电时，阵列主波束在(68°，0°)方向，在仰角 θ = 68°平面内，

阵列的 3 dB 波束宽度为 108°，而微带贴片阵列只有 90°。在 φ = 0°和 φ = 20°两个

子午面内的方向图如图 4-25 所示，由图可见，在 φ = 0°面内，两个阵列方向图的

主极化非常接近，增益为 18 dBi，但微带寄生振子阵列的交叉极化电平为-38 dB，

较微带贴片阵列低 10 dB；在 φ = 20°面内，两个阵列方向图的主极化仍然非常接

近，其交叉极化电平较 φ = 0°面内变差，但微带寄生振子阵列的交叉极化电平较微

带贴片阵列低 8 dB。两阵列馈入相位在 φ = 0°内扫描，则在 φ = 20°面内也是扫描

的。如图 4-26 所示，在 φ = 20°面内，随着扫描角度的增大，两个阵列方向图的主

极化仍然非常接近，交叉极化电平变差，但微带寄生振子阵列的交叉极化电平更

低。所以微带寄生振子阵列更适合在共形载体上，且在圆周方向布阵时能增加圆

周方向的亮区，减少天线单元个数。 

 

(a)  φ = 0°                           (b)  φ = 20° 

图 4-25  阵列未扫描时两个子午面内的方向图 

 

(a)  θ = 18°                         (b)  θ= 50° 

图 4-26  阵列扫描时 φ = 20°的子午面内的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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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阵列在圆柱形载体水平面的特性 

微带天线具有重量轻、低剖面等特性，是共形天线中首选天线[88-89]。阵元沿

圆柱形载体水平面排列时，阵列单元天线的 大辐射方向并不相同，即使对周期

性阵列，如圆柱载体上的圆环阵等，其阵列单元的指向也不相同，使得方向图的

综合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甚至不能形成主波束。一般并不是所有阵元对于空间

某场点都有贡献，过多的阵元工作反而降低该点增益且增大副瓣电平，因此要有

选择性地给阵元馈电，即在共形载体的天线源区存在亮区和暗区，且亮区和暗区

的大小与载体半径、天线间距和天线形式等因素有关[90-91]。 

本研究团队何庆强博士采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作为阵元，研究在共形载体上

的阵列波束形成，并提出一种可以克服曲面固有曲率半径对阵列辐射特性产生影

响的设计方法[82]，如图 4-27 所示。对于图 4-27(a)所示情形，要实现期望的阵列方

向图，则阵列中各单元方向图指向应与阵列主波束指向保持一致或相近，所以阵

列单元 1 和阵列单元 3 应分别向它们各自所在曲面局部法线方向 n1、n3 的右边和

左边扫描一定角度，即分别工作于“R”状态和“L”状态；阵列单元 2 的方向图

应重构在它所在曲面局部法线方向 n2 的方向，采用状态“N”，即“B”状态。状

态“R”、“N”和“L”分别指阵列单元表面的法向方向的右边、正中和左边。同理，

对于图 4-27(b)所示情形，要实现期望的阵列方向图，阵列单元 1 和阵列单元 2 应

分别向它们各自所在曲面局部法线方向 n1 和 n2 的右边扫描一定角度，即都工作于

“R”状态；阵列单元 3 的方向图应指向它所在曲面局部法线方向 n3 的方向，采用

状态“N”。图 4-27(c)与图 4-27(b)是相似的情况。根据此方法，文献只研究了 3 个

天线单元的球形阵列的波束形成，没有研究阵列其它特性。 

1 2 3

“R”
“N”
“L”

1n 3n

2n

7

主波束

 

（a）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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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L”

 

（b）case 2                               （c）case 3 

图 4-27  采用方向图可重构单元综合的辐射方向图示意图 

本节采用方向图可重构天线作为阵元设计了一个圆柱载体上的圆弧阵，采用

高频电磁仿真软件 HFSS 对阵列进行仿真，分析共形载体上天线的可重构方向图特

点，设置各阵元的工作模式和端口相位，实现阵列方向图以 佳形式准确指向预

定角度。并与相同的微带天线阵作比较，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共形阵列所需

阵元少，亮区宽，增益高，实现成本低。 

将天线设计于圆柱共形载体上，载体的半径 R=3.87λ0 (200mm)，如图 4-28 所

示。用 Ansoft Hfss 进行仿真，在 θ = 90°面内三个状态的的天线增益方向图如图 4-29

所示。由图可见，天线工作于 R-mode 时，增益 大值为 10 dBi，并指向 φ = 60°，

半功率波束范围是(32°～85°)。天线工作于 L-mode 时，其增益方向图与 R-mode 关

于 X 轴对称。天线工作于 B-mode 时，在 φ为-60°~+60°内增益在 5dBi 处轻微波动。 

 

图 4-28  共形载体上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 

如图 4-30 所示，沿圆柱共形载体的圆周方向设计一微带 yagi 天线阵列，阵元

为 9 个。载体的半径 R=3.87λ0，阵元在水平面的间距为 1.0λ0，角间距为 dφ=15°。

为比较在相同的共形载体上设计了一微带贴片天线阵列，阵元为 13 个阵元周向间

距 0.67λ0，角间距为 dφ = 10°，如图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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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天线在方位面内的 3 个可重构方向图 

根据微带 yagi 天线在圆柱载体上增益方向图特性，设置各个天线单元的工作

状态，实现在 xoy 面内阵列主波束指向 X 轴。因为该天线只能重构三种状态，其

方向图的偏角指向三个方向，不能连续可调。所以这里仍采用何庆强博士的方法，

但是作些修改，以实现期望的阵列主波束指向的同时，尽可能地提高阵列增益。

在图 4-30 中，阵元 No.5 必定是工作于 B-mode，其波束指向 x 轴；虽然阵元 No.4

在 x 轴的左边，但是它仍然需工作于 B-mode，因此时它的 3 dB 波束范围可以覆盖

到 x 轴，若它工作于 R-mode，它的主波束方向指向+y 轴某角度，3 dB 波束覆盖范

围都在+xoy 面，达不到 x 轴；阵元 No.3 应工作于 R-mode，此时它的主波束指向

在 x 轴附近，在 x 轴上的电场强度大于它工作于 B-mode 时在 x 轴上的电场，尽管

它工作于 B-mode 时的 3 dB 波束范围可以覆盖到 x 轴；阵元 No.2 和 No.1 工作于

R-mode，它们的主波束指向-xoy 面某方向，让其 3 dB 波束范围覆盖到 x 轴。根据

对称性原理，确定阵元 No.6～No.9 的工作状态。 

依照上述分析，设置 yagi 天线的 No.1～No.3 工作于 R-mode，No.4～No.6 工

作于 B-mode，No.7～No.9 工作于 L-mode，阵元 No.1、No.5 和 No.9 的方位面内(θ 

= 90°)有源单元方向图如图 4-32(a)所示。由图可见，由于阵元间互耦影响，阵元

No.5 的方向图较天线单元孤立状态下的 B-mode，波束变窄为(-25°~25°)，增益增大

为 8.3dBi。阵元 No.1(方位角 φ= -45°)方向图的 大值为 11 dBi 指向-26°，半功率

波束范围为(-39°~0°)。阵元 No.9 的方向图与阵元 No.1 关于 X 轴对称。阵元 No.2～

No.8 的方向图指向较 No.1 更靠近 X 轴，由于篇幅关系不在本文列出。图 4-32(b)

展示微带贴片阵元 No.4、No.7 和 No.10 的方位面内有源单元方向图，其增益 大

值、位置和半波束宽度分别为(8.5dBi、-34°、-65°~5°)、(8.5dBi、-5°、-37°~37°)和 

(8.5dBi、3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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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微带 Yagi 共形天线阵列图 

 

图 4-31  微带贴片共形天线阵列图 

运用第五章中的混合蔓延野草个粒子群算法优化出各个阵元端口的相位，得

到主波束 大值指向 X 轴的 佳阵列方向图，如图 4-33 所示。微带 yagi 阵列的 9

个阵元(方位角宽度为 120°)都按一定相位等幅馈电， 大增益为 17.5 dBi，副瓣电

平(SLL)为 12.5dB。当阵元为 7 个（No.1 和 No.9 不馈电）时，阵列 大增益为 16.4 

dBi，SLL 为 12.5 dB。可见阵元 No.1 和 No.9 对提高阵列增益有贡献，此时若再在

该阵列两边增加阵元，所增加的阵元对提高增益贡献较小，因阵元与 X 轴的夹角

超过阵元可重构方向图的半功率波束宽度。阵列的交叉极化电平小于-40 dB。 

 

(a)  yagi 阵列                  (b)  贴片阵列 

图 4-32  有源单元方向图  

微带贴片阵列的 7 个阵元(No.4～No.10)，方位角宽度为 60°，都按一定相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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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馈电， 大增益为 16.2 dBi， SLL 为 12.6 dB；当 No.3 和 No.11 馈电时， 大增

益为 16.9 dBi，SLL 为 12.4 dB；当 No.2 和 No.12 馈电时， 大增益为 17.2dBi，SLL

为 12.4 dB；当 No.1 和 No.13 馈电时， 大增益为 17.2dBi，SLL 为 10.7 dB。可见

No.2 和 No.12 对提高阵列增益贡献较小，而 No.1 和 No.13 对提高阵列增益无贡献，

反而降低阵列副瓣电平。此时 No.4 和 No.10 的半功率波束能到达 X 轴，而 No.3

和 No.11 的半功率波束不能到达 X 轴。阵列的交叉极化电平小于-25 dB 左右。 

对于 X 轴，微带 yagi 阵列的亮区为(φ = -60°~60°)，微带贴片阵列的亮区为(φ = 

-50°~50°)。用天线单元布满整个圆环，需微带 yagi 单元 24 个，而需微带贴片单元

36 个。所以使用微带 yagi 天线可大大节约成本，因需要天线单元个数少，与之配

套的馈电网络如移相器，功分器等少。 

 

图 4-33  阵列扫描方向图 

4.5  加载容抗的等间距阵列研究 

第 4.3 节中，阵元按稀布方式进行排列。随着阵元间距的不断增加，阵元有源

单元方向图的 大辐射角偏离阵列法线方向的角度也不断增大，但仍然达不到孤

立存在时的 大辐射角，所以阵列扫描范围受到了限制。根据第三章中天线的方

向图可重构原理可知，加载微波开关相当于加载开关等效模型的电抗值，改变了

天线表面电流的相位。这里将变容二极管代替微波开关，并将其加载于改进的八

木天线开关的相同位置，再将天线单元等距离排列，研究该阵列的方向图扫描特

性，并依此方法扩展阵列规模，建立大规模天线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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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依次加载容抗的等间距阵列 

将 5 个改进的八木天线单元 P1-P5 等距离排列，阵元间距为 30mm，约 0.58λ，

如图 4-34 所示。每个寄生振子上的两个缝隙处加载的容抗值是相同的，所以按寄

生振子的序号排列 k1-k10。每个寄生振子加载的容抗见表 4-5 所示，即在能改变振

子相位的容抗值范围内加载容抗(-1.0e1 Ω--1.0e4 Ω)，且按照容抗值不断增大的顺

序分别加载在寄生振子 k1 到 k10 上，若换算成天线工作频率下的电容值，则是不

断减少的。 

 

图 4-34  加载容抗的等间距阵列 

表 4-5  各振子加载容抗值 

 k1 k2 k3 k4 k5 

容抗（Ω） 2.0×102 5.0×102 6.0×102 8.0×102 1.0×103 

 

 k6 k7 k8 k9 k10 

容抗（Ω） 2.0×103 4.0×103 5.0×103 7.0×103 1.0×104 

 

用软件 FEKO 对阵列进行仿真，则各阵元的三维有源单元方向图（增益，线

性）如图 4-35 所示。可见从阵元 No.1 到 No.5，其有源单元方向图的副瓣是不断

减少的，主瓣的 大辐射方向不断减小，分别为(68°，90°)，(66°，90°)，(62°，90°)，

(56°，90°)，(52°，90°)，其 大增益和 3dB 波束范围分别为(6.8 dBi，57°-74°)，(8.4 

dBi，54°-76°)，(8.8 dBi，48°-76°)，(8.6 dBi，44°-71°)，(8.1dBi，37°-66°)。可见通

过依次增加容抗值的方法给寄生振子加载容抗，能使各振子上的电流相位沿+y 轴

依次超前，越靠前面的振子的电流相位越超前，形成引向器。对于阵元 no.1，其

引向器 多，方向图偏离阵列口径法线方向越大，而对于阵元 no.5，其引向器

少，方向图偏离阵列口径法线方向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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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1 

 

(b)  No.2 

 

(c)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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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o.4 

 

(e)  No.5 

图 4-35  各阵元的三维电场有源单元方向图 

保持各寄生振子加载容抗值不变，给各阵元馈入相位，让阵列扫描。虽然是

等间距阵列，但是各阵元加载的可变容抗值不相同，则所处电磁环境不同，其有

源单元方向图也不相同，此时不能按等间距阵列的相位差 ),sin( 00  kd 给阵元

馈电，只能按式（4-12）给阵元馈入相位。阵元的电压幅值相等，则： 





N

m

je
mtotal

meEE
1

                      （4-12） 

各阵元的相位φm由第五章中的混合野草和离子群算法进行优化，阵列扫描方向图

如图4-36所示，主波束指向、增益、3dB波束宽度和栅瓣特性见表4-6。为比较计算

了寄生振子都未加载时阵列扫描的方向图，如图4-37所示，各特性也列表4-7中。

可见偏离法线大角度的可重构方向图，能提高阵列大扫描时的特性，适合阵列大

角度范围波束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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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加载时阵列方向图特性 

主波束方向 增益（dBi） 3dB 波束宽度 副瓣电平（dB） 

50° 9.1 44°-64° 4.0 

60° 11.4 49°-72° 3.0 

66° 12.3 55°-76° 4.4 

70° 10.1 63°-78° 3.5 

表4-7  未加载时阵列方向图特性 

主波束方向 增益（dBi） 3dB 波束宽度 副瓣电平（dB） 

0° 12.7 -8°-8° 12.7 

20° 12.5 12°-28° 12.5 

40° 12.0 29°-50° 6.3 

50° 11.2 38°-60° 1.9 

56° 10.3 44°-68° 0 

 

 

(a)  θ0=50°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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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θ0=66°和 70° 

图 4-36  有加载的阵列扫描方向图 

 

(a)  θ0=0°, 20°和 θ0=40° 

 

(b)  θ0=50°和 56° 

图 4-37  无加载的阵列扫描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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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周期加载容抗的等间距阵列 

将上述 5 个阵元的阵列扩展成 3 个周期共 15 个阵元的阵列，如图 4-38 所示，

阵元间距为 30 mm，3 个周期的相应寄生振子的加载容抗是相同的，只列出第一个

周期的加载情况，如表 4-8。考虑到排在 y 轴前方的一个周期阵元对后面周期阵元

的影响，列出了后面两个周期阵元（no.1-no.10）的三维有源单元方向图，如图 4-39。

可见这两周期对应位置的阵元的方向图比较相似，也就是说，再在 y 轴前方增加

周期，对此两个周期的方向图的影响较小，则应用这种周期结构可以做成方向图

可重构天线阵元的大阵列。 

 

图 4-38  加载容抗的均匀线阵 

表 4-8  各振子加载容抗值 

 k1 k2 k3 k4 k5 

容抗（Ω） 2.0×102 5.0×102 6.0×102 8.0×102 1.0×103 

 

 k6 k7 k8 k9 k10 

容抗（Ω） 2.0×103 3.0×103 4.0×103 未加载 未加载 

 

  (a)  no.1                      (b)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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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o.3                          (d)  no.4 

 

(e)  no.5 

 

(f)  no.6                          (g)  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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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o.8                          (i)  no.9 

 

(j)  no.10 

图 4-35  各阵元的三维电场有源单元方向图 

保持各寄生振子加载容抗值不变，给各阵元馈入相位，让阵列扫描。各阵元

的相位 φm 由第五章中的混合野草和离子群算法进行优化，阵列扫描方向图如图

4-36 所示，主波束指向、增益、3dB 波束宽度和栅瓣特性见表 4-8。为比较计算了

寄生振子都未加载时阵列扫描的方向图，如图 4-37 所示，各特性也列在表 4-9 中。

可见此方法可以有效地增加阵元个数，提高阵列在宽角扫描时的增益。 

表4-8  加载时阵列方向图特性 

主波束方向 增益（dBi） 3dB 波束宽度 副瓣电平（dB） 

50° 14.5 46°-54° 6.5 

60° 14.3 55°-64° 5.7 

70° 13.2 64°-7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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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未加载时阵列方向图特性 

主波束方向 增益（dBi） 3dB 波束宽度 副瓣电平（dB） 

40° 16.9 36°-43° 15.2 

50° 15.8 46°-54° 3.7 

60° 14.2 56°-64° 0 

 

图 4-36  有加载的阵列扫描方向图(θ0=50°、60°和 70°) 

 

图 4-37  无加载的阵列扫描方向图(θ0=40°、50°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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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小结 

本章采用有源单元方向图方法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单元在平面/共形阵列中

的应用，提出了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阵列新方案，极大

提高了阵列波束扫描特性。具体内容和结果如下： 

首先从阵列天线理论出发，推导并区分有源单元方向图、扫描单元方向图和

相位调制有源单元方向图等在综合方向图时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列出它们的表达

式，及在阵列综合时的使用方式。有源单元方向图是只有一个阵元馈电，其它阵

元接匹配负载时的方向图；相位调制的有源单元方向图，等于有源单元方向图乘

以馈入电压幅度和相位；扫描单元方向图是阵列扫描时，各阵元的方向图，它是

不能进行测试的，只能用有源反射系数计算出。阵列扫描的方向图综合可直接叠

加阵元的相位调制的有源单元方向图，而不需要计算各阵元的扫描方向图，大大

减少计算量。 

其次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在平面阵列的应用，提出了平面阵列的大角度

范围波束扫描阵列新方案。阵列采用 8 个微带八木天线，在阵元方向图的 H 面内，

按稀布阵的方式进行排列。设计天线单元的工作状态，实现阵列大范围扫描：阵

列扫描范围大时，所有阵元同时工作于 R-mode 或 L-mode；阵列扫描范围小时，

所有阵元同时工作于 B-mode。实验加工了 8 个阵元的稀布阵列，测试出所有阵元

在三种状态下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即所有阵元同时工作于同一模式，其中一个阵

元馈电，其它阵元接匹配负载。采用有源单元方向图方法，实现了阵列扫描：阵

列扫描范围大时，所有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都采用 R-mode 或 L-mode；阵列扫

描范围小时，所有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都采用 B-mode。与相同的微带天线阵列

比较，方向图可重构天线阵列的扫描角度大，增益高，副瓣电平小。还建立了 8

个阵元在 E 面排列的均匀阵列，分别研究了所有阵元同时工作于 R、L 和 B-mode

模式下的扫描特性。三种状态下，阵列在 E 面可以扫描，但是阵元工作于 B-mode 

模式时极化 低。随着 E 面扫描角度增大，阵列在 H 面的方向图变得平坦，但是

交叉极化变坏。 

再次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在共形阵列中的应用，提出了共形阵列的大角

度范围波束扫描阵列新方案。阵列采用 10 个改进微带八木天线，按平面稀布阵的

方式在圆柱共形载体母线方向上进行排列，调整阵元工作状态，实现阵列在圆柱

共形载体母线方向的宽角扫描，并保持较低的交叉极化电平。再将 9 个方向图可

重构天线沿圆柱共形载体水平面排列，设置各阵元的工作方式，实现阵列的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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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波束指向。与微带贴片天线阵列比较，微带 yagi 阵列的亮区宽。用天线单元

布满整个圆环，需微带 yagi 少，而需微带贴片单元多，所以使用微带方向图可重

构天线可大大节约成本，因需要天线单元个数少，与之配套的馈电网络如移相器，

功分器等少。 

后使用电抗加载方式建立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的大规模的可重构天线阵

列。将 5 个天线单元等距离排列，在能改变振子电流相位的容抗值范围内，依次

加载天线的寄生振子，则所有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以大角度方式偏离阵列法线

方向。结合有源单元方向图方法和第五章的混合野草和粒子群算法，优化出各阵

元的相位，综合阵列扫描方向图。整个阵列扫描的扫描能力超过 70°，达 78°，且

增益高。将上述 5 个阵元的阵列扩展成 3 个周期共 15 个阵元的阵列，且 3 个周期

相应的寄生振子上加载相同的容抗。此时，整个阵列扫描的扫描能力超过 70°，达

76°，所以以这种方式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等间距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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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形阵列方向图综合 

5.1  引言 

第四章在研究方向图可重构天线阵列的大范围扫描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有源

单元方向图和数值优化算法计算各阵元的馈入相位。即使可重构阵列是等间距的

阵列，各个阵元所处的电磁环境也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运用经典的多乘法来计算

各阵元的馈入相位。共形阵列的各阵元的辐射方向图是不相同的，单元方向图对

同一目标波束的贡献不相同，需要采用有源单元方向图和数值优化算法相结合的

方法综合阵列方向图。 

阵列方向图的综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磁优化问题，目标函数往往是多参数、

多目标、高度非线性和多极值的。在这些复杂电磁问题的优化设计中，高效的优

化算法对于实现高性价比的设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些年许多优化算法已被

提出来，解决了很多阵列方向图的综合问题。但是有的方法难以有效地解决各种

优化问题，如 速下降法 (steepest descent method)[92]和共轭梯度法 (conjugate 

gradient method)[93]等，因为它们是局部优化方法。研究者有越来越多的兴趣发展

全局优化方法来提高优化能力，这些方法有模拟退火法(simulated annealing)[94]、变

更投影法(alternating projections)[95]、迭代 小二乘法(iterative least-squares)[96]和演

绎优化算法等。其中演绎优化算法是从自然界生物进化行为中推导出来的，专门

用来解决高度非线性、多参数和多目标问题的高效算法。 

过去几十年里，许多演绎优化算法成功地应用到阵列方向图综合中[97-99]，其

中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简称 PSO）和蔓延野草算法（invasive 

weed optimization，简称 IWO)是两种重要的演绎优化算法，并因为它们的高效性

和简易性而得到广泛的关注[100-102]。粒子群算法仅采用一个速度因子，通过更新粒

子的当前位置、改变种群的合作和社会认知能力，驱使粒子向全局或近区域方向

运动。但是它在解决多参数问题时，常出现早熟的缺点(premature convergence)。

蔓延的野草算法在某些例子中较粒子群算法优越，能够处理许多新的电磁优化问

题，如设计 E 形的 MIMO 天线和印制八木天线[103-104]。然而它比较容易陷入局部

优化并且对初始值过于敏感，即初始值设置得越精确，得到越好的优化结果。然

万方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4 

而蔓延野草算法是在搜寻空间的当前植物位置附近按正态分布方式任意散布种

子，过于考虑算法的开发功能。为实现阵列方向图的更可靠和快速的有效综合，

天线研究者和工程师期待新的功能更强大的优化算法。 

本章提出了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演绎算法，为方向图可重构阵列的综合提

供了快捷高效的方法。详细地描述了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  (Hybrid 

IWO/PSO algorithm)的流程图和步骤，分析了方法中的粒子演绎速度和散布方式的

相互作用和相互约束，局部开发和全局探索的平衡的过程。用微带天线共形阵列

验证了该算法在阵列综合方向图方面较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具有优势，并用该

方法对第四章中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平面/共形阵列的方向图进行了综合，展示

了混合算法高效的优化性能和解决电磁问题的潜力。 

5.2  三种优化算法简介 

本节主要介绍三个算法即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

法的工作机制、流程图、步骤和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并用一个测试函数检验了它

们的优化能力。 

5.2.1  蔓延野草算法的简介 

蔓延野草算法是基于生物中的各种草类作物（这里称为野草），而导出的一个

强有力的优化算法，它的灵感来源于自然界的野草的蔓延遗传，遵循野草的蔓延

遗传的竞争机制[105]。野草蔓延遗传的机制可以解释如下：种子通过散布传播

（dispersal）和占据植物之间的机会空间等方式侵入植物系统；每个待侵入植物系

统的种子占据植物群体中一个未被使用的资源，然后长成一颗茂盛的野草

（flowering weed），野草再遗传产生新的种子（new seed）；每颗茂盛的野草产生

种子的数目依赖于野草在群体（colony）中的生存能力（fitness）；那些具有越强的

适应环境能力和占据更多未被使用资源的野草蔓延遗传得越快，产生的种子就越

多；种子在植物群体中任意传播而长成下一代野草，并继续蔓延遗传产生下一代

种子；这个过程继续到野草的总数目达到植物系统的限制；具有强的竞争力的野

草才能幸存蔓延遗传。这种野草的竞争机制使得野草更适应环境和不断进化。 

在讨论算法的过程之前，先介绍几个新术语，列于表 5-1 中。种群中的每个个

体叫做野草（weed），由 N 个待优化的变量即种子（seed）组成，每个种子包含一

个优化变量的值；每颗野草长成一颗茂盛的植物（plant），每一代的野草在长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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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前需评价它的适应值，植物的总数由种群个数决定，而且每颗植物产生新的种

子数目由适应值的大小决定。为模拟种群中野草蔓延遗传的行为，我们用一个流

程图描述，如图 5-1 所示，详细描述如下[101]： 

表 5-1  IWO 算法的几个关键术语 

种子（Seed） 
个体中的单元，每个种子包含待优化变量中

一个优化变量的值 

野草（Weed） 种群中的个体，由 N 个种子组成 

适应值（Fitness） 表示每颗野草的解好坏的值 

植物（Plant） 经过评价适应值后的称呼 

种群（Colony） 所有个体组成的群体 

种群大小（Population Size） 种群中植物的数目 

植物的 大数目 
（Maximum number of plants）

种群中容许产生子代种子的植物的数目 

 

图 5-1  IWO 优化的基本流程 

定义解的空间 

群体初次计算 

计算每个个体适应值并

按适应值的大小将个体

排序  

除去适应值低的个体，以

达到植物的 大数目  

按适应值大小复制子代 所有个体散布传播  

再进行计算，计算每个个

体适应值并按适应值的

大小将个体排序

判定优化过程是否

结束 

保留 好的个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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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确定待优化的 N 个变量(variables)，然后确定每个变量的解空间，

如赋予每个变量的 大值和 小值（定义解的空间）。 

(2) 有限颗种子（seed）任意散布在定义的解的空间，每个种子占据 N 维问题

空间的任意一个位置，每个种子的位置是优化变量的一个初始值，即一颗种子代

表一个变量，N 颗种子组成一颗野草（weed）， Nmax 颗野草组成一个植物群体

（Colony）。（初始种群）。 

(3) 每颗野草成长为一颗茂盛的植物（plant）。Nmax 颗野草进行一次计算，得

到一个适应值，表示野草的解的好坏。在赋予一个适应值后，该颗野草长成一颗

植物（评价每个个体的适应值）。 

(4) 在茂盛的植物产生新的种子之前，植物先按照各自适应值进行排序。然后

每颗植物产生新的种子，生产种子的数目依赖适应值排序，从 多的 Smax 到 Smin，

即具有较大的适应值植物产生较多的种子，具有较小的适应值的植物产生较少的

种子。那些对问题呈现较好解的植物，更加适应生态，也产生更多的种子。这一

步骤给算法增加了一个特性，使所有的植物都参与复制竞争中（排列个体进行复

制）。 

(5) 新产生的种子在植物位置周围按正态分布和一定标准差散播出去。标准差

（Stand deviation，SD）可表述为： 

finalfinalinitialn

n

iter iter

iteriter  


 )(
)(

)(

max

max         (5-1) 

iterii randtxtx *)1()1(               (5-2) 

itermax 是 大迭代次数 

initial 和 final 分别是初始和 后标准差，n 是非线性调制系数 

迭加多次后标准差从初始值 initial 变化到 后 final ，即算法从高的初始值

initial 开始，探索解的整个空间，通过多次迭代后，SD 减少到在局部 小值或

大值周围搜索全局 优解（散射）。 

(6) 在搜索区域所有种子找到位置后，新的野草长成了茂盛的植物。和父代植

物一起按各自的适应值排列。适应值低的植物被淘汰，直到达到种群中有用植物

的 大容量 Pmax。这里很明显的是具有适应值的植物数量大于种群的数目（竞争

机制）。 

(7) 幸存的植物重复（3）到（6）步骤，直到达到 大迭代次数或者适应标准

得到满足（重复）。 
由式（5-1）可知，应仔细调节影响算法收敛的 initial 、 final 和非线性调制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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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这三个参数，以获得适当的标准差 SD。选择一个高的初始标准差 initial ，使算法

在整个解的空间搜寻，一般 initial 选择为解的空间范围的 1%到 5%。 后的标准差

final 的选择应尽可能地得到 好的结果，且考虑满足目标函数的每个变量。非线

性函数 n 也会影响算法的性能，一般 n = 3 是好的选择。另外茂盛的野草产生 多

或 少种子的数目 Smax 和 Smin 的选择对优化结果也有影响。一般选 Smax 为 3-5，Smin

为 1 或 0 会得到好的优化结果。 

5.2.2  粒子群算法的简介 

粒子群优化算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Kennedy 和电气工程师 Russell 

Eberhart[106]受鸟群捕食的社会行为启发，于 1995 年提出的与进化计算有关的群体

智能随机优化策略。 

PSO 的基本概念源于对鸟群捕食行为的研究。一群鸟在随机搜寻食物的过程

中，一方面是依靠自身的探求，另一方面则是依靠伙伴之间相互的经验交流，从

而能快速准确的找到整个区域中 好的食物源。PSO 从这种模型中得到启示并用

于解决优化问题，群体中的鸟被抽象为没有质量和体积的“粒子”，通过这些“粒

子”间的相互协作和信息共享，使其运动速度受到粒子本身和群体的历史运动状

态信息的影响。粒子本身和群体的历史 优位置影响当前的运动方向和运动速度，

协调粒子本身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使得群体在复杂的解空间中进行寻优操作。 

粒子群算法的两个基本公式如下： 

))()((**)(*)1( 11 txtprandCtVtV ibestiii    

))()((** 22 txtgrandC ibesti                (5-3) 

)1()()1(  tVtxtx iii                  (5-4) 

N 个粒子组成的群体在 D 维空间搜索 优解。在搜索时参考粒子本身历史

优位置和群体历史 优位置进行迭代。每个粒子在每次迭代中有位置和速度两个 D

维向量，xi （xi1，xi2，…，xin）和 Vi （Vi1，Vi2，…，Vin）。pbesti 是第 i 个粒子自

身历史的 优位置向量，gbesti 是群体的 优位置向量。rand1 和 rand2 是(0,1)之间

的随机数。 t 是迭代次数, ω 惯性权值, maxminmaxmax /*)( tt  , ωmax = 0.9, ωmin = 

0.4.  C1 and C2 是学习因子，通常等于 2，不过在文献中也有其他的取值，但是一

般 C1 等于 C2 并且范围在 0 和 4 之间。 

在求解优化问题时，首先随机初始化一个种群，产生一组随机解，赋予它们

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粒子在整个搜索空间不停地飞行进行搜索，不断地向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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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 优和群体 优学习，调整自己的飞行速度，从而搜寻到整个空间的 优解。

每次飞行后都会更新个体 优值和群体 优值，当寻找到 优解或达到 大迭代

次数时，算法终止，这时的群体 优值即为求解的 优解。 

基本 PSO 算法结构简单，其流程图如图 5-2 所示，大致过程可描述如下[100]： 

(1) 初始化搜索点的位置及其速度。在允许的范围内随机产生若干个体形成一

个群体，将每个粒子的 pbest 坐标设置为其当前位置，且计算出其相应的个体的适

应度值，而 佳的个体的适应度值就是全局的适应度值，记录该 佳适应度值的

粒子序号，并将 gbest 设置为该 佳粒子的当前位置(初始化)。 

(2) 评价每一个粒子的适应度值。如果某粒子个体适应度值优于该粒子当前的

的个体适应度值，则将 pbest 设置为该粒子的位置，且更新个体的适应度值。如果

所有粒子中 佳的个体适应度值优于当前的全局的适应度值，则将 gbest 设置为该

粒子的位置，记录该粒子的序号，且更新全局的适应度值(评价)。 

(3) 更新每一个粒子的速度和位置（更新）。 

(4) 检验是否符合结束条件，如果当前的迭代次数达到了预先设定的 大次数

(或达到 小错误要求)，则停止迭代，输出 优解，否则转到第二步（重复）。 

 

图 5-2  粒子群算法流程图 

否 

是 

种群初始化 
N 个粒子 

带有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 

计算每个粒子适应值 

更新个体历史 优 pbest 和
种群 优 gbest 

gbest 是否到达精度

要求或是否达到

大迭代次数？ 

更新各个粒子的

速度和位置 

结束 
输出gbest为

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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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的介绍 

蔓延野草算法和粒子群算法的优化过程简单且高效，常用来解决电磁场的优

化问题。粒子群算法只有一个速度算子，不断更新粒子的当然位置，改变群体的

合作和社会认知能力，使得粒子朝着全局 优或 近优化解方向移动。但是离子

群算法的步伐比较大，在解决多参数目标时，容易出现早熟而滑入局部 优。蔓

延野草的调控参数也很简单，但是它在原来的植物位置周围按正态分布和一定标

准差散播出去，较容易滑入局部 优，且对初始值非常敏感。这里我们介绍混合

的野草蔓延和粒子群算法，该算法综合两个算法的优点，能调和两个算法的优化

步伐和速度，平衡局部开发和全局探索能力，提高优化结果准确度。文献[107]把

混合的野草蔓延和粒子群算法发展得很简单，这里将详细解释及运用。 

混合的野草蔓延和粒子群算法的流程和步骤简介如图 5-3 所示。 

 

图 5-3  混合的野草蔓延和粒子群算法图 

(1) 首先，确定待优化的 N 个变量(variables)，然后确定每个变量的解的空间，

否 

定义解的空间 

群体初次计算 

计算每个个体适应值并按

适应值的大小将个体排序 

除去适应值低的个体，以

达到植物的 大数目  

按适应值大小复制子代  

所有个体散射传播  

再进行计算，计算每个个

体适应值并按适应值的大

小将个体排序 

gbest是否到达精度要求或是

否达到 大迭代次数？ 

结束 
输出 gbest 为 终结果 

更新各个粒子的速

度和位置 

更新个体历史 优 pbest
和种群 优 gbest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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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赋予每个变量的 大值和 小值（定义解的空间）。 

(2) 每个种子占据 N 维问题空间的任意一个位置，每个种子的位置是优化变量

的一个初始值，即一个种子代表一个变量，N 个种子组成一颗野草（weed）， Nmax

颗野草组成一个植物群体（Colony）。（初始种群）。 

(3) 每颗赋有初始值的野草成长为一颗茂盛的植物（plant），并为所有种子赋

予初始位置 pbesti。Nmax 颗野草进行一次计算，得到一个适应值，在赋予一个适应值

后，该颗野草长成一颗植物。野草按适应值的大小进行排序，第 i 颗野草中的种子

及相应野草的适应值构成第 i 组 pbesti。拥有 好适应值的 pbesti 被定义为种群 优 

gbesti。（评价每个个体的适应值）。 

(4) 在茂盛的植物生产新的种子之前，植物按照各自适应值进行排序。然后每

颗植物生产新的种子，生产种子的数目依赖适应值排序，从 多的 Smax 到 Smin，即

具有大的适应值的植物生产较多的种子，具有小的适应值的植物生产较少的种子。

那些对问题呈现较好解的植物，更加适应生态，产生更多的种子。这一步骤给算

法增加了一个特性，使所有的植物都参与复制竞争中（排列个体进行复制）。 

(5) 更新每个种子的速度和位置。按照式（5-2）和（5-3）更新所有种子的速

度和位置。（更新） 

(6) 新产生的种子在植物位置周围按正态分布和一定标准差散播出去。所有种

子按式（5-1）散布出去（散布）。 

(7) 在搜索区域所有种子找到位置后，新的野草长成了茂盛的植物。和父代植

物一起按各自的适应值排列。适应值低的植物被淘汰，直到达到种群中有用植物

的 大容量 Pmax。这里很明显的是具有适应值的植物数量大于种群的数目（竞争

机制）。 

(8) 幸存的植物重复（3）到（7）步骤，直到达到 大迭代次数或者适应标准

得到满足（重复）。 

5.2.4  三种优化算法的比较 

用一个测试函数检验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的优化效率，并和经典的蔓

延野草算法和粒子群算法比较。选用 Rastrigrin function 作为测试函数，即： 





30

1

2 ]10)2cos(10[)(
i

ii xxxf  , xi ∈ [-10, 10]         (5-5) 

此测试函数在数域[-10, 10]中有多个局部 小值和一个全局 小值零。这是个

强健的多模态问题，常用来检验优化算法的开发和探索能力。定义式（5-4）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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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 )(xf 为适应值，多次调节控制参数，以获得 大概率的 低 )(xf ，三个算

法的控制参数见表 5-2 所示。每个算法计算 50 次，再求平均值，则三个算法的平

均适应值如图 5-4 所示，可见，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的优化性能得到了提高。

粒子群算法的优化速度使得种子以较大的步伐偏离原来的位置探索新的方向，其

步伐可以通过学习因子和惯性因子进行调节，但通常还是较大的，所以种子经常

达不到 优的位置，以致 后的适应值比其它两个算法高。蔓延野草算法以历史

植物的位置为中心按正态分布和一定标准差散布，过于强调算法的开发。混合蔓

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同时拥有蔓延野草开发能力和粒子群的探索能力，而且能平

衡这两种能力，降低进入局部优化的机会，提高搜索的准确度。 

表5-2  三个算法（IWO, Hybrid IWO/PSO和PSO）的控制参数 

符号 单位 IWO IWO/PSO PSO 

itermax 大迭代次数 600 600 600 

dim 变量维数 30 30 30 

Pmax 种群数目 40 40 40 

Smax 产生种子的 大数目 5 5  

Smin 产生种子的 小数目 1 1  

n 非线性调制 3 3  

σinit 初始标准差 SD 15 15  

σfinal 后标准差 SD 5.0×10-5 5.0×10-5  

xini 初始搜索域 [-10,10] [-10,10] [-10,10] 

c1 第一个加速因子  0.6 2 

c2 第二个加速因子  0.3 0.3 

ωmax 大惯性权值  0.5 0.8 

ωmin 小惯性权值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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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50 次独立运算的平均适应值 

5.3  共形阵列方向图综合 

基于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的优化电磁问题的潜力，我们将它应用于共

形阵列方向图的综合中。本节设计了一个 3×9 的圆柱体共形微带阵列，提出了所

有阵元在水平面(周向)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并结合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优

化出阵元的相位和幅度，实现阵列在水平面内扫描。混合算法的优化结果分别与

传统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优化结果进行了对比，展示了混合算法在优化多类型

参数方面的优势。 

5.3.1  共形阵列结构 

共形阵列的圆柱载体的半径为 r = 4λ0，λ0 是天线在自由空间中的波长。采用

常用的共形载体结构模拟方式，用多面结构近似模拟天线的曲面结构，这里用 36

块多面体近似圆柱体，即每个面相对于圆柱体圆心的夹角为 10°。为节约计算空间，

选用 11 个多面体，其中中间的 9 个面上各放置一个天线单元，共 3 个子阵列，分

别为子阵 I (Sub-array I)，子阵 II (Sub-array II)和子阵 III ( Sub-array III)，如图 5-5

所示。天线单元采用传统的微带天线，其工作频率为 5.8GHz。天线单元在俯仰面

的距离为 0.5λ0，水平面的距离约为 0.7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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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共形阵列的几何图 

5.3.2  仿真结果 

5.3.2.1  适应度函数选取 

用图 5-5 中的坐标系描述阵列的方向图，这里只研究阵列在水平面(xoy 面)的

扫描特性以验证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的优越性。提取所有阵元在 xoy 面的有

源单元方向图，然后用混合算法优化，其叠加表达式为： 





N

m

j
m

oeoe
total

m

mm
eVEjEE

1

))],90(Im(*)),90([Re(        (5-6) 

),90( e
mE 为第 m 个阵元在 xoy 面的有源单元方向图。 

整个阵列的目标可以是多个目标的结合，所以可用罚函数方法用一个价值函

数去综合多个目标，例如用一个熟悉的函数描述扫描阵列的主波束方向、副瓣电

平(SLL)抑制、零点位置和零点电平等特性，其价值函数(cost function)可定义为： 

  
||

||180/||fun_Cost

1
_3

201







N

i
idesiri

desirdesir

NULLNULL

SLLMSLL




        (5-7) 

φ0和 φdesir (unit: degree)分别是阵列的实际和设计的主波束指向；MSLL 和 SLLdesir

分别是实际和设计的 大副瓣电平；NULLθi 和 NULLdesirθi 分别是实际和设计的在

θi处的零点电平，这里波瓣电平都是十进制；μ1, μ2,和 μ3 是权值因子，反映各项的

重要性。优化的目标函数可写成： 

]fun_Costmin[Obj                       (5-8) 

5.3.2.2  阵元的相位优化 

首先用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优化子阵 I 中各阵元的相位，以实现子阵 I

阵列在 xoy 面内扫描。为减少复杂性，假定阵元的激励幅度是相同的，只有相位

是变量。选择三个扫描方向，如 θ0= 0°, 20°, 30°，且波束宽度、副瓣电平分别为 20° 

和 -20dB，零点位置和零点电平分别为 θ0 ±10°和-40 dB。算法的控制参数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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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6)中的权值因子 μ1, μ2,和 μ3 反映目标函数的收敛趋势和收敛速度，为获得优

化的全局结果，每个目标函数的值都得经过分析，选取子目标的特殊值，并通过

模拟确定权值因子 μ1 = 0.4，μ2 = 1.1 和 μ3 = 0.3。每个扫描状态的相位优化 50 次，

计算出相应的平均适应值。为作比较，传统的蔓延野草算法和粒子群算法也对每

个状态的相同目标函数做了相同的优化，其控制参数也见表 5-3。表 5-3 中的控制

参数值都是经过多次调试以尽可能获得较好的优化结果和效率。 

表5-3  计算子阵I的控制参数 

符号 单位 IWO IWO/PSO PSO 

itermax 大迭代次数 600 600 600 

dim 变量维数 9 9 9 

Pmax 种群数目 40 40 40 

Smax 产生种子的 大数目 5 5  

Smin 产生种子的 小数目 1 1  

n 非线性调制 3 3  

σinit 初始标准差 SD 0.5/0.015 0.5/0.015  

σfinal 后标准差 SD 5.0×10-5 5.0×10-5  

xini 初始搜索域 [0, 2π] [0, 2π] [0, 2π] 

c1 第一个加速因子  2 2 

c2 第二个加速因子  2 2 

ωmax 大惯性权值  0.8 0.8 

ωmin 小惯性权值  0.4 0.4 

三个扫描方向的平均适应值(优化50次的价值函数的平均值)分别见图5-6所

示。由图可见，通过调节初始标准差(σinit )，加速因子(C1，C2)和惯性权值(ωmax，ωmin)

进行优化的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所得的适应值是 好的，这表明该算法的

种子搜寻空间可以在蔓延野草算法相关的散布方式和粒子群算法相关的搜寻速度

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下而得到调制；种子的局部开发和全局探索的搜寻能力得到了

平衡，降低了搜寻过程中陷入局部 优的可能性，提高解的精确性。通过选择适

当的初始标准差，蔓延野草算法可以优化到 好的适应值，但当选择的初始标准

差不适当时，就得不到 好的优化结果，比如σinit = 0.015。这说明了蔓延野草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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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初始值和局部开发的能力。由粒子群算法优化的结果比使用其它两种方法所

得 好结果要差。所以混合蔓延和粒子群算法具有更大的弹性搜索能力，较其它

两种算法具有优越性。 

由三种算法优化的 佳归一化扫描方向图几乎是一致的，扫描角、波束宽度

和零点位置都可以得到保证，但是副瓣电平和零点电平(θ0 ± 10°)没有达到设计值，

这可能与共形阵列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相关。 

 

(a)  扫描角为(90°, 0°)                  (b)  扫描角为(90°, 20°) 

 

(c)  扫描角为(90°, 30°) 

图5-6  子阵I在三种优化算法下的平均适应度值 

5.3.2.3  阵元的幅值优化 

用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优化整个阵列的在水平面的扫描特性。子阵 II

和子阵 III 的各阵元相位都按子阵 I 中阵元相位的优化方式进行优化，并将所有阵

元的相位得以固定。这样描述阵列的扫描特性就只有阵元的幅度值是可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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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天线阵列方向图综合，阵元的数目多，需要优化的变量数目也较多，

常常超出优化算法的运算能力，这时直接采用演绎优化算法对阵列天线的方向图

进行优化综合是比较困难的。用一般的数值方法优化出的阵元馈电幅度震荡剧烈，

比较适用于没有考虑阵元的互耦的理想情况。在实际的天线阵列中，阵元间存在

互耦，且互耦使得变化较大的馈电幅度分布变得趋于平滑。所以寻找平滑的单峰

值的函数曲线以拟合离散的单元馈电幅度分布，是提高阵列综合效率的一种可行

方法。Boeringer 和 Werner[108-109]提出了改进型的 Bernstein 多项式优化阵元的幅度

值，即对改进型 Bernstein 多项式曲线进行等间隔抽样以获取各阵元的馈电幅度，

并对直线阵和共形阵的方向图进行综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提出的改进型

Bernstein 多项式为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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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包含 5个控制参数 0≤A≤1、0≤C0≤1、 0≤C1≤1、N0≥0、 N1≥0。 

图 5-7 给出了改进型 Bernstein 多项式归一化值曲线的几个特殊例子，由图可

见，改进型 Bernstein 多项式曲线是一个光滑的单峰值曲线，且峰值出现在 μ = A

的位置。这可以方便地转化为将在扫描方向的阵元提供大的馈电幅度，适当减少

不在扫描方向的阵元馈电幅度，这种方法可以提高阵列孔径分配效率。 

 

(a)  改变参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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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变参数 C0                      (c)  N0 

图 5-7  改进型 Bernstein 多项式归一化曲线 

采用此种方法综合阵列方向图的效率是很高的，且可综合大规模的阵列天线。

圆柱体上的共形阵列由 N 层圆环的子阵组成，各个圆环子阵的馈电幅度分布可采

用一个改进型 Bernstein 多项式曲线拟合，将阵列的幅度优化问题转化为 N 个改进

型 Bernstein 多项式的参数优化问题，优化的变量数目为 5×N，较大规模阵列中的

变量数目 m×N 少许多。为进一步降低变量数目，可将 N 个 Bernstein 多项式联系

起来，对每一层圆环阵再加入一个总的幅度变量，调节不同圆环子阵间的幅度，

因此每一层圆环子阵的馈电幅度优化问题转化为 6 个控制参数的优化问题。  

本节我们采用改进的 Bernstein 多项式结合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优化综

合阵列方向图，实现阵列波束扫描的同时，抑制阵列方向图 大副瓣电平，搜索

零点位置和零点电平。采用的优化变量数目为 5×3，较 9×3 少，降低优化过程的复

杂性。阵列优化目标为：扫描方向为 xoy 面的 θ0=0°, 20°, 30°，波束宽度 40°，副

瓣电平-40 dB，零点位置 θ0±10°、-40°~-37°和零点电平-60 dB。仍用蔓延野草算法

和粒子群算法优化以做比较，一些控制参数见表 5-3，其它参数见表 5-4，权值因

子为 μ1 = 0.4，μ2 = 1.4 和 μ3 = 0.5。 

图 5-8 给出了三个扫描状态的平均适应度值，可见在优化多类型的参数方面混

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较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具有优势。图 5-8 给出了综合的

阵列扫描方向图，可见用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优化的方向图也较蔓延野草

和粒子群算法具有优势，扫描角、波束宽度，零点位置和零点电平都达到目标。

为验证运用有源单元方向图与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相结合优化阵列方向图

的有效性，将优化的各阵元的相位和幅值都输入到 HFSS 软件中进行模拟仿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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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方向图如图 5-9 所示。从图 5-9 和 5-10 可看出，结果是一致的。图 5-11 给出

了阵列扫描时阵元的幅度值，1-9、2-18 和 3-27 分别为子阵 I、子阵 II 和子阵 III

的幅度值。 

表 5-4  阵列优化控制参数 

符号 单位 IWO IWO/PSO PSO 

dim 变量维数 15 15 15 

σinit 初始标准差 SD 0.1 0.1  

c1 第一个加速因子  2 2 

c2 第二个加速因子  1.5 1.5 

ωmax 大惯性权值  0.77 0.77 

ωmin 小惯性权值  0.4 0.4 

 

(a)  扫描角为(90°, 0°)                 (b)  扫描角为(90°, 20°) 

 

(c)  扫描角为(90°, 30°) 

图 5-8  阵列在三种优化算法下的平均适应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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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扫描角为(90°, 0°)                     (b)  扫描角为(90°, 20°) 

 

(c) 扫描角为(90°, 30°) 

图 5-9  阵列在三种优化算法下的方向图 

 

图5-10  阵列的仿真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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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阵列扫描时阵元的幅度值 

5.3.3  测试结果 

考虑到测试条件，我们制作了半径为 r = 3λ0 的共形圆柱阵列，如图 5-13 所示。

微带天线单元尺寸为 19.7×15.9 mm2，加工在相对介电常数为 2.2、厚度为 1.5mm

的介质基片上。天线单元在俯仰面的距离为 0.5λ0，水平面的距离约为 0.52λ0，阵

元间的夹角仍是 10°。整个阵列由硬质泡沫支撑，泡沫的相对介电常数非常接近于

空气。共形阵列的中心与天线系统的空间中心重合，测试出各个阵元的有源单元

方向图并保存以备使用。 

按照 5.3.2 的方法，先优化各个子阵的相位。为简便只列出波束指向为 θ0= 0°

的情况，且波束宽度、副瓣电平分别为 10° 和 -20dB，零点位置和零点电平分别

为 θ0 ±5°和-40 dB。算法的控制参数仍见表 5-3 所示，子阵 I 的优化结果如图 5-13

所示。由图 5-13(a)可见，混合优化算法能得到 低的平均适应度值，显示了其优

化能力的优越性。由图 5-13(b)可见，由测试的和仿真的有源单元方向图，可以得

到相近的优化结果，验证了该共形阵列子阵 I 的特性。 

按照 5.3.2 的方法，在优化各个子阵的相位后，优化各阵元的幅度。波束指向

为 θ0= 0°，且波束宽度、副瓣电平分别为 10° 和 -40dB，零点位置和零点电平分

别为 θ0 ±5°和-60 dB。算法的控制参数仍见表 5-4 所示，阵列优化结果如图 5-1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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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天线测试图 

 

(a)  平均适应度值                  (b)  方向图 

图 5-13  子阵 I 的优化结果 

 

(a)  平均适应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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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方向图，描角为(90°, 0°)            (c)  方向图，扫描角为(90°, 20°) 

图 5-14  阵列的优化结果 

5.4  小结 

本章提出了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演绎优化算法，为方向图可重构阵列的综

合提供了快捷高效的方法。首先详细描述了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蔓延野

草和粒子群算法的流程图和步骤，分析了方法中的粒子演绎速度和散布方式的相

互作用和相互约束，局部开发和全局探索的平衡的过程，并用多模态 Rastrigrin 

function 函数，检验了混合算法的开发和探索能力。基于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

法的优化电磁问题的潜力，我们将它应用于共形阵列方向图的综合中。本节设计

了一个 3×9 的圆柱体共形微带阵列，提出了所有阵元在水平面(周向)的有源单元

方向图，选取适当的目标函数，结合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算法，优化出阵元的

相位和幅度，实现阵列在水平面内扫描。混合算法的优化结果分别与传统蔓延野

草和粒子群算法优化结果进行了对比，展示了混合算法在优化多类型参数方面的

优势，弥补了单个算法的不足，展示了高效的优化性能和解决电磁问题的潜力。

也运用混合粒子群和蔓延野草对第四章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平面/共形阵列进行

了研究。 

万方数据



第六章  总结及展望 

 123

第六章  总结及展望 

6.1  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 

本论文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及其在阵列中的应用展

开研究，主要成果和创新如下： 

1. 设计了 PIN 开关的直流偏置引线，实现了微带八木天线的方向图可重构，

良好地解决了开关直流偏置网络与天线辐射体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 

2. 改进方向图可重构微带八木天线馈电结构，采用差分馈电，设计了平衡双

线上加载平行圆形贴片串联微带巴仑的馈电网络。该方法解决了天线阻抗匹配过

程中虚部较实部改变大的问题，实现了天线在阻抗匹配下的方向图可重构，并降

低了极化电平，为解决共形阵列的高交叉极化缺陷提供了基础。 

3. 设计制作了一种宽带的波束覆盖范围广的方向图可重构 Hilbert 天线。该天

线由 8 个单极子组成太阳光辐射式，通过控制 PIN 开关，能在 4 个平面 8 个方向

实现方向图重构，其切换波束几乎可以连续地覆盖整个上半空间，且重构频带达

50%，保持 Hilbert 天线的宽带优势。 

4. 理论研究方向图可重构原理。提取加载电抗的振子表面电流幅度和相位，

定量地分析了加载可变电抗的二元阵列方向图、振子表面电流和加载电抗值之间

的关系，得出方向图可重构原理，发现此原理与相控阵原理一致。  

5. 提出了一种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高效设计方法。从具体研究的加载二元阵

列出发，提取了阵列辐射特性一般分析模型，通过系列分析指出，通过对具有差

波束特征的原天线加载可变电抗以实现波束重构是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快速设计的

一种有效方法，并依照此方法设计了几种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单元，验证了该方法

的实用意义。 

6. 从阵列天线理论出发，推导并阐述了有源单元方向图、扫描单元方向图和

相位调制有源单元方向图等几个常容易混淆的概念，区分它们在阵列方向图综合

中的涵义、表达方式和计算效率。  

7. 提出了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平面阵列的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新方案。

将方向图可重构单元应用到平面阵列中，分析天线单元方向图与平面阵列波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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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间的联系，系统研究了加权稀布阵列方式，和单元工作状态，基于有源单元

方向图方法对阵列方向图进行综合，并用实验验证方向图可重构阵列的大角度范

围波束扫描。 

8. 提出了基于方向图可重构天线的共形阵列的宽亮区波束扫描新方案。将方

向图可重构单元应用到共形阵列中，分析天线单元方向图与共形阵列波束特性之

间的联系，详细分析单元工作状态，提高共形阵列的亮区，减少单元个数，节约

成本。 

9. 提出建立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的大规模的可重构天线阵列的方法。在微带

八木天线的寄生振子上按电抗值大小依次加载 5 个天线单元，再以 5 个单元为周

期扩展阵列。该方法可以建立大规模的天线阵列，并能实现大角度范围波束扫描。

文中例举了一个 3 周期共 15 个阵元的阵列，其主波束可扫描至偏离发线方向 70°

以上，增益波动小。 

10. 提出了混合蔓延野草和粒子群演绎算法，为方向图可重构阵列的综合提供

了快捷高效的方法。以微带共形天线阵列为例，验证了该算法在阵列综合方面的

优势，即该综合方法既吸收了蔓延野草算法的优势又具有粒子群演绎算法的优势。

该方法在第四章中的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平面/共形阵列的方向图综合中得到了很好

的应用，展示了高效的优化性能和解决电磁问题的潜力。 

6.2  本文下一步工作的展望 

可重构天线释放了设计天线自由度，极大地扩展传统天线及阵列设计解空间，

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尚待进一步挖掘。本论文作者通过对方向图可重构单元和

其阵列应用方面的初步探索和研究，发现下一步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对多个微带八木天线的寄生振子加载可变电抗的研究，提出了建立大

角度范围波束扫描的大规模的可重构天线阵列的方法，并设计了一个 15 元阵列，

只研究了其扫描特性，还有许多特性没有来得及研究，如阵列扫描时的驻波，辐

射原理和漏波、行波传播之间的关系，及大阵列是否存在扫描盲点问题等，这些

都是未来值得研究的工作。 

2. 共形阵列的宽带和方向图极化可重构天线研究 

本文研究了方向图可重构天线在平面/共形载体静止不动的阵列中扩展扫描

范围的应用，获得了较宽的扫描角、高增益、低副瓣电平和低交叉极化等特性。

但采用的八木天线的带宽窄，所设计天线单元也大都是窄带的，不是很适合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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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小的阵列扫描应用。所以设计宽频带方向图可重构天线是解决阵列扫描的一

个重要课题。当诸如导弹和飞机等运动的共形载体上的阵列，其极化方向是变化

的。为降低交叉极化电平，采用不同阵元排布方式。若采用极化可重构天线单元，

及时调整阵列极化方向，可提高阵列搜寻目标的能力。所以设计极化可重构天线

也是研究共形阵列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大规模共形相控阵天线综合方法的研究。 

本文采用有源单元方向图的方法对共形阵列方向图进行综合，采用天线的单

元数目也只有几十个，但是阵元的有源单元方向图仿真起来仍然比较困难。采用

何种方法对大规模共形阵进行准确、高效的优化设计，是下一步需要着重研究和

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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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天线增益的计算 

图 1 是一个半径为 r 顶角为 θB/2 的锥体，其对应的立体角为ΩB，则： 

B
B r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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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B                               (2) 

 

图 1  锥体顶角与立体角换算示意图 

 

图 2  窄波束天线的辐射场型 

天线在 大辐射方向的增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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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θ)是天线孤立存在时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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