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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SS／UTD混合法计算电大尺寸导体上的天线+

郭景丽 刘其中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天线与微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710071)

摘要：采用高频方法一致性绕射理论(uTD)与电磁场计算软件HFss相结合的方法，提高HFss在计算电大

尺寸导体上的天线时的效率和精度。文中以圆形地面上的单极子天线为例，说明了该方法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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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Iysis of Antenna on ElectricaUy Large Co孙lIlcting

Plane by HFSS／U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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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foHn geometrical出eory《d船action(UTD)is combined with the electmmagIletic software HFSS to

calculate the aIltenna on山e electrically l鹕e conducting pl肌e． Both the幽ciency and tlle accuracy are impmved． The

monopole antenna at the center 0f a circular g∞und plane is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e emciency of t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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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有的电磁场计算软件HFSS具有良好的对电

小天线的分析精度，但在分析电大尺寸导体上的天

线时有效率低、精度差的缺点。而高频近似法由于

简单易行，一直统治着电大尺寸目标的电磁散射特

性计算领域。为此，利用HFSS现有功能，结合其他

适合于分析电大天线的计算方法，建立分析电小天

线在电大尺寸地板条件下的辐射特性的手段是非常

必要的。

一致性几何绕射理论UTD是一种应用灵活广

泛的高频近似方法，它基于高频绕射问题的局部性

原理：在高频时，绕射现象和反射现象一样，只取决

于绕射点附近的几何形状、物理性质和入射场特性，

而和距绕射点较远的物体的几何形状和物理性质无

关¨』。uTD与低频方法矩量法(MM)相结合的方法

已是一种较成熟的混合方法，在许多方面都有成功

的应用旧一J。与其他基于流基技术的高频方法如物

t 收稿日期：2004旬3m1：定稿日期：2004-04-23

理光学法(PO)相比，uTD是射线基方法。考虑到

HFss是商业软件，从尽可能地利用其计算结果的角

度考虑，采用uTD与其结合比较方便。

1 理论分析

1．1用HFSS计算直射场

由于待求问题可分解为无限大地面上的天线的

辐射场与电大尺寸地面产生的绕射场两部分HJ。

可利用HFSS计算第一部分即直射场。．

1．2用UTD计算边缘绕射场

由于uTD已是一种成熟的高频计算方法，其针

对不同结构的计算公式也已有据可查⋯。本文仅

以圆形导体地面为例，简单给出计算公式，用以说明

本文方法的原理。

曰4=E‘(Q。)·D(咖，咖’，卢。)A(s)e1“ (1)

式中∥(Q。)是地面边缘绕射点Q。的入射场；

A(s)是扩散因子；s’是源点到边缘绕射点Q。的距

离；s是场点到边缘绕射点Q。的距离；妒’是人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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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妒=0劈面夹角；妒是绕射线与妒=0劈面夹角；卢

是绕射线与劈边缘的夹角；D(咖，咖7，卢。)是并矢绕

射系数。

西(咖，咖7，风)=一昼≯。D；一参’徊。 (2)

A(s)。(者焉) (3)

p。为边缘绕射射线的散焦距离，即绕射射线波前两

主曲率半径之差，单位矢量戌，参’分别和入射平面
平行和垂直，单位矢量赢，参分别和绕射射平面平
行和垂直。

D蜘2赢旧(卢一，n)科K“+(卢一)]+
d一(p一，n)F[，c“一(卢一)]}干

{d+(卢+，凡)F[Kn+(卢+)]+d一(卢+，n)F[Ka一(JB+)]}

(4)

届=卢‘=咖±咖’ (5)

州即)=一舞意净cot(警)(6)
F[，cd‘(卢)]=巧[，ca+(卢)]1／2exp[J，ca2(卢)]

J，⋯⋯exp(一一2)打 (7)
J[m2(口)]1／2

1、 。 、’

a+(卢)=1+cos(一卢+2nⅣ+订)

=2c。s2(趔警』) (8)

其中，Ⅳ‘是满足2删2竹一口=±竹的最小整数。K
=地，忌是波数，￡是距离因子，和入射波的型式有

关。

由于圆形地面的对称性，在轴向附近出现焦散

现象，必须用等效电磁流方法(ECM)加以分析。

UTD给出边缘电磁流，，尸算式如下：

砌卜譬训锹‘
西，(咖，咖’，卢7，卢) (9)

刑，一华e训黜‘
西。(咖，咖’，卢’，卢) (10)

式中，；为绕射点边缘的切线方向单位矢量，耽．。(咖，

咖’，风，卢)为修正的绕射系数：啪枞脚=鼍訾⋯)
由辐射积分可以求得等效边缘电流和等效边缘磁流

所辐射的电场和磁场：

Ea(P)。等坠书[詹×盈×厂(z，)+
斗1r J

挚州f，)z]譬∥ (12)
叼。 儿

础P)~一黟[袁×州，)?一挚×夤×
，(z，)?]等栊’ (13)

一法R

下而给m程序框图．

用HFsS计算无限大地面上的

天线的辐射电场∥

选择计算面

用EcM求解绕射场I l用uTD求解绕射场

求曝息场0+|9

2数值计算与结果

下面就以圆形地面上的单极子天线为例，说明

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天线结构如图l所示，单极子高度危=o．224A，

半径口=0．003A，圆形地面半径R=3A。

图l 圆形地面上的单极子

分别用本文的HFSS／uTD方法和单独使用HF-

ss计算了其远场E面方向图，并与实验值"o作了比

较，结果示于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使用HFSS／

UTD所得的结果比单纯使用HFSs所得的结果更接

近实验值。另外，从计算时间来看，采用uTD计算

仅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而单独使用HFSS则需要几

分钟的时间。且随着地面尺寸的增大，由于所需内

存随着升高，会出现无法计算的状况。而uTD恰恰

随着地面尺寸增大，其计算精度会提高，所需内存和

计算时间却几乎不变。

3 结论

本文采用高频方法uTD与现有的电磁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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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归一化电场E面方向图

软件HFSS相结合，克服后者在计算电大尺寸导体

上的天线时精度差、速度慢的缺点。文中以圆形地

面上的单极子天线为例，分别将本文的混合方法

HFss／uTD的结果以及单纯使用HFss的结果与实

验值作了比较，说明了本文方法的实用性。文中重

在提出一种思路，对于其它复杂的天线及复杂的地

面形式，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思路加以解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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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根据柱形波导的特性，导出了圆波导的

FDFD差分格式以及在极限情况下的差分格式，并

与解析结果进行了比较，证明了本文结果的正确性。

同时，这种推导方法具有普遍性，只需根据不同的边

界条件即可重新写出本征值方程，从而易于移植到

其他金属波导的结构，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对分

析较规则的柱形传输系统的传输特性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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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F S S 视 频 培 训 课 程 推 荐 

HFSS 软件是当前最流行的微波无源器件和天线设计软件，易迪拓培训(www.edatop.com)是国内

最专业的微波、射频和天线设计培训机构。 

为帮助工程师能够更好、更快地学习掌握 HFSS 的设计应用，易迪拓培训特邀李明洋老师主讲了

多套 HFSS 视频培训课程。李明洋老师具有丰富的工程设计经验，曾编著出版了《HFSS 电磁仿真设计

应用详解》、《HFSS 天线设计》等多本 HFSS 专业图书。视频课程，专家讲解，直观易学，是您学习

HFSS 的最佳选择。 

 

HFSS 学习培训课程套装 

该套课程套装包含了本站全部 HFSS 培训课程，是迄今国内最全面、最

专业的HFSS培训教程套装，可以帮助您从零开始，全面深入学习HFSS

的各项功能和在多个方面的工程应用。购买套装，更可超值赠送 3 个月

免费学习答疑，随时解答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让您的 HFSS

学习更加轻松顺畅… 

课程网址：http://www.edatop.com/peixun/hfss/11.html 

HFSS 天线设计培训课程套装 

套装包含 6 门视频课程和 1 本图书，课程从基础讲起，内容由浅入深，

理论介绍和实际操作讲解相结合，全面系统的讲解了 HFSS 天线设计

的全过程。是国内最全面、最专业的 HFSS 天线设计课程，可以帮助

您快速学习掌握如何使用 HFSS 设计天线，让天线设计不再难… 

课程网址：http://www.edatop.com/peixun/hfss/122.html  

 更多 HFSS 视频培训课程： 

 两周学会 HFSS —— 中文视频培训课程 

课程从零讲起，通过两周的课程学习，可以帮助您快速入门、自学掌握 HFSS，是 HFSS 初学者

的最好课程，网址：http://www.edatop.com/peixun/hfss/1.html 

 HFSS 微波器件仿真设计实例 —— 中文视频教程 

HFSS 进阶培训课程，通过十个 HFSS 仿真设计实例，带您更深入学习 HFSS 的实际应用，掌握

HFSS 高级设置和应用技巧，网址：http://www.edatop.com/peixun/hfss/3.html 

 HFSS 天线设计入门 —— 中文视频教程 

HFSS 是天线设计的王者，该教程全面解析了天线的基础知识、HFSS 天线设计流程和详细操作设

置，让 HFSS 天线设计不再难，网址：http://www.edatop.com/peixun/hfss/4.html 

 更多 HFSS 培训课程，敬请浏览：http://www.edatop.com/peixun/hf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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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迪拓培训： 

易迪拓培训(www.edatop.com)由数名来自于研发第一线的资深工程师发起成立，一直致力和专注

于微波、射频、天线设计研发人才的培养；后于 2006 年整合合并微波 EDA 网(www.mweda.com)，

现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微波射频和天线设计人才培养基地，成功推出多套微波射频以及天线设计相

关培训课程和 ADS、HFSS 等专业软件使用培训课程，广受客户好评；并先后与人民邮电出版社、电

子工业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本专业图书，帮助数万名工程师提升了专业技术能力。客户遍布中兴通讯、

研通高频、埃威航电、国人通信等多家国内知名公司，以及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永业科技、全一电

子等多家台湾地区企业。 

 

我们的课程优势： 

※ 成立于 2004 年，10 多年丰富的行业经验 

※ 一直专注于微波射频和天线设计工程师的培养，更了解该行业对人才的要求 

※ 视频课程、既能达到现场培训的效果，又能免除您舟车劳顿的辛苦，学习工作两不误 

※ 经验丰富的一线资深工程师讲授，结合实际工程案例，直观、实用、易学 

 

联系我们： 

※ 易迪拓培训官网：http://www.edatop.com 

※ 微波 EDA 网：http://www.mwe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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