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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吸波材料的优化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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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优化设计，建立了多层吸波材料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多层吸波材料的最大吸收
反射率与材料厚度的成单调递增关系，同时频宽却向低频方向发生偏移；反射损失（ＲＬ）＜

１０ｄＢ

的频宽随着厚度增加而减小；双层吸波材料的吸波频率范围比单层吸波材料的宽，三层吸波材料的
吸波频宽进一步增大，且在Ｃ波段和Ｋｕ波段有最大反射损失吸收峰．各单层吸波材料具有不同的
电损耗和磁损耗性能，经过优化设计复合后，多层吸波材料中各层吸波材料的优异性能的合理叠加

使吸波频宽增大．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测定结果的吻合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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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波材料是实现隐身效果的关键，在军事领域

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
次发现隐身材料ｌ ｌ＿２Ｉ．
由吸波原理可知，吸波材料的种类主要有两种
类型，即磁损耗型和电损耗型．磁损耗型材料通过磁

滞损耗、畴壁共振以及后效损耗等机制吸收、衰减电
磁波，材料的复磁导率对吸波效率起主要作用．电损
耗型材料是通过与电场的相互作用进行吸收电磁
波，材料的介电常数在吸波效率中起主导作用．单一
组分的吸波材料一般只具有电损或磁损一种机制，

很难集两种功能于一体，无法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
因此，使用双层或多层吸波材料将具有单一电损或
磁损功能的吸波材料复合在一起，提高吸波性
能１３。５ Ｊ，是目前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将多层吸波材料（ＲＡ＾低）看作是一个平面层
系№Ｊ，其吸波性能主要取决于反射系数１７－８ Ｊ．目前，
关于吸波材料吸波性能的优化设计主要针对同类吸
波材料或采取一种优化设计方法，对双层结构【９－１０］

图１

和多层结构１１１。１２ｊ吸波材料的研究鲜有报道．李承祖

Ｆｉｇ．１

多层吸波材料的示意图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玎．ｄｅｃｋ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ａｂｍｒｂ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等１１３Ｊ研究了单层和多层结构电磁波吸收材料电磁

为了拓宽吸波材料的频带，我们设计多层结构

参数优化设计，通过增加材料的厚度降低对材料电

吸波材料，电磁参数在入射波方向上呈现梯度变化．

磁性质参数的要求，并得到宽带高吸收性能．王相元

在阻抗匹配原则指导下，减小不同电磁参数层问的

等＿１４Ｊ研究了微波吸收材料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从多

界面反射，从而使得多层吸波材料具有宽频、高强度

种材料中选择最佳材料组合，以提高微波吸收性能．

吸收和较大入射角度的特性．多层吸波材料的结构

肖高智等＿ｌ ５Ｐ研制出薄壁型结构吸波材料，用ＣＡＤ

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方法对多层结构材料进行设计，研究频率对多层吸

在多层吸波材料中，第一层与金属面接触，向外

波材料的影响规律．詹国栋等１１６。１‘７ｊ设计了双层微波

吸收涂层，研究发现吸波性能明显优于单层，带宽亦

为多层材料，最外层与空气接触．参数￡小１２。ｉ和ｄｉ
分别为第ｉ层吸波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相对磁导

有所增加．金崇君等Ｌｌ８ｊ研究薄隐身涂层中的电磁波

率和厚度；ｚｉ为第ｉ层吸波材料与第ｉ＋１层吸波材

传输特性及优化设计原则，并研制出低磁损耗高电

料界面处的波阻抗．

损耗的复合材料．杨华军等＿１９ Ｊ利用强扰动理论得到

１．２模型的优化设计

电磁参数的复数型积分方程组，用Ｆｏｒｔｒａｎ进行迭

设有一束单位振幅的电磁波垂直入射到多层吸

代求解法纤维布层板吸波材料的等效电磁参数．袁

波材料体上，则在吸收层中产生一系列沿正向传播

杰等Ｅ２１）－２１ｊ开发多层吸波材料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借助单纯形法对多层吸波材料参数进行优选、分层

的电磁波和沿反方向传播的反射波，如图１所示．根
据Ｋｒａｕｓ的传输线阻抗转换方程［２３］，第ｉ层波阻抗

组配和性能预报．

为

吸波材料的性能对比、材料厚度对吸波性能的影响、

Ｚｉ—Ｚ…ｉ １＋ｒ１．ｉｔａｎｈ（…Ｙｄｉ）］

影响吸波性能的参数及其筛选，但是对多层吸波材

其中Ｚ：一】为第ｉ层吸波材料与第ｉ一１层吸波材料界

众多文献从某一角度研究多层吸波材料与单层

料的优缺点和作用机理缺乏全面分析，在多层材料
的筛选方法和原则方面研究较少ｌｌ

１‘１７

面处的波阻抗．
多层材料中的参数本征阻抗为

Ｊ．本文作者以

／１２ ｒｉ

反射损失为优化目标，基于吸波过程和材料涂层问

琅２

的作用建立多层吸波材料理论模型，并通过实验结
果来验证理论模型的准确性．

（１）

其中

７０４—＿

，＾、

Ｌ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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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生等：多层吸波材料的优化设计模型

７／ｏ＝√等：√｛＝１
２√百２√Ｔ
２

１

（３）
¨’

随入射频率的变化曲线．

第ｉ层材料复传播常数”为
ｒｉｅ

输入在特定频率下每层的ｐ ｒ，、卢ｒ，、ｅ ｒ，、ｅ，７和ｄ的相
应数值，即可计算出每层吸波材料在该频率下的反
射损失．根据公式（１）可求出多层吸波材料反射损失

卢ｏ＝１为自由空间磁导率，ｅｏ＝１为介电常数．

ｙｊ＝毕Ｖｌｌ

９７

ｒｉ

（４）

假定每层材料的厚度ｄ在规定的有效范围内
变化，则不同的厚度给出不同的反射损失，由此可求

式中：Ｃ为光速；ｆ为入射电磁波频率；ｊ为虚数

出反射损失的最小值，以及反射损失小于一１０

单位．

时候的频宽．最后，比较不同厚度材料的最优反射损

第ｉ层材料的相对磁导率为
户，ｉ＝Ｐ’，ｉ—ｊ：ｐ”，ｉ

失和频宽最大值情况下的厚度组合．
（５）

第ｉ层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为
ｅ，ｉ＝￡７，ｉ一砖”，ｉ

ｄＢ

（６）

３模型结果及实验验证
３．１单层吸波材料
单层吸波材料是由物理和化学性质均一的材料

因为第１层表面金属导体的Ｚ。＝０，根据公式（１）可
求出Ｚｉ，１≤ｉ≤行．
于是，空气与多层吸波材料界面的反射系数为

组成，本文的单层吸波材料是以镀钴碳纳米管构成，

尺＝筹

波材料的反射损失理论结果，并与实验测试结果进

（７）

ｏ”Ｉ■

根据反射率公式［２４ｊ计算出不同厚度情况下单层吸
行对比分析．

反射损失ＲＬ为

７

Ｒ

ＲＬ＝２０１９

（８）

（１０）

６葫。１

乙＝（ｉ／２ ｒ／、１／２ｔａｎｎ【“孕胁ｒ）１庀］…）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以反射损失为目标函
数（ＲＬ的最小值），以式（１）～式（８）为限制条件的

表１

多层复合吸波材料优化模型：
ＲＬ＝２０１９

—１

其中

ｌ尺１为反射系数Ｒ的模．

ｒａｉｎ

ＲＬ＝２０１９ｌ蔫ｌ

Ｔａｂ．１

Ｒ

不同厚度吸波材料性能理论值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裂

乙＝琅［咎糍］
犷叩。雁
。一｜丛

（９）

｜ｌｏ一～Ｅｏ

ｙｉ：卫鍪／－／ｚ
岸ｒｉ
￡ｒｉ

ｅ

ｍｍ

时，吸波材料吸收峰、最大反射损失的理论计算值．
图２给出了不同厚度吸波材料的吸波性能数值模拟

ｒｉＥ ｒｉ

２／１ ｒｉ—Ｊ／１
２

表１所示的是匹配厚度分别为６、７、８、９、１０

ｒｉ

ｒｉ—Ｊｅ打

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匹配厚度的增大，反射
损失峰向低频方向偏移，同时反射损失小于一１０

ｄＢ

时的频宽变小．图３给出了不同厚度单层镀钴碳纳

，Ｅ（２，１８）

米管（吸波材料）的反射损失实验测试结果．随着厚

１≤ｉ≤押

度的变化，镀钴碳纳米管的最大反射损失峰逐渐增

２模拟计算方法

大，最大反射损失频率随着厚度的增大向低频偏移．
因此，实验测试结果与模型计算结果基本一致．从图

根据上述模型，可以求解多层复合吸波材料达

２与图３结果的对比可以发现，材料厚度的增加使

到最佳吸波性能时的材料组合方案．每一层吸波材

吸波材料的最大反射损失增大，使最大反射损失峰

料都有６个独立变量，即相对介电常数的实部￡，７与

向低频偏移，并使ＲＬ＜一１０ｄＢ的频宽变窄．对于单

虚部￡，“，相对磁导率的实部卢，７与虚部卢，”，吸波层
厚度ｄ以及入射电磁波频率厂．根据公式（８），依次

层吸波材料，实验结果与模型结果十分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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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图二不同厚度吸波材料吸波性能的数值模拟结果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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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不ｌ司厚度吸波材料吸波性能的实验测试结果
Ｆｉｇ．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ｉｔｈ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双层吸波材料的第一层（面层，ｄ＝３．０ ｍｍ）含

氧树脂，第二层（夹心层，ｄ＝１．０ ｍｍ）是含５％（质
量分数）碳纳米管和９５％树脂的吸波层，第三层（底

４０％（质量分数）羰基铁粉和６０％环氧树脂，第二层

层，ｄ＝１．０ ｍｍ）是含５５％（质量分数）环氧树脂和

（底层，ｄ＝１．０ ｉＴｌｒｎ）含５％碳纳米管和９５％环氧树

４５％碳纳米管的吸波层．根据模型得到的反射率计

脂．吸波材料的模型模拟验证结果和实验测试结果

算值和实测值如图５斤斤示．

３．２双层吸波材料

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根据模型计算结果吸收带
宽、吸收峰值及其对应频率、吸波性能与频率的变化
关系，与实验结果一致．同时，双层吸波材料在ＲＬ
＜一１０ｄＢ的频宽比单层吸波材料的大，其吸波频率
范围比各单层吸波材料拓宽了１２５ Ｊ．单层吸波材料羰
基铁粉和碳纳米管在不同频率有吸收峰和吸波频
宽，双层复合后两种吸波材料的电损和磁损性能因
电阻抗和磁阻抗的叠加和相互影响使得吸波性能发
生变化．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之间存在微小偏差，其
图５三层吸波材料的模拟与实测反射率曲线

原因可能是由于电磁参数测量误差或者制备过程中

Ｆｉｇ．５

产生的结构参数（如各层的厚度、吸波剂含量，材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表面平整度等）不同而导致．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从图５可见，宽频段三层结构吸波复合材料在
２～１８

ＧＨｚ的雷达频率范围内，低于一５ ｄＢ的频宽

达１５．０ ＧＩ－Ｉｚ，在Ｃ波段（４．６ ＧＨｚ）和Ｋｕ波段（１４．２

ＧＨｚ）出现了两个吸收峰，峰值分别为一１３．９５ ｄＢ和
一１５．６６

ｄＢ．其原因是，羰基铁做纳米管厮氧树脂

复合后，各层材料间的结构发生改变，复合材料的电
阻抗、磁阻抗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引起吸收
峰偏移【２５ Ｊ．宽频段羰基铁粉做纳米管厮氧树脂三

层结构吸波复合材料在２～１８ ＧＨｚ的扫频范围内，
图４双层吸波材料的模拟与实测反射率曲线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ｌａｙ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３．３三层吸波材料

复合材料的反射率在２．４０～１８．００ ＧＨｚ范围内均
低于一５ ｄＢ，频宽达１５．６０ ＧＨｚ．其中在４．３２

ＧＨｚ

（Ｃ波段）和１２．２０ ＧＨｚ（Ｋｕ波段）出现了两个吸收

峰，峰值分别为一１１．０８ ｄＢ和一１０．７１ ｄＢ．对比图５

吸波材料共有三层，第一层（面层，ｄ＝２．０

中的两个曲线可以看出，模型计算的结果与实测结

ｍｒｎ）是含４０％（质量分数）羰基铁粉和６０％环氧环

果具有一致性．与双层吸波材料性能相比，三层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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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出现了两个吸收峰，吸收频宽也大大增加．单层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吸波材料具有不同的磁损和电损参数及性质，复合

ｎｅｓｅ）

时环氧树脂的加入使材料结构的改变而引起电阻抗

［３］Ｚｈ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０，２５（６）：５３—５７．（ｉｎ

和磁阻抗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吸收电磁波的频率和
强度也改变，其磁损和电损性质相互叠加并相互影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ｂｙ

与实测结果之间的误差的主要来源是电磁参数测量
误差、实验制备过程中结构参数引起的．

Ｃｈｉ—

Ｈ，Ｚｈａｎｇ Ｌ，Ｚｈａｎｇ Ｌ，ｅｔ ａ１．Ｅｌｅｃｔｎｍｍｇｎｅｔ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响，形成新的磁损和电损性质１２５Ｊ．模型计算的结果

９９

Ｓｎ．－ｆｉｌｌｅｄ ｍｕｌｔｉ．－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ｔｕｂｅｓ

ｐｙｒｏｌｙｚｉｎｇ［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６４

（３）：２２７—２３０．
［４］ＡＩｂａ Ｊ，Ｒａｍｉｓ Ｊ，Ａｒｅｎａｓ Ｊ

Ｐ．Ａｎ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ｆｉｂｒ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ｂｒｏｕｓ ｓｏｕｎｄ ａｂ—

ｓｏｒｂｉｎｇｍａｔｅｆｉａｌｓ［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ｌ，３６（３）：

５６１—５７４．

４结论

［５］缪晨，娄国伟，李兴国．３ ｎ＇Ｌｒｎ涂层隐身材料的天线温度

１）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测定结果一致，其中

模型［Ｊ］．红外与毫米波学报，２００４，２３（３）：２２１—２２４．

吸波材料的厚度对多层结构吸波材料的最大吸收反

ＭＩＡＯ

射率和频宽影响显著．

ａｔｕｒｅ

２）单层吸波材料随着匹配厚度的增大，其反射
损失峰向低频方向偏移；双层吸波材料的吸波频率
范围比单层吸波材料的宽；三层吸波材料的吸波频

宽进一步增大，且在Ｃ波段和Ｋｕ波段有最大反射
损失吸收峰。优化设计复合后，多层吸波材料中各单
层吸波材料的优异性能得以有效合理叠加．

Ｃｈｅｎ，∞Ｕ Ｇｕｏｗｅｉ。ＬＩ Ｘｉｎｇｇｎｏ．Ａｎｔｅｎｎａ ｔｅｍｐ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３ｍｍ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ｓｔｅａｌｔｈ

面处的反射和透射、反射波与入射波的叠加，以及不
同层间的反射波与透射波的叠加均对多层吸波材料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 Ｗａｖｅ，２００４，２３（３）：２２１—２２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 Ｈ，Ｃａｏ Ｍ Ｓ．Ｓｔｒｏｎｇ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６］Ｐｅ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ｂｅｒ ｆａｂｒｉｃ ｒａｄａｒ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０４，２５（５）：３７９—
３８４．
Ｒ Ａ．Ｓｔｅａｌｔｈ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

［７］Ｓｔｏｎｉｅｒ

３）吸波材料的电、磁损耗，电磁波在各层材料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ａｒｌｌ

ｔｈｅ Ｇｕｌｆ，Ｐａｒｔ

ｔｏ

Ｉ［Ｊ］．ＳＡＭ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１，

２７（４）：９—１７．
［８］Ｓｔｏｎｉｅｒ

Ｒ Ａ．Ｓｔｅａｌｔｈ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Ｉ］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ｌｆ，ＰａｒｔⅡ［Ｊ］．ＳＡＭ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１，

的吸波性能产生一定作用和影响．

４）多层吸波材料具有各单层吸波材料在电损和
磁损相互叠加和相互作用的复合性能，增加了复合
材料的吸收频宽和吸收峰的数目，拓展了吸波材料

２７（５）：９—１８．
［９］王翠平，娄明连．双层结构磁介质电波吸收材料的研究
［Ｊ］．安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２９（１）：４０—４３．
ＷＡＮＧ

的使用频带范围．
５）以最大反射损失为目标的多层结构吸波材料
模型，可以用于优化设计多层吸波材料结构和性能
预测，适应于各层材料性质均匀的复合材料．今后，
我们将对各层吸波材料不均匀分布和层间效应的影
响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Ｃｕｉｐｉｎｇ，ＬＯＵ 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ｅｄｉｕｍｓ ＥＭ ｗａｖ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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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９（１）：４０—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Ｍｅｓｈｒａｍ

Ｍ Ｒ，Ａｇｒａｗａｌ Ｎ Ｋ，Ｓｉｎｈａ Ｂ．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ｔｙｐｅ ｂａｒｉｕｍ 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 ｆｅｒｒｉ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ｗｉｄｅ ｂａｎｄ ｍｉ—

ｃｒｏｗａｖｅ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Ｊ］．Ｊ Ｍａｇｎ Ｍａｔｅｒ，２００４，２７１：２０７—
２１４．

［１１］陈兴，李相银，徐林华．遗传算法设计多层微波吸收材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王军，陈革，王应德，等．具有雷达吸波功能的碳化硅纤

料的结构［Ｊ］．物理与工程，２００８，１８（２）：２４—２７．

维的制备［ｊ］．材料研究学报，２０００，１４（４）：３６３—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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