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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传统自适应积分方法近场填充耗时长，迭代求解收敛慢的问题，利用三角形循环策略

联合双重间距检测机制来加快近场矩阵的填充。 这种方法将近场填充和矫正分离为 ２ 个不同的阶

段，同时在 ２ 个阶段之间，利用不完全 ＬＵ 分解法对未矫正的近场稀疏矩阵进行预处理，改善阻抗矩阵

的病态特性。 仿真结果表明，在给定的精度下，采用三角形循环策略可以将填充效率提升至原来的 ２
倍，并且经过不完全 ＬＵ 预处理，其迭代收敛速率最多可以提高 ２０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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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量法［１］是一种精确的数值算法，广泛应用于

分析天线、舰船、飞行器以及卫星的电磁性能。 一般

而言，对于未知数为 Ｎ 的问题，矩量法需要的存储

量为 Ｏ（Ｎ２），利用直接法和迭代法求解阻抗矩阵的

计算复杂度分别为 Ｏ（Ｎ３）和 Ｏ（Ｎ２）。 因此随着待

求目标电尺寸的增加，其存储量和计算量将会迅速

增长，导致求解效率降低，甚至无法求解。 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基于矩量法

的快速算法，如多层快速多极子［２］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ｆａｓｔ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ＬＦＭＡ）， ＩＥ⁃ＦＦＴ［３］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ｓｔ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以及自适应积分

法［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ＡＩＭ）等。 在这些算

法中，ＡＩＭ 基于等效近似源原理，不仅精度高并且

不受目标形状限制。 与矩量法相比，利用辅助基函

数和格林函数的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 特性，ＡＩＭ 的内存需求量

和计算复杂度分别为 Ｏ（Ｎ１．５） 和 Ｏ（Ｎ１．５ ｌｏｇＮ）。
许多改良算法的出现扩大了 ＡＩＭ 的适用范围，

如利用高阶基函数来提高 ＡＩＭ 的精度［５⁃７］，利用

ＡＩＭ 分析分层媒质结构［８］、腔体结构［９］ 以及分区域

ＡＩＭ［１０］来加快迭代求解效率等。 然而在实际应用

中，如计算导弹，舰艇，无人机等雷达散射截面

（ｒａｄａｒ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ＣＳ），随着未知数越来越多，所
有基于 ＡＩＭ 的快速算法本质上都会存在 ２ 个难题：
①近场矩阵填充耗时较长，虽然主因是电大尺寸目

标近场元素较多，但是多次重复计算的双重三角积

分加剧了这一影响；②迭代求解时间更长。 由于电

场积分方程属于第一类弗雷德霍姆方程，其特征值

的谱聚特性较差，因此，使用迭代法求解这样的大型

线性方程组时，常常会出现慢收敛和不收敛的情况。
针对上述 ２ 个问题，本文在保持精度不变的情

况下，分别采用三角形循环策略和不完全 ＬＵ（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Ｕ，ＩＬＵ）预处理来减少近场填充时间并加

快迭代收敛速度。

１　 算法原理

１．１　 三角形循环策略

以 ＲＷＧ［１１］为基函数和检验函数填充阻抗矩阵

时，一个阻抗元素需要计算 ４ 次二重三角积分，即
Ｚｍｎ ＝ Ｚ ＋ ＋

ｍｎ ＋ Ｚ ＋ －
ｍｎ ＋ Ｚ － ＋

ｍｎ ＋ Ｚ － －
ｍｎ （１）

式中， Ｚ ± ±
ｍｎ 代表场源三角形 Ｔ ±

ｍ 和 Ｔ ±
ｎ 的相互作用。

若采用边边循环的方式计算阻抗元素，当三角形个

数为 Ｎｔ，公共边 Ｎ ≈ １．５Ｎｔ，填充整个阻抗矩阵需要

计算 ４Ｎ２ ≈ ９Ｎ２
ｔ 次二重三角积分。 很明显，每对三

角形被重复计算了多次，这严重降低了填充阻抗矩

阵的效率。
针对这一问题，文献［１２］ 改变循环参量为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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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先将双重积分的公共部分提取出来，然后再乘以

相应的公共边系数，从而消除重复积分。 以电场积

分方程为例，考虑 ２ 个三角形 Ｐ 和 Ｑ，边 ｍ 和 ｎ 的部

分互阻抗可以表示为

Ｚｍｎ ＝
ｊｋηｌｍ ｌｎ
４ＡＰＡＱ

［Ｍ１ － ｒｍ·Ｍ２ － ｒｎ·Ｍ３ ＋

　 ｒｍ·ｒｎＭ３ －
４Ｍ４

ｋ２ ］

Ｍ１ ＝ ∬ｒ·ｒ′Ｇ（ｒ，ｒ′）ｄＳ′ｄＳ

Ｍ２ ＝ ∬ｒ′Ｇ（ｒ，ｒ′）ｄＳ′ｄＳ
Ｍ３ ＝ ∬ｒＧ（ｒ，ｒ′）ｄＳ′ｄＳ
Ｍ４ ＝ ∬Ｇ（ｒ，ｒ′）ｄＳ′ｄＳ （２）

式中， ｋ ＝ ω με 为传播常数，η ＝ μ ／ ε 代表本征阻

抗，ω 为角频率，μ 和 ε 分别为磁导率和介电常数，
Ｇ（ｒ，ｒ′） 为自由空间格林函数，ＡＰ 和 ＡＱ 分别为三角

形 Ｐ和Ｑ的面积。 式中，Ｍ１，Ｍ２，Ｍ３，Ｍ４ 表示核心积

分，它们不包含公共边信息，仅需计算 １次。 而 ｌｍ，ｌｎ
和 ｒｍ，ｒｎ 分别为边 ｍ，ｎ 的边长和相应的自由顶点位

矢，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公共边信息。 通过选取不同

的ｍ和 ｎ组合（最多９种），在１次二重三角形积分中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互阻抗部分信息。
１．２　 ＡＩＭ 近场矩阵填充加速

自适应积分法是一种基于矩量法的快速算法，
它将满秩的阻抗矩阵根据近场门限 ｄｎｅａｒ划分为近场

和远场 ２ 个部分

Ｚ ＝ Ｚｎｅａｒ ＋ Ｚ ｆａｒ （３）
Ｚｎｅａｒ ＝ ＺＭｏＭ － ＺＡＩＭ （４）

式中， Ｚｎｅａｒ 和 Ｚ ｆａｒ 分别表示近场稀疏矩阵和远场压

缩矩阵，ＺＭｏＭ 表示准确的近场矩阵并使用边边循环

方式填充，而 ＺＡＩＭ 表示由离散格点产生的不准确近

场矩阵。 由于 ＺＭｏＭ 并非完整的阻抗矩阵，只涉及部

分三角形对，直接用三角形填充策略代替原有方式

进行填充，无法确保（１） 式中的 ４ 个积分项都被计

算，从而导致错误的近场阻抗元素。 如图 １ 所示，考
虑位于近远区边界处的一对基函数 ｆｍ 和 ｆｎ。 根据它

们公共边的距离，这对基函数所形成的阻抗元素

Ｚｍｎ 属于近区。 然而，如果直接将近场门限 ｄｎｅａｒ 用于

区分三角形近远区的归属。 则 Ｚ ＋ ＋
ｍｎ 和 Ｚ － ＋

ｍｎ 属于近

区，会被计算，而 Ｚ － －
ｍｎ 和 Ｚ ＋ －

ｍｎ 则属于远区，不会被计

算。 结果，当循环完所有三角形后，由于缺失部分积

分，阻抗元素 Ｚｍｎ 的值显然是错误的。

图 １　 位于近远区交界处的 １ 对基函数 ｆｍ，ｆｎ

为了能够使用三角形循环策略加快 ＺＭｏＭ 的填

充速率，本节采用了一种双重间距检测方法来克服

上述问题。 该方法的原理是先根据三角形之间的距

离，筛选出可能要计算积分的三角形对，其次再根据

边边的距离，标记出要计算的边边组合，最后根据标

记的组合数量分情况计算阻抗元素。 由于不能使用

近场门限 ｄｎｅａｒ 来划分三角形，因此本文引入三角形

近场门限 ｔｎｅａｒ ＞ ｄｎｅａｒ。 从图 １ 可以看出位于边界附

近的三角形的间距略大于近场门限，其增加程度一

般不会大于三角形边长。 ｔｎｅａｒ 的取值只需要稍大于

ｄｎｅａｒ 不宜取得过大，否则会增加第二次间距检测的

计算量，经过数值实验，ｔｎｅａｒ 取值范围应为 １．２ｄｎｅａｒ ～
１．５ｄｎｅａｒ，本文中 ｔｎｅａｒ 取值为 １．３ｄｎｅａｒ。

算法整体流程如图 ２ 所示，在外层循环中先计

算每个三角形的 ６ 个自耦项，然后进入内层循环，检
测 ２ 个三角形的间距是否大于 ｔｎｅａｒ。 只有小于三角

形近场门限的三角形对，会进行第二次距离检测，即
判断 ２ 个三角形各 ３ 条边，共 ９ 种组合的间距，并标

记间距 ｄ 小于 ｄｎｅａｒ 的边边组合。 最后根据标记的数

量 ｋ 来分情况计算被标记的阻抗元素：
１） 当 ｋ ＝ ０时表示没有任何元素被标记，因此直

接进行下一次循环；
２） 当 ｋ ＜ ４时，由于（２） 式至少要计算４次公共

积分项，因此应该使用传统填充方式来计算 ｋ 次

积分；
３） 当 ｋ≥４时，使用（２） 式来加速计算被标记的

阻抗元素。
联合双重间距检测的三角形填充策略不仅简单

而且高效。 首先，它能够准确地定位所有属于近区

的阻抗元素，确保计算的正确性。 其次，它的计算量

要远小于计算双重积分。 最后，它采用先标记后计

算的策略，根据标记的数量，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最大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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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近区阻抗矩阵 ＺＭｏＭ 填充流程图

限度地发挥了三角形循环策略的高效优势。
１．３　 近场矫正与预处理

采用三角形循环策略填充 ＺＭｏＭ 时，完整的阻抗

值必须等待循环完所有的近区三角形对才能得到，
这表明矫正步骤必须从填充循环中分离。 此时对于

ＺＭｏＭ 中的每一个元素，可以用（５）式进行矫正

εｍｎ ＝
ＺＭｏＭ

ｍｎ － ∑
ｕ ＝ ｘ，ｙ，ｚ，ｄ

［Λｕ］ｍ［Ｇｍｎ］［Λｕ］ Ｔ
ｎ

｜ ＺＭｏＭ
ｍｎ ｜

Ｚｎｅａｒ
ｍｎ ＝

ＺＭｏＭ
ｍｎ － ∑

ｕ ＝ ｘ，ｙ，ｚ，ｄ
［Λｕ］ｍ［Ｇｍｎ］［Λｕ］ Ｔ

ｎ 　 εｍｎ ＞ ε

０　 　 　 　 　 　 ｏｔｈｅｒｓ
{

（５）
式中： ε 为给定的误差限；Λ 为展开系数矩阵；Ｇ 代

表格林函数矩阵；ＺＭｏＭ
ｍｎ 表示基函数 ｆｍ 和 ｆｎ 间正确的

互阻抗。 （５） 式表明，当近似公式与传统矩量法计

算的互阻抗大于给定的误差限 ε 时，才需要保存该

阻抗元素的矫正值。 因此，Ｚｎｅａｒ 的非零值要少于

ＺＭｏＭ，而近场矫正的计算量却并没有增加。
为了提高迭代求解时的收敛速度，通常会从阻

抗矩阵 Ｚ中提取预处理矩阵Ｍ≈ Ｚ －１ 来改善矩阵病

态特性。 即原始方程组 ＺＩ ＝ Ｖ 变为

（ＭＺ）Ｉ ＝ ＭＶ （６）
式中， Ｖ 代表右端激励项。 但是在 ＡＩＭ 中，阻抗矩

阵被拆分为远近两部分，Ｚ ｆａｒ 只在迭代时以矩阵相乘

的形式隐式存在，Ｚｎｅａｒ 经过了矫正，无法提供正确的

原始阻抗值。 而临时的近场矩阵ＺＭｏＭ 则可以作为Ｚ
的近似替代用于提取预处理矩阵 Ｍ ≈ ［ＺＭｏＭ］ －１。

由于 ＺＭｏＭ 为大型稀疏矩阵，为了保持稀疏特

性，因此适合采用 ＩＬＵ 来获得预处理矩阵 Ｍ。 本质

上讲，在 ＩＬＵ中，稀疏矩阵 Ｌ和Ｕ可以最大限度地近

似 ＺＭｏＭ ≈ ＬＵ ，其具体步骤可以参考文献［１３］，本
文采用 Ｅｉｇｅｎ３ 库中的 ＩＬＵ 函数来实现矩阵预处理。
此时，（６）式左边的矩阵与向量相乘可以表示为

Ｖ′ ＝ ＭＩ′ ＝ ［ＺＭｏＭ］ －１Ｉ′ （７）
式中

Ｉ′ ＝ ＺＩ ＝ ＺｎｅａｒＩ ＋ Ｚ ｆａｒＩ ＝

　 ＺｎｅａｒＩ ＋ ∑ΛＩＦＦＴ［Ｇ  ＦＦＴ（ΛＴＩ）］ （８）

式中， Ｇ 为经过 ＦＦＴ 的格林函数矩阵，Ｚ ｆａｒ 与 Ｉ 的相

乘可以使用 ＦＦＴ 和 ＩＦＦＴ 来加快计算。 得到 Ｉ′ 后，
（７） 式中的Ｖ′则可以利用ＺＭｏＭ ≈ＬＵ来求解ＺＭｏＭＶ′
＝ Ｉ′ 得到。

综上所述，算法的整体计算流程如下：
１） 读取 ＲＷＧ 基函数数据，计算 Λ 和 Ｇ；
２） 利用 １．２ 节的方法填充 ＺＭｏＭ；
３） 对ＺＭｏＭ 使用 ＩＬＵ分解，得到稀疏矩阵Ｌ和Ｕ；
４） 对 ＺＭｏＭ 中的每一个元素使用（５） 式来矫正，

最终得到 Ｚｎｅａｒ；
５） 使用迭代法求解方程组（６），其中矩阵与向

量相乘通过（７） 式和（８） 式来加速；
６） 计算散射体的散射场。

２　 仿真与分析

实验仿真平台为 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 ｉ７ ４７９０ ３．６ＧＨｚ ＰＣ
机，选取金属球，圆锥，面包圈形和平板作为算例，计
算其双站 ＲＣＳ 来验证精度，通过与 ＡＩＭ 对比近场计

算时间和迭代收敛速度来验证本文方法的高效性。
除非特殊说明，所有算例的激励为沿－ｚ 轴 ｘ 方向线

极化的平面波，ＡＩＭ 的近场门限 ｄｎｅａｒ ＝ ０．３λ，三角形

近场门限 ｔｎｅａｒ ＝ １．３ｄｎｅａｒ，给定近场误差限为 ε ＝ ０．０１，
迭代收敛条件为相对误差小于 １０－４，格点间距为

０．０５λ。
２．１　 算法精度验证

第一个算例是球心位于原点，半径 ｒ ＝ ３．６λ 的

金属球，用边长约为 λ ／ １２ 的三角形剖分球面，其未

知量为 ９７ ３５３。 图 ３ 给出了利用本文方法得到的金

属球俯仰面双站 ＲＣＳ，并与解析解进行对比。 结果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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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本文的算法具有良好的精度。 此外，对于这种

电大尺寸的问题，如果采用传统矩量法，则需要消耗

约 １４１ ＧＢ 内存，而本文使用快速算法仅需０．７３ ＧＢ。

图 ３　 半径 ｒ＝ ３．６λ 金属球在 φ＝ ０ 平面双站 ＲＣＳ 对比图

第二个算例是底面圆心位于原点的金属圆锥，
其底面半径 ｒ＝ ２λ，高 ｈ＝ ４λ，模型示意图见图 ４。 经

过剖分，在其表面共建立 ２４ ５９１ 个 ＲＷＧ 基函数。
如图 ４ 所示，对于非球形的三维问题，本文的算法也

与传统 ＡＩＭ 计算结果相一致。

图 ４　 圆锥俯仰面双站 ＲＣＳ 对比图

第三个算例是一个位于 ｘｏｙ 平面截面为椭圆的

面包圈形，内外径分别为 ５．４λ 和 ６．６λ。 椭圆短轴

ａ＝ ０．３λ沿 ｚ 轴，长轴 ｂ ＝ ０．６λ 位于 ｘｏｙ 面。 剖分后

未知量为 ５１ ５８２，从图 ５ 可看出，对于这种扁平目

标，本文的快速方法仍然与 ＡＩＭ 能保持一致的

结果。

图 ５　 截面为椭圆的面包圈形俯仰面双站 ＲＣＳ 对比图

第四个算例是边长 ｌ ＝ １０λ 的金属方形平板，平
板位于 ｘｏｙ 面且忽略厚度，未知量为３０ ０１３。 与前 ３
个算例不同，入射平面波为斜入射，其角度为（θ，φ）
＝ （π ／ ４，０），模型示意图如图 ６ 所示。 从图 ６ 可以

看出，在 φ ＝ ０ 平面，最大散射方向为 θ ＝ －π ／ ４，与
入射波以平板法线相对称，这体现了电大尺寸的方

形平板的光学偏转特性。 而在 φ ＝ π ／ ２ 平面，双站

ＲＣＳ 最大辐射方向沿平板法线方向，并且呈现出对

称特性。 以上计算结果均与方形金属平板的特性相

一致，从而验证了本文方法的精确性。

图 ６　 边长 ｌ＝ １０λ 方形金属平板俯仰面双站 ＲＣＳ 对比图

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本文的快速方法能够适

用于不同形状的目标散射问题，计算结果与解析解

和传统 ＡＩＭ 相符。
２．２　 近场填充性能分析

图 ７ 对比了采用三角形循环策略和边边循环策

略时，４ 个算例填充近场矩阵的计算时间。 由于传

统 ＡＩＭ 的填充和矫正步骤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位于

柱形图上方的时间仅代表填充和矫正的总时间，并
不包括计算 ＩＬＵ 预处理的时间。 从图 ７ 中可以得

出，近区填充时间与近区元素个数成正比，虽然平板

的未知数个数大于圆锥，但其近区填充时间反而小

于圆锥。 此外，４ 个算例都表明，三角形循环策略可

以将填充速率提升至接近 ２ 倍。

图 ７　 近区矩阵计算时间对比图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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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式可知，三角形循环策略中的公共积

分共有 ４ 项，而边边循环策略中，每对三角形至多会

被计算 ９ 次积分，因此从计算量上讲，填充速率最多

提升至 ２．２５ 倍。 以上填充过程和分析，都是充分利

用了阻抗矩阵对称性的前提下，仅计算上三角阻抗

矩阵，并没有使用任何并行计算等加速手段。
本文采用的双重间距检测机制，能够最大限度

的发挥三角形循环策略的优势，使其提升速率接近

理论值。
２．３　 迭代求解收敛性分析

图 ８ 对比了 ４ 个算例在使用预处理前后的迭代

收敛次数。 从图中可以清晰看出，使用 ＩＬＵ 预处理

后，４ 个算例的迭代收敛速率全部得到不同程度提

升。 结合表 １ 可知，方形平板效果最好，经过预处

理，其收敛速率提升至原来的 ２０ 倍，圆锥得到了

１４ 倍的性能提升，最差的面包圈形也得到了 １．７６ 倍

的提升。 收敛速率提升的差异主要与模型的外形和

大小有关，方形平板的阻抗矩阵元素排列规则，经过

ＩＬＵ 预处理后，阻抗矩阵表现出显著的近对角占优

特性，原本分散的矩阵特征值呈现出较好的谱聚特

性，从而改善了矩阵的病态性。 而对于面包圈，经过

ＩＬＵ 处理后，因为矩阵的特征值谱聚特性提升较小，
所以其收敛速率的提升比方形平板要小。 此外，
ＩＬＵ 预处理只与近场稀疏矩阵相关，因此可以适用

于任意形状的目标散射体。

图 ８　 ＩＬＵ 预处理和没有预处理迭代次数对比图

表 １　 使用预处理前后迭代时间对比

算例 未知数

求解时间 ／ ｓ
使用 ＩＬＵ
预处理

不使用

预处理

加速比

圆锥 ２４ ５９１ １５７．７１ ２ ２１９．９３ １４．１３
平板 ３０ ０１３ ７．８７ １６１．５３ ２０．４５

面包圈 ５１ ５８２ １ ０８７．１２ １ ６２９．２５ １．７６
金属球 ９７ ３５３ ３ ０４３．１４ １５ ９２６．４３ ５．７５

从表 １ 还可以看到，随着未知数个数的增多，迭
代求解时间呈几何级增长。 对于电大尺寸目标的散

射问题，使用 ＩＬＵ 预处理后，在迭代求解时，可以节

省许多宝贵的时间。

３　 结　 论

本文利用三角形循环策略来提升 ＡＩＭ 近场矩

阵的填充速率。 该方法将填充和矫正 ２ 个步骤分

离，采用双重间距检测机制来确保填充时近场元素

的正确性。 随后，对未校验的近场矩阵进行 ＩＬＵ 分

解以提取预处理矩阵。 最后完成近场矩阵的矫正并

使用迭代法求解。 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适用于分

析任意形状的目标散射问题，并且在不影响精度的

前提下，将近场矩阵的填充速率提升至原来的 ２ 倍，
接近于理论提升上限，其中双重间距检测机制所占

用的计算资源可以忽略不计。 在使用 ＩＬＵ 预处理

后，其迭代收敛性也可以得到显著提升。 但是，如果

剖分单元大小相差过大，ｔｎｅａｒ需要谨慎选取，过大的

ｔｎｅａｒ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近场填充速率。 此外，使用

ＩＬＵ 预处理需要额外的内存和计算量。 因此，当 Ｎ
非常大时，必须在内存消耗和迭代速率间进行折衷

选择。
总体上讲，本文的方法简单高效，适应性好，对

电大尺寸目标 ＲＣＳ 缩减，隐身性能评估，目标电磁

散射特性快速分析等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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