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
Ｖｏｌ．４０

２０２２
Ｎｏ．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５１ ／ ｊｎｗｐｕ ／ ２０２２４０２０３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２７
作者简介：周韬（１９９３—），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程师，主要从事飞行器设计研究。 ｅ⁃ｍａｉｌ：ｊｏｙ－ ７７＠ １６３．ｃｏｍ

战斗机座舱次强散射源雷达隐身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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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座舱是战斗机主要电磁散射源，实现座舱雷达隐身是隐身战斗机研制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之

一。 战斗机座舱散射主要包括座舱内腔体散射（强散射源）以及座舱局部结构散射（次强散射源），其
中腔体散射目前主要通过透明件镀膜及低ＲＣＳ 外形设计来进行控制，但要达到更高的隐身要求，必须

对座舱次强散射源的雷达散射截面进行减缩控制（ＲＣＳＲ）设计。 以隐身战斗机的棱边结构和螺栓排

列结构（座舱典型次强散射源）为研究目标，分析其散射机理，并结合多层快速多极子方法（ＭＬＦＭＭ）
及微波暗室ＲＣＳ 试验对主要散射源的散射强度进行了评估。 进一步运用外形、材料等雷达隐身技术，
提出了锯齿结构设计及吸波结构材料应用等针对座舱结构次强散射源的减缩控制措施。 经仿真和试

验验证，所提出的减缩控制措施有效解决了座舱结构次强散射源的散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座舱雷达

隐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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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身战斗机实质上是指具有低可探测性的战斗

机，其标志性特点之一是拥有低雷达散射截面

（ｒａｄａｒ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ＣＳ）。 国外对雷达波吸收的研

究时间较长，最早的吸波结构—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 屏、Ｊａｕｍａ⁃
ｎｎ 屏［１⁃２］，最早的超材料概念—“左手材料” ［３］都是

雷达吸波材料研制历史中的里程碑。 后来随着导电

高分子材料、纳米复合材料、电磁超材料等各种新材

料的问世，国外又相继提出有源对消、智能蒙皮等全

新概念，给雷达隐身技术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发展方

向［４⁃１０］。 国外关于雷达隐身技术在战斗机上应用的

相关文献公开较少，Ｆ３５ 和 Ｆ２２ 隐身战斗机座舱主

要利用透明件表面镀膜及金属蒙皮表面涂敷吸波涂

料的方式提升雷达隐身性能。 国内战斗机雷达隐身

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的发展很迅速。 桑建

华等［１１⁃１２］通过理论分析及 ＲＣＳ 试验，初步研究了飞

行器表面缝隙、台阶等弱散射源，并提出了初步控制

方法。 梁爽等［１３］ 采用外形逆向建模、理论计算和

ＲＣＳ 测量、强散射源减缩控制相结合的高精度、快
速方法，对隐身飞行器的隐身特性进行了分析。 座

舱作为战斗机主要散射源之一，其内部结构中包括

许多次强散射源，目前对于座舱次强散射源的研究

尚少。 本文以战斗机座舱结构典型次强散射源为研

究对象，结合 ＲＣＳ 仿真软件及微波暗室 ＲＣＳ 试验，
研究座舱结构次强散射源的雷达散射截面减缩控制

（ＲＣＳＲ）设计。

１　 概　 述

雷达隐身作为新一代战斗机的标志性特征，越
来越受到各国航空研究机构的重视。 根据统计，雷
达对飞行器的威胁占 ６０％以上，尤其是 Ｌ、Ｓ、Ｘ 波段

的雷达数目最多，其中以 Ｘ 波段为主［１４］。
座舱盖作为战斗机关键结构，主要功能是为飞

行员提供清晰的视野，并提供保护免受外部环境及

其他威胁，同时提供飞行员地面进出座舱和应急弹

射救生通道［１５⁃１６］。 但由于座舱盖透明件的透波性

以及座舱内的复杂结构与诸多飞行设备，使得座舱

成为战斗机三大散射源之一，其对机头方向的 ＲＣＳ
贡献达到了 １０％～ １５％左右［１７］。 因此，座舱雷达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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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综合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战斗机座舱雷达隐身技术主要包括外形隐

身技术和材料隐身技术。 外形隐身技术作为雷达隐

身技术中最为有效的一种，在战斗机上的应用也最

为广泛，主要体现在座舱整体菱形理论外形设计以

及局部锯齿、尖劈、倾斜角等结构设计。 材料隐身技

术在隐身战斗机上的应用同样广泛，重要程度仅次

于外形隐身，可有效弥补外形隐身技术由于气动力

布局等因素限制而产生的不足，主要分为涂覆型吸

波材料（吸波涂料）与结构型吸波材料。 新一代战

斗机座舱通过低 ＲＣＳ 外形、一体化结构、涂覆隐身

涂料以及透明件镀膜等多种途径，提升座舱结构隐

身性能。 其与传统战斗机座舱对比见图 １～２。

图 １　 传统座舱盖固定风挡 图 ２　 一体化隐身

和活动舱盖结构 座舱盖结构

座舱透明件表面镀制复合隐身膜，可将原本透

波的透明件表面金属化，对座舱腔体散射进行有效

屏蔽，并将其转换为外形散射；同时结合低 ＲＣＳ 菱

形座舱理论外形设计，使其与机身外形融为一体，基
本实现了对座舱腔体强散射源的抑制。 但是，座舱

结构中还存在许多次强散射源，包括局部结构腔体、
结构棱边以及结构缝隙等，这些次强散射源对座舱

整体 ＲＣＳ 的综合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２　 座舱棱边结构次强散射源
当雷达波入射到结构棱边时，会产生边缘绕射

（见图 ３），是一种较强的散射源。 在进行座舱结构

雷达隐身设计时，对暴露在雷达波照射范围内的棱

边结构通常需要进行局部锯齿化处理，抑制边缘

绕射。

图 ３　 边缘绕射现象

２．１　 棱边散射源评估

在座舱雷达隐身设计过程中，为快速迭代优化

和降低成本，需要采用 ＲＣＳ 仿真预估和分析目标散

射特性［１８⁃１９］，本文利用 ＦＥＫＯ 计算软件对目标 ＲＣＳ
进行仿真评估。

为有效评估棱边散射源，建立了座舱典型蒙皮

棱边结构散射仿真模型（见图 ４），图中蒙皮结构安

装于透明件外表面，处于头向雷达入射波的照射范

围内。 该蒙皮结构的安装采用超大后倾角，很大程

度抑制了两侧棱边的边缘绕射。 经初步理论分析，
在蒙皮弧顶部分近平直段的棱边仍会产生较强的绕

射回波，并会在透明件金属膜表面产生二次散射回

波，形成次强散射源（模型中载体是由透明件外形

调整而来）。

图 ４　 蒙皮棱边结构散射源

为评估蒙皮棱边散射强度，并探究弧顶平直段

是否为主要贡献源，为后续隐身优化提供数据基础，
设计了如表 １ 所示的仿真工况进行分析。

表 １　 棱边散射源评估仿真工况

工况编号 工况说明

Ｃ 单载体外形仿真

Ｌ 载体＋全尺寸蒙皮，评估耦合散射强度

Ｌ⁃１００ 截取弧顶处弧长 １００ ｍｍ 蒙皮（左右对称）

Ｌ⁃２００ 截取弧顶处弧长 ２００ ｍｍ 蒙皮（左右对称）

Ｌ⁃４００ 截取弧顶处弧长 ４００ ｍｍ 蒙皮（左右对称）

Ｌ⁃６００ 截取弧顶处弧长 ６００ ｍｍ 蒙皮（左右对称）

运用多层快速多极子方法（ＭＬＦＭＭ）对上述工

况进行 ＲＣＳ 仿真计算。 发射源选择典型频率下的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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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Ｈ 极化雷达波（该极化形式对棱边更敏感）。 单载

体工况与载体 ／全长蒙皮耦合工况典型 ＲＣＳ 曲线对

比见图 ５；不同弧长的蒙皮典型 ＲＣＳ 曲线对比见图

６；各工况的 ＲＣＳ 均值相对增量统计数据见表 ２。

图 ５　 Ｃ ／ Ｌ ２ 种工况 ＲＣＳ 曲线对比

图 ６　 ５ 种不同弧长工况 ＲＣＳ 曲线对比

图中： θ１，θ２，θ３ 为典型方位角； －ｒ１， －ｒ２， －ｒ３ 为
典型 ＲＣＳ 值，下同。

表 ２　 各工况 ＲＣＳ 均值增量统计（相对工况 Ｃ）

工况编号 ＲＣＳ 均值增量 ／ ｄＢ
Ｌ ＋１２．１６

Ｌ⁃１００ ＋８．３７
Ｌ⁃２００ ＋１０．９２
Ｌ⁃４００ ＋１２．１１
Ｌ⁃６００ ＋１２．１５

从图 ５、表 ２ 对比结果可见，载体头向散射水平

较低，而加上蒙皮结构后由于蒙皮棱边前缘绕射及

其绕射回波与载体外形产生的二次耦合散射导致头

向散射显著增强，其 ＲＣＳ 比单载体结构提高了 １０ ～
２０ ｄＢ（１～２ 个量级）。 从图 ６、表 ２ 对比结果可见，
蒙皮弧顶部分平直段确实为主要散射源，并且散射

强度随着弧段长度增加而增强。 其中弧长４００ ｍｍ

蒙皮（Ｌ⁃４００）与全长蒙皮（Ｌ）散射强度基本一致，且
弧长继续增加对散射影响不大，因此可判断弧长为

４００ ｍｍ 蒙皮段为主要散射贡献源。
２．２　 棱边散射源减缩控制设计

为抑制棱边散射，通常采用增加锯齿结构以及

涂覆吸波涂层的设计。 根据 ２．１ 节中的仿真结果，
在弧顶 ４００ ｍｍ 弧长段棱边（主要散射源）处增加锯

齿结构，共设计了 ３ 种不同锯齿结构形式的蒙皮

（见图 ７）进行仿真对比。 蒙皮棱边散射源的减缩控

制仿真工况见表 ３。

图 ７　 ３ 种不同锯齿形式（齿高 ７０ ｍｍ）

表 ３　 棱边散射源减缩控制仿真工况

工况编号 工况说明

Ｇ０ 蒙皮原始状态

Ｇ１ 蒙皮三锯齿结构

Ｇ２ 蒙皮多锯齿结构

Ｇ３ 蒙皮单锯齿结构

Ｇ４ 蒙皮三锯齿结构＋全表面涂覆吸波涂层

同样选择典型频率下的 ＨＨ 极化雷达波对上述

工况进行仿真。 蒙皮原始状态与不同锯齿结构形式

蒙皮的典型 ＲＣＳ 曲线对比见图 ８。 ＲＣＳ 均值相对增

量统计见表 ４。

图 ８　 ４ 种不同形式蒙皮 ＲＣＳ 曲线对比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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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各工况 ＲＣＳ 均值增量统计（相对工况 Ｇ０）

工况编号 头向增量 ／ ｄＢ 整体增量 ／ ｄＢ
Ｇ１ －１１．０１ ＋０．６２
Ｇ２ ＋４．６９ ＋４．０１
Ｇ３ －１２．９７ －０．０４

从图 ８ 与表 ４ 结果可见，三锯齿与单锯齿蒙皮

对头向 ＲＣＳ 有明显改善，相比原始状态降低了 １１ ～
１３ ｄＢ；但整体 ＲＣＳ 均值与原始状态相当，这是因为

锯齿结构会在特定方位角由于回波干涉而产生栅

瓣，栅瓣数量、强弱会随锯齿变化而变化。 从多锯齿

ＲＣＳ 曲线看出，锯齿并不是越多越好，锯齿数量增

加，产生的栅瓣个数及强度也会随之增加，不利于散

射源的减缩控制。
有研究表明［１］，在 Ｘ 频段，大锯齿 ＲＣＳ 明显低

于小锯齿，锯齿尺寸 Ｌ 与波长 λ 比值越大，锯齿效

果越好。 如果设计空间足够大，理论上单锯齿结构

应该要优于三锯齿结构，因为单锯齿会产生更少的

栅瓣。 但由于结构空间的限制，蒙皮棱边锯齿高度

最大不超过 ７０ ｍｍ，而锯齿跨度需达到 ４００ ｍｍ，此
时单锯齿结构的锯齿底角较小，这会导致入射波在

较小的入射角时就会垂直入射锯齿棱边，从而产生

栅瓣。 从三锯齿与单锯齿的 ＲＣＳ 曲线也不难看出，
虽然二者 ＲＣＳ 量级相当，但单锯齿结构在较小方位

角附近存在较高的栅瓣，其产生就与锯齿底角角度

有关。
对于隐身战斗机而言，通常希望散射源的主瓣

位于头向威胁扇区外；这要求结构锯齿的底角大于

威胁扇区角，并且满足平行设计原则。 综合考虑，此
处结构蒙皮选择三锯齿结构为最优。

三锯齿型蒙皮全表面涂覆吸波涂层后的典型

ＲＣＳ 对比曲线见图 ９，ＲＣＳ 均值相对增量统计见

表 ５。

图 ９　 涂覆吸波涂层前后 ＲＣＳ 曲线对比

表 ５　 涂覆吸波涂层后 ＲＣＳ 均值增量统计（相对工况 Ｇ１）

工况编号 头向增量 ／ ｄＢ 整体增量 ／ ｄＢ

Ｇ４ －１０．６７ －９．４２

由图 ９ 及表 ５ 的结果可见，在三锯齿型蒙皮全

表面涂覆吸波涂料后，其 ＲＣＳ 曲线整体下降，均值

降低约 １０ ｄＢ（１ 个量级），吸波效果明显。
综上，ＲＣＳ 仿真计算结果表明，典型棱边次强

散射源减缩方案效果明显，整体 ＲＣＳ 均值降低超过

１０ ｄＢ，头向 ＲＣＳ 降低超过 ２０ ｄＢ。

３　 座舱螺栓结构次强散射源

螺栓是座舱结构安装必不可少的标准件，大量

的排列螺栓一旦暴露在雷达波照射范围内，将会产

生镜面反射、行波及爬行波绕射，形成较强的散射。
对于复杂结构的雷达隐身设计，仿真计算难以准确

评估，通常需要结合隐身试验对散射源进行评估并

对减缩控制效果进行验证。
３．１　 螺栓散射源分析

为分析螺栓散射源，根据座舱典型螺栓结构研

制了平板摸底试验件（见图 １０），开展螺栓散射评估

的隐身试验。 该典型座舱结构中存在数十个整齐排

列的螺栓形成的次强散射源。

图 １０　 典型平直段摸底试验件

当雷达波入射时，在螺栓孔及螺栓杆等介质不

连续区域会产生回波。 数十个螺栓产生的回波相互

干涉，在叠加增强区会形成较强的栅瓣。
螺栓排列散射计算原理如图 １１ 所示，当雷达波

以入射角 θ 进入结构时，相邻 ２ 个螺栓位置产生的

回波相位差Δ为波长 λ整数倍时，２个回波会相互叠

加增强，从而在方位角 θ 产生栅瓣。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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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Ｄｓｉｎθ ＝ ｎλ （１）

θ ＝ ａｒｃｓｉｎ ｎλ
２Ｄ

（２）

式中： θ为入射方位角；Ｄ为螺栓间距；λ为雷达波波

长；ｎ 为整数。

图 １１　 螺栓排列散射计算原理图

以典型频率 １０ ＧＨｚ 为例，对应的波长 λ 为

３０ ｍｍ；间距 Ｄ 为 ５０ ｍｍ；整数 ｎ 分别取 ０，１，２；将上

述数据代入公式（２）中可计算得到螺栓散射产生栅

瓣的方位角分别为 ０°，１８°，３７°。 对常规结构试验件

进行隐身试验，发射馈源采用上述计算过程中的典

型频率，极化形式为 ＶＶ 极化（该极化形式对螺栓散

射更加敏感）。 其隐身测试 ＲＣＳ 曲线如图 １２ 所示。

图 １２　 常规结构螺栓的 ＲＣＳ 曲线（１０ ＧＨｚ）

图 １２ 曲线中的散射峰值对应的方位角分别为

０．２°，１８．６°，３７．４°（左右基本对称），这与理论计算得

到的产生栅瓣的方位角度基本一致。 从而可以得到

结论，大量排列螺栓散射会在特定方位角处由于回

波干涉增强而出现较强栅瓣，形成次强散射源。
３．２　 螺栓散射源减缩控制设计

螺栓安装处属于承力结构，且安装间隙狭小，无
法通过吸波涂层进行散射抑制；此处结构腔体也很

难通过外形设计来进行减缩控制；只能考虑采用吸

波结构件替换原结构件，达到抑制螺栓散射的效果

（见图 １３）。

图 １３　 螺栓散射的减缩控制方案

常见的吸波结构材料包括电磁超材料、蜂窝结

构材料等，实际工程中还应结合成形制件的结构强

度、质量密度、二次加工性能等特点进行筛选使用。
采用一种新型电磁超材料复合成型后的吸波结

构件替换常规结构件后，通过隐身测试所得的 ＲＣＳ
对比曲线见图 １４，ＲＣＳ 均值相对增量统计见表 ６。

图 １４　 常规 ／吸波结构 ＲＣＳ 对比曲线（１０ ＧＨｚ）

表 ６　 吸波结构 ＲＣＳ 均值增量统计（相对常规结构）

工况 除头向外增量 ／ ｄＢ 整体增量 ／ ｄＢ
吸波结构 －１４．４３ －４．５４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除 ０°外其他方位角的栅瓣

已经基本完全被吸波结构件抑制，整体 ＲＣＳ 均值下

降 ５ ｄＢ 左右。
由于该隐身摸底试验仅用于评估螺栓散射以及

吸波结构件的吸波效果，故试验件并未采用真实座

舱结构。 雷达波在 ０°方位角时，垂直入射该摸底试

验件的平直端面，虽然吸波结构件屏蔽住了螺栓的

散射，但由于结构件本身长直端面及棱边的散射较

强，所以 ０°方位角仍然存在较高峰值，但实际座舱

结构中不会存在类似雷达波头向垂直入射情况。
因此，若不计头向 ０°附近的峰值，吸波结构状

态下试验件的 ＲＣＳ 均值下降甚至超过 １０ ｄＢ，可见

吸波结构件吸波效果良好，螺栓散射源减缩控制方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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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有效可行。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座舱棱边结构散射、螺栓排列散射

２ 种典型座舱次强散射源结构，利用理论计算、仿真

分析并结合 ＲＣＳ 暗室试验分别对其散射强度与散

射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 仿真对比发现典型棱边结

构主要散射贡献区域为中间平直棱边段，对其进行

了局部锯齿结构设计，仿真验证发现其有效降低了

头向 ＲＣＳ 水平，结合表面吸波涂料的涂敷，进一步

降低了该结构的散射强度。 此外，通过理论分析在

螺栓安装孔介质不连续处及螺栓杆本身散射产生的

回波相互干涉叠加，在特定方位角度会出现较强栅

瓣，并结合 ＲＣＳ 暗室试验验证其栅瓣出现的方位角

与理论计算结果一致；进一步利用吸波结构件对螺

栓排列散射进行屏蔽，通过暗室测试验证其有效抑

制了栅瓣的产生。 本文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新型战斗

机座舱隐身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同时也为隐身战斗

机座舱的次强散射源减缩控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

验数据。 随着座舱雷达隐身技术的不断发展，战斗

机座舱终将达到全向、宽频谱的超高隐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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