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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电子设备舱瞬态雷电感应磁场特性 
             合肥航太电物理技术有限公司 

 

摘  要：飞机雷电电磁效应特性和耦合规律是飞机雷电间接效应防护设计和分析的重要依据。为此，通过采用电

磁仿真和雷电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某型直升机电子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分布特性和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探讨

了设备舱主要雷电电磁耦合机制和效应参数，并比较、剖析了仿真和实验结果的差异。结果表明：不考虑缝隙耦

合，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呈周壁强、中部弱的空间分布规律，磁场矢量呈磁力线从设备舱侧壁穿透并扩散进入的

分布形态，且强度朝内急速衰减降低；电阻降低能显著加强电流重新分布效应，加速并加强电流和磁场分布和扩

散；在约 2 mΩ蒙皮电阻设置下，当遭受雷电流分量 A 雷击时，设备舱内壁感应磁场高达 xx mT，但在 100~200 mm

范围急速降至 x mT 以下，中部磁场降至约 x~x mT；蒙皮由铝合金设为碳纤维，设备舱重新分布时间常数由 x ms

加快至 x μs，1 MHz 的磁场扩散强度增加超过 1 个量级；设备舱缝隙耦合的共振频率在 100 MHz 以上，未能观察

到振荡波形结构，共振作用并不显著。对比实验，仿真可较好复现窗口区的磁场分布形态和约 x~xx mT 的磁场量

值，但尚需谨慎处理较次要的耦合效应以提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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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craft 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effect characteristic and coupling rule are the important basis of lightning 

indirect effect protection analysis and design. Thus, the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ransient induced 

magnetic field of a helicopter electronic equipment cabin was researched by using computer simulation and lightning 

experiment, and the coupling mechanism and effect parameters are discuss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is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out considering slot coupling, the induced 

magnetic field is strong around the cabin peripheral skin, but weak in the middle of the cabin. The distribution of 

magnetic vector shows a diffusion shape of the magnetic field lines penetrated through the side skin and diffused into the 

cabin, but the intensity damps rapidly towards the internal.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skin resistance, the current 

redistribution and the magnetic field diffusion are effectively strengthen and accelerated. When the skin resistance is 

about 2 mΩ and sruck by lightning current component A, the induced magnetic field of the cabin inwall is as high as 25 

mT, but rapidly reduced to below 6 mT at 100~200 mm distance apart from the cabin skin, and further reduced to 2~4 mT 

in the middle of the cabin. When the skin material changes from aluminum to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the 

redistribution time constant of the cabin is accelerated from 7 ms to 7 μs, and the magnetic field diffusion at 1 MHz can 

increase more than one order. The slot coupling resonance frequency exceeds 100 MHz, the oscillatory waveform 

structure is not observed in the magnetic field, and the resonanc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 the 

simulation can reproduc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duced magnetic field in the window area of the cabin and about 

2~15 mT magnitude of magnetic field, bu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less important coupling effect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the simulation. 

Key words: electronic equipment cabin; lightning indirect effect; lightning induced magnetic field; 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 helicopter; EM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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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飞机雷击现象时有发生，有时引起灾难性后果
[1-3]。遭遇雷击后，雷击电流及雷电电磁场将迅速传

导、穿透耦合到飞机内部，并作用在飞机内部电子

电气设备及电缆上，感应出雷电浪涌电压和电流。

飞机雷电浪涌电压和电流幅值可能达到数百至数

千 V 或 A 量级，持续时间可到达几 μs 至数百 μs，

能对机载设备工作造成严重干扰或破坏。上述过程

是雷电电磁耦合的间接作用过程，也称为雷电间接

效应，是飞机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1-4]。 

为降低雷电间接效应危害，提高飞行安全性，

学者们开展了大量飞机雷电电磁效应研究[1-7]。一方

面，通过理论计算或整机试验[1-7]，揭示飞机雷电电

磁耦合的主要机制为开口耦合、扩散耦合及电流重

新分布等低频机制[1-4]，另一方面，研究提出了飞机

雷电耦合浪涌的主要波形类型、参量范围和防护手

段等[1-2, 8-9]。然而，现代飞机、直升机研制越发采

用微电子设备并执行关键功能，由于微电子元器件

损伤能量阈值低，可低至 μJ 量级，非常容易遭受雷

电电磁危害，对防护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2]。为满

足可靠防护的要求，需要针对一架具体飞机及其机

载设备设计，研究确定其雷电电磁效应特性参数和

防护规律。 

特别对于直升机，由于其机舱相对较小，机体

电流密度高且集中，并由于机舱内电子电气设备密

集，其雷电电磁效应可能更为严重，防护研究和设

计应当更谨慎。然而，在直升机雷电间接效应规律

和特性研究方面，相关研究报道并不多见[3]，制约

了直升机雷电间接效应防护分析和设计研制。与此

同时，电磁仿真技术日益成熟，已能够较准确建模

机身蒙皮、结构缝隙、搭接及电缆感应的电磁效应
[10-16]，模拟雷电电磁场耦合的扩散、重新分布过程
[1-2, 10-11]，并无需物理实物可融入早期设计阶段，对

开展飞机雷电间接效应防护非常有利。相反，理论

计算和试验测试，或由于结果精准性，或由于成本

和周期高昂，受到限制。 

针对直升机雷电间接效应研究问题，本文以某

型直升机电子设备舱盒段为对象，对直升机雷电电

磁耦合效应和特性规律展开了研究，采用仿真方法

分析了电子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分布强度和演化

规律，探讨了主要雷电电磁耦合机制，并同电子设

备舱雷电感应磁场实验进行了比较，明确了仿真精

度、建模不足和有待改进的方面。本文研究可为直

升机电子设备舱雷电间接效应防护设计提供有益

借鉴，并为分析其雷电浪涌参数提供设计输入。 

1 电子设备舱模型及其雷电电磁耦合仿真方

法 

1.1 电子设备舱雷电电磁仿真模型 

本文对象为某型直升机电子设备舱盒段，舱体

结构如图 1 所示，其尺寸为 2 069 mm（长）×1 733 

mm（宽）×1 584 mm（高）。该设备舱主体结构为

铝合金材料，并有少量钢材（主要为紧固件和若干

管路），设备舱盒段顶部铺设有燃油管路，下方为

电子设备舱主体空间。 

作为瞬态电磁耦合现象，设备舱雷电电磁效应

研究宜优先采用时域仿真方法。本文采用基于时域

有限差分方法（FDTD）算法[17]开发的 EMA3D 软

件，该软件能模拟各种典型飞机结构的雷电电磁耦

合效应，具有仿真建模较准确的优点，在飞机雷电

防护行业使用较广且认可度较高[10-11]。 

在 EMA3D 软件中，建立的电子设备舱雷电电

磁仿真模型如图 2 所示。图中，模型结构主要由外

部蒙皮、内部底板、舱梁和肋组成，但未考虑影响

较小的内部管道。蒙皮、底板、梁和肋结构均设置

为铝合金材料。研究表明，雷电流脉冲前沿主要分

布在外部飞机结构上，随脉冲后沿到来，才逐步扩

散到内部高导电结构上[1-2]，简化仿真建模并不丧失

计算精度[18]。 

同时，图 2 示出了雷电通道、主要窗口缝隙及

磁场探针位置等。其中，雷电通道用以注入和引导

雷电流传导，包括进入通道和退出通道，其注入/ 

 

 

图 1 某型直升机电子设备舱盒段 

Fig.1  Electronic equipment cabin segment of a helico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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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点位于设备舱前后端面中点，可确保雷电

流在设备舱蒙皮上均匀传导的情况。在计算模型外

围，设置了电磁吸收边界，以控制计算空间大小。 

建模中，为后续研究磁场分布规律的便利，还

有意将坐标轴建立平行于设备舱底板及其交线，其

中，坐标原点建立位于后端面与底板平面交线的中

心点，交线即设置为 X轴，Y轴则垂直于底板平面，

Z轴则位于底板平面内，这如图 2 所示。 

 
Prob1、2、3 和 4 指磁场探针位置 

图 2 电子设备舱雷电电磁仿真模型 

Fig.2  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 model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cabin 

1.2 雷电流波形 

在雷电流进入通道，将直接注入冲击雷电流。

雷电流波形为飞机防雷标准（SAE ARP5412B）规

定的标准波形[19]，这些波形是对自然飞机雷电波形

的理想化描述。在标准中，与飞机雷电电磁效应密

切相关的雷电流波形有 2 种：雷电流分量 A 和分量

H，前者描述云地首次雷击，后者描述云内雷电。

针对雷电电磁耦合分析，2 种雷电流分量均由双指

数波形描述，其表达式为 

 0( ) e et ti t I              (1) 

式中：I0 为幅值，A；t 为时间，s；α、β 为时间常

数，s–1。对于分量 A，I0=218 810A，α=11 354 s–1，

β=647 265 s–1；对于分量 H，I0=10 572A，α=187 191 

s–1，β=19 105 100 s–1。 依据式(1)，雷电电磁效应

分析其电流波形如图 3 所示。其中，分量 A 具有

200 kA 的峰值，1.4×1011 A/μs 的最大初始电流上升

率，以及 6.4 μs、69 μs 的峰值与半峰值时间，记为

6.4 μs/69 μs 波形。分量 H 具有 10 kA 的峰值，

2.0×1011 A/μs 的最大初始电流上升率，以及 0.245 

μs/4 μs 波形。 

 
 

图 3 标准雷电流波形和频谱 

Fig.3  Waveform and its spectrum of standard lightning strike 

current 

    

1.3 蒙皮结构建模 

由于设备舱蒙皮等结构厚度很小，约 1 mm 量

级，直接进行 FDTD 网格剖分计算并不合适。为提

高效率并确保精度，需要采用 EMA3D 软件中的面

模型对蒙皮结构建模[10]，否则无法确保仿真精度。

比较理想导体蒙皮，面模型能模拟重要的电流趋肤

和扩散效应，从而对雷电电磁耦合至关重要的电磁

场穿透和扩散现象进行建模[1]。 

采用面模型，当蒙皮外壁传导电流时，蒙皮内

壁将出现扩散电场，并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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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t)为电场，V/m；J(t)为蒙皮表面线电流密

度，A/m；d为蒙皮厚度，m；σ为电导率，S/m；μ

为磁导率，H/m；n 为非负整数；ωn为 n 次谐波的

角频率，rad/s；ω1 为基波角频率，rad/s；t'为积分

时间，s； 2 2
1 πd  ，是蒙皮电流扩散的特征参

数，表示在冲击电流波作用下，蒙皮内表面明显扩

散出现电磁场所需要的特征时间，即电磁场耦合穿

透的滞后时间[1]。将式(2)表示的扩散过程耦合进

FDTD 方程，将可准确建模雷电流的扩散效应。面

模型特别适合于对复合材料蒙皮进行建模，因为其

雷电电磁扩散现象更严重和重要[1, 8]。 

在图 2 模型中，设备舱蒙皮厚度为 0.5 mm，底

板厚度为 2 mm，梁和肋结构厚约 3 mm，不利于进

行网格细分，均需通过面模型进行建模。采用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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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仿真时，需要保证FDTD网格尺寸大于蒙皮厚度，

否则容易造成计算发散。 

2 仿真结果与分析 

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效应和特性是设备舱雷

电间接效应分析、设计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设备

舱雷电电磁仿真，获得了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特性

和分布规律，以下讨论并分析主要结果。 

2.1 瞬态雷电感应磁场分布形态 

    在上述模型设置下，图 4 给出了设备舱中部截

面上的雷电感应磁场分布、变化结果，其中雷电流

波形为雷电流分量 A。由图 4 可见，尽管设备舱蒙

皮构成密封的结构且表面没有耦合缝隙，雷电磁场

还是逐渐穿透到了设备舱内部。早期，磁场仅分布

在设备舱内壁附近，特别是靠近设备舱底板的内壁

空间；随后，感应磁场更深入地扩散到设备舱内部

空间；最后，随外部雷电流的减弱消失，设备舱内、

外部磁场也逐渐减弱并至消失。 

图 5 给出了设备舱中部截面内典型观察位置上

的磁场变化波形。 

 
(a) 6.4 μs 时刻           (b) 51.2 μs 时刻 

 
(c) 102.4 μs 时刻        (d) 204.8 μs 时刻 

图 4 Z=1 000 mm（中部）截面上感应磁场分布演化 

Fig.4  Distribution and variety of induced magnetic field at 

section of Z=1 000 mm (mid-section)（感应磁场符号为 H，单

位为 A/m） 

穿透时间τ

 

图 5 设备舱典型位置感应磁场波形 

Fig.5  Induced magnetic waveforms at typical position of 

cabin 

图 6 给出了典型时刻时设备舱各主要截面上的

磁场矢量空间分布形态。由图 6 可见，设备舱磁场

主要分布在靠近底板和蒙皮内壁附近的空间区域，

并朝设备舱中部逐渐减弱，磁场矢量也主要分布在

设备舱截面内，其分布变化非常符合磁力线由左、

右设备舱蒙皮穿透、并沿底板铺展扩散到舱内的分

布形态和特征。 

 

 
(a) Z=1 000 mm 截面   (b) Z=1 600 mm 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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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200 mm 截面   (d) X=400 mm 截面 

图 6 设备舱空间磁场分布形态（t=51.2 μs 时刻） 

Fig.6  Distribution shape of cabin spatial magnetic field 

(t=51.2 μs) （感应磁场符号为 H，单位为 A/m） 

图 7 进一步给出了设备舱中部截面主要位置上

的磁场分布曲线，观察位置为平行于 X轴和 Y轴的

直线（如图 7 所示）。 

 
(a) 平行于 X 轴的各直线上的磁场分布 

 

(b) 平行于 Y 轴的各直线上的磁场分布 

图 7 设备舱中部截面上典型直线上的磁场分布曲线（t=51.2 

μs 时刻） 

Fig.7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on typical straight lines at 

mid-section of cabin (t=51.2 μs) 

2.2 电导率的影响及重新分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蒙皮搭接及碳纤维材料的使

用，均会导致机体结构电阻增加，导致严重的电流

重新分布效应[1]，引起更严重的雷电电磁耦合效应。 

蒙皮电导率（电阻）对设备舱感应磁场的典型

影响如图 8 所示，  

 
图 8 蒙皮电导率对感应磁场波形的影响（Prob1） 

Fig.8  Influence of skin conductivity on waveform of induced 

magnetic field (Prob1) 

 

3 电子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实验与分析 

3.1 实验方法 

为验证仿真结果并深入揭示设备舱雷电感应

磁场分布规律，进一步开展了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

实验研究，方法如 9 所示。 

雷电
波形
发生
器

实验平台

返回导线(同轴布置)

触发
开关

示波器

匹配电阻

设备舱磁探针

电流传
感器

 
图 9 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实验原理图 

Fig.9  Setup of cabin lightning inducing experiment 

3.2 主要结果与分析 

可以预期，由于设备舱窗口是打开的，设备舱

磁场将主要分布在窗口区域，并呈开口耦合的典型

分布形态特征，即磁力线由窗口一侧穿透进入设备

舱内并由另一边再穿出离开，而且中部区域，磁力

线（磁场矢量）沿平行于同 Z轴垂直的截面分布，

实验和仿真均证实了这一点，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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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测设备舱磁感应强度矢量空间分布（×0.1mT） 

 

 （b）仿真设备舱磁感应强度矢量空间分布（×0.1mT） 

  

（c）实测强度轮廓（×0.1mT） （d）仿真强度轮廓（×0.1mT） 

图 10 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仿真与实验对比 

Fig.10  Results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cabin lightning induced magnetic field 

 

4  结论 

1）不考虑缝隙耦合效应，设备舱磁场耦合为扩散磁场机制，磁场分布呈现四周强、中

部弱的空间分布规律，磁场矢量呈磁力线从设备舱侧壁穿透并扩散进入的分布形态，并向舱

内急速衰减。磁场敏感设备宜优先安置于中部区域。在约 2 mΩ（106 S/m）的设备舱头尾电

阻设置下，当遇分量 A 雷击时，蒙皮内壁感应磁场高达 xx mT，但变化延迟达 xx ~xxx μs

以上，磁场变化减缓；由内壁朝内，磁场在 100~200 mm 距离范围迅速降低，超出此范围，

磁场降至 xx mT 以下，中部区域磁场降至约 x~x mT。 

2）随蒙皮结构电阻增加，电流重新分布效应影响增强，设备舱雷电感应磁场扩散加快、

加强。蒙皮电导率由 xx S/m（铝合金）减至 xx S/m（碳纤维），设备舱重新分布时间常数

由 xx ms 左右减至 x μs 左右，磁场变化加快并与雷电流变化趋于一致，1 MHz 处的高频扩

散磁场增加达 1 个量级以上。 

3）设备舱缝隙耦合磁场分布范围集中，但感应磁场变化很快，分量 H的耦合效应不可

忽略。本直升机设备舱尺寸相对较小，其共振频率高于 100 MHz，未在其磁场波形观察到

振荡结构，分量 H的共振耦合效应将并不严重。 

（4）在设备舱实验中，设备舱窗口附近磁感应强度高达 xx mT，内壁与底板交界磁场

高达 xx mT，仿真较好复现了设备舱窗口区的磁场分布形态和量值范围（x~xx mT），但未

能复现对面内壁区域的实际上影响并不重要的低频磁场分布，原因可能为仿真未考虑较次要

的搭接电阻效应等，需研究确定。 

若需详细研究论文请与合肥航太电物理技术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乔术静      联系电话：055162156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