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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葛瑞函教解開有小

孔的電滋屏社問題”

郭鏡冰＊

摘要

二帶電物體間的相互作用，可籍檢查二物體間的相互電容來確定。本文提出如何應用葛

瑞函數（Green Function）推定受導體影響下二物體間的相互電容問題的計算方法。

靜電場內一導體面上開一任意形狀的小孔問題，會予討論。舉例說明二小物體間相互電

容的計算。假定該二小物體中的一個被一金屬電磁屏蔽外殼（即前所謂導體〉研包圍，

波在該外殼上假定有一個小孔。由此例前提出的計算公式，可用於儀器電磁屏蔽的設計

，及工廠或試驗室中電磁屏蔽室的設設。

I 前 言

在高壓或高頻電的應用機件中，話，會遭遇到二幣2量物體間的干瘦問題。自然，這些問題可且用電磁屏

紋的方法來解決。但是這磁屏薇並不能將前發生的干獲全部消除，因罵我們所用的電磁屏蔽木會是無限大

的，也不可能是完全密封的。在這些屏蔽上常常需要開些小孔以便按裝持制鈕及通風等。一個有限大的關

有小孔的電磁屏蔽，或一個未能完全密封的電磁扉蔽物使干擾問題織續存在。對這些總續存在的干擾應做

一壘的分析，而使電磁屏蔽的頭計有現依據。

前發生的干授多半起源於電感應。所且兩個帶電物體間的相五作用可以自計算牠憫之間的相互電容來

決定。本文的目的在提出一個應用「葛瑞函數J (Green Function）的方法來計算兩個帶電物體間的相
互電容。這兩個物體附近有一接地導體，此前謂接地的導體質際就是電磁屏蔽，一個有限犬的，未能完全

密封的電磁屏蔽。在斯拉的這個方法中，將討論該接地導體上（或逕稱之為電磁屏報上〉開小孔的影吶問

題。

I 如何和萬端品數發生連繫

(A）幾項必需的假定一一今後討論的兩個帶電物體假如間為揭於一件儀器中的兩個小機件，其一件

可視做被干擾源﹔在相互作用的意義下，另一件則可親做被干擾者。因鑄間在一件儀器中，二者之間的距

離當會遼比干擾源研操作的波長為短。牠憫的形體尺碼也會遺比波長為小。 設 V1 是干擾源研連接的交流

電壓， V2 是在被干擾者主研產生的電位， V2 的數值可臥在下述幾項假定下計算出來：

(a 〕干擾諒形體不犬，苟且親為一個點電荷（Point source）。

(b ）滯後作用（hysteresis effect）可故略去不計。應用靜電場的公式，不會有多大誤，差。

＊臺灣省立中興大學理工學隊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本文會接受國家長期科學委員會之研究補助，道此深致富當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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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a 的數值可以被認為于援物體不存在時，干擾諒物體在被干擾物體中心點前在處產生的電

仗。

(d ）其他在其附近前出現的導髓，如屏蔽用的金屬導體的電位值，因駕﹒接地可以視作是零。

在這直接項近似值的假設條件之下，我們的問題就簡化為研究一個點建荷在一個接地導體系統中前產生
的電位函數。這就是電磁學中有名的葛瑞函數的研究。在已知接地導體系的幾何佈置下，一個單獨點軍荷

研生的電位叫做葛瑞函數。這個接地系統阿拉﹛是閉合的，也可以不是閉合的。如果不是閉合的，則我們假

設在無限連處有一間合按地導體將整個系統包圍起來。

,,........v, 一三「 Cu ~· 

( 1 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 
（國一）

如上團（國一）前表示，物體 1 用一屏蔽導體使藥物體2相隔離。即 1 烏干擾源體， 2 為受干擾的街

體， 3寫在其附近出現的接地導體（金屬蹲班）。由葛瑞咒的相互關係定理（Reciprocity Theorem) 

可知：在已知接地導地系的幾何佈置下，此葛瑞函數是點電荷E存在點的座憬，與觀察點座標的對稱國數。

(Panofsry, Phillips Classical Elecrricity and Magnetism § 3）。因主可得

V2=qG（莉，叭， Z1，沌， Y21 Z2] (1) 

（莉， Yi. Z1）為物體 1 （視為一個點干凌源）的座標， (xz， 抖， Zz） 為紡體2 （！說寫一個點受干瘦體〉

的座標。 G（刻， Y1, Z1 ﹔恥，抖， Z2）為在其附近有一接地導體 3 （金囑屏蔽〕存在的幾何佈置下的葛瑞函

數。

(B）在數個帶這助體問玲存在的情況下，電星與電位的關係一一這本是一個已經熟知的問題，這裡

再做一簡單的說明。設叭，吭，凡是當三個導體 1, 2' 3 聞時存在，而在 1, 2' 3 上順序分別

加l21. Qu Q21 Qa 電堇持導體 1' 2' 3 的軍位值。又說 V1’， Va’，丸，為在三個導體 1, 2' 3 叫民

序分別加垃l Q1’， Qz’， q3＇電量玲，導體 1, 2' 3 的電位值。假如將的＋缸，電量加於導體 1 ，將

q2 十qz＇電暈加加於導體2 ，將 qa+qa’電星加於導體 3 ，則導體 1, 2' 3 的電位當j順序分別為 V1+

V1’， V2＋叭，及 Va+ Va’。在Q1 等於 q’， Q2 等鈴 Qa’， q3 等食 qa’的持殊情況下，則 V1 等於 V1’，

V2 等於 V2’， Va 等於 Va’。由此可知：台加軍量一倍的結果是電位也分別增加一倍。由之可知假如垃u英

鬧一倍數增加三個導體上的電章時，三個導體上的電位亦將且該間一倍數增加，亦即是他們的關係是直線

性的。

今假定在三導體上分別加以電量 q11 0, 0 o 因為導體 2及 3 上的軍量為零 ，三個導體上的還位均

與 Q1 成比倒。因主三個導體上的單位可以分別寫為 P11q11 P21q1, Pa1Q1 。 P111 P211 Pai 為常數。間建

假如在三導體主分別加凶惡壘。， Q21 0 ，則三導體的軍位將分別依次為 P12q2, P22Q2, Pa2Q2 。當加自

電量 0, 0, Qa 峙 ，三導體的電位將分別依次為玖姐的 P2a肘，· P2aQs 0 由於垃上的推論可知當三個導體

上均帶電磚，牠祠的電位「您自下式表示：

V1=P11q1十 P12q2+P1a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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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萬璃窗數解開會小孔的電般!ilf.ii訊問題

V2=Puq1 +Puqa+Pasqs 

Va= P31q1 + Pasqs + Pasqs 

如用單位表示電量則得如下的關係：

Q1=CuV1+CisVa+C13Vs l 

Q2 =CuV1 +C22V2 +Cu Va } 
Qa=C31V1+Cs2V:+CaaVa J 

上式中的 C1u Cm C221 C23, Caa, Ca1 等為：

其中

C P22Psa-P2a2 - u- 6 

P.aP.,-P,.Paa 
C’，＝ C引＝」~.＂一于主」主

L\ 

C PsaPg-Ps12 
22 －『－－ －－一 一呵，－一－一L\ 

P.,P,..-P .. P,, C2a = Ca2= 31 1" 6 •• A主

C P11P22-P122 
33= 

b. 
P,.P .. -P.,P •.• Cs1=C13=· " •• 6,. 01 迢迢

6= P11P22Psa +2P12P22Pa1-P11P2a'-P22Pa12-PaaP12' 

(C）相互電容的計算←一一將閉式慮周到我們現述的情形則為：

Q1 = C11V1+C12V2 

Q2=Ca1V1 + C22Vs 

其中 C12=Ca1 

當防體2 !j耳其他看源或助讀隔絕，亦即 qa= 0 時，我們可且得到

又如

v c, 
2 ＝－~~q1 

Cu>C山 Cu>Cu ，則可得

V哎 c”，J～一一－z - C11C22 YI 

將（司式代入（1）式得

C12=-C11C22G(x11 Yi• z1; x,, Y21 z:) 

(2) 

（司

上式中的 C11 是計及動體2 存在持自固體 1 對防體3 的遺容。當街體2不大時，我們又可取 C11=C1 o 

此處的C1是動體2 不存在特仿體 1~物體 3 間的電容。如果防體3不大，或者 1 輿 3間距離相當大縛，則

C1 叉荷取作訪體 1 孤立時的遺容。我們可用高樣的方法處理 C22 °最後我們得到如下的式子：

Cw＝ 一C1C2G(xl' Y1• z1 ; X21 y,, Z2) ω 

利用這個式子我們可以將葛瑞函數的豐富研究結果用來計算兩個街體間的相互遺容﹔再由相互遺容法

計干擾源對其他物體的影響。

I 用品精球體l主棕求葛瑞函數

我將先談談扇繡球體座標中起瑞函數的應用。一方面因為這樣一個葛瑞函數的各種簡併形式的實用價

值很六﹔另一方面因為關於這一種函數的現有資料不妙鹽富，前叫我希望能在這方面做一些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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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座標是將平面極座標繞一直徑扭轉得來，扁楠球體座標則是將共焦機圓座標繞一短軸旋轉得來。

座標面寫：

z=a~旬， x=ay，但十 l)(l-172) cosφ 

y=av（~2+1)(1一句2) sinφ 

rz=xz+yz十 z2=a2〔ce+1x1-112)+E2ηZ〕

ρz =xz+yz=a2CE2+l)(l一句2)

－色目，＿z2__ .,.2 
Ez+l' Ez －~ 

且一三三＿.，2
1 ?]2 ?]2 -a 

(a ）扁椅球面一－；＝常數

(b ）灰曲線提轉面一一η＝常數

( c ）合Z﹒諧的諸平面一一φ＝常數

(6) 

座標參數則寫信， η， φ〉。在此座標系中拉普拉斯方程式變為：（Morse and Feshbach, Met

hod of Theorerical Physiss P. 臼92)

92y.＝τ↓7〔寺CE2＋。等＋主（1一句2）坐
a CE TηJ "' .. ,, aη 

E2+1-1＋妒。zψ
十’，理 4 、門 ，、五吾玄〕＝ 0 (7) 

由的式中可見，如令 E 從 0 變Jlj c刀，則 η 必額從一1 變flj 1 ﹔如取E 自一∞變JU +oo ，則 η必

須取作。〈句－＜1 。如令 ψ＝φ（φ）X(E)H（的，分離變數後得到

daφ ’， 
w-=-m“qJ' 

d dX m2 
」一〔（1＋的一一〕－－ n(n+l)X＋主~2X=O

dE l+E 
dH m2 

育的一仿古〕＋附加一E主持aH ＝。

上式中的 m 和 n(n+l) (m, n 是整數〉是常數。這三個方程式中的第一個，保諱電位國數 ψ 是 φ 的
專值週期國數，故

φm=Ccosmφ十Dsinmφ

Xmn=A’P；：＇（~） +B’Q;:'(i~） 

ffimn= AP；：＇（η）＋ BQ；：＇（η〉

其中 i=y-1 。我們可以應用這些自椅團體諧渡白求得點遺荷 q fiJT牽生的電位。（Morse and Fesh

boch, Method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10.3.63) 

ψ＝芒。江﹔三。（i)2血

P；：＇（~1)Q~（ if) l 
× P~ （η） f ~ 

I P~ （~）Q::.'(iE）﹜ 

E>E .. 

E<Ea 

其中巴m=1, m=O，已m=2，~個 m>O. （色， η1， φ1）是點著荷 q 前在處的座標， 已是介電常數，

故點電荷與一接地扁楠球體 E=Ea 問時存在時的電位函數（即葛瑞函數〉將取如下形式 （一 1 ＜句 ~1,

o.s:;rs:: 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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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葛瑞函數解開宵小孔的電磁屏蔽鬧起自

G（仙， φ ﹔ Ex ， η1， φi)=n~~苦苦ioEmi2叫

, P~（iE1)Q;:'(iE) Q!'(iE1) 
× P！＇（η）P:Cηi）﹛ 一一一一一－ P;:'(iEa) 

‘ P;:'(iE)Q';;(iE1) Q::'(iEa) 

I E>E1 
xQ~（ iE）﹜（8) I' E<E1 

由倒式可知，當干擾物體出現於一接地昂精球體 E=E.. 附近時，此物體與另一位於〈色，駒， φ2)
的小動體闊的相五電容為

C12=C12（色，啦， φz ﹔ E1，柄， φi)=C1C2G（缸， Q2， φs ﹔缸，叭， φ1) （紛
式中 CE1，叭， φi）丟在干擾源的位置。（9）式的級數通常收欽得很慢，但在一些特殊的，有實用價值的

情形下也不難處理，今分述在下面：

(A) Ea=O， η2＝士 1, E1→∞，此時 E=Ea 簡併為半徑等於 a 的國盤。物體2 則位於圓盤的軸上，

如團二所示。

z 

CE’, 1, 0) 

（圖二〉

由的可知

E1→去， η1→c叫， E門／a

首先當 f]s＝士 1 時， P；：＇（士。＝0 ﹔又當 E .. =O 時

Qu（除－ i＋扎（io) , 

rt 

但 P,.(O ）＝。如 n 是奇數。故當 Ez<E1 時，（8）式變為

Pi 

z 1 

G（缸，泣， O ﹔ E1 ﹔ η1，恥， φ1）τ乏泣互（土1)np
×﹛P且CiEs)Q詛（ i.E1）一﹝1十（一 1)0 〕Qn(iE1)Q且Ci.Es)} 

品主。（干內斗之三立叩P泣的r）叫培2）一一言如〈一的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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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試中會利用如下的漸近式的第←項（見 Smythe: Static and Dynamic Electricity § 5. 214) 

Qn（哼〉→（一 i）叫120 乏（一l)s(n+2s)1(n十 s~f-n-h-1
1(2n+2s十 1)1

代入（9）式何得

C1C2 1 2 . -1 1戶蒜苔﹛~〔1--;r-icot fa]± i~戶i（哼汁。Cv)}

如 Ea 不犬，即 fr~1 ，亦即 z2-<a ，則利用

叫可＝手－E+O(f8)

得到

C1~（Zu o, · 0; Z1 ， ρ1， φ）＝C1叫交給Zi2)+47rEcmZlJ} 

如用球面座標表出時， Z2=r2

_ ra/a r2cos02 
Cu（巧， O, 0 ﹔叭，仇， φ0，一C1Ca﹛一一十一一﹜

41l'乏r1 41l'Er13 

如也不太犬，則可得近似的結果（r2=Z2＜的：

c，.司，c.手拉
.. A 通 412·Er1

的

由此式很容易算出當閥盤不存在，兩物體間的距離為 r1 時牠們間的相互電容為

c~：＇＝c,c.一且一
lZ • • 4πEr1 

與 ω 式比較可見固盤在被于擅物體附近出現時 c鞍格說來，當被干瘦吻體是位於圓盤軸線上時〉，前得

的相互電容值要梁上一個 r2/a<l 的因子。又如前前指出的， G(x, y, z ﹔ x’， y’， z＇）是伏， y, z) 

和（x’， y’， z’）的對稱函數，為了要減低兩物體間的相互電容，可以將一個導體圓盤放於干擾源附近，

亦可以將此間盤放於被干擾物體的附近〈嚴格的說，干擾源或被干擾物體噶該放在國噓的軸線上〉。

CB) E&=O, Ex>l, E2>1 ，在此情況中我們前需要的 Q::'(if）辦近值，不難推出如下：

Q::'(i伽－ i-f P':;(iO) 

而且 P;:'(i0)=0 ，如 m+n 是奇數。利用這些式子即可得到

G＝上廿一之＿1 _ L., . .,. r -tL＋ －－~上 l
4π廷a I 1π E~1 I ’-,.” l Ea ’ πEa2E12 f 

t f 1 J I f1 J 
r E1 l 
I Ta 2 1 I E·>E1 

+cos仲s一φ1)vc1一η12)(1-9722）﹝ 一一一 ~ ︱主 1l' E：哥 f+· E1<E2 
l Ea J 

如果只保留 l/E1 和 l/!;2 數量級的項，則上式變為：

1 r 刁t十斗〔c 1cos£l 
G＝一＇ I 

2 

4n:εI 1 a 
i 三一＋」主〔cos(}icos02 +cos（φa一φi)sin01sin02〕＋．．．一 百一 rir;r1＞巧,‘ I1 

再利用制函數的定義（或者直接他式，可見前面的棚代表去的展的，可得
G 1 1 2 
=4n吉亞－4ftEC-;r 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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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葛瑞爾數解閱有小孔的電位屏蔽問題

其中 R 是團三前示的物體 1 英 2 之間的距離。

1 

2 

（周三三〉

由倒式即得到（r1＞街口＞a)

1 2aR 
C12= - C1C247rfR(l-m:;:r;) ω 

可見國盤前出現前引起院﹔相互電容的減少豈可由 ri日及 R這些距離值與 a 的值的關係來決定的。

( C) fa=O, fr~l, fr<l ，即物體 1 及 2 是位於國盤的緊鄰而國盤的半徑 a 叉相當大時，則（叭收

斂得很頂，不可能直接用來進行計算。實際上，在這個情形下，我們可自把圓盤當成一個無限大的導體平

面，然後種用簡單的理論來處理這個問題。

當干擾源位於圓盤的軸上，而且被包含在此圓盤上的半球之內時的問題，可且在球面座標內解決，但

其前牽涉到的還算是冗長的。如物體 1 和 2 位於圓盤正負半軸上如國四前示，則牠們主間的相互電容是

如＞ru a>r2) 

c，戶一 c,c’之江上r
“ A 函 for'Ea。

(D ）如果在干擾源與被干擾物體聞出現的是棒狀物體，則我們就要利用畏精球體座標諧波才能解決

這一類的問題。如果我們進行如下的變換：

E•- i.E1 
η→η ？ 

a ....... 1a , 

則（5）和（6）和拉普拉斯方程分別為畏精球坐標中的量和方程：

Z=afη， X=ay’（~2-1）（昕一 1) cosφ 

y=av(E2-l)(,·J2-l) sinφ 

ra=as〔CE2-l)(l一η2)+E27J2〕

ρa=aa〔CE2-l)(l-7J2）〕

ρa ' 22 -• I 

的

ω 

F士1-r-g「＝a- I 
j 帥

ρa z2 」 l
R一可「＝a- J 

其中 1,;;;;;;E< cxi, -1~η，；；；；；； 1 ，利用變換闢係式個我們即可得葛瑞函數如下（見 Morse andFeshbach; 
Method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10,3,54）式，其中國子im嗶改為這恆的〈一1）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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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l圍（n-m)J 2 
G哼，句， φ ﹔ Eu 句1， φ1九三磊百五。“－l)m((ti字可1〕

, P::' CE1)Q~C.E) 
× cos回（松一φ1)P：：＇（η）P~（η1):

l P::'(E)Q::'ff1) 

Q::'CE1) \ E>E1 
一一一一－ P::' CEa)Q':(E)} 

Q'::CEa) , E<E1 
。＠

如果出現於干擾源與被干擾物體之間的是一細長的棒9日周五前示 ，其中 ρ。是棒的中部的半徑，則當

今＜ 1 時，在 1]=0 面上 ρ。＝av'f..2才亦即

p t 1ρ冶
Ea=Cl十 C-f-)z〕臼1十z--C-T-)

1 

~ 

上
（團四） （圖五〉

如上面前作的一樣，當 E1:>l, Ea>l 時，利用 Q~(E）的漸近農商式，並在處理的式時只計及括

P.,(Ea) 
號中的這可w× Pe(Ea)Qo(E1）一項的應用，並考居室到

我們即得到

P。CEa) 1 1 月 1
否可T.J= l I E﹒＋i=1一一一一--;r--＝一方f

一－ n一一一－ln(l寸~一－ In（一－）
2 'Ea-1 2 r_e~ ~a Po 

、 a ~ 

1 1 
G(Eu 句1， φ1 ﹔色， η耳， φ2）：石E:Ciτ一一方~~J

In（一－）
’，。

從的可見，此時的相互遺容為

aR 、
C12＝一C1C可走頁〔l- 2a ] 的

ln（－~）r山
r’。

從此式可見， 一根細長棒的屏蔽作用是根小的，因為異曲式比較， ω 式方括號內的第二項有一個

」至于＜1 的因子出現，而對數函數是鰻緩增加的。
In（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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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萬端函數解開有小孔的電磁屏蔽f'Ui!;

從帥式和帥式可知，如果在干擾源其被千擅物體之間存在有若干圖盤和若干細長棒，相互離手。吐，

而幾何佈置又如圖三和圖五且可示，則可且寫出

l a1R a1R 1 、C12=-C1C ~（1- ~一一一一一－ -s;'－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47tER I r1l I lr2l I) i 1- 2a1 r1l I lr2l i ] J
…一晶Hρ.， ll)

百 靜電場內導體面土閱有小孔的閻題

帶小孔的有限導體平面的葛瑞函數，尚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但在實際應用上我們又時常遇到這一類

帶小孔的問題。前且我們需要尋求一個適當的近似解決方法。對於帶有圓形小孔的導體平面作駕﹒垂直均勻

電場的一個邊界的問題，可利用前前提出的（盼和（6）式，並取 o~η~1，一 co<E<:: co ，下面的電位函數

是我們蔚需要的解。其中 a是因孔的半徑。

ψ＝守主a(P1（~）一去制的〕P1（妒一E州的一去c叫〉十去〕
但 E<-1 和 E>l 時， cot-1f 敢不同的展式（見 Dwight: Table of Integral and Other Datas 

06.2 和 506.3):

.<.-1 1 1 E早一一一一一百十﹒，＂ ·····E>1E 3E 
1 1 

zπ＋一一一百百十 ···E<-1E 3Ez 
代入上式，當 E>l 時即 r>a 時，如限於取式的前兩項，即得

ψ盟－ E.,(af'l/十一La的3rrf 
由帥，當 E>1 時， η＝cosO 放得到

牡－Eo(z十美~3CCS的﹔

而當 E<-1 時

但－Eo品cosO

白這個式子可見，無限大導體上的圓形小孔，在垂直電場作用下，在遠處研生的影響，可自看作是由一個

垂直於小孔平面的電偶極子前生的。這個單偶極子的電無駕﹒ p:

..,3 

p=-4呵。言戶。 也＠

在實際問題中，我們遇到的都是帶小孔的有限尺寸的導體，這J葷的導體要大到什麼程度J'-i可自允許我

們黨用上面的無限大平面的理論呢？寫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取無限大帶團于L導體在垂直電場作用下前生

的感Jl!l電荷密度的表示式：

1 1 1 
F一白。〔一一一一一（cos-1一一十－~）〕

品 7t ρy'(p/a)2-1

並繪成圓六的曲線 。當 ρ＞a 時感應軍荷 σ 的值急劇下降，而當 ρ＞a 時， σ的問＿1_（ ~ιy 。從國
一。 37t ρ

六可見，當 ρ／a>2.5 ，感應電荷的的值即已衰減得相當小了。因此我們可以認駕﹒當一個導體的最近邊緣

與圓形孔中心的距離的駕.；J、JL半徑的 2.5 倍時，則在研究國孔在遠處的影咱時就呵以認寫這個園是位於無

限大平面上的， 也就是說，河自愿用第 {l~ 式的電矩來計算圓孔在遠處所生的影響的。在求近似值時，問

題的處理還可容許將限制條件六大放寬，我們這個估計可且從已知的文獻中獲得實驗的證明。（見C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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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Eo 

.06 

.04 

.oz 

z 3 4 5 pf，α 

（圖六〉

s.底， Electric Dipole Moment of Holes of Arbitrary Shape, Proc. IRe., Sept. 1952) 

又如小孔前在的導體不是一個平面，而是一個曲面，則帥式再不能應用。但如果這個的面的曲事半

徑不太小，則平面導體上的小孔的理論在某一觀察區域內仍可且應用。例如：對於導體球面上的小孔，考
慮到維持這個導體球面必須是一個等位面，則小孔在遠處的效憊就要用一個﹛恩怨．子和一個點電荷來近似的

表示，如圓七－A 前示。

r 

A B 

（圖七〉

關七－A 干擾源在外時，球面內任一點的電位計算法 ：

社一絲m吋） （凹的
而祖國七－B 則表示干擾輝、在內時 ， 球面外任一點的草位計算方法：

ψ＝－~字（cosO-fr) （的B)
r 

從制式的近似解可見，如小孔前在的曲面的曲率半徑很大， RP互古＜1 ，而觀察點所在的 。角末太接近

於 π／2 c即觀察點不在電直於軍場的平面上〉，則曲率效憲仍可路去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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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葛瑞函數解閉會小孔的電磁屏蔽間翩

如果小孔的形狀不是圓形，貝IJ牠在均勾車場作用下在遠處前生的影響仍然可自近似的用一個偶極手表
示出來，此時看偶極于的電矩翼作用草場場強成正比。但此比例常數翼小孔的形放和尺寸的闢係則讀由賞

驗求出來。（見 Cohn, S且， Electric Dipole Moment of Holes of Arbitrary Shape, Proc. 

IRE., Sept. 1952) （個別特殊幾何形狀的小lL問題仍可嚴格的解出的，如椅圓形小孔等）：

P=-AEo，倒

式中A就是這個比例常數， E.，是小孔中心前在處在小孔未出現時垂直草場強度。如小孔是圓形的，則胸

前示

A=4尚且三τ1一丘。aa
0 31r 3 

經過這錢段關於小孔的討論後，現在我們可自處理如下的一個問題：如干擾絢體翼被干擅防體主間的接地

導體扉蔽徐了一個小孔之外是完全封閉的，則牠們主間的相互遺容如何計算呢？如果小孔的尺寸不大，貝。

小孔前在高積上的草場可自看作是有勻的垂直草場。故小孔在還礎研主的攻種可臥車用倒式的草娘來表

示（自然，我們還要假設小孔前在曲耳是青島乎平耳，即其曲率很小，而小孔距離最近的邊緣亦不太近〉。

。G這極 E.，應取作一位τ一，如前前述的但是乎擾~體現帶拘草畫， G 是對問題中的完全房紋的葛哥拉
。u

BG { 

函數， n 是外向法線，一一的健潛在小孔中心進汀計算。如是刻在被干擾 l&J撞上的車里為
。n

BG cos(} 尸一V2=a1A一一一－ －－－.＝一一」主－ a,
通...，. Bn 4n-Er2 CuC22可A

其中 r 是控手擾助讀翼小孔中心的距離，。是 r 與外向法線 n 研丘克的角，故最後得

os(} aG 
C12=-AC11C22~ －一一 位1)• 4n-Er an 

利用。1） 式和 Smyth9, W. R., Static and Dyn'lmi; Ele;tri;ity，一書中封葛晴：函數均童車隨麓

，我們就可故解決多種帶小J！的車磁房蔽問題。挖舉例如下：

(A) t,y川、孔無限大接地的屏蔽。此時葛瑞E函數為（導體譯為 x=O 平面）

1 、G＝聶哥｛（i＝可百分可＋－ rcx干d）可尹同﹞
在此式中，我們取于揖防體的位置為何， 0, 0）如小孔位於 co. b, 0）而被予擾 l&J盟則位於（一d’， b’， 0)

設。0, - oo<b'< oo，又河見去＝一是故

d’ 2d 
C12=-AC11C22拉克;-2f(<l')2干（ι司于九×呵呵F九

2AC11C22 dd’ 
=-c石訂「阱，）2十（b-b’）2J i 〔d2+b可是

如]!j、孔是圓形的，貝I] A＝例丟﹔如圳是很彤的，則 A＝例c1i岳，其中 l 和 W 糊糊圳、

孔的長度和寬度。

(B）帶小孔的六面體而卡援物體划位於內部位。， Y的 Z心，如 z<zo （當 z>zo 時，則在下走

中將 z 與 Zo 互換。六團體是由六個平面 x=O，也﹔ y=O，也﹔ z=O，也團成），

G 4 ＂＇即 sinhAm創（da一Z。）sinhA血n
＝百﹔互﹔三1 m"':£..l 一--x;;;-nsinhA血泊

叫
一
也

n qu 

吼
一
也

n oo 
z
-- 

n-d 
n .,

L 
CM 

x-
l 

w卅
一d

n
一

n ．
可
L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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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mn＝間1~~2）加﹔如小孔掛忱 Y1，叫，則對於六商制（ Ii, 12，心處的被刊

物體，由間可得（h<O, h, ls 任意的〉

C 可羔－2C11C22l1〔li2+ Ch一叫2卅一仙一2/3
已2d12d22

回國 nsinhAm正da-Z。）sinhAmnZ1
× n:;l m"Y._1 AmnSinhAmnda 

× sin nn:x0sin m1ty。si ID1tY1 一一一一 一一一－ n』一一一－
d1 da da 

如果小孔位於其他面上，我們也可叫進行間攘的處理。 A的取值已在伊j A 中討論過了。這個級數的收欲

速度是由 e-AmnCz-z1）項的級數來決定的。如果 z。乎是Z1 則收斂情形是不壞的，如果 Zo=Z1 ，則蚊敘的

不好。此時我們可且把葛瑞囡數 G 寫成另外的一種形式，以便得到更快的收斂級數（關於這個問題的討

論見 Ponofsky and Phillips, Classical Electricity and Magne tism, 1955, § 3-6) 

V 結論

許多方法苟且用來解決電磁屏蔽的問題。本篇前提乃是一個新的建議：用葛瑞函數來解決牠。因為甚

多形狀的表面的葛瑞函數已有很豐富的賢料。〈見 Smythe, W.R. Static and Dynamic Ebctricicz) 

蔚且各種形狀的軍磁屏蔽問題可以用這裡前提的方法來解決。在本篇內仍會討論了一些關於被扁楠球座標

的表面所園區域的葛瑞函數，目的在供敵幾條關於有虛變數的 Legendre 函數。牠們我覺在物理領填內

是很有用的。關才告，在有限大面上閱有小孔問題的分析和學例， 1叮垃l用來解決儀器電磁屏蔽及電磁屏蔽室的

設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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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葛璃函數解閱有小孔的電磁屏蔽問題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lectromagnetic 

Shield By Green Function When There Are 

Some Small Holes艸

By 

Ching-Ping Kuo暑

SUMMA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bodies can be determined by examining the 

mutual capacitance between them. In this report a method by the use of Green's 

function to theoretically determine the mutual capacitance of two bodies in the 

presence of another grounded conductor is proposed. In particular the problem of 

a hole of arbitrary shape on a conducting surface in electro static field is 

discused with emphasis on the allowable size of the hole on a conducting surface 

of finite dimensions and a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mutual capacitance _ of two 

small bodies, one of which is enclosed by a closed metallic shield with a hole on 

its surface is given out, which is useful in design shielding covers for instrum

ents and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cabinets in industr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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