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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及其充电控制方

法。系统包括地面平台端和无人机端；地面平台

端包括箱体、第一通讯模块、第一控制模块、电能

发射线圈、接近传感器、作动机构和屏蔽层；无人

机端包括无人机、第二通讯模块、第二控制模块、

电能接收线圈、电压检测模块、无人机电池和整

流电路；本发明优点：利用电压检测模块实时测

定无人机电池电压，并通过第一、第二通讯模块

及第一、第二控制模块有效地控制了无人机电池

的充放电，可防止无人机电池的过放过充。利用

作动机构有效地解决了电能收发线圈的同心耦

合问题，进而避免了无人机定位降落不精准的难

题，同时提高了线圈的电能传输效率。弹性卡环

起到了固定无人机的作用，避免了野外作业时的

外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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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包括地面平台

端(100)和无人机端(200)；其中地面平台端(100)包括箱体(107)、第一通讯模块(101)、第

一控制模块(102)、电能发射线圈(103)、四个接近传感器(104)、四个作动机构(105)和屏蔽

层(108)；所述的箱体(107)为正方体形结构，表面两条对角线的两端部位分别凹陷形成有

一条作动机构设置槽；表面中部设有识别涂层(106)；每个作动机构(105)包括驱动电机

(1051)、弹性卡环(1052)、丝杆导轨(1053)、直线导轨平台(1054)和导轨滑块(1055)；其中

直线导轨平台(1054)为凹字形结构，水平设置；丝杆导轨(1053)的两端以转动的方式分别

安装在直线导轨平台(1054)的两侧壁上；导轨滑块(1055)套在丝杆导轨(1053)的中部；驱

动电机(1051)安装在直线导轨平台(1054)的外端面上，输出轴与丝杆导轨(1053)的一端相

连，并且直线导轨平台(1054)、丝杆导轨(1053)、导轨滑块(1055)和驱动电机(1051)组合后

设置在箱体(107)上任一作动机构设置槽的内部；弹性卡环(1052)为水平设置的弧形板，中

部下端安装在导轨滑块(1055)的顶面上，并且弧形板的开口面向箱体(107)表面的中心方

向；相邻两个作动机构(105)之间的箱体(107)表面上分别安装一个接近传感器(104)；电能

发射线圈(103)安装于箱体(107)的底面上并且外部由屏蔽层(108)覆盖；第一通讯模块

(101)和第一控制模块(102)安装在箱体(107)的内部，并且第一控制模块(102)同时与第一

通讯模块(101)、电能发射线圈(103)、接近传感器(104)以及作动机构(105)上的驱动电机

(1051)电连接；

无人机端(200)包括无人机(21)、第二通讯模块(201)、第二控制模块(202)、电能接收

线圈(203)、电压检测模块(204)、无人机电池(205)和整流电路(206)；其中无人机(21)包括

无人机机体(211)、摄像头(212)和隔离层(213)；摄像头(212)安装在无人机机体(211)的下

部；电能接收线圈(203)下挂在无人机机体(211)的下端，上部覆盖隔离层(213)；电能接收

线圈(203)依次与整流电路(206)、无人机电池(205)、电压检测模块(204)、第二控制模块

(202)和第二通讯模块(201)电连接并均安装在无人机机体(211)的内部；第二通讯模块

(201)与第一通讯模块(101)以无线方式进行通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能发射线圈

(103)和电能接收线圈(203)均为圆环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能发射线圈

(103)的圆心与箱体(107)的底面中心相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能接收线圈

(203)与由作动机构(105)上四个弹性卡环(1052)组成的圆同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性卡环(1052)对

应的圆心角为90°。

6.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的充电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充电控制方法包括按顺序进行的下列步骤：

步骤1：在第二控制模块(202)的控制下，利用电压检测模块(204)实时检测无人机电池

(205)的电压，然后传送给第二控制模块(202)，第二控制模块(202)根据上述电压信号判断

无人机电池(205)的状态；

步骤2：当电压检测模块(204)检测的电压低于预先设定的电压阈值时，第二控制模块

(202)将控制无人机(21)返航而进行充电，返航途中无人机(21)将基于卫星导航，返航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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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平台端(100)的箱体(107)上方的大致位置时，由摄像头(212)精确识别箱体(107)上的识

别涂层(106)并调整降落位置，返航途中第二通讯模块(201)与第一通讯模块(101)以无线

方式进行通讯，实时传输无人机电池(205)的电压；

步骤3：在降落过程中，当接近传感器(104)捕获到无人机(21)的信号时，其将传送给第

一控制模块(102)；

步骤4：第一控制模块(102)将控制四个作动机构(105)上的驱动电机(1051)转动，由此

使导轨滑块(1055)以及弹性卡环(1052)沿丝杆导轨(1053)向箱体(107)的表面中心方向移

动，在此过程中四块弹性卡环(1052)所在的圆半径将逐渐缩小，并推动已降落在箱体(107)

表面上的无人机(21)向箱体(107)的表面中心移动，完成电能发射线圈(103)与电能接收线

圈(203)的同心耦合，直到最后固定住无人机(21)；

步骤5：第一控制模块(102)根据第一通讯模块(101)传送的电压信号控制电能发射线

圈(103)供电；

步骤6：电能通过电能发射线圈(103)无线传输至电能接收线圈(203)，然后经整流电路

(206)整流后向无人机电池(205)充电；

步骤7：当电压检测模块(204)检测到无人机电池(205)满电时，第二控制模块(202)将

无人机电池(205)的电压信号经第二通讯模块(201)与第一通讯模块(101)传送给第一控制

模块(102)，第一控制模块(102)控制电能发射线圈(103)断电，然后控制四个作动机构

(105)上的驱动电机(1051)反转，由此使导轨滑块(1055)以及弹性卡环(1052)沿丝杆导轨

(1053)向背离箱体(107)的表面中心方向移动，直到弹性卡环(1052)松开无人机(21)；

步骤8：在第二控制模块(202)的控制下无人机(21)起飞，由此完成整个充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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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及其充电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线充电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及其充电控

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无人机以其成本低廉、效费比高、生存能力强、机动性能好、使用方便等优点在民

用领域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作为无人机的动力之源，其电池续航能力一直是业

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电池技术水平的限制，续航时间短是当前无人机面临的重大技术

问题，无线充电技术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前较为成熟的方案是磁耦合无线充电方式，

由收发线圈组成，无人机搭载接收线圈，地面基站搭载充电线圈。但当前无人机定位精确等

级不高，依靠无人机自主定位降落误差较大，接收线圈与基站发射线圈耦合效果不够理想，

无法精准耦合，甚至无法耦合，从而导致充电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及其充电控

制方法，以解决无线充电收发线圈的同心耦合问题，同时用合理的方法提高无人机的充电

效率。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包括地面平台端和无人机

端；其中地面平台端包括箱体、第一通讯模块、第一控制模块、电能发射线圈、四个接近传感

器、四个作动机构和屏蔽层；所述的箱体为正方体形结构，表面两条对角线的两端部位分别

凹陷形成有一条作动机构设置槽；表面中部设有识别涂层；每个作动机构包括驱动电机、弹

性卡环、丝杆导轨、直线导轨平台和导轨滑块；其中直线导轨平台为凹字形结构，水平设置；

丝杆导轨的两端以转动的方式分别安装在直线导轨平台的两侧壁上；导轨滑块套在丝杆导

轨的中部；驱动电机安装在直线导轨平台的外端面上，输出轴与丝杆导轨的一端相连，并且

直线导轨平台、丝杆导轨、导轨滑块和驱动电机组合后设置在箱体上任一作动机构设置槽

的内部；弹性卡环为水平设置的弧形板，中部下端安装在导轨滑块的顶面上，并且弧形板的

开口面向箱体表面的中心方向；相邻两个作动机构之间的箱体表面上分别安装一个接近传

感器；电能发射线圈安装于箱体的底面上并且外部由屏蔽层覆盖；第一通讯模块和第一控

制模块安装在箱体的内部，并且第一控制模块同时与第一通讯模块、电能发射线圈、接近传

感器以及作动机构上的驱动电机电连接；

[0005] 无人机端包括无人机、第二通讯模块、第二控制模块、电能接收线圈、电压检测模

块、无人机电池和整流电路；其中无人机包括无人机机体、摄像头和隔离层；摄像头安装在

无人机机体的下部；电能接收线圈下挂在无人机机体的下端，上部覆盖隔离层；电能接收线

圈依次与整流电路、无人机电池、电压检测模块、第二控制模块和第二通讯模块电连接并均

安装在无人机机体的内部；第二通讯模块与第一通讯模块以无线方式进行通讯。

[0006] 所述的电能发射线圈和电能接收线圈均为圆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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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的电能发射线圈的圆心与箱体的底面中心相重合。

[0008] 所述的电能接收线圈与由作动机构上四个弹性卡环组成的圆同心。

[0009] 所述的弹性卡环对应的圆心角为90°。

[0010] 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的充电控制方法包括按顺序进行的下列步骤：

[0011] 步骤1：在第二控制模块的控制下，利用电压检测模块实时检测无人机电池的电

压，然后传送给第二控制模块，第二控制模块根据上述电压信号判断无人机电池的状态；

[0012] 步骤2：当电压检测模块检测的电压低于预先设定的电压阈值时，第二控制模块将

控制无人机返航而进行充电，返航途中无人机将基于卫星导航但不仅限于卫星定位，返航

至地面平台端的箱体上方的大致位置时，由摄像头精确识别箱体上的识别涂层并调整降落

位置，返航途中第二通讯模块与第一通讯模块以无线方式进行通讯，实时传输无人机电池

的电压；

[0013] 步骤3：在降落过程中，当接近传感器捕获到无人机的信号时，其将传送给第一控

制模块；

[0014] 步骤4：第一控制模块将控制四个作动机构上的驱动电机转动，由此使导轨滑块以

及弹性卡环沿丝杆导轨向箱体的表面中心方向移动，在此过程中四块弹性卡环所在的圆半

径将逐渐缩小，并推动已降落在箱体表面上的无人机向箱体的表面中心移动，完成电能发

射线圈与电能接收线圈的同心耦合，直到最后固定住无人机；

[0015] 步骤5：第一控制模块根据第一通讯模块传送的电压信号控制电能发射线圈供电；

[0016] 步骤6：电能通过电能发射线圈无线传输至电能接收线圈，然后经整流电路整流后

向无人机电池充电；

[0017] 步骤7：当电压检测模块检测到无人机电池满电时，第二控制模块将上述电压信号

经第二通讯模块与第一通讯模块传送给第一控制模块，第一控制模块控制电能发射线圈断

电，然后控制四个作动机构上的驱动电机反转，由此使导轨滑块以及弹性卡环沿丝杆导轨

向背离箱体的表面中心方向移动，直到弹性卡环松开无人机；

[0018] 步骤8：在第二控制模块的控制下无人机起飞，由此完成整个充电过程。

[0019] 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及其控制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0] 1、本无线充电系统利用电压检测模块实时测定无人机电池电压，并通过第一通讯

模块与第二通讯模块以及第一控制模块、第二控制模块有效地控制了无人机电池的充放

电，可防止无人机电池的过放过充。

[0021] 2、利用作动机构有效地解决了电能收发线圈的同心耦合问题，进而避免了无人机

定位降落不精准的难题，同时提高了线圈的电能传输效率。

[0022] 3、弹性卡环起到了固定无人机的作用，避免了野外作业时的外力影响。

[0023] 4、本系统看各模块自动工作，自主控制，省去了人工频繁操作，有效地提升了无人

机的作业效率。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电路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工作流程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中无人机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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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4是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中地面平台端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中作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降落在地面平台端时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

[0031] 如图1、图3—图6所示，本发明提供的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包括地面平台端100和

无人机端200；其中地面平台端100包括箱体107、第一通讯模块101、第一控制模块102、电能

发射线圈103、四个接近传感器104、四个作动机构105和屏蔽层108；所述的箱体107为正方

体形结构，表面两条对角线的两端部位分别凹陷形成有一条作动机构设置槽；表面中部设

有识别涂层106；每个作动机构105包括驱动电机1051、弹性卡环1052、丝杆导轨1053、直线

导轨平台1054和导轨滑块1055；其中直线导轨平台1054为凹字形结构，水平设置；丝杆导轨

1053的两端以转动的方式分别安装在直线导轨平台1054的两侧壁上；导轨滑块1055套在丝

杆导轨1053的中部；驱动电机1051安装在直线导轨平台1054的外端面上，输出轴与丝杆导

轨1053的一端相连，并且直线导轨平台1054、丝杆导轨1053、导轨滑块1055和驱动电机1051

组合后设置在箱体107上任一作动机构设置槽的内部；弹性卡环1052为水平设置的弧形板，

中部下端安装在导轨滑块1055的顶面上，并且弧形板的开口面向箱体107表面的中心方向；

相邻两个作动机构105之间的箱体107表面上分别安装一个接近传感器104；电能发射线圈

103安装于箱体107的底面上并且外部由屏蔽层108覆盖；第一通讯模块101和第一控制模块

102安装在箱体107的内部，并且第一控制模块102同时与第一通讯模块101、电能发射线圈

103、接近传感器104以及作动机构105上的驱动电机1051电连接；

[0032] 无人机端200包括无人机21、第二通讯模块201、第二控制模块202、电能接收线圈

203、电压检测模块204、无人机电池205和整流电路206；其中无人机21包括无人机机体211、

摄像头212和隔离层213；摄像头212安装在无人机机体211的下部；电能接收线圈203下挂在

无人机机体211的下端，上部覆盖隔离层213，以避免因电磁干扰而造成无人机飞控；电能接

收线圈203依次与整流电路206、无人机电池205、电压检测模块204、第二控制模块202和第

二通讯模块201电连接并均安装在无人机机体211的内部；第二通讯模块201与第一通讯模

块101以无线方式进行通讯。

[0033] 所述的电能发射线圈103和电能接收线圈203均为圆环状。

[0034] 所述的电能发射线圈103的圆心与箱体107的底面中心相重合。

[0035] 所述的电能接收线圈203与由作动机构105上四个弹性卡环105组成的圆同心，可

起到固定无人机机体211的作用。

[0036] 所述的弹性卡环105对应的圆心角为90°。

[0037] 如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利用上述无人机无线充电系统的充电控制方法包括按

顺序进行的下列步骤：

[0038] 步骤1：在第二控制模块202的控制下，利用电压检测模块204实时检测无人机电池

205的电压，然后传送给第二控制模块202，第二控制模块202根据上述电压信号判断无人机

电池205的状态；

[0039] 步骤2：当电压检测模块204检测的电压低于预先设定的电压阈值时，第二控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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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202将控制无人机21返航而进行充电，返航途中无人机21将基于卫星导航但不仅限于卫

星定位，返航至地面平台端100的箱体107上方的大致位置时，由摄像头212精确识别箱体

107上的识别涂层106并调整降落位置，返航途中第二通讯模块201与第一通讯模块101以无

线方式进行通讯，实时传输无人机电池205的电压；

[0040] 步骤3：在降落过程中，当接近传感器104捕获到无人机21的信号时，其将传送给第

一控制模块102；

[0041] 步骤4：第一控制模块102将控制四个作动机构105上的驱动电机1051转动，由此使

导轨滑块1055以及弹性卡环1052沿丝杆导轨1053向箱体107的表面中心方向移动，在此过

程中四块弹性卡环1052所在的圆半径将逐渐缩小，并推动已降落在箱体107表面上的无人

机21向箱体107的表面中心移动，完成电能发射线圈103与电能接收线圈203的同心耦合，直

到最后固定住无人机21；

[0042] 步骤5：第一控制模块102根据第一通讯模块101传送的电压信号控制电能发射线

圈103供电；

[0043] 步骤6：电能通过电能发射线圈103无线传输至电能接收线圈203，然后经整流电路

206整流后向无人机电池205充电；

[0044] 步骤7：当电压检测模块204检测到无人机电池205满电时，第二控制模块202将上

述电压信号经第二通讯模块201与第一通讯模块101传送给第一控制模块101，第一控制模

块101控制电能发射线圈103断电，然后控制四个作动机构105上的驱动电机1051反转，由此

使导轨滑块1055以及弹性卡环1052沿丝杆导轨1053向背离箱体107的表面中心方向移动，

直到弹性卡环1052松开无人机21；

[0045] 步骤8：在第二控制模块202的控制下无人机21起飞，由此完成整个充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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