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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

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包括使用受控且频率可调

的电流转换器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固定或移动

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的步骤，用于从电源格式

转换为高频AC电流格式。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包括具有磁共振耦合的发射器和接收器以及电

流转换器，用于从高频AC电流格式转换为正被充

电的电能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使

用电磁场将能量传输布置在发射器和接收器之

间。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10391696 A

2019.10.29

CN
 1
10
39
16
96
 A



1.一种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使用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换器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

存储器，用于从电源格式转换为高频AC电流格式；

包括具有磁共振耦合的发射器和接收器以及电流转换器，用于从高频AC电流格式转换

为正被充电的电能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其中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包括从中

心到其周边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其中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包括平的单线螺旋绕组，并且

其中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用于在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周边以最大的电流激发电流和潜

在驻波；和

使用电磁场在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布置能量传输，其中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中心的

引线连接到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换器的输出端，并且其中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周边

的引线连接到电流转换器，用于从高频AC电流格式转换为正被充电的电能存储器的正常操

作所需的电流格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方法，其

中，所述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包括从中心到其周边延伸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其中所述接

收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固有共振频率等于发射器中的磁共振绕组的共振频率，其中所述接收

器的磁共振绕组的中心的引线彼此绝缘并且与接收器的其他导电零件和部件绝缘，其中所

述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周边的引线连接到电流转换器的输入端，用于从高频AC电流格式

转换为正被充电的电能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并且其中所述电流转换器的输

出用于从高频AC电流格式转换为正被充电的电能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所述正被充

电的电能连接到所述接收器处的电能存储器的入口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方法，其

中，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周边的引线是短路的，并且来自所述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

转换器的输出端的电使用电源耦合线圈馈送到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并且其中所述电

源耦合线圈在与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相同的平面的周边覆盖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

组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方法，其

中，所述电源耦合线圈通过电容器连接到所述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换器的输出端，所

述电容器形成串联谐振回路，并且其中所述串联谐振回路的固有谐振频率等于所述发射器

的磁共振绕组的谐振频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方法，其

中，所述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连接到所述电流转换器的输入端，用于通过电容器从高频AC

电流格式转换为正被充电的电能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所述电容器形成串联

谐振回路，并且其中所述串联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等于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谐振频

率。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方法，其

中，所述电源耦合绕组包括一对圆形半绕组，所述圆形半绕组沿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

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相对端的周边定位，并且其中该对圆形半绕组串联且一致地电互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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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种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用户的电能存储进行无线充电的系统，包括：

电源，所述电源耦合到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换器，用于将电流从电源格式转换为

高频AC电流格式；

发射器和接收器，所述发射器和接收器具有磁共振耦合；和

电流转换器，用于将来自高频AC电流格式的电流转换为正被充电的电能存储器的正常

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其中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包括从中心到其周边的平的双线螺旋

绕组，其中所述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包括平的单线螺旋绕组，其中电能利用电磁场在所述

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和所述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之间传递，其中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

的周边的引线连接到所述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换器的输出端，其中所述发射器的磁共

振绕组的中心的引线彼此绝缘并且与发射器的其他导电零件和部件绝缘，其中所述接收器

的磁共振绕组的周边的引线耦合到所述电流转换器的输入端，用于将高频AC电流转换为正

被充电的能量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并且其中所述电流转换器的输出端用于

将高频AC电流转换为正被充电的能量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所述正被充电的

能量存储器连接到固定或移动用户的接收器中的电能存储器的端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系统，

其中，所述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包括从中心到其周边延伸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其中所述

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的中心的引线彼此绝缘并且与所述接收器的其他导电零件和部件绝

缘，并且其中所述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固有共振频率等于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共

振频率。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系统，

其中，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周边的引线是短路的，其中电源耦合线圈耦合具有受控

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换器的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其中所述电源耦合线圈位于所述发射器

的磁共振绕组的同一平面中，并且其中电源耦合线圈引线连接到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

换器的输出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

系统，其中，所述电源耦合线圈通过电容器连接到所述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换器的输

出端，所述电容器形成所述发射器的串联谐振回路，其中所述发射器的串联谐振回路的固

有谐振频率等于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固有谐振频率。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

系统，其中，所述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周边的引线连接到所述电流转换器的输入端，用于

通过电容器将高频AC电流转换为正被充电的能量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所述

电容器形成所述接收器的串联谐振回路，并且其中所述接收器的串联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

等于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谐振频率。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

系统，其中，所述电源耦合线圈包括沿所述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相

对端的周边定位的两个圆形半绕组，并且其中该对圆形半绕组串联并且一致地电互连。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391696 A

3



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用户中对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

和设备

发明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气工业，具体地，涉及用于在固定功率单元和接收电能的移动设备

之间使用谐振半波技术的无线传输电能的方法和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具有从固定发射器到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无线能量传输的方法和设备被分类

为紧密且松散耦合的对象。紧密耦合的方法和系统确保最小的能量损失。紧密耦合的无线

能量传输系统的缺点是需要确保对于电发射器和接收器的精确的相对定位。紧密耦合系统

中的耦合系数必须达到接近100％的值。

[0003] 由于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谐振特性，因此，即使耦合系数小于10％，松散耦合方法和

系统仍可以实现0.8或更高的效率，并且对发射器和接收器的相对定位的要求显着降低。在

松散且紧密耦合的发射器和接收器中，电动势可以被激发，这主要是由于电场或磁场的变

量。传输系统也被分类为谐振和非谐振。

[0004] 用于将电能传输到电动车辆、移动电话和其他电子设备的方法和设备是已知的

(俄罗斯专利号：2411142，日期为2011.02.10，公告号为4)，其通过谐振频率为f0的高压高

频换能器、单线线路和气隙将电能从谐振供电系统传输到消费者的各个集电器；利用电感

应方法，在0.1-1000kHz的频率范围、0.1-1000kV的线电压下，通过在外侧带有空气电容器

板的屏蔽的两根导线之间的气隙传输电能；其中一块板辐射并连接到屏蔽且绝缘的单线线

路；单线线路的绝缘屏蔽的容量通过电感与屏蔽和接地的连接，在f0的谐振频率下得到补

偿。接收板接收能量并集成到消费者的集电器中并通过谐振回路、整流器和充电器连接到

电负载。

[0005] 已知方法的缺点是需要在电发射器和接收器上使用高电位(高达1000kV)。

[0006] 对于向固定或移动接收器的非接触式能量传输问题的最接近的方案是向电动汽

车提供电源的非接触式方法(俄罗斯专利号：2505427，日期为2013.07.10，公告号为19)。根

据已知的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源的方法的专利，包括从高频电流源到位于路面上的传输系统

的电源，由电动汽车的电气设备接收；来自电网的电能的频率和电压被转换，并且在传输电

源系统中以电动汽车中的电路的固有谐振频率产生谐振电流和电压振荡。同时，电能通过

高频馈线以谐振模式馈送到传输绕组。传输供电绕组位于路面上并且由平的矩形单层绕组

绝缘线组成，每个绕组的位移由绕组线直径引起。当交流高频电流通过时，传输绕组的两个

部分产生电磁场；电磁能量密度矢量定向并指向传输绕组的顶部，并且螺旋线圈形式的接

收绕组沿着橡胶轮的圆周位于电动车辆上，同时沿着路面或静止在路面上移动。电动车辆

还应配备矩形接收绕组，位于并固定在电绝缘板上，该电绝缘板又固定在车身底部并平行

于路基设置，在传输绕组的两个部件上方都有气隙。电动车辆上的绕组接收电磁能量，该电

磁能量通过整流器馈送到能量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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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已知的为电动车辆提供电源的非接触式方法的缺点是横向于导体的磁感应磁通

的高度不规则性，这使得对横向于绕组导体定位的接收器的精度的要求更加严格。

[0008] 所提出的发明的目的是创建一种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对能量存储器进

行充电的无线方法和系统，其在发射器的有效区域处具有均匀的磁通量，在能量传输方面

具有高效率和低辐射水平。

[0009] 所提出的发明提供了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可

能性，即：在移动期间或在特殊无线充电站处对车辆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充电和再充电，当

移动电力消费者在交通信号灯等道路交叉口，对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大房间中的平板电

脑的充电和再充电，对四轴飞行器、大型仓库和基地的货物移动自动化物流系统以及自动

系统的操作条件下的存储器，其中人不在场(工作温度很低的仓库，周围环境特殊组成的仓

库等)的充电和再充电。

[0010] 通过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对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来实现技术效

果，该方法包括使用受控且频率可调的电流转换器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电力用户的电接收

器，用于从电源格式转换为高频AC电流格式，并且包括具有磁共振耦合的发射器和接收器，

电流转换器，用于从高频格式转换为正被充电的电能存储器的正常运行所需的格式；发射

器的磁共振绕组由从中心到周边的平的双线绕组螺旋组成；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由平的单

线螺旋组成；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用于在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的周边以最大的电流激发电

流和潜在的驻波；能量传输布置在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为此，使用电流驻波的电磁场，发

射器双线螺旋绕组中心部分的引线连接到转换器的输出端，其频率高且可调；在固定或移

动用户的接收器处的单线螺旋绕组的引线连接到转换器，用于将高频电流转换为正被充电

的能量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格式。

[0011] 在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种方法中，发射器的

磁共振绕组包括平的双线螺旋，其绕组从中心延伸到周边；接收器中的双线绕组的固有谐

振频率等于发射器中的平的双线绕组的谐振频率；接收器中的双线螺旋绕组中心部分的引

线彼此绝缘并与接收器的其他导电零件和部件绝缘；来自螺旋双线绕组周边的引线与转换

器的输入端连接，用于将高频电流转换为正被充电的能量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

输出端连接到接收器处的能量存储器的输入端。

[0012] 在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种方法中，发射器中

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周边引线是短路的，并且使用磁耦合线圈将来自转换器输出端的电

馈送到发射器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磁耦合线圈在双线螺旋绕组的平面上的周边覆盖发射

器的双线螺旋绕组。

[0013] 在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种方法中，发射器

中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磁耦合线圈通过电容器连接到电流转换器输出端，所述电容器与

耦合线圈形成谐振回路；串联谐振回路的固有谐振频率等于发射器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

谐振频率。

[0014] 在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种方法中，接收器

的单线平的螺旋绕组连接到转换器输入端，用于将高频电流转换为能量存储器的操作所需

的格式，通过电容器与接收器的单线平的螺旋绕组形成串联谐振回路；所形成的回路的谐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0391696 A

5



振频率等于发射器中的平的双线绕组的谐振频率。

[0015] 在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种方法中，用于将

电能从电流转换器输出端传输到发射器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磁耦合线圈以两个圆形半

绕组的形式沿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相对端的周边定位；圆形半绕组串联且一致地电互连。

[0016] 一种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用户中的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装置，包括电源，所

述电源耦合到受控且频率可调的转换器，用于将电流从电源格式转换为高频交流电格式；

发送器和接收器，所述发送器和接收器具有磁共振耦合；转换器，用于将电流从高频电流格

式转换为正被充电的能量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的格式；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由从中心到

周边的平的双线绕组螺旋组成；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由平的单线螺旋组成；电能使用电磁

场在发射器的磁共振绕组和接收器的磁共振绕组之间传递；磁共振绕组的周边引线连接到

变频器的输出端，用于将电流从电能源格式转换为高频电流格式；双线螺旋绕组的中心部

分的引线彼此绝缘并与发射器的其他导电零件和部件绝缘；接收器处的单线螺旋绕组的引

线耦合到转换器的输入端，用于将高频电流转换为正被充电的能量存储器的正常操作所需

的格式；转换器的输出端连接到固定或移动用户的接收器中的能量存储器的端部。

[0017] 在用于对固定或移动消费者中的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装置中，接收器

的磁共振绕组表示从中心到周边延伸的双线螺旋绕组；接收器中的双线螺旋绕组的中心部

分的引线彼此绝缘并与接收器的其他导电零件和部件绝缘，来自螺旋双线绕组周边的引线

连接到转换器的输入端，用于将高频电流转换为正被充电的存储器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

转换器的输出端连接到输入储能端；接收器中的双线绕组的固有谐振频率等于发射器的平

的双线螺旋绕组的谐振频率。

[0018] 在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用户中的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装置中，发射器中

的双线螺旋绕组的周边引线是短路的；用于将平的双线螺旋绕组与变频器耦合的磁耦合线

圈位于双线螺旋绕组的平面上；耦合线圈引线连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用于将电流从电源

格式转换为高频电流格式。

[0019] 在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装置中，发射

器中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磁耦合的线圈通过电容器连接到电流转换器输出端，所述电容

器与耦合线圈形成串联谐振回路；串联谐振回路的固有谐振频率等于发射器的平的双线螺

旋绕组的固有谐振频率。

[0020] 在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装置中，接收

器的单线平的螺旋绕组的引线连接到转换器的输入端，用于将高频电流转换为能量存储器

的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通过电容器与单线平的螺旋绕组形成串联谐振回路；接收器的串

联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等于发射器中平的双线绕组的谐振频率。

[0021] 在用于对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另一装置中，具有

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变频器的磁耦合线圈包括两个圆形半绕组；半绕组沿着平的双线螺旋

绕组的相对端的周边定位，并且半绕组串联并一致地电互连。

附图说明

[0022] 所提出的方法和系统的本质如图1-6所示。

[0023] 图1示出了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对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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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线路图，其需要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消费者的电接收器，而在发射器处的磁共振绕组

代表从中心到周边的平的双线绕组的螺旋；双线绕组的引线在中心部分彼此绝缘，并且双

线绕组周边的引线连接到变频器，用于激发绕组中的电流和潜在驻波。

[0024] 图2示出了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对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和设

备的线路图，其中需要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消费者的电接收器，而在接收器处的磁共振绕

组代表从中心到周边的平的双线绕组的螺旋；双线螺旋绕组的中心部分的引线彼此绝缘，

并且绕组周边的输出端连接到变频器，用于将高频电流转换成操作能量存储器所需的格

式。

[0025] 图3示出了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对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和设

备的线路图，其需要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消费者的电接收器；发射器中的平的双线螺旋绕

组的周边引线是短路的，并且电源从转换器输出端传输到发射器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使

用磁耦合线圈，在绕组表面的周边覆盖发射器的双线螺旋绕组。

[0026] 图4示出了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对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和设

备的线路图，其需要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消费者的电接收器；发射器中的平的双线螺旋绕

组的磁耦合线圈通过电容连接到电流转换器输出端，所述电容与耦合线圈形成串联谐振回

路。

[0027] 图5示出了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对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和设

备的线路图，其需要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消费者的电接收器；接收器的单线平的螺旋绕组

连接到转换器，用于通过电容器将高频电流转换为操作接收器处的能量存储器所需的电流

格式，所述电容器与接收器的单线平的螺旋绕组形成串联谐振回路。

[0028] 图6示出了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对能量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方法和设

备的线路图，其中需要将电能从电源传输到消费者的电接收器；用于将电从电流转换器输

出端传输到发射器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磁耦合线圈由沿着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相对端

的周边定位的两个圆形半绕组形成。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该装置包含电源1；380V/3p/50Hz至HF(1.0-30.0kHz)单相电流转换器2连接到电

源1的端部。转换器2输出端的电流频率可由操作者调节或自动调节。变频器输出端2连接到

平的双线螺旋绕组3的周边引线。平的双线螺旋绕组的中心引线彼此绝缘并且与发射器4的

导电零件和部件绝缘。如上所述实施的平的双线绕组3表示盘绕成由频率可调变频器2供电

的平的螺旋的长开口线。如果变频器2设定为沿着长线盘绕成双线螺旋3的绕组3的四分之

一波长谐振的频率，则电流和潜在的驻波会被绝缘引线之间的中心的最大电流激发和变频

器2的输出端所连接的周边引线的最大电流激发。最小电流形成在长线3的开口和绝缘引线

上，并且最小电位在线3的输入端周边引线处被激发。对于双线螺旋绕组3中的电流和潜在

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布局，由于绕组3周边的最小电流的定位，双线绕组3中的磁场不会朝向

绕组周边减小，这使得周边的电磁场能够有效地参与到能量接收器5的电磁接收单元6的能

量传输。单线螺旋绕组6中激发的能量通过转换器7从高频电流能量传输到具有接收器5处

的电存储器8的正常操作所需的电流格式的能量。平的单线螺旋绕组6用作放置在发射器4

的双线四分之一波长绕组3的电磁交变场中的普通非共振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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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当螺旋中心部分的引线断开时，图2的接收器5中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6开始起到

在双线长线末端开口的盘绕螺旋的作用，就像平的双线螺旋绕组3在发射器4中起的作用一

样。在绕组6的中心部分激发最大电位，并且在绕组6的周边激发最大电流。因此，绕组6中的

磁通量的最大感应在绕组6的周边被激发，这确保了沿螺旋双线绕组3的整个区域的高能量

通量密度的规则性。

[0031] 图3中的发射器4的平的双线螺旋绕组3中的周边引线的连接确保了平的双线螺旋

绕组3与工业AC电源的电流隔离，这显著降低了充电器对能量存储器的操作人员以及对固

定和移动电力用户的充电站和无线充电器的用户的伤害危险。

[0032] 如图4和图5所示，冷凝器10和11的发射器4和接收器5的供给和排出回路的连接为

串联谐振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用于将能量泵送到发射器4中的供给耦合绕组9中，并

从接收器5中的单层螺旋绕组6的接收器中排出能量。

[0033] 由于双向能量泵送到绕组3中，将发射器4中的供给绕组9的分裂增加了将能量泵

送到双线传输绕组3(图6)的过程的可靠性，这使得绕组6的热条件更容易，并简化了用于将

能量泵送到充电器的单元的冷却条件。

[0034] 一种用于在固定或移动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线充电的样本方法和设备。

[0035] 实施例1

[0036] 供给传输线圈3由双铜线组成，其横截面积为0.75mm2，90匝。绕组导体位于同一平

面内，形成双线阿基米德螺线。螺旋绕组的内径为100mm，外径为480mm。每个螺旋的电感为

5.1mH。双线螺旋绕组是四分之一波长的开口端长线，盘绕成平的螺旋。线端部彼此绝缘。螺

旋线之间的电容为30.5nF。双线螺旋绕组中的导体的电阻为2.3Ω和2.4Ω。谐振频率为f0

＝64-60kHz。接收器5的线圈6表示内径为100mm的平的单线螺旋绕组。绕组电感为0.3mH。当

在水平面(距离中心±0.3m)的两个相互横向方向上移动时，在发射器3和接收器6绕组之间

沿垂直方向以0.5m的距离泵送功率为100W且最大耗散7％的电能。

[0037] 实施例2

[0038] 在根据实施例1的能量传输条件中，使用泵送绕组9将能量泵送到电源绕组3中。泵

送绕组9由铜线制成，其横截面积为2.5mm2，3匝。绕组9的电感为18.5μH。绕组9通过串联连

接的电容器10连接到变频器2的输出端。电容器10的电容为180nF。绕组3的引线是短路的。

在与实施例1的相同测试条件下，发射器功率耗散的周边测量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即在接收

器绕组偏离中心±0.3m，不超过7％时的耗散。

[0039] 在根据实施例1和实施例2的电传输条件下，功率为100W的能量被传输到1.0m的距

离。耗散率最大为10％。

[0040] 因此，在0.5m和1.0m距离的电传输测试证明，在0.3m2左右的区域诸如手机、笔记

本电脑、平板电脑、个人电脑等低功耗设备的电磁场强度不均匀性不低于10％。在这种情况

下，平均电磁能量通量强度等于约0.3kW/m2。

[0041] 实施例3

[0042] 传输供给线圈3由双铜多导体线PVMTg-40组成，其横截面积为0.25mm2，绝缘强度

为40kV  DC，绝缘外径为4.2mm。绕组呈平的矩形螺旋形，外形尺寸为2.5m×1.0m。双匝数为

150。绕组的内引线彼此绝缘。外部连接到电源变频器。电源电流频率为11kHz。双线绕组中

每个支路的电感为6.2mH。每个支路的DC电阻为11Ω。接收器线圈由铜多芯线组成，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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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16mm2。接收器线圈的尺寸为1.4m×0.5m。匝数为25。电感为1.2mH。DC电阻为0.16Ω。发

射器和接收器线圈之间的距离为0.3m，发射功率为2.0kW。

[0043] 在从中心位置向四边中的任何一侧偏离0.5m的情况下的功率不规则性最大为

10％。平均电磁能量通量强度等于约3.0kW/m2。

[0044] 因此，通过将接收器线圈移动±0.5m(传输线圈的一半宽度)，电能通量不规则性

测试在功率为2.0kW时传输到0.3m的距离，证明功率偏差不超过10％。

[0045] 根据实施例3的装置可用于为诸如汽车、电动推车或四轴飞行器之类的移动设备

的电池充电，而对充电器和服务单元或小配件的相互定位没有任何严格的要求。几个小工

具可以同时并行服务。所提出的发明提供了在固定或移动电力用户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无

线充电的可能性，即：在移动期间或在特殊无线充电站处对车辆中的电能存储器进行充电

和再充电，当移动电力消费者在交通信号灯等道路交叉口，对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大房

间中的平板电脑的充电和再充电，对四轴飞行器、大型仓库和基地的货物移动自动化物流

系统以及自动系统的操作条件下的存储器，其中人不在场(工作温度很低的仓库，周围环境

特殊组成的仓库等)的充电和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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