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250794.6

(22)申请日 2016.04.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81318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7.27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

道丽山路大学城创业园1006室

(72)发明人 邱纯鑫　刘乐天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科吉华烽知识产权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248

代理人 张英　彭益宏

(51)Int.Cl.

H04W 52/06(2009.01)

H04W 84/18(2009.01)

(56)对比文件

CN 104852442 A,2015.08.19,

CN 101154955 A,2008.04.02,

CN 104158304 A,2014.11.19,

EP 2194652 A1,2010.06.09,

WO 2005003983 A1,2005.01.13,

审查员 李静

 

(54)发明名称

一种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

统，控制模块的输出端分别连接LVDS信号转换模

块的输入端及MOS驱动模块的输入端，MOS驱动模

块的输出端连接MOS功率放大模块输入端，MOS功

率放大模块电性连接供电电源，MOS功率放大模

块的输出端连接电磁转换模块的输入端，电磁转

换模块的输入端还连接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

出端，电磁转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磁环耦合模块

的输入端，磁环耦合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磁电转换

模块的输入端，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出端分别连接

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入端及TTL信号转换模块的输

入端，TTL信号转换的输出端连接接收模块的输

入端，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电压输出模块

的输入端。结构简单、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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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通信系统包括控制模块、

MOS驱动模块、MOS功率放大模块、电磁转换模块、磁电转换模块、整流稳压模块、电压输出模

块、LVDS信号转换模块、TTL信号转换模块、接收模块、磁环耦合模块及供电电源，所述控制

模块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入端及MOS驱动模块的输入端，所述MOS

驱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输入端，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电性连接所述

供电电源，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磁转换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电磁转换

模块的输入端还连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电磁转换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

述磁环耦合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磁环耦合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入端，

所述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所述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入端及TTL信号转换模块的输

入端，所述TTL信号转换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接收模块的输入端，所述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出端

连接所述电压输出模块的输入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转换模块包括能量电磁

转换单元及信号电磁转换单元，所述能量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MOS功率放大模

块的输出端，所述信号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出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磁环耦合模块包括能量磁环

单元及信号磁环单元，所述能量磁环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能量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出端，

所述信号磁环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出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磁电转换模块包括能量磁电

转换单元及信号磁电转换单元，所述能量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能量磁环单元的

输出端，所述能量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入端，所述信号磁环

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磁环单元的输出端，所述信号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

信号磁环的输出端，所述信号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TTL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入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MOS驱动模块包括第一驱动

单元及第二驱动单元，所述第一驱动单元与所述第二驱动单元相同，所述第一驱动单元及

第二驱动单元包括电阻R1、电阻R2、电容C1、电容C2、电阻R3、电阻R4、电阻R5、电阻R6、电阻

R7、电阻R8、芯片U1、二极管D1及二极管D2，所述芯片U1的第2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的一端

及信号PWMHII,所述芯片U1的第3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2的一端及信号PWNLII，所述芯片U1

的第8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6的一端、电阻R7的一端及二极管D1的阴极，所述芯片U1的第5

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3的一端、电阻R4的一端及二极管D2的阴极，所述二极管D1的阳极连

接所述电阻R8的一端，所述二极管D2的阳极连接所述电阻R5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7脚经

所述电容C2与所述芯片U1的第8脚连接并输出，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所述电阻

R3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所述芯片U1的第6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的一端及电源VCC+5V，所

述电容C1的另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电阻R2的另一端、芯片U1的第4脚均接地。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包括第一

放大单元及第二放大单元，所述第一放大单元与第二放大单元相同，所述第一放大单元及

第二放大单元包括MOS管Q1、MOS管Q2、电阻R14、电阻R10、电阻R13、电容C4、电阻R12、电阻

R9、电阻R11及电容C3，所述MOS管Q1的栅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8的另一端及电阻R7的另一

端，所述MOS管Q1的源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0的一端、电阻R11的一端及电容C3的一端，所

述MOS管Q1的漏极分别连接电阻R9的一端及电源VCC，所述电阻R9的另一端连接所述电容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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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端，所述电阻R10经焊盘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1脚及电容C2的一端，所述电阻R11

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2的一端、MOS管Q2的漏极、芯片U1的第1脚、电容C2的一端及

所述电磁转换模块，所述MOS管Q2的栅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4的另一端及电阻R5的另一端，

所述MOS管Q2的源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4的一端及电阻R13的一端，所述电阻R13的另一端

接地，所述电阻R14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模块采用FPGA ,所述

FPGA中包括能量输出控制信号处理单元及数字信号处理单元。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整流稳压模块包括整流滤波

单元及稳压单元，所述整流滤波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稳压单元的输入端。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整流滤波单元包括电容C9、

电容C10、二极管D5、二极管D6、二极管D7及二极管D8，所述二极管D5的阳极分连接所述二极

管D7的阴极及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二极管D6的阳极分别连接所述二极管D8的阴极

及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分别连接二极管D6的阴极、电容C10的一端

及电容C9的一端，所述二极管D7的阳极分别连接二极管D8的阳极、电容C10的另一端及电容

C9的另一端均接地。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无线通信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稳压单元包括稳压芯片U2、

电容C11及电容C12，所述稳压芯片U2的第一脚分别连接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二极管D6的

阴极、电容C10的一端及电容C9的一端，所述稳压芯片U2的第3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1的一

端、电容C12的一端及输出，所述稳压芯片U2的第2脚、电容C11的另一端及电容C12的另一端

均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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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线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无线能量传输作为一种能量传输手段，可以在非接触的状态下，不借助线缆等媒

介实现电能传输。近年来无线能量传输在无线充电等领域等获得了成功应用，而在无线能

量和信息同时传输等结合领域也有了一定探索。目前无线能量和信息同时传输，有采用磁

场共振和微波辐射传输两种方法，分别对应于窄带和宽带通信系统。

[0003] 非辐射性磁耦合谐振作为新型无线供电技术，通过使两个相同频率的谐振物体产

生很强的相互耦合，而对周围非谐振频率的接受端只有较弱的耦合。磁耦合谐振系统包括

发射谐振线圈、次级接受谐振线圈和负载。无线供电应用场合通常需要无线通信，按照能量

流与信息流的实现方式，主要分为单流模式和双流模式。其中双流模式采用能量流与信息

流分开实现，如采用蓝牙等无线装置实现信息流。这种方式成本相对较高，电路复杂。而单

流模式利用同一套装置实现能量流与信息流的复用。

[0004] 目前对无线能量和信息传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线和射频单元的物理设计，以提

高设备间点对点传输时无线能量和信息同时传输的效率。但是在多个设备进行分布式组网

时，如何基于时分方式控制各个设备在无线能量和信息传输之间的转换仍未有相关研究。

而传统的基于时分方式的分布式通信协议CSMA  协议显然也不能直接用于采用无线能量和

信息传输技术的新型设备的分布式组网。因此需要对此类场景的设备组网协议进行设计，

通过将无线能量和信息传输引入能量受限的分布式无线网络（如无线传感器网络），以延长

这些网络中设备的电池使用时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统，旨在解决上述的技术问

题。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统，所述无线通信系统包括

控制模块、MOS驱动模块、MOS功率放大模块、电磁转换模块、磁电转换模块、整流稳压模块、

电压输出模块、LVDS信号转换模块、TTL信号转换模块、接收模块、磁环耦合模块及供电电

源，所述控制模块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入端及MOS驱动模块的输

入端，所述MOS驱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输入端，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

电性连接所述供电电源，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磁转换模块的输入端，

所述电磁转换模块的输入端还连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电磁转换模块的

输出端连接所述磁环耦合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磁环耦合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磁电转换模

块的输入端，所述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所述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入端及TTL信号

转换模块的输入端，所述TTL信号转换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接收模块的输入端，所述整流稳压

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出模块的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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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电磁转换模块包括能量电磁转换单元及信号电

磁转换单元，所述能量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信

号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出端。

[0008]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磁环耦合模块包括能量磁环单元及信号磁环单

元，所述能量磁环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能量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出端，所述信号磁环单元

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出端。

[0009]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磁电转换模块包括能量磁电转换单元及信号磁

电转换单元，所述能量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能量磁环单元的输出端，所述能量

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入端，所述信号磁环单元的输入端连接

所述信号磁环单元的输出端，所述信号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磁环的输出

端，所述信号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TTL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入端。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MOS驱动模块包括第一驱动单元及第二驱动单

元，所述第一驱动单元与所述第二驱动单元相同，其包括电阻R1、电阻R2、电容C1、电阻R3、

电阻R4、电阻R5、电阻R6、电阻R7、电阻R8、芯片U1、二极管D1及二极管D2，所述芯片U1的第2

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的一端及信号PWMHII,所述芯片U1的第3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2的

一端及信号PWNLII，所述芯片U1的第8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6的一端、电阻R7的一端及二极

管D1的阴极，所述芯片U1的第5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3的一端、电阻R4的一端及二极管D2的

阴极，所述二极管D1的阳极连接所述电阻R8的一端，所述二极管D2的阳极连接所述电阻R5

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7脚将所述电容C2与所述芯片U1的第8脚连接并输出，所述电阻R6

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所述电阻R3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所述芯片U1的第6脚分别连接所述

电容C1的一端及电源VCC+5V，所述电容C1的另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电阻R2的另一端、芯

片U1的第4脚均接地。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包括第一放大单元及第二放

大单元，所述第一放大单元与第二放大单元相同，其包括MOS管Q1、MOS管Q2、电阻R14、电阻

R10、电阻R13、电容C4、电阻R12、电阻R9、电阻R11及电容C3，所述MOS管Q1的栅极分别连接所

述电阻R8的另一端及电阻R7的另一端，所述MOS管Q1的源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0的一端、

电阻R11的一端及电容C3的一端，所述MOS管Q1的漏极分别连接电阻R9的一端及电源VCC，所

述电阻R9的另一端连接所述电容C3的另一端，所述电阻R10经焊盘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的

第1脚及电容C2的一端，所述电阻R1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2的一端、MOS管Q2的漏

极、芯片U1的第1脚、电容C2的一端及所述电磁转换模块，所述MOS管Q2的栅极分别连接所述

电阻R4的另一端及电阻R5的另一端，所述MOS管Q2的源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4的一端及电

阻R13的一端，所述电阻R13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电阻R14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

[0012]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控制模块采用FPGA,所述FPGA中包括能量输出

控制信号处理单元及数字信号处理单元。

[0013]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整流稳压模块包括整流滤波单元及稳压单元，

所述整流滤波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稳压单元的输入端。

[0014]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整流滤波单元包括电容C9、电容C10、二极管D5、

二极管D6、二极管D7及二极管D8，所述二极管D5的阳极分连接所述二极管D7的阴极及磁电

转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二极管D6的阳极分别连接所述二极管D8的阴极及磁电转换模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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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分别连接二极管D6的阴极、电容C10的一端及电容C9的一端，

所述二极管D7的阳极分别连接二极管D8的阳极、电容C10的另一端及电容C9的另一端均接

地。

[0015]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稳压单元包括稳压芯片U2、电容C11及电容C12，

所述稳压芯片U2的第一脚分别连接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二极管D6的阴极、电容C10的一端

及电容C9的一端，所述稳压芯片U2的第3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1的一端、电容C12的一端及

输出，所述稳压芯片U2的第2脚、电容C11的另一端及电容C12的另一端均接地。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采用FPGA控制，能同时传说电力和高速数字信号，在传输的

过程中能保证电力与数据信号完全独立传输；该系统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统的结构框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MOS驱动模块与MOS功率放大模块的电气原理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整流滤波单元的电气原理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稳压单元的电气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带能量传输的无线通信系统，所述无线通信系统包

括控制模块、MOS驱动模块、MOS功率放大模块、电磁转换模块、磁电转换模块、整流稳压模

块、电压输出模块、LVDS信号转换模块、TTL信号转换模块、接收模块、磁环耦合模块及供电

电源，所述控制模块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入端及MOS驱动模块的

输入端，所述MOS驱动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输入端，所述MOS功率放大模

块电性连接所述供电电源，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磁转换模块的输入

端，所述电磁转换模块的输入端还连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电磁转换模

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磁环耦合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磁环耦合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磁电转

换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所述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入端及TTL

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入端，所述TTL信号转换的输出端连接所述接收模块的输入端，所述整流

稳压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电压输出模块的输入端。采用FPGA控制，能同时传说电力和高

速数字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能保证电力与数据信号完全独立传输；该系统的结构简单、使

用方便、效率高。

[0022] 所述电磁转换模块包括能量电磁转换单元及信号电磁转换单元，所述能量电磁转

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信号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

接所述LVDS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出端。

[0023] 所述磁环耦合模块包括能量磁环单元及信号磁环单元，所述能量磁环单元的输入

端连接所述能量电磁转换单元的输出端，所述信号磁环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电磁转

换单元的输出端。

[0024] 所述磁电转换模块包括能量磁电转换单元及信号磁电转换单元，所述能量磁电转

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能量磁环单元的输出端，所述能量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

述整流稳压模块的输入端，所述信号磁环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磁环单元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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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信号磁电转换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信号磁环的输出端，所述信号磁电转换单元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TTL信号转换模块的输入端。

[0025] 所述MOS驱动模块包括第一驱动单元及第二驱动单元，所述第一驱动单元与所述

第二驱动单元相同，其包括电阻R1、电阻R2、电容C1、电阻R3、电阻R4、电阻R5、电阻R6、电阻

R7、电阻R8、芯片U1、二极管D1及二极管D2，所述芯片U1的第2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的一端

及信号PWMHII,所述芯片U1的第3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2的一端及信号PWNLII，所述芯片U1

的第8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6的一端、电阻R7的一端及二极管D1的阴极，所述芯片U1的第5

脚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3的一端、电阻R4的一端及二极管D2的阴极，所述二极管D1的阳极连

接所述电阻R8的一端，所述二极管D2的阳极连接所述电阻R5的一端，所述芯片U1的第7脚将

所述电容C2与所述芯片U1的第8脚连接并输出，所述电阻R6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所述电阻

R3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所述芯片U1的第6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的一端及电源VCC+5V，所

述电容C1的另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电阻R2的另一端、芯片U1的第4脚均接地。

[0026] 所述MOS功率放大模块包括第一放大单元及第二放大单元，所述第一放大单元与

第二放大单元相同，其包括MOS管Q1、MOS管Q2、电阻R14、电阻R10、电阻R13、电容C4、电阻

R12、电阻R9、电阻R11及电容C3，所述MOS管Q1的栅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8的另一端及电阻

R7的另一端，所述MOS管Q1的源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0的一端、电阻R11的一端及电容C3的

一端，所述MOS管Q1的漏极分别连接电阻R9的一端及电源VCC，所述电阻R9的另一端连接所

述电容C3的另一端，所述电阻R10经焊盘分别连接所述芯片U1的第1脚及电容C2的一端，所

述电阻R11的另一端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2的一端、MOS管Q2的漏极、芯片U1的第1脚、电容C2

的一端及所述电磁转换模块，所述MOS管Q2的栅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4的另一端及电阻R5

的另一端，所述MOS管Q2的源极分别连接所述电阻R14的一端及电阻R13的一端，所述电阻

R13的另一端接地，所述电阻R14的另一端经焊盘接地。

[0027] 所述控制模块采用FPGA,所述FPGA中包括能量输出控制信号处理单元及数字信号

处理单元。

[0028] 所述整流稳压模块包括整流滤波单元及稳压单元，所述整流滤波单元的输出端连

接所述稳压单元的输入端。

[0029] 所述整流滤波单元包括电容C9、电容C10、二极管D5、二极管D6、二极管D7及二极管

D8，所述二极管D5的阳极分连接所述二极管D7的阴极及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二极

管D6的阳极分别连接所述二极管D8的阴极及磁电转换模块的输出端，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

分别连接二极管D6的阴极、电容C10的一端及电容C9的一端，所述二极管D7的阳极分别连接

二极管D8的阳极、电容C10的另一端及电容C9的另一端均接地。

[0030] 所述稳压单元包括稳压芯片U2、电容C11及电容C12，所述稳压芯片U2的第一脚分

别连接所述二极管D5的阴极、二极管D6的阴极、电容C10的一端及电容C9的一端，所述稳压

芯片U2的第3脚分别连接所述电容C11的一端、电容C12的一端及输出，所述稳压芯片U2的第

2脚、电容C11的另一端及电容C12的另一端均接地。

[0031] 通信系统工作方式：数据信号传输系统FPGA将数据数据进行加扰，令数据不包含

较低频带的频谱分量，比如数据率50Mbps时，等效物理频率25MHz，而通过对数据加扰，令其

不包含5MHz以下频率分量，而电源传输及其干扰，便可分布于LF-5MHz之间。与之后的无线

电能传输系统的工作频率错开，通过LVDS电平信号输出，在外部通过将LVDS电平信号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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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TL信号并进行功率增强之后，进入电磁转换驱动器，驱动磁环线圈对外发射高频无线数

字信号；接收端通过磁环线圈感应到发射线圈发射的磁场信号后将磁场变化转换为电信号

变化，再将转换出来的电信号进行高通滤波、放大、整形还原为原始的LVDS信号馈入接收端

的FPGA进行信号还原。由于结合了电能传输系统，因此在信号与能量同时传输时必将引入

干扰甚至对原始信号造成破坏。因此，数据传输与能量传输的频率应尽量错开较大的频率

范围。必要时引入滤波器滤除能量传输系统带来的负面干扰。保证数据信号传输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0032] 能量（电力）系统工作方式：低频能量传输通过使用低频率振荡电磁信号将电能辐

射到空气中，并接收。具体流程为：通过FPGA生成低频率（方波频谱主要能量频带在2MHz以

下）的PWM控制信号（带死区控制），通过MOSFET驱动电路驱动功率MOSFET，进行功率放大并

驱动电磁转换线圈磁环向外辐射电能。接收端通过带磁环线圈耦合到发射端辐射的电磁信

号之后，将磁能转换为电能。再通过整流稳压电路输出恒定的电压电流，然后提供给其他电

路使用。由于能量传输系统与信号传输系统的磁耦合一体化设计，数据信号和能量信号在

同一磁链路中的不同频带范围内进行传输，在考虑效率以及干扰的情况下尽量提高能量传

输系统的工作频率，以使系统效能最高。

[0033] 在控制模块中FPGA同时发出控制信号，其中一路输出给LVDS信号转换模块进行将

LVDA信号转换成TTL信号后输出给电磁转换模块，电磁转换模块接收TTL信号，并将电信号

转换成磁信号输出给磁环耦合模块将磁信通过耦合方式无线转换后输出给磁电转换模块，

磁电转换模块将接收到的磁信号还原成TTL信号后输出给TTL信号转换模块，TTL信号转换

模块将接收的TTL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后输出给接收模块完成信号传输；另一路输出信号

进入MOS驱动模块，通过MOS驱动模块驱动MOS功率放大模块的MOS管进行功率放大并驱动电

磁转换线圈磁环向外辐射电能，接收端通过带磁环线圈耦合到发射端辐射的电磁信号之

后，将磁能转换为电能。再通过整流稳压模块输出恒定的电压电流，然后提供给其他电路使

用。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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