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西 南 科 技 大 学 

中 南 大 学 

中国有色金属第一期优秀青年学者论坛——  

“资源绿色加工与环境友好能源材料” 第二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探索矿产资源绿色加工和环境友好能源材料的科学前沿,

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矿业、冶金、环境和材料等相关学科年

轻人才成长与交流，拓宽有色金属青年人才国际视野，中国有色金

属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南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定于 2019 年 4

月 26~28日在四川省绵阳市召开“中国有色金属第一期优秀青年学

者论坛”。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与论坛的特色 

论坛主题为“资源绿色加工与环境友好能源材料”，旨在集聚

国内外有色金属研究领域中从事矿物加工、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

化、环境友好能源材料的优秀青年学者，就这些领域具有创新性的

研究主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实施过程等进行分享和



研讨，为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共同成长的平台。 

本次学术论坛分为三个分论坛： 

第一论坛：第三届中国国际矿物加工青年学者论坛  

第二论坛：固废资源化青年学者论坛 

第三论坛：环境友好能源材料青年学者论坛 

本次学术论坛的特色： 

1. 所选择的论坛主题为学科前沿问题，反映学科的新进展、新

观点、新方法。鼓励讨论开放性的科学技术问题，鼓励不同意见的

学术争论，希望能碰撞出新的学术思想火花。 

2. 每个分论坛主题集中讨论一个方向，如果每个分论坛人数

超过 50 人，再分 2~3 个小组。每个报告应该紧扣主题、明确展示

自己的科学思想和学术观点，提出沙龙需要讨论的问题，介绍自己

的创新方法、见解、方案和结论。 

3. 报告时间不宜过长，保证充足的讨论时间。每个汇报人 15

分钟。报告 7~8 分钟，互相提问讨论 7~8 分钟。 

4. 与会者在学术讨论中一律平等，提倡大胆创新、自由发表科

学观点和意见，提倡不同意见的质疑和学术争论。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中南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 

承办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环境友好能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复杂矿产资源高效清洁利用科学与技术创新引智基地 

战略金属矿产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湖南省 2011 协同创

新中心 

战略含钙矿物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冶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成都华培会议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东北大学 

四川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工程大学 

上海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内蒙古科技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华鼎国联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论坛组委会 

顾 问： 

胡岳华 中南大学 常务副校长 

董发勤 西南科技大学 校长 

主 席： 

  张世荣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书记 

卢忠远  西南科技大学 副校长 

执行主席：（排名不分先后） 

陈春生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副秘书长 

代  波 环境友好能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 

谌  书 西南科技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 副院长 

陈梦君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熊  鹰 环境友好能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赵晓冲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  

周  鼎 华鼎国联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李  军 西南科技大学 

高志勇 中南大学 

徐龙华 西南科技大学 



赵红波 中南大学 

韩海生 中南大学 

罗  群 上海大学 

侯红帅 中南大学 

杨  越 中南大学 

邓  英 中南大学 

张臻悦 武汉工程大学 

副主席（排名不分先后）： 

朱阳戈、周贺鹏、魏奎先、张  文、晏敏皓、金  波、孙红

娟、韩桂洪、刘文刚、邓久帅、桂夏辉、孙永升、李育彪、冯  

博、赵云良、任子杰、贺靖峰、武开鹏、吴振国、刘  建、陈  

攀、刘润清、邢耀文、边  亮、牛云辉、蒋  俊、王  振、邢

宝林、曹  钊、张晨阳、李明阳、韩俊伟、 寇  珏、徐宏

祥、高  鹏、孙志明、王  丽、史帅星、李国强、何 毅 

四、学术论坛设置 

第一论坛：第三届中国国际矿物加工青年学者论坛 

主题：矿物加工前沿技术和基础科学问题 

召集人：高志勇、徐龙华、赵红波 

交流内容：物理分选、化学选矿、生物选矿等的基础理论探

讨；浮选晶体化学、界面组装化学等基础理论；高效分选的调控

机制；高效强化分选技术等。 

第二论坛：固废资源化青年学者论坛 



主题：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基础理论与热点问题 

召集人：陈梦君、李 军、韩海生、杨 越、张臻悦 

交流内容：固废环境资源交互属性与风险调控基础研究、典

型固废耦合利用技术、固废规模化制备高值矿物材料关键技术、

典型危废资源化利用及安全处置技术、电子垃圾多组份协同利用

与定向分离技术等。 

第三论坛：环境友好能源材料青年学者论坛 

主题：能源材料设计、制备技术与基础科学问题 

召集人：熊 鹰、周 鼎、邓 英、罗 群、侯红帅、边亮、李

国强、何毅 

交流内容：能量转换与储存技术、新型储能器件研发与制

造；动力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高效节能材料设计；聚变裂变能源

利用关键材料的设计等 

五、特邀确定参会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John  Ralston 澳大利亚院士 南澳大学  报告题目：待定 

Martin Rudolph，研究室主任，德国亥姆霍兹研究所  报告题目：

待定 

Przemyslaw B. Kowalczuk, 国际期刊 Physicochemical Problems of 

Mineral Processing 主编  挪威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

Influence of surfactant concentration and solid particle 

properties on frothability 

徐盛明    清华大学 教授 



        江西理工大学 副校长  报告题目：待定 

孙  伟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院长 中南大学  报告题目：待定 

姚  俊  杰青/环境科学与工程中心主任（与学院平级）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  报告题目：有色金属尾矿库污染

的微生物地球化学原位矿化防控技术研究 

曹亦俊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郑州大学 

汪大洋  千人  吉林大学    报告题目：表面亲水性的分子

机理探索 

陶东平  千人、长江学者  辽宁科技大学  报告题目：新型细

颗粒干法静电分选技术及其模拟研究 

韩红桂  优青 北京工业大学 

李国强  优青 华南理工大学  

纪效波  优青、青年长江  中南大学 

刘  恢  优青 中南大学 

张海军  优青 中国矿业大学 

…… 

六、会议日程  

04 月 26 日  09:00~22:00  会议报到  

04 月 27 日  08:30~12:00  学术论坛主题报告 

           14:00~18:00  分论坛报告 

04 月 28 日  08:30~12:00  分论坛报告 

           14:00~18:00  研究生专场；自由讨论、参观学习 



 

七、拟参会对象 

1. 青年专家学者、青年教师、青年研究人员（除特邀专家，

其他学者 50 岁以下均可） 

2. 拟申报青年托举人才工程的学者 

3. 发表了 SCI 论文或是主持科研项目的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

究生 

4. 拟在西南科技大学申报各类人才计划的青年学者 

八、会议地点、住宿、注册及其他说明 

1. 会议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长虹国际大酒店）； 

2. 会议代表收取注册费 1400 元/人，学生收取注册费 800 元/

人。该注册费包括会务、论文审稿、论文集出版、专家演讲资料费、

餐费等； 

3. 食宿安排：组委会推荐参会代表在会场附近酒店住宿，宿

费自理；用餐为会议统一安排； 

4. 请参会代表务必把报名回执发至 nfqnsl@163.com，没有报

名回执不能保证住宿，回执模板见附件 2；只有发了回执，并确定

参会的代表在 SCI 期刊 Minerals 发表会议专辑论文版面费费用打

九折。请各位代表务必在 4 月 5 日之前发回执到指定邮箱

nfqnsl@163.com 

5. 欢迎国内外有关公司及机构支持、赞助本次会议。我们将

以在会议文集上刊登广告、提供小型展位等多种形式宣传支持、赞

mailto:务必把报名回执发至neuxulonghua@163.com


助单位，为支持、赞助单位提供扩大市场、拓展业务良机。 

九、论文征集  

1.会议面向各单位的各位青年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广泛征

集三个分论坛领域的论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组委会择优推荐至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稀有金属》中英文版、《稀有

金属材料与工程》中英文版、《分析测试》英文版等期刊优先发表，

详细格式请参照投稿要求。摘要与全文（word 文档，A4 版面）请

于 2019 年 4 月 6 日之前发送至 nfqnsl@163.com 并请注明，如“中

国有色金属第一期优秀青年学者论坛+未发表+作者名”字样，录用

论文版面费按期刊编辑部标准收取。 

2.已公开发表的论文，并择优评选在会议上做现场报告交流，

同时编入会议文集。 

3.中国有色金属优秀青年学者论坛－第三届中国国际矿物加

工 青 年 学 者 分 论 坛 论 坛 ， Minerals 期 刊 办 了 一 个 专 辑

https://www.mdpi.com/journal/minerals/special_issues/ICYSMP_201

9。经与期刊主编沟通确认，投稿发回执并参加会议的代表可以享

受出版费 9 折优惠。 

十、联系方式 

徐龙华  电话:18281552389  邮箱:neuxulonghua@163.com 

高志勇  电话:13574892751  邮箱:zhiyong.gao@csu.edu.cn 

赵红波  电话:15116335985  邮箱:zhbalexander@csu.edu.cn 

韩海生  电话:15111046402  邮箱:hanhai5086@csu.edu.cn 

mailto:neuxulonghua@163.com
mailto:zhiyong.gao@csu.edu.cn


杨  越  电话:18570681655  邮箱:Eric1911@126.com 

侯红帅  电话:18163664985  邮箱:hs-hou@csu.edu.cn 

张臻悦  电话:18040510863  邮箱:zyzxmu@csu.edu.cn 

陈春生  电话:13811270019 

 

附件：1. 中国有色金属第一期优秀青年学者论坛征文格式 

2. 参会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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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论文题目 

——论文副标题 

（题目居中，三号黑体，文头顶空一行，段后空 0.5 行，如有副标题，另起一行，小三黑体） 

作  者 1,2,作  者 3 

（小三号楷体_GB2312，居中排，两字姓名中间空一全角格，作者之间用逗号区分，段后空 0.5 行） 

（1.单位名称，省市  邮编；2.单位名称，省市  邮编；3.单位名称，省市  邮编） 

（ 按省名、城市名、邮编顺序排列，五号宋体，居中排，全部内容置于括号之中。作者单位与省市名之

间用逗号，城市名与邮编之间空一全角格。作者单位多于一个在作者姓名处用上角标注。段前空 0.5

行、段后空 1 行） 

摘要：（“摘要”二字小五号黑体；内容小五号宋体，不少于 200 字。摘要须反映全文中心内容，内容应包

括目的、过程及方法、结论。要求论述简明、逻辑性强、尽量用短句。段前段后各空 0.5 行） 

关键词：词 1；词 2；词 3（需列出 3～5 个。“关键词”三字小五号黑体，其他小五号宋体，第 1 个关键词

应为二级学科名称，学科分类标准执行国家标准(GB/T13745－92)，中文关键词之间用分号。段前空 0.5 行、

段后空 1 行） 

Title in English 

——Subtitle in English 

（英文字体均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题目三号字、加粗、居中,副标题另起一行，小三加粗） 

                                                   

基金项目（黑体小五）：（宋体小五） 

作者简介（黑体小五）：第一作者姓名，性别，学位，职称，从事的研究领域；参加的全国学会名称、中国科协个

人会员登记号（个人会员登记号相当于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个人的学术号，如您目前尚无，可通过加入

相应的学会得到，已是会员的，可向学会索要。学会的联系方法请登录中国科协网站查询）、联系电

话、E-mail 等。（除电话、E-mail 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其余使用小五号宋体，100 字以内） 



First AUTHOR1,2，Second AUTHOR3 

（作者姓名用四号字体、居中排，多位作者之间用逗号区分，人名的英文写法，姓大写，名首字母

大写，中间不加连字符） 

(1. Name of workplace, City, Postcode ,China；2. Name of workplace, City, Postcode ,China；

3. Name of workplace, City, Postcode, China) 

（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用五号字体、居中排，全部内容置于括号之中，段后空一行） 

 

Abstract: （摘要，“Abstract”一词五号加粗，内容五号字体，不少于 200 个词） 

Keywords:word1, word2, word3 (should be between 3 to 5 words) （关键词，“Keywords”一词五号

加粗，内容五号字体,关键词之间用逗号隔开） 

（正文之前的所有内容左右各缩进 2 字符） 

作者单位与摘要之间、关键词与正文之间分别空一行。 

1 单击此处输入标题（一级标题宋体、加粗、四号，段前段后各空 0.5 行） 

论文要求主题明确、数据可靠、逻辑严密、文字精炼，遵守我国著作权法。 

1.1 单击此处输入标题（二级标题宋体、加粗、小四号，段前段后各空 0.5 行） 

题名应恰当简明地反映文章的特定内容，不宜使用非公知的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符、代号等，也不

能将原形词和缩略词同时列出；一般不用副题名。 

1.1.1 单击此处输入标题（三级标题宋体、加粗、五号，段前段后各空 0.5 行） 

（注：当两级标题在一起时，将两级标题看成一体，两级标题间不空行，上面（上级标题）前空 0.5

行，下面（下级标题）后空 0.5 行。） 

下接正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四字作为标题，五号黑体，居中，段前段后各空 0.5 行） 

[1] 作者 1，作者 2，作者 3，等. 期刊论文题名[J]. 刊名，出版年份，卷（期）：起-止页码. 

[2] 作者. 书名[M]. 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参考文献内容用小五号宋体） 

（责任编辑  ***，***） 



（责编为小五号楷体_GB2312 加粗，居右，“责任编辑”与编辑姓名间空 2 个字符，段前空 1 行；多名责编中间用逗

号隔开） 



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系统损耗模型 

王智慧，吕  潇, 孙  跃，苏玉刚 

（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针对无线电能传输系统损耗的量化计算问题，本文以电流型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系统为例，对其损

耗进行了完整的分析与计算。考虑了电流型全桥谐振变换器开关管的旁路二极管和谐振回路带来的环流影

响，使得建立的逆变器的损耗模型更为精确。该模型还充分考虑了高频效应带来的影响，给出了耦合机构

的高频内阻计算公式。实验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通过该模型可得到系统损耗的主要组成部

分及主要决定因素，对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设计与改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电力电子；无线电能传输；全桥谐振变换器；损耗模型 

Modeling of Power Loss in Resonant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System 

WANG Zhihui，LV Xiao，SUN Yue，SU Yugang  

(College of Autom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power loss calculating problem in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system, a 

systematic way for analysing and calculating all the losses is presented in the case of current-fed 

resonant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system. In traditional analytical method the switching loss of 

IGBT has always be analyzed under the ideal condition. In fact, all components of resonant inverter 

are not ideal and the switching processes of them are interrelated thoroughly. So more accurate 

analyze result can be gained when influence of IGBT’s by pass diode and resonant circuit during 

switching process is considered. The high frequency effect is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in coils whose 

internal AC resistance is present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in accord with analytic results 

of the presented model which can be known the determiner in power los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Keywords: power electronics,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full bridge resonant inverter, power loss 

model 

随着人类对电能无线传输的需求日益增长，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技术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的研究

热点。作为一个电源系统，效率一直是无线电能传输技术研究的重点，而目前的文献只集中在定性

分析系统损  耗[1-2]，缺乏对系统损耗的量化分析，尤其对于一些常用的激励源变换器的损耗计算，

线圈的高频等效内阻计算都比较缺乏。 

目前，对开关器件的损耗分析[4-6]已有了较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量化计算方法，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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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谐振变换器中开关器件的损耗分析还比较少，尤其对于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其负载和互感的变化

使系统工况经常变化，使得开关器件的电流也是变化的，甚至有反向电流的存在。在电磁耦合机构

的损耗计算方面，常忽略由趋肤效应引起的交流内阻，而实际情况是，随着频率的提高，系统电磁

耦合机构的铜损将明显增加，甚至严重影响系统的效率。 

本文以电流型全桥谐振变换拓扑为对象，考虑了谐振变换器中开关管旁路二极管和谐振回路带

来的环流影响，给出了工作频率与电磁耦合机构交流内阻的关系，量化分析了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

各部分损耗。最后搭建实验平台进行了实验验证。 

1  电流型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结构 

电流型全桥变换器由于低电磁污染（EMI）、低开关损耗、柔性状态切换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无

线电能传输系统。典型的电流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如图 1 所示，整个系统分为初级和次级 2 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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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流型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结构 

在初级部分，直流电源 Edc 作为输入与直流电感 Ldc 一起构成准电流源。4 个开关管构成全桥逆

变网络。能量发射线圈机构 Lp 与谐振电容 Cp 构成的并联谐振网络具有限流能力强，短路保护可靠

性高等特点。在次级部分，能量拾取线圈机构 Ls 与谐振电容 Cs 构成串联谐振接收网络来保证系统具

有较大的输出功率和较好的恒频恒压特性[7]。对于该类系统的控制方法是使对角线上的两对开关管

互补切换，其切换的条件是由谐振电容 Cp 两端电压过零点来决定。由图 1 可知，该系统的损耗主要

有逆变器损耗，耦合机构铜损耗和高频整流器损耗。 

2  无线电能传输系统损耗模型 

2.1  逆变器损耗模型 

虽然初级变换器工作在 ZVS 状态，理想条件下开关损耗应该为 0，但由于导通压降和脱尾电流

的存在，系统还是存在一定的通态损耗和开关损耗。图 2 为实测开关的电压电流波形。因为是电流

型逆变器，故开关管两端电压为正弦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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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电压电流                    (b)开通波形                       (c)关断波形 

图 2  开关管电压电流波形 

 

2.1.1  通态损耗 

如图 2 所示，开关管导通时，由于 CE 两端存在着一定的通态压降（图 1（a）中为 100V/div），

故一个开关管的通态损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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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n c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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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U t I t t
T

                                      

（1） 

式中 Uce 为开关管的导通压降，Ic 为开关管的通态电流，T 为开关管的工作周期。Uce 的大小与其通

态电流 Ic 有关。由于一个周期内，有一对开关管导通，所以全桥逆变器的通态损耗为 2PT-con。 

2.1.2  开通损耗 

开关管开通过程中集射极电压 Uce1和集电极电流 Ic1如图 2（b）所示。开通过程中，由于电流变

化率 di/dt 较大，在杂散电感的作用下，Uce1 会首先下降，在二极管反向恢复电荷的影响下集电极电

流近似线性上升。可得到一个开关管的开通损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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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一个周期内，有一对开关管开通，所以全桥逆变器的开通损耗为 2PT-on。 

2.1.3  关断损耗 

由于 IGBT 旁路二极管的存在，逆变回路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环流”[8]，以 T1 关断为例，由于

拖尾电流的存在，造成了开关管关断的延迟，在切换点由于初级电感 Lp 自身的感应电动势的存在，

经 VD1→T3→Lp→Rp形成一个负向电流。如图 1（a）、（c）所示，故一个开关管关断时的损耗由关

断损耗和旁路二极管通态损耗组成，可由式（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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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 UVD为开关管旁路二极管的通态压降，IVD 为流经旁路二极管的电流。同理逆变器的关断损耗为

2PT-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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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其他损耗 

逆变器的其他损耗主要包括驱动损耗和直流电感的铜损。驱动损耗是驱动电压给输入电容  Cg 

充电造成的损耗，可表示为[6] 

                                    
2

T-g g ge sP C U f                                        

（4） 

式中，Cg为开关管栅极等效电容，Uge 为驱动电压，fs 为开关频率。由式（4）可知驱动损耗与栅极电

荷和开关频率有关。因此，为减小驱动损耗，应尽量选取 Qg小的开关管。 

直流电感的铜损可表示为             

dc

2
L dc dcP I R                                          

（5） 

其中 Idc为逆变器输入电流，Rdc为直流电感的内阻。 

综上，可得到一个周期的逆变器损耗为 

                        
dcinverter T-con T-on T-off T-g L2 2 2 2P P P P P P                              

（6） 

 

2.2  高频整流损耗模型 

副边拾取网络的高频全桥整流损耗主要由整流二极管的通态损耗和开关损耗两部分组成。 

2.2.1  通态损耗 

二极管导通压降所产生的损耗可由下式得到 

                                 D-con F D0.5P U I                                          

（7） 

其中 UF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ID 为流过二极管的平均电流。由于一个周期内，全桥整流有 2 个

二极管导通，所以整流桥的通态损耗为 2PD-con。 

2.2.2  开关损耗 

二极管的开关损耗主要包括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开通损耗主要是由当二极管由截止变为开通

时，其两端电压不会直接变成导通压降 UF，而是会有一个短时间的正向恢复压降 UFR，开通损耗可

由下式得到[6] 

                                D-on s FR F rs0.5P f U I t                                       

（8） 

其中 UFR 为二极管导通时的正向过电压，IF 为二极管导通时的正向电流，trs 为二极管的开通上升时

间。 

二极管的关断损耗主要是由反向恢复电流造成的，可由下式得到 

                              D-off s f R R fs0.25P f K U I t                                      



（9） 

其中 Kf为反向恢复温度系数，UR 为二极管关断时承受的反向电压，IR 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tfs

为反向恢复时间。碳化硅材料的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几乎为零，但是通态压降较高，一般为 1～1.2V，

实际选取中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综上，故高频全桥整流器的损耗为 

                         rectifier D-con D-on D-off2 2 2P P P P                                

（10） 

2.3  耦合机构铜损耗模型 

一般认为，提高系统的频率能有效提高系统的效率，但该结论是建立在假设原、副边线圈的串

联等效电阻固定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中发现，随着频率的提高，由趋肤效应引起的交流电阻的增大

更加明显，而导致系统耦合机构的铜损也将明显增加。为了减少趋肤效应对系统参数的影响，通常

使用多根细导线绞合而成的李兹线来绕制耦合机构。李兹线高频交流电阻与频率之间的关系为[9-10]： 

                            6 2 2 2

ac dc s s w/ 0.808R R KD f N D                               

（11） 

其中，Rdc 为李兹线的直流电阻；f 为流过导线电流的频率；Ns 为李兹的股数；Ds 为单股导线的直径；

Dw为李兹线的直径；K 为取决于股数 Ns 的交流阻抗系数。  

故可得耦合机构的铜损模型为：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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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中，Ip、Is 分别为原边、副边线圈电流的均方根值；Rp、Rs 分别为原边、副边线圈的高频内阻。 

2.4  其他损耗 

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其他损耗主要包括由涡电流引起的损耗和高频辐射损耗。根据天线原理，

当系统工作在高频状态时，波长较短，这时各种器件可以等效为小的天线从而产生电磁辐射。通常

情况下，在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的频率段（10～200kHz），该部分损耗比较小，记为 Pother。 

3  实验验证 

为验证损耗模型的有效性与精确性，搭建如图 1 所示的实验装置，实验有关参数为：输入直流

电压 Edc=310V，直流电感 Ldc =6mH，直流电感内阻 Rdc =0.2Ω，原边发射线圈电感 LP=118μH，原边

发射线圈直流内阻Rp(dc) =0.013Ω，副边拾取线圈电感 Ls =572μH，副边拾取线圈直流内阻Rs(dc) =0.15Ω，

负载 RL=60 Ω，互感 M=73.1μH。驱动采用 IR 公司的自举驱动芯片 IR2213（Cg=1000pF），开关管

采用 FAIRCHILD 公司的 FGA25N120，整流二极管采用 IXYS 公司的快恢复二极管 DSEI 120-12A，

谐振电容采用多个并联的方式以减小其 ESR。采用 Ns=6000 匝，Ds=0.1mm，Dw=7mm 的李兹线绕制

耦合机构，可得耦合机构高频内阻计算公式为 Rac=Rdc(0.003ƒ2+0.808)，其中 f 单位为 kHz。 

通过改变原边谐振电容 Cp 的值，分别测试系统工作在软开关频率（15.97kHz、23.55kHz 和

37.73kHz）时的损耗，测得的相关数据如表 1 所示。通过查询器件手册可得整流二极管的相关参数

为：UF=0.7V，UFR=10V，trs=40ns，Kf =0.8，IR=1mA，tfs=0.75μs。 



经过计算可得，各工作频率下的损耗组成如图 3 所示，其中与实验数据的误差部分由未量化计

算的其他损耗（涡流损耗和辐射损耗）Pother 构成。 

表 1  测试数据 

名称 15.97k 下测试的值 23.55k 下测试的值 37.73k 下测试的值 

输入电流 Idc/A 2.12 2.62 0.83 

原边激磁电流 Ip(均方根值) /A 28.8 20.9 14.2 

副边线圈电流 Is(均方根值) /A 3.43 3.66 2.13 

输出电压 Uo/V 192 215 116 

开关管通态压降 Uce/V 18 20 16 

二极管电流 ID/A 3.2 3.5 1.9 

总损耗 Ploss/W 42.8 41.78 33.03 

 

      

 

（a）15.97kHz 时                （b）23.55kHz 时                （c）37.73kHz 时 

图 3  损耗组成 

由图 3 可见，系统中损耗主要发生在逆变器损耗和原边耦合机构的内阻损耗上。而随着系统工

作频率的增大，由于趋肤效应的影响，系统耦合机构的高频内阻成二次方比增大，但因为原边激磁

电流与频率成反比，故铜损变化不大。因此，可考虑优化系统谐振频率和采用超导材料绕制耦合机

构以提高系统的效率。另外，在 15.97kHz 和 23.55kHz 时，逆变器损耗以开关管的通态损耗、环流

损耗和直流电感损耗为主，这是因为在这 2 个频率下，输入功率较大，因此开关管通态电流所占的

损耗比重就加大。因此，在大功率场合下，开关管的选取应优先考虑其通态特性。 

4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谐振式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损耗问题，给出了系统各部分的损耗量化模型。实

验结果表明系统的损耗主要消耗在逆变器损耗和耦合机构的铜损耗上，其中选用较低通态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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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BT 能有效的降低逆变器损耗，根据实时工况优化激磁电流和工作频率，可以保证耦合机构的铜损

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然而实验发现，随着运行时间的加长，受涡流影响，损耗还在一直上升，

后续将对这部分损耗做进一步的量化计算，以提高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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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needing to refer to the text. Figures and tables not cited in the text should not be presented. Styles 

for table and figure captions are available in this template for tables and figures. 

Do not draw vertical lines in table. Use only three horizontal lines (top and bottom border lines of the table, 

and a line separating the header and the table contents). The following Table 1 is an example. 

Table 1   Caption of Example Table 

Header X Improved 

(Flow control valves) Air operated valves 4 Yes 

Check valves 2 Yes 

Line discharge check valves 4 Yes 

Pump discharge check valves 3 Yes 

Motor driven pumps 2 Yes 

Motor driven pumps 2 No 

 

Tables and figures should be placed close after their first reference in the text. All figures and tables should 

be numbered with Arabic numerals. Table captions should be centred above the tables. Figure captions should 

be centred below the figures. Footnotes should be centred below the figure captions. The following Figure 1 

is an example. 

 

 

Fig. 1  Verification, Validation and Qualification 

2.4 Equations 



Each equation should be presented on a separate line from the text with a blank space above and below. 

Equations should be clear and expressions used should be explained in the text. The equations should be 

numbered consecutively at the outer right margin, as shown in Eq. (1) and (2) below. Here is one example.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ways that a specified component can fail with (k-1) other components in a group of 

m similar component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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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the total failure probability, Qt, of component in a common cause group of m component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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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eferences 

Reference numbers in the text should be designated by square brackets, e.g.,[1]. The references should be 

listed in the same order as cited in the text and in the order of author, book/magazine name, publishing place, 

publisher, publishing year, and page numbers. See also examples in the REFERNCES section of this template. 

3 CONFERENCE PROGRAMME AND PROCEEDINGS 

The extended abstracts are compiled into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4 CONCLUSION  

Conclusions should state concisely the most important propositions of the paper as well as the author’s 

views of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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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有色金属第一期优秀青年学者论坛 

参会回执表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电 话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 机 邮  箱 

     

     

     

是否发表

论文 

□是   □否 

拟定论文题目： 

 

是否做报

告 

□是   □否 

拟定报告题目： 

拟定报告在哪个分论坛（□主会场   □论坛一：矿物

加工  □论坛二：固废资源化   □论坛三：能源材

料）： 

备注： 

 

 

请将参会回执填写完整并发送发至 nfqnsl@163.com，以便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