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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HZl-D1003-48V 型无线供电系统是一款基于磁共振技术，实现为智能物流分拣线

提供无线供电的装置，能够实现快速运动过程中的非接触式不间断供电功能，满足物

流分拣线上的分拣小车的快速分拣工作需求。 

二、产品参数列表 

表一：系统参数表 

参数描述 参数值 

系统最大输入功率 5000W 

单个拾取器最大输出功率 3500W 

拾取器重量 2.1kg 

输入电压 AC220V±15% 

输入频率 50/60Hz±5% 

输出电压 48V±5% 

输出电流 70A（峰值可达 90A） 

拾取器类型 E 型拾取器 

单组发射线圈对应拾取器个数 2（可根据需求配制） 

系统工作频率 60~85kHz 

支持运行速度 5m/s 

供电方式 恒压供电 

运行环境温度 -25℃~+50℃ 

储存环境温度 -40℃~60℃ 

电气保护 II 级 

防水等级 IP20 

保护功能 过压、过流、过温、短路 

 

三、产品组成部件及尺寸参数 

HZl-D1003-48V 型无线供电系统由发射控制器、补偿电容盒、发射轨道、拾取器

（含整流盒）、接收控制器、脉冲电容盒 6 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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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射控制器 

发射控制器尺寸：438*420*82mm 

输入功率：5000WMax 

输出功率：4300WMax  

输出电流：50A/80kHz 

供电电压：单相 220V/50Hz 

工作环境温度：-25℃-+50℃ 

防水等级：IP20 

散热方式：风冷 

 
图 1.发射控制器尺寸及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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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射导轨及补偿电容盒 

3.2.1 发射导轨 

线径：10mm 

线间距：82mm 

电流：50A/80kHz 

耐压等级：5000V 

防水等级：IP65 

工作环境温度：-25℃-+50℃ 

散热方式：自然热对流辐射 

导轨支架高度：81mm 

导轨支架间距：83mm 

导轨支架安装孔径：φ14mm 

 

 
图 2：发射轨道尺寸及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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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补偿电容盒 

尺寸：311*152*82mm 

电流：50A/80kHz 

耐压等级：5000V 

防水等级：IP65 

工作环境温度：-25℃-+50℃ 

散热方式：自然热对流辐射 

 
图 3：补偿电容盒本体及安装尺寸图 

3.3、拾取器（含整流盒） 

3.3.1 拾取器 

尺寸：166*166*65.5mm 

安装高度（调节范围）：153.5-178.5mm  

线圈电流：50A/80kHz 

输出电压：80-100V/80kHz 

输出电流：0-70A 

最大工作电流：70A（60s） 

工作环境温度：-25℃-+50℃ 

防水等级：IP65 

耐压等级：3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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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方式：自然热对流辐射 

 
图 4：拾取器本体及安装尺寸图 

3.3.2 整流盒 

尺寸：180*110*56mm 

输入电压：0-100V/80kHz 

输入电流：0-70 A/80kHz 

输出电压：DC 0-120V 

输出电流：0-70A 

耐压等级：2000V 

防水等级：IP65 

工作环境温度：-25℃-+50℃ 

散热方式：自然热对流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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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整流盒本体及安装尺寸图 

3.4、接收控制器（稳压器）  

尺寸：258*122*48mm 

输入电压：DC 53-140V 

输出电压：DC 48V±5% 

输出电流：0-70A 

最大工作电流：70A 

工作环境温度：-25℃-+50℃ 

防水等级：IP20 

耐压等级：1000V 

冷却方式：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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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接收控制器本体及安装尺寸图 

3.5、脉冲电容盒 

尺寸：311*152*82mm 

输入电压：DC 48V±5% 

输出电压：DC 48V±5% 

输出电流：0-100A 

最大工作电流：100A（60s） 

工作环境温度：-25℃-+50℃ 

防水等级：IP20 

耐压等级：1000V 

冷却方式：自然热对流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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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脉冲电容盒本体及安装尺寸图 

四、产品安装说明 

4.1、安装步骤 

智能物流分拣线无线供电系统产品的安装较复杂，有些部件和连接线需要前装和

预先留空（打孔），主要安装步骤如下所示：  

1) 、选择发射轨道的起点，在净空区域内将发射轨道安装在分拣线的水平（垂

直）轨道上，并将端口和相邻两套发射轨道衔接处固定好； 

2) 、测试每套发射轨道的电气参数和结构偏移量； 

3) 、在保证发射轨道偏移量的前提下将拾取器安装在设定的分拣小车底部； 

4) 、在发射轨道起点附近安装发射控制器和补偿电容盒； 

5) 、在安装了拾取器的分拣小车相邻的小车底部安装接收控制器和脉冲电容盒； 

6) 、检查所有的安装牢固程度和干涉区域，确保满足安装尺寸。 

4.2、接线方法 

无线供电系统主要分为发射系统和接收系统，其中发射系统包括发射控制器、补

偿电容盒和发射轨道，该系统始终处于静止状态，不随着分拣线的移动而移动。接收

系统包括拾取器、接收控制器、脉冲电容，该系统是随着分拣线运动的，因此这两个

系统的电气连接也是分开的。具体接线方式如下所示： 

接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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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收控制器输入端连接拾取器（整流盒）输出端； 

2) 接收控制器的输出端连接脉冲电容盒输入端； 

3) 脉冲电容盒的输出端连接分拣小车的 48V 电源两端。 

发射系统： 

1) 发射导轨的输入端连接补偿电容盒的输出端； 

2) 补偿电容盒的输入端连接发射控制器的输出端； 

3) 发射控制器的输入端连接 220V 交流电。  

4.3、单套设备连接示意总图 

 
图 8：单模块整体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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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大环线多套设备连接示意总图 

 
图 9： 大环线设备整体连接示意总图 

4.5、相邻两套发射轨道端口处处理 

 
图 10：相邻导轨间隙的最小化设计 

 

五、使用方法说明 

5.1、上电方法 

5.1.1 上电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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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发射控制器与发射导轨和补偿电容盒的连接紧密； 

2) 确保拾取器正确嵌入发射轨道中，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拾取器与发射轨道的安装示意图 

3) 确保发射轨道所要求的净空区域内无金属，见下图 12 所示； 

 
图 12：发射导轨和拾取器净空尺寸示意图 

4) 确保拾取器在运动过程中不会与发射轨道、分拣线结构件发射干涉和摩擦； 

5) 确保所有电器连接牢靠； 

6) 确保所有结构连接牢靠。 

5.1.2 上电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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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闭合 220V 交流输入端子，此时系统开始启动，前 5s 系统自检，此时电源指

示灯为黄灯亮； 

2) 上电 5s 后电源指示灯由黄灯变为绿灯常亮，此时系统已正常开始输出电压，

需等待 25s 后电压才能达到稳定的 48V； 

3) 上电 30s 整个系统已稳定运行，分拣系统可以开始分拣工作。 

5.1.3 上电时序图 

 

图 13 上电时序图 

 

5.2 异常状态分析 

5.2.1 黄灯常亮 

系统初始化失败，由发射控制器报告的故障信号。 

5.2.2 红灯常亮 

开机 

初始化

检测电流是否

超过设定值 

开启供电模

检测线圈电流

是否大于阈值 

维持现阶段不变 

停机，报故障重启 

是 

否 

否 

减小控制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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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检测发射轨道过流、过压状态，保护系统不受损坏。 

5.2.3 48V 无输出 

发射控制器绿灯，接收控制器无输出，接收系统故障，断线或者启动保护。 

 

六、注意事项说明 

 本供电装置的发射控制器与发射导轨连接安装于运行轨道位置，接收控     制

器与拾取器安装于用户设备上，部件安装必须牢靠； 

 发射控制器和接收控制器均有发热器件，注意不要在其表面堆叠其他物品影

响散热，保持控制器与其他物体的间隙≥8cm； 

 接线方法参照“安装步骤与接线流程”，发射轨道与拾取器垂直嵌入，嵌入

深度不低于35mm(不在嵌入深度范围内可能会无功率输出)。接收端输出接用

户设备红色线为正极，黑色线为负极； 

 发射轨道安装注意事项需要参照“安装步骤与接线流程”，安装过程中须注

意发射轨道的净空区域，该范围内不能有金属及生物体进入。 

 安装和维护保养时，必须切断电源，否则会有安全事故； 

 做好无线供电总成的绝缘防护工作，杜绝裸露金属暴露在工作环境中； 

 禁止使用额定电压（AC220V 50Hz）以外的电源； 

 非专业人士或工作人员，禁止拆开无线供电总成内部器件； 

 电源线的绝缘胶不能破损，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 

 

七、联系方式 

       您在使用过程中有疑问或有更好的使用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公司名称：深圳赫兹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692 9369/19928809799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华丰国际机器人产业园F栋一层 

公司网站：www.hzitek.com   

公司邮箱：sales@hzitek.com 

 

http://www.hzi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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