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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免接触式馈电控
制装置及由该装置构成的阀门，所述的免
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包含能量转换发送器
(2)、能量接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
发射器(1)、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执
行驱动控制器(5)，可应用于阀门、电动
门、电动锁一类装置中，在实际使用中只
需一个能量转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
号发射器(1)，而对于电动阀门、电动
门、电动锁一类装置则可配备多个，并且
电动阀门电动门、电动锁一类装置完全不
需要配备市电或电池，因此造价和使用成
本都会大大降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
明能够不用通过导线接入外部电源，也无
需装入蓄电池，即能够实现对电动控制装
置供应电力和控制，特别是可实现一对多
的控制。

权 利 要 求 书
一种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其牲特征在于：包含能量转换发送器（2）、
能量接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
（3）、执行驱动控制器（5）；
所述能量转换发送器（2）包含电源、正弦波波形发生器 U1 和感应线圈
L1，感应线圈 L1 的电压回路中并联有电容 C1，并通过电容 C1 和感应线圈 L1
组成电磁谐振回路，由感应线圈 L1 产生电磁波发射出去；
所述的能量接收转换器（4）设有与能量发送器相对应的感应线圈 L2 和电
能转换模块 U2，感应线圈 L2 的电压回路中并联有电容 C3 并通过电容 C3 和感
应线圈 L1 组成电磁谐振回路，由感应线圈 L2 接收感应线圈 L1 所发出的电磁
波并送入电能转换模块 U2；
所述的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包含控制器 U8，所述控制器 U8 设有信号
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控制器 U8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输入键盘 S1~S5，信号输出
端设有无线信号发送器 U6；
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包含控制器 U4，所述控制器 U4 设有信号输
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无线信号接收器 U5，并且设
有若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受控设备的状态；
所述执行驱动控制器（5）包含一个可接入受控设备的电源接口，该电源接
口在接入受控设备所形成的电压回路中设有控制开关，并且控制器 U4 的信号
输出端控制所述控制开关的闭合或断开。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执行驱
动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电源的电压回路中的控制开关由 4 个开关晶体三极管
Q1~Q4 组成，并且 4 个开关晶体三极管 Q1~Q4 两两一组分别设置于受控设备电
压回路的两端，并使得上述两组晶体三极管从受控设备的两端分别均形成电压
回路，即所两组晶体三极管中的一路从受控设备的一端均形成如虚线箭头所示
的电压回路，另一路则从受控设备的另一端均形成如细实线箭头所示的电压回
路，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出端分别控制控制开关的晶体三极管的闭合或断开，
并且两组晶体三极管与受控设备所分别形成的电压回路形成逻辑非电路。
一种电动阀门，包含阀体和驱动电机或电磁阀，其特在于：设有权利要求 1
或 2 任一项所述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中的能
量转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设置于一个可移动的壳体中，
所述能量接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行驱动控制器（5）
与电动阀门设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

1

入端设有若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阀门的打开、关闭或流量信息，
所述执行驱动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阀门中的驱动电机或电磁阀。
一种电动门，包含门体和驱动电机，其特在于：设有权利要求 1 或 2 任一项
所述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中的能量转换发送
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设置于一个可移动的壳体中，所述能量接
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行驱动控制器（5）与电动门设
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若干
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电动门的打开、关闭或开启度的信息，所述执
行驱动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门中的驱动电机。
一种电动锁，包含锁体和驱动电机，其特在于：设有权利要求 1 或 2 任一项
所述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中的能量转换发送
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设置于一个可移动的壳体中，所述能量接
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行驱动控制器（5）与电动锁体
设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若
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电动锁的打开、关闭的信息，所述执行驱动
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锁中的驱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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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及由该装置构成的阀门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及由该装置构成的阀门。

[0002]

目前的很多电动装置，如电动阀门、电动门锁等中的电动机或电磁阀

的供电一般通过两方式，一是通过导线接入外部电源，如市电，一是通过蓄电
池进行供电，也有将上述二者相结合的，即同时接入外部电源和安装可充电蓄
电池，而上述供电方式对供电均有要求：即要有市电，或蓄电池，而且接入外
部电源和安装蓄电池均存在与外界不易隔离的缺陷。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
野外或水下等特别恶劣的环境中，接入外部电源和安装蓄电池也是一项要求很
高的工艺，实现的成本很高，而可靠性却难以保证。
[0003]

因此，一种不需要直接接入外部电源，也不需要安装蓄电池，即能够

实现对电动控制装置供应电力的装置和由该装置所构成的电动阀门、电动门或
电动锁一类装置就被提出。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能够不用通过导线

接入外部电源，也无需装入蓄电池，即能够实现对电动控制装置供应电力的装
置和由该装置所构成的电动阀门或电动锁就被提出，特别是一种免接触式馈电
控制装置及由该装置构成的电动阀门、电动门或电动锁一类装置。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所述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包含能量转换发送器（2）、能量接收转

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执行驱动
控制器（5）。
[0007]

所述能量转换发送器（2）包含电源、正弦波波形发生器 U1 和感应线

圈 L1，感应线圈 L1 的电压回路中并联有电容 C1，并通过电容 C1 和感应线圈
L1 组成电磁谐振回路，由感应线圈 L1 产生电磁波发射出去。
[0008]

所述的能量接收转换器（4）设有与能量发送器相对应的感应线圈 L2

和电能转换模块 U2，感应线圈 L2 的电压回路中并联有电容 C3 并通过电容 C3
和感应线圈 L1 组成电磁谐振回路，由感应线圈 L2 接收感应线圈 L1 所发出的
电磁波并送入电能转换模块 U2。
[0009]

所述的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包含控制器 U8，所述控制器 U8 设有

信号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控制器 U8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输入键盘 S1~S5，信号
输出端设有无线信号发送器 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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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包含控制器 U4，所述控制器 U4 设有信

号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无线信号接收器 U5，并
且设有若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受控设备的状态。
[0011]

所述执行驱动控制器（5）包含一个可接入受控设备的电源接口，该电

源接口在接入受控设备所形成的电压回路中设有控制开关，并且控制器 U4 的
信号输出端控制所述控制开关的闭合或断开。
[0012]

作为改进，所述执行驱动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电源的电压回路中的

控制开关最好由 4 个开关晶体三极管 Q1~Q4 组成，并且 4 个开关晶体三极管
Q1~Q4 两两一组分别设置于受控设备电压回路的两端，并使得上述两组晶体三
极管从受控设备的两端分别均形成电压回路，即所两组晶体三极管中的一路从
受控设备的一端均形成如虚线箭头所示的电压回路，另一路则从受控设备的另
一端均形成如细实线箭头所示的电压回路，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出端分别控制
控制开关的晶体三极管的闭合或断开，并且两组晶体三极管与受控设备所分别
形成的电压回路形成逻辑非电路。
[0013]

作为改进，上述的所述的能量接收转换器（4）最好设有储能器，该储

能器由电容器或可充电蓄电池构成。
[0014]

本发明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在阀门中的应用，包含阀门体和驱动

电机或电磁阀，其特点是设有上述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
电控制装置中的能量转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设置于一个
可移动的壳体中，所述能量接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
行驱动控制器（5）与电动阀门设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
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若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阀门的打
开、关闭或流量信息，所述执行驱动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阀门中的驱
动电机或电磁阀。
[0015]

本发明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电动门中的应用，包含门体和驱动电

机，其特点是设有上述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
中的能量转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设置于一个可移动的壳
体中，所述能量接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行驱动控制
器（5）与电动门设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控制器 U4 的
信号输入端设有若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电动门的打开、关闭或开
启度的信息，所述执行驱动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门中的驱动电机。
[0016]

本发明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在电动锁中的应用，包含锁体和驱动

电机，其特点是设有上述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
置中的能量转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设置于一个可移动的
壳体中，所述能量接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行驱动控
制器（5）与电动锁体设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控制器 U4
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若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电动锁的打开、关闭的
信息，所述执行驱动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锁中的驱动电机。
[0017]

上述的阀门、电动门、电动锁一类装置在实际使用中只需一个能量转

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而对于电动阀门、电动门、电动
锁一类装置则可配备多个，并且电动阀门电动门、电动锁一类装置完全不需要
配备市电或电池，因此造价和使用成本都会大大降低，特别是在电动阀门的应
用中，可以将阀门开闭的机构完全设置于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因而是可靠性可
以大大提高，可广泛应用于如水下或恶劣环境中，同时在所述电动阀门、电动
门、电动锁一类装置的应用中，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中可预行设置密码，
则可实现安全控制。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结构简单，能够不用通过导线接入外部电

源，也无需装入蓄电池，即能够实现对电动控制装置供应电力，可实现对电动
阀门或电动锁、电动门一类装置实现免接触式供电和控制，特别是可实现一对
多的控制。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0]

图 1 为本发明实施例 1 电路图。

[0021]

图 2 为本发明实施例 2 电路图。

[0022]

图 3 为本发明实施例 3 电路图。

[0023]

图中所示：1 为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2 为能量转换发送器，3 为无线

控制信号接收器，4 为能量接收转换器，5 为执行驱动控制器。
[0024]

电路图中： C1~C16 为电容，D1~D4 晶体二极管， JP1~JP4 为接线端

子，K1 为开关，Q1~Q4 为晶体三极管，L1、L2 为感应线圈，LCD 为显示器，
R1~R23 为电阻，S1~S5 为参数输入按键，ST1~ST7 为探测器信号输入
端， U1~U8 为集成芯片，VSS、VCC 为直流电源。
[0025]

实施例 1：参照图 1，为本发明实施例 1 的电路图，为免接触式馈电控

制装置的实施例，包含能量转换发送器（2）、能量接收转换器（4）、无线控
制信号发射器（1）、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执行驱动控制器（5）。
[0026]

所述能量转换发送器（2）包含电源、正弦波波形发生器 U1 和感应线

圈 L1，所述电源通过接线端子 JP1 接入，感应线圈 L1 的电压回路中并联有电
容 C1，并通过电容 C1 和感应线圈 L1 组成电磁谐振回路，由感应线圈 L1 产生
电磁波将能量发射出去。
[0027]

所述的能量接收转换器（4）设有与能量发送器相对应的感应线圈 L2

和电能转换模块 U2，感应线圈 L2 的电压回路中并联有电容 C3 并通过电容 C3
和感应线圈 L1 组成电磁谐振回路，由感应线圈 L2 接收感应线圈 L1 所发出的
电磁波并送入电能转换模块 U2，同时由稳压器 U3 输出驱动电压 V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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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上述正弦波波形发生器 U1、电能转换模块 U2 采用 VOX24MP20 集成

芯片。
[0029]

所述的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包含控制器 U8，所述控制器 U8 设有

信号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控制器 U8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输入键盘 S1~S5，信号
输出端设有无线信号发送器 U6，并且设有信息存储器 U7 和显示器 LCD，将预
先设定的信息存储于信息存储器 U7 中，本实施例中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
的控制器 U8 采用 AT89C2051 单片机芯片，信息存储器 U7 为 24C02 集成芯
片，无线信号发送器 U6 采用 RF‑50F 芯片。
[0030]

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包含控制器 U4，所述控制器 U4 采用

STC11L02 集成芯片，控制器 U4 设有信号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控制器 U4 的
信号输入端设有无线信号接收器 U5，并且设有 7 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可
以接入探测受控设备的状态传感器，以探测受控设备的状态，上述无线信号接
收器 U5 则采用 RF‑50S 芯片。
[0031]

所述执行驱动控制器（5）包含可接入受控设备的电源接口，该电源接

口在接入受控设备所形成的电压回路中的控制开关由 4 个开关晶体三极管
Q1~Q4 组成，并且 4 个开关晶体三极管 Q1~Q4 两两一组分别设置于受控设备电
压回路的两端，并使得上述两组开关晶体三极管从受控设备的两端分别均形成
电压回路，即所两组控制开关中的一路由开关晶体三极管 Q1、受控设备、开关
晶体三极管 Q4 形成如细实线箭头所示的电压回路，另一路则由开关晶体三极
管 Q2、受控设备、控制开关 Q3 形成如虚线箭头所示的电压回路，并且上述两
个电压回路为逻辑非电路，相对受控设备来说，则形成电压反转电路，控制器
U4 的两个信号输出端控制所述控制开关 Q4 和 Q3 的闭合或断开，为防止信号
干扰，上述两组开关晶体三极管 Q1~Q4 所构成的两条电压回路中设有晶体二极
管 D3 和 D4。
[0032]

实施例 2：参照图 2，为本发明实施例 2 的电路图，为免接触式馈电控

制装置的实施例，与实施例 1 相比，本实施例的不同在于：控制器 U4 的两个
信号输出端分别同时同时制所述控制开关 Q1 和 Q4、Q2 和 Q3 的闭合或断开。
[0033]

实施例 3：参照图 3，为本发明实施例 3 的电路图，为免接触式馈电控

制装置的实施例，与实施例 1 相比，本实施例的不同在于：控制器 U4 的 4 个信
号输出端分别同时同时制所述控制开关 Q1 和 Q4、Q2 和 Q3 的闭合或断开。
[0034]

实施例 4：为本发明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在阀门中的应用，包含阀

门和驱动电机，并设有实施例 1 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电
控制装置中的能量转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封装于一个可
移动的壳体中，通过接线端子 J1 接入直流电源电源或蓄电池，将所述能量接收
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行驱动控制器（5）与电动阀门设
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若干
6

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阀门的打开、关闭或流量信息，所述执行驱动
控制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阀门中的驱动电机，通过接线端子 JP2 接入控制
开关 Q1~Q4 所形成的电压回路中。
[0035]

本实施例的阀门也可应用实施 2 或实施例 3 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实

现。
[0036]

实施例 5：为本发明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在电动门中的应用，包含

门体和驱动电机，并设有实施例 1 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
电控制装置中的能量转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封装于一个
可移动的壳体中，通过接线端子 J1 接入直流电源电源或蓄电池，将所述能量接
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行驱动控制器（5）与电动阀门
设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若
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门的打开、关闭的状态，所述执行驱动控制
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门中的驱动电机，通过接线端子 JP2 接入控制开关
Q1~Q4 所形成的电压回路中。
[0037]

本实施例的电动门也可应用实施 2 或实施例 3 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

实现。
[0038]

实施例 6：为本发明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在电动锁中的应用，包含

锁体和驱动电机，并设有实施例 1 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所述免接触式馈
电控制装置中的能量转换发送器（2）和无线控制信号发射器（1）封装于一个
可移动的壳体中，通过接线端子 J1 接入直流电源电源或蓄电池，将所述能量接
收转换器（4）、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和执行驱动控制器（5）与电动阀门
设置于一体，所述无线控制信号接收器（3）的控制器 U4 的信号输入端设有若
干个探测器信号输入端 ST，以探测锁的打开、关闭的状态，所述执行驱动控制
器（5）的受控设备为电动锁中的驱动电机，通过接线端子 JP2 接入控制开关
Q1~Q4 所形成的电压回路中。
[0039]

本实施例的电动锁也可应用实施 2 或实施例 3 的免接触式馈电控制装置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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