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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频对比类型

6.78MHz
（高频）

20-200kHz
（低频）

备注 参考

各国无线充电标准 符合规定 标准范围外 参照Pg.3-4
ISM频段 是 否 参照Pg.5

分立元器件 体积小，
轻薄

体积大、
厚重 参照Pg.6

屏蔽材料 导电材料， 铁氧体 参照Pg.7

铜线圈 PCB结构 包漆铜线、
利兹线， 参照Pg.7

对微电子设备的影响 极小 有 低频EMC对电子信号影
响强烈 参照Pg.8

无线充电标准 有规定 无描述 国际安全标准（干扰） 参照Pg.9-13
设计门槛 极高 低 频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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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

认定标准 -《REP-SM.2303-2-2017》

确认6.78MHz为无线电能传输标准

参考資料①：
 2015/6 ITU-R WP1A 会议报告书 
WORKING DOCUMENT TOWARDS A PRELIMINARY DRAFT 
NEW RECOMMENDATION ITU-R SM.[WPT]”

从WPT的現状以及使用场景、市场规模
概要、3个主题领域（汽车等）方向进行
技术分析、SAR分析、对国际规则动态做
详细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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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ＭＩＣ(総務省) Press

资料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电磁防御方面
的极准以及测试方法。在6MHz频率的领
域明确提出使用6.78MHz最为合适。

資料：諮問第３号 ｢关于国際無線障害特別委員会（ＣＩＳＰＲ）的各种规定中「关于无线电能传输系
统的技术条件」中「利用6 MHz帯频率的磁场结合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及 利用400 kHz帯频率的磁场
结合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技术条件部分的解说和答辩。

1/3

2015/1    ＭＩＣ(総務省) Press
資料：諮問第３号 
｢关于国際無線障害特別委員会
（ＣＩＳＰＲ）的各种规定中
 「关于无线电能传输系统的技术条件」中「利用6 MHz帯频率的磁场结
合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及 利用400 kHz帯频率的磁场结合型无线电能传
输系统」的技术条件部分的解说和答辩。

有关6MHz频率帯的技术
说明、传导、放射妨害的允
许范围、电波人体吸收影

响分析（ＳＡＲ）



Copyright ©2020 西安电掣风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ISM Band

ISM频段（百度）
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中文意思分别是工业的

(Industrial)、科学的(Scientific)和医学的(Medical)，因此顾

名思义ISM频段就是各国挪出某一段频段主要开放给工业，科

学和医学机构使用。

6.78MHz为最低可使用ISM频段，无需独立申请相关频段，

可直接在所有成员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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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元器件参数与频率的关系

Coilcraft, Inc. （线艺） TDK, Inc.

无线电能传输的各种转换、共振电路里需要各类分立元器件：电容，电阻，电感等。

分立元器件随频率增大，体积成本显著降低，高频共振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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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频线圈/屏蔽材料比较

500W litz
(~22×22×1 cm3)

500W PCB
(11.5×11.5×1 cm3)

500W litz
(~20×20×2 cm3)

低频 低频

本司

高频

收发线圈结构上：

低频：利兹线或包漆铜线 + 磁芯 – 体积大厚重，成本高

高频： PCB印制板 – 体积小、轻薄，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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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微电子设备的影响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n 6 MHz-band Magnetic Resonance Coupling Wireless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s and400 kHz-band Capacitive Coupling Wireless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s”, The M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Council Report, January 2015.

◆ 国際無線障害特別委員会（ＣＩＳＰＲ）が出したCISPR 32 Edition 1.0, January 2012.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Council Report No. 2035, “Protection from the Radio Waves (10 kHz 

   to 10 MHz)on the Human Body”, March 2015.

根据下列标准文件和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低频辐射对微电子产品和人体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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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标准

由下列国际组织所提供的相应无线电与无线电能传输安全标准显示，高频共振在安

全性和适用性上远高于低频共振。

1. ICNIRP，德国（国际非游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2. IEC-CISPR，瑞士（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
3. ITU-R ，瑞士（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
4. 美国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5. 日本ARIB（日本无线工业及商贸联合会）
6. 中国CCSA（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7. 韩国TTA（韩国电信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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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标准

关于放射性限制规定方面，ENERARK以6.78MHz在10M的距离测试出最高50.1dB uA/m，完全
符合规定，属于安全范围内。
另外，如按照64 dB uA/m的上限，ENERARK可传输2400-2500Ｗ的电力，完全在安全范围内可
铺盖大多数使用场景。

Ｐ63

日本ARIB（一般社団法人 電波産業会）
相关资料：STD-T113
放射性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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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标准
日本ＭＩＣ(総務省) Press
资料：情報通信審議会 情報通信技術分科会 電波利用環境委員会報告（案）
URL: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kiban16_02000069.htm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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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标准

第３章 WPT系统和其他无线器材的频率共用研讨
这章主要的关注点在于3.5.2之后的内容，也是ENERARK技术的前提。
家用电器WPT系统基本的频率范围在6.78MHz。资料中主要针对7MHz以上的领域进行了测试
而6.78MGHz带已经作为许可范围。结果也显示在6.78MHz的频率带不会对Amateur Radio产生互相干扰。
Ｐ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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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ＭＩＣ(総務省) Press
资料：情報通信審議会 情報通信技術分科会 電波利用環境委員会報告（案）
URL: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kiban16_02000069.html



无线充电标准 Ｃ

这里对固定移動电波的频率共用，包括
6.78MHz的频率带做了干扰验证。对于验证
结果，ENERARK是否符合需要今后验证但从
中可得知民用的固定移动电波也是使用
6.78MHz带，以成熟运行。



ENERARK的现状和结论

1. 世界各国在积极的推动WPT的商用化、今后需要实时了解各个机构的动态。

　
2. 资料内6MHz帯的标准频率均使用了6.78MHz。可得知是在这一领域已经标准化。
   另外，在传导/放射妨碍方面按资料内的标准可判断出ENERARK已符合国際标准。

3. 从目前的各种资料内容可判断ENERARK符合WPT技术规范、

4. 针对标准化推进，ENERARK今后会积极的进行研讨和测试。

   



相关资料

<CISPR>
伝導/放射妨害波干渉　自動車,工業、科学、医療器材：CISPR11
　　　　　　　　　　 家電器材/ Multimedia 　CISPR32、14-1
                           　     *CISPR 22准备废除

<IEC>
WPT Technical report IEC-62896
EV领域的WPT規格IEC-61980
SAR国際規格IEC-62311
家電的电磁磁场測定法IEC-62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