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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无线充电产业链走向成熟：（1）最近几年可以看到技术标准正

在走向统一，同时无线充电的成本和充电效率正逐步向有线充电趋近，

无线充电的限制因素正逐渐破除；（2）《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 年）》的提出，明确要求到 2020 年突破电动汽车无线充电

技术，实现即停即电，从国家层面对行业发展提出要求；（3）磁性材

料的产量从 2016 年开始迎来拐点，全球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

新能源汽车等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用户

对于终端产品续航能力的担忧与日俱增，对“无尾化”的要求越来越

迫切，预计未来无线充电产业空间巨大；（4）今年下半年很多 3C 设备

都计划支持无线充电技术，或将促进无线充电市场快速增长。 

 

■行业标准分歧，磁感应、磁共振无线充电方案齐头并进：目前世界各

大知名企业形成了两大标准阵营，分别支持电磁感应和磁共振方式的

无线充电，无线充电产品主要围绕两个阵营推出的标准进行生产。电

磁感应式是最早推出产品的方案，也是应用最广、支持产品最多的无

线充电方案，谐振式具有传输距离较远，可支持多台设备等诸多优点，

逐步受到业界重视和用户青睐，是未来无线充电市场的有力竞争者。

另外，其他无线充电方式如无线电波、WiFi 充电发展较为缓慢，现阶

段还无法与磁感应和磁共振式方案竞争。 

 

■无线充电上下游产业链概览：无线充电技术的产业链包含多个环节，

根据上下游关系可以概括为：芯片、磁性材料、充电线圈、模组制造

和方案设计五大环节。其中磁性材料是无线充电产品的必备原材料，

位于产业链的最上游；芯片和方案设计环节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附

加值最高，主要被国外的科技公司垄断，国内的公司更多的聚焦于线

圈和模组制造两个环节，利润率较低，如果未来无线充电产品放量，

则需要规模化的产能，国内公司凭借出色的生产能力和经验积累，仍

能够得到较好的业绩释放。无线充电市场产业链涉及公司（参见正文）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加剧，无线充电商业化程度不及预期，支持无

线充电力度低于预期。 

 

Tabl e_Title 

2017 年 08 月 29 日 

无线充电系列一：市场培育十年砥砺，春风或至一朝勃发 

Tabl e_BaseInfo 

新三板主题报告 
证券研究报告 

 
  
   

诸海滨 分析师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450511020005 

zhuhb@essence.com.cn 

021-35082062   
 

Tab le_Report  相关报告 
 
新三板智报第十六期：制造

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机器人

与人工智能互利共进 

2017-08-27 

新三板日报（做市三周年新

三板水火交融） 
2017-08-25 

四成新三板公司或接近历史

估值底部 
2017-08-24 

新三板日报（年内第 12 家 

九典制药再破新三板公司最

快“转板”记录） 

2017-08-24 

新三板日报（银行不得不做

上市地选择题：新三板成新

入口） 

2017-08-23 

 
  



 

2 

新三板主题报告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内容目录 

1. 写在前面：为什么 2017 年推荐无线充电 ............................................................................... 4 

1.1. 需求+供给双剑合璧，无线充电将迎来突破性发展 ........................................................ 4 

1.1.1. 用户体验为上，“无尾化”特征凸显..................................................................... 4 

1.1.2. 应用领域广泛，市场空间广阔 .............................................................................. 6 

1.2. 限制因素正在瓦解：标准趋于统一+充电效率大幅提高 ................................................ 7 

1.3. 政策助推，为无线充电发展保驾护航 ............................................................................ 8 

1.4. 3C 设备或大量支持无线充电，推动行业增长 ................................................................ 8 

2. 行业标准分歧，磁感应、磁共振无线充电方案齐头并进 ........................................................ 8 

2.1. 无线充电的发展历史...................................................................................................... 8 

2.2. 两大联盟对立，三大标准并存 ..................................................................................... 10 

2.3. 磁感应是打开市场的领头羊 ......................................................................................... 12 

2.4. 磁共振是未来市场的生力军 ......................................................................................... 13 

2.5. 其他无线充电方式 ....................................................................................................... 13 

3. 预热下篇：无线充电上下游产业链概览 ................................................................................ 14 
 

图表目录 

图 1：用户使用后对无线充电产品评价 ....................................................................................... 4 

图 2：日常生活中“有线”的烦恼 .............................................................................................. 5 

图 3：电动汽车有线充电的“难题” ........................................................................................... 5 

图 4：当前电动汽车有线充电的问题 ........................................................................................... 6 

图 5：无线充电可以节省更多的空间 ........................................................................................... 6 

图 6：无线充电可应用场景 ......................................................................................................... 6 

图 7：无线充电应用领域 ............................................................................................................. 6 

图 8：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 7 

图 9：全球可穿戴设备、平板电脑出货量 ................................................................................... 7 

图 10：三星 Galaxy S6 edge+ 无线充电测试 ........................................................................... 7 

图 11：三星无线充电器 EP-NG930 ............................................................................................ 9 

图 12：三星无线充电器 EP-NG950 ............................................................................................ 9 

图 13：三星无线充电器演变 ..................................................................................................... 10 

图 14：WPC 发展历程 ............................................................................................................. 10 

图 15：WPC 成员企业 .............................................................................................................. 10 

图 16：AFA 发展历程 ............................................................................................................... 11 

图 17：无线充电原理 ................................................................................................................ 12 

图 18：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原理 .............................................................................................. 12 

图 19：谐振式无线充电原理 ..................................................................................................... 13 

图 20：无线电波充电原理 ......................................................................................................... 13 

图 21：WiFi 无线充电技术 ........................................................................................................ 14 

图 22：无线充电市场产业链涉及公司 ....................................................................................... 15 
 

表 1：无线充电发展促进政策 ...................................................................................................... 8 

表 2：早期无线供电技术的发展 .................................................................................................. 8 

表 3：两大联盟特点比较 ........................................................................................................... 11 

表 4：无线充电标准对比 ........................................................................................................... 11 



 

3 

新三板主题报告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表 5：无线充电方式对比 ........................................................................................................... 14 
  

  



 

4 

新三板主题报告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1. 写在前面：为什么 2017 年推荐无线充电 

 

（1）最近几年可以看到技术标准正在走向统一，同时无线充电的成本和充电效率正逐步向

有线充电趋近，无线充电的限制因素正逐渐破除；（2）《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 年）》的提出，明确要求到 2020 年突破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实现即停即电，

从国家层面对行业发展提出要求；（3）磁性材料的产量从 2016 年开始迎来拐点，全球智能

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用

户对于终端产品续航能力的担忧与日俱增，对“无尾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预计未来无线

充电产业空间巨大；（4）今年下半年很多 3C 设备计划支持无线充电技术，或将促进无线充

电市场快速增长。 

本系列报告旨从全行业产业链的角度深刻剖析无线充电发展的市场前景，本报告是无线充电

系列的第一篇报告，主要聚焦于当前无线充电行业的特征及未来发展空间。 

 

1.1. 需求+供给双剑合璧，无线充电将迎来突破性发展 

 

1.1.1. 用户体验为上，“无尾化”特征凸显 

 

无线充电已经成为消费者的迫切需求：根据无线充电组织 AFA 的 2017 年调查报告显示，

消费者对插线式充电感到厌倦，希望能通过无线充电技术免去各种充电线的烦恼。71%的受

访者希望下一部终端设备支持无线充电，尤其希望手机能够率先支持无线充电，然后是笔记

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半数以上消费者希望办公桌能够支持无线充电功能，并且有意愿为无线

充电额外多花 20 美元买单。另一国际无线充电组织 WPC 在去年 12 月份进行了一项全球调

查，样本覆盖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 2000 名消费者。在使用无线充电产品的用户中，90%

的人对设备性能感到满意，他们认为无线充电设备让他们在家庭、工作和娱乐场所轻松方便

地获得电力支持，并且住宅、办公室、汽车和酒店是最佳使用场合。 

 

图 1：用户使用后对无线充电产品评价 

 

资料来源：WPC  

 

根据 WPC 的调查报告还可以看出，在尚未体验无线充电的用户中，超过 90%的人认为这项

技术看起来有吸引力，其中 79%的人有意图购买相关产品。而全部的受访用户中有 36%的

人每天一次或多次感到电池焦虑，69%的人认为使用无线充电配件会降低他们的电池焦虑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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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日常生活中“有线”的烦恼 

 
资料来源：华源磁业商业计划书 

 

随着电动汽车的放量，充电桩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无线充电安全性高，受天气影响小，节

省道路空间，因此和充电桩相比更适宜运用于电动汽车，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同时充电

站、充电桩等设备的建设速度也难以跟上电动汽车的增长速度，成为制约电动汽车发展的瓶

颈，另外，现有充电桩设施被普通车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很多电动车主智能通过“飞线”

方式来完成日常的充电工作，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图 3：电动汽车有线充电的“难题” 

 
资料来源：第一电动网 

 

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由于目前普通的充电桩最多只能给两辆电动车充电，每个充电桩需要

固定的位臵、电动车也需要固定的车位，这样就会占用跟大的空间，造成空间利用率的低下，

对于停车位紧张的小区或者公共场所来说，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一味的增加充电桩的数量，

不仅会增加基础设施的预算和运维成本，还会使普通的停车位大大减少，这难免会出现普通

油车占用电动车车位的情况，造成电动车主采用“飞线”方式给车充电，同时也会造成充电

桩利用效率的而低下和资源的浪费。如果采用无线充电装臵，则一个充电装臵可以为多台车

充电，相邻车位可以紧密布臵，有效改善充电设施利用率低下的问题。 

 

 

 

 

 

 

 



 

6 

新三板主题报告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图 4：当前电动汽车有线充电的问题  图 5：无线充电可以节省更多的空间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制图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制图 

 

1.1.2. 应用领域广泛，市场空间广阔 

 

无线充电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应用于包括办公场所、机场、酒店、咖啡店、汽车

等等场景，该技术可以应用于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电脑、医疗器材，车载充电、汽车无

线充电等等应用领域，近些年来无线充电技术商业化进程加快，随着这些领域相关产品销量

增加，无线充电相关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图 6：无线充电可应用场景  图 7：无线充电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德州仪器，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德州仪器，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从 2015 年开始，各消费电子巨头纷纷推出具有无线充电功能的产品：包括苹果推出

applewatch、三星推出 S6/S6edge、S7/S7edge 等，并逐步的推出更多的配备无线充电功

能的消费电子产品。根据 TrendForce 统计，2016 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3.6 亿部，预测到

2020 年出货量可突破 19 亿部。以单个无线充电模组 30 元计算，若渗透率达到 50%，仅智

能手机无线充电市场规模可以超过 285 亿元。 

 

除运用于手机之外，由于无线充电技术还将用于智能手表、平板电脑等诸多消费电子终端产

品，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智能可穿戴设备、平板电脑到 2020 年将分别突破 2 亿台，

市场空间也可达数十亿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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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图 9：全球可穿戴设备、平板电脑出货量 

 

 

 

资料来源：TrendForce，中国产业信息  资料来源：Tractica，中国产业信息 

 

据政府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规划，到 2020 年，我国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

能力达 200 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 500 万辆。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预测，到 2019 年无线

充电市场将突破 100 亿美元。 

 

1.2. 限制因素正在瓦解：标准趋于统一+充电效率大幅提高 

 

无线充电技术具有方便、安全、空间利用率高等特点，能够解决智能手机充电线的束缚以及

电动汽车充电桩短缺的问题，因此是未来充电技术升级的方向。无线充电技术在过去的推广

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主要原因在于存在标准混乱、充电效率低等问题，现阶段这些瓶颈

已经逐渐被突破：2015 年以前无线充电技术有三大标准组织，分别为 A4WP、WPC 的 Qi

标准以及 PMA，三大标准都有不同的特点，对于各大厂商来说，由于技术的限制和成本的考

量，难以在自己的产品线中只普及某一标准产品，而在 2015 年 A4WP 和 PMA 的合并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标准混乱的问题。 

 

图 10：三星 Galaxy S6 edge+ 无线充电测试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以前的无线充电产品充电效率较低，损耗很大。现阶段由于技术和制造工艺的提升，无线充

电技术在低功率充电，如 5W、9W 等功率水平已较为成熟，WPC 正在发布 15W 产品的 Qi

标准，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成熟产品推出，而未来充电效率则可达 80%以上，具备大规模商

用基础。中关村在线利用三星 Galaxy S6 edge+的无线充电装臵做了对比测试，对于高达

3000mAh 的电池容量，使用有线充电从 0 到满电需要 2 个小时，使用无线充电板充满电则

用了 160 分钟，从数据上来看整个过程的充电速率呈现平稳状态，在不到 20 分钟的情况下

将电量充到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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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策助推，为无线充电发展保驾护航 

 

2016 年中国和美国行业相关机构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出台了相关的落地政策，助推新能源

相关产业链快速、稳定发展。中国国发委、国家能源局颁布的《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 年）》，明确要求到 2020 年突破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实现即停即电，从国

家层面对行业发展提出要求；而美国的汽车工程学会制定了行业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从专业、

技术角度规范了电动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如上海市政府为鼓励电动

汽车发展，对无线充电等新技术给予补贴。 

表 1：无线充电发展促进政策 

时间 颁发单位 名称 内容 

2016 年 4 月 国发委、国家能源局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 年）》 

1.要求到 2020年突破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实现即停即电，

甚至在行驶中充电； 

2.形成技术标准体系； 

3.研究无线充电场负荷管理并建设无线充电场示范工程 

2016 年 5 月 美国汽车工程学会 
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技术行业标准“SAE 

TIR J2954” 
规范了行业标准，获通用、福特、丰田等 29 家车企支持。 

2016 年 5 月 美国汽车工程学会 
《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及相关新能

源汽车无线充电技术规范》 

明确乘用车方面无线充电使用频段，使无线充电器能够兼容

其他不同厂商、充电站的设备 

2016 年 6 月 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

扶持办法》 
对无线充电等新技术，对设备投资给予 30%的财政资金补贴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美国汽车工程学会，上海市政府，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4. 3C 设备或大量支持无线充电，推动行业增长 

 

苹果曝光的最新专利“双频天线的无线充电和通信系统”已通过美国专利局审核，主要内容

是用 WIFI 为手机、平板充电。 

 

2. 行业标准分歧，磁感应、磁共振无线充电方案齐头并进 

2.1. 无线充电的发展历史 

 

无线充电的设想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 1890 年，特斯拉就提出利用无线电波技术让

电能像广播一样传遍全球。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完成设想。20 世纪 60~70 年代，Raytheon

公司演示了不利用导线去点亮点灯的实验方案，转换效率在 54%左右。20 世纪 90 年代，美

国宇航局把 5.8GHz 的频率用来无线供电，转换效率达到 82%。2000 年以后，无线供电技

术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2006 年，东京大学开发出一片图书大小的柔软塑料膜片，在上

面印刷半导体感应线圈，为家用电器无线供电。2007 年 6 月，麻省理工大学的团队公开演

示了用直径 60cm 的线圈给 2m 之外的另一线圈上的 60W 灯泡供电，传输效率达到 90%。

2008 年，西雅图实验室的研究小组展示了磁共振无线供电技术，成功点亮了 1m 开外的 60W

灯泡，传输效率达到了 75%。2010 年，第一辆无线充电电动车在韩国首尔大公园试运行。 

 

表 2：早期无线供电技术的发展 

年份 事件 

1890 年 

特斯拉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方案-把地球作为内导体，距离地面约 60 千米的电离层作

为外导体，在地球与电离层之间建立起 8Hz 的低频共振，再利用地球表面的电磁波传电

里，让电能像广播一样传遍全球 

20 世纪 60~70 年代 
Raytheon 公司做了大量的实验，使不利用导线去点亮点灯的实验方案变得可行，奠定

了无线供电的实验基础。他的直流转换效率在 54%左右。 

20 世纪 90 年代 
为避免对 2.45GHz 频段的干扰，美国宇航局把 5.8GHz 的频率用来无线供电，1998 年

产生的印刷电偶极子整流天线阵转换效率达到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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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东京大学开发出一片图书大小的柔软塑料膜片，在上面印刷半导体感应线圈，厚度 1mm，

可以贴在桌子、底板、墙壁上，为家用电器无线供电。 

2007 年 6 月 
麻省理工大学的团队公开演示了用直径 60cm的线圈给 2m之外的另一线圈上的 60W 灯

泡供电，传输效率达到 90% 

2008 年 
英特尔开发者论坛上，西雅图实验室的研究小组展示了磁共振无线供电技术，成功点亮

了 1m 开外的 60W 灯泡，传输效率达到了 75% 

2010 年 
第一辆无线充电电动车在韩国首尔大公园试运行，开启了无线充电在汽车领域应用的先

河。 

资料来源：《无线供电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前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尽管，21 世纪无线充电成为各大研究机构、公司的研究热门，但是行业的整体商用化、民用

化进程缓慢，真正让无线充电技术走向大众视线的还是三星公司对无线充电产品的大力推广。 

作为行业领导者的三星，早已布局无线充电领域，2015 年初，三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新设

计，将无线充电集成电路嵌入 Galaxy S6 和 S6 edge 中，大力推广无线充电技术。2016 年，

三星又创新性以无线充电台(EP-NG930)增强体验，它可让用户在充电时更方便地查看通知

或观看视频，同时它还具有两个嵌入式线圈，允许手机在水平或垂直位臵上进行充电。 

图 11：三星无线充电器 EP-NG930  图 12：三星无线充电器 EP-NG950 

 

 

 

 
资料来源：三星官网  资料来源：三星官网 

 

如今三星的标志性圆形无线充电器随着第四代可折叠式无线充电器(EP-PG950)的诞生而进

一步发展。它是盖乐世Galaxy S8的时尚辅助工具。这款无线充电器可以充当充电垫和支架，

垂直或水平放臵手机，用户在充电时还能以舒适的视角观看手机。当定位为支架时，设备允

许用户与他们的手机进行交互，例如打电话，查找歌曲或查看他们的通知，而不会中断其充

电。而且它非常容易折叠，更加易于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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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三星无线充电器演变 

 
资料来源：三星官网 

 

2.2. 两大联盟对立，三大标准并存 

 

世界各大知名企业电磁感应和磁共振方式的无线充电形成了三个标准阵营，即电磁感应式的 

Qi 标准和 PMA 标准，以及磁共振方式的 A4WP 标准。2015 年以后，PMA 和 A4WP 合

并，演变为两大标准组织，即 WPC（wireless power consortium）和 AFA（AirFuel Alliance）。 

Qi（WPC）标准，采用“电磁感应技术”，需要近距离接触。攻克了无线充电“通用性”的

技术瓶颈，只要有 Qi 标识的不同品牌的产品，都可用 Qi 无线充电器充电。是全球首推无

线充电技术的标准化组织——WPC。WPC 推出的所有可再充电电子设备兼容的国际无线充

电标准，根据 WPC 官网披露，截止到目前，成员企业已发展到 236，注册 WPC 的品牌已

经达到 152，而这一数据在 2015 年时仅仅为 86。 

 

图 14：WPC 发展历程  图 15：WPC 成员企业 

 

 

 
资料来源：WPC   资料来源：WPC  

 

2012 年 PMA （Power Matters Alliance）成立，为符合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标准的

手机和电子设备提供无线充电标准，与 Qi 标准形成直接对抗。A4WP（Alliance for Wireless 

Power）由三星、高通公司以及 Powermat 等在 2012 年共同创立的联盟，围绕较为成熟的

磁共振方式的无线充电推出 A4WP 标准。采用该标准的技术，可以实现较远距离的无线充

电。2015 年 PMA 和 A4WP 合并为 AFA 组织，由此 AFA 同时具备 PMA 的感应式标准和 



 

11 

新三板主题报告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A4WP 的谐振式无线充电标准。 

 

图 16：AFA 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AFA 官网 

 

虽然 WPC 成立较早，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积累了 236 家企业的支持，支持 Qi 产品也达到

了 726 款， 但是 AFA 所采用的谐振式无线充电技术吸引了很多企业的支持，近年来迅速发

展壮大，目前，认证的产品多达 60 多款，合作的成员企业也多达 100 多家。两大联盟所采

用的技术不同，Qi 标准目前支持的功率在 15W 以下，频段在 100~205kHz，距离比较短，

在 5~7mm 以内，而 AFA 标准的磁共振式无线充电技术支持充电功率达到 16W，距离达到

50mm，更够给用户更加自由的充电体验。 

 

表 3：两大联盟特点比较 

联盟 标准 推出时间 主要成员 采用技术 支持产品 下一步计划 

WPC Qi 2008 年 
三星，LG，华为，苹果，

NXP，海尔等 236 家 
感应式 

LGG6，三星Galaxy S7

等 726 款 

接收端拓展至 60 瓦特，家居设备拓展至

2000 瓦特功率传输； 

拓展至 35mm 距离充电 

AirFuel 

PMA 2012 年 Google，星巴克 AT&T 感应式 三星 Galaxy s6,note 

5，黑莓 Priv，LG G3

等 60 多款 

发射功率达到 50 瓦特，接受功率达到

30 瓦特，充电距离拓展至 50mm，高功

率的多台设备充电 
A4WP 2012 年 

高通，三星，Powermat

等 
谐振式 

资料来源：WPC，AFA  

 

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无线充电技术相比 Qi 拥有许多优势。比如，AirFuel 可以在几英寸的距离

内为设备进行无线充电：即便你的无线基座设备放在桌下，它也仍然能为桌上的手机充电。

在另一方面，AirFuel 技术的倡导者则强调，AirFuel 无线充电技术更易于安装，该标准对于

设备位臵的摆放要求也更加宽松一些。 

 

尽管如此，但是现阶段 WPC 在产品应用方面更加成熟，因为无论如何用户都需要找到一块

可充电的面板。单就这一点来说，现有的 Qi 已经遥遥领先于 AirFuel。 

表 4：无线充电标准对比 
组织 标准版本 工作频段 最大功率 距离 其他 

WPC 

Qi V1.0~V1.1 100~205kHz 5W 5~7mm 以内 带内通信，支持外物检测 

Qi V1.2 100~205kHz 15W 5~7mm 以内 带内通信，支持外物检测 

Qi V1.3（开发中） 100~205kHz 待定 
感应式 5~7mm 

谐振式 45mm 

增加谐振式充电，向前兼容 Qi 标准的 V1.1 和 

V1.2 

AFA 
PMA 277~357kHz 5W 5~7mm 以内 带内通信，支持外物检测 

A4WP 6.78MHz 10~16W 50mm 带外通信，2.4GHz 蓝牙，支持多个设备充电 

资料来源： WPC， AFA，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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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现阶段还无法在预定的民宿沙发客上找到 Qi 充电设备，但你却很可能在豪华酒店的

大堂、咖啡厅看到 Qi 无线充电设备的身影。目前，英国境内的部分麦当劳餐厅以及世界移

动通信大会的多个展位上都已经出现了 Qi 无线充电设备和基座。集成设备公司 Device 

Technology 技术产品营销总监劳伦斯-麦凯瑞（Laurence McGarry）表示：“现在几乎所有东

西都得向后兼容 Qi 标准。” 

 

因此，AFA 联盟短时间内还难以超越 WPC，两大联盟呈现了在对立中蓬勃发展的态势。 

 

2.3. 磁感应是打开市场的领头羊 

 

目前主流的无线充电方式主要有电磁感应式、谐振式和无线电波等方式。其中电磁感应式是

应用最广、支持产品最多的无线充电方案，谐振式具有传输距离较远，可支持多台设备等诸

多优点，逐步受到业界重视和用户青睐，是未来无线充电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无线电波方式

由于损耗大，对人伤害大等缺点，在民用领域应用较少。 

 

图 17：无线充电原理 

 
资料来源：《无线充电器接收与发送线圈研究》，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感应式无线充电，主要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采用紧耦合变压器实现功率无线传输。输入的能

量经整流滤波变成直流电压输出，再经高频逆变成交流电压信号加载到补偿后的紧耦合变压

器的原边，按照原副边线圈匝数比，副边线圈感应原边能量，经副边补偿和整流滤波得到所

需要的直流电。紧耦合变压器的气隙宽度即能量传输距离，该气隙宽度直接影响变压器的能

量转换效率，一般是气隙宽度越小，变压器效率越高，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感应式无线能量

传输技术的传输距离非常近，约为几个毫米。 

 

图 18：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原理 

 

资料来源：《无线充电器接收与发送线圈研究》，电子发烧友，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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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磁共振是未来市场的生力军 

 

谐振式无线充电的原理与声音的共振原理相同。对于两个振动固有频率相同的音叉，一个振

动发出声音，当振动频率经过共振频率时，另外一个便会产生共振。同样的，当磁场中的发

射线圈以共振频率发射能量信号时，接收端会产生谐振，从而产生电流信号给设备供电。 

 

图 19：谐振式无线充电原理 

 

资料来源：《无线充电器接收与发送线圈研究》，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磁耦合谐振式无线充电与感应式无线充电不同之处在于该技术不仅提高了能量的传输距离，

而且提高了能量的传输效率。另外，谐振式无线充电不像微波对人体产生危害，由于人体作

为非磁性物体，暴露在强磁场环境中不会有任何影响，再则，该技术实现能量传输的基本原

理是共振，只有谐振频率相同的谐振体才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不必担心其对人体及周围物

体产生危害. 

 

2.5. 其他无线充电方式 

 

电磁波无线能量传输技术直接利用了电磁波能量可以通过天线发送和接收的原理理。它的实

质就是用微波束来代替输电导线，通过自由空间把电能从一处输送到另一处。该技术可以实

现极高功率的无线传输，但是在能量传输过程中，发射器必须对准接收器，能量传输受方向

限制，并且不能绕过或穿过障碍物，微波在空气中的损耗也大，效率低，对人体和其他生物

都有严重伤害，所以该技术一般应用于特殊场合，如低轨道军用卫星、天基定向能武器、微

波飞机、卫星太阳能电站等许多新的、意义重大的科技领域。 

 

图 20：无线电波充电原理 

 
资料来源：《无线充电器接收与发送线圈研究》，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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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无线充电方式对比 

 
电磁感应式 谐振式 无线电波式 

充电功率 5w-15w 10-50w 
 

充电效率 >70% >60% <50% 

使用频率范围 100~205kHz 6.78MHz 2.45GHz 

传输距离 数 mm-数 cm 数 cm-数 m 数 m 以上 

终端产品 三星，诺基亚，摩托罗拉 

Gill Electronics、 

WiTricity、 

Convenient 
Power 

 

支持终端数 单个 多个 
 

资料来源：WPC、AFA、MTK  

 

近年来，Wi-Fi 网络几乎随处可见，华盛顿的一个团队设想利用 Wi-Fi 路由器充当无线充电设

备，给智能手机等设备进行充电，因此研发了一个 “Wi-Fi 供电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两

个组成部分，一个是 Wi-Fi 接入点(路由器)，另外一个部分是定制的充电传感器。利用安装

在硬件设备上的充电传感器接收射频信号(RF)中的电能，并将其转化为直流电进行充电。该

团队专门研发了软件的解决方案，可以让 Wi-Fi 路由器成为一个供电电源，与此同时扮演传

统路由器的数据传输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这种 Wi-Fi 充电技术，并不需要对传统的无线路

由器进行更换，只需要部署软件等方案，提供充电功能之后，并不会对互联网接入的功能造

成影响。虽然目前的 Wi-Fi 充电技术，暂时还只是实验阶段，离商用化还很漫长，但这仍然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随着技术成熟，未来的手机和消费电子设备用户，或许可利用 Wi-Fi

网络来充电。 

 

图 21：WiFi 无线充电技术 

 
资料来源：电子发烧友 

 

3. 预热下篇：无线充电上下游产业链概览 

 

无线充电技术的产业链包含多个环节，根据上下游关系可以概括为：芯片、磁性材料、充电

线圈、模组制造和方案设计五大环节。其中磁性材料是无线充电产品的必备原材料，位于产

业链的最上游；芯片和方案设计环节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附加值最高，主要被国外的科技

公司垄断，国内的公司更多的聚焦于线圈和模组制造两个环节，利润率较低，如果未来无线

充电产品放量，则需要规模化的产能，国内公司凭借出色的生产能力和经验积累，仍能够得

到较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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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无线充电市场产业链涉及公司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制图  注：数据截止到 2017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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