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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电动旅游现光车的结构与设计，包括电气厦控锏系统设计和机械系统设计．完成了电气系统参数的匹配计算。曩
后提供了整车的试验结果，表明该车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科技郝的技术要求，整车的设计是合理的。该车投放市场后，获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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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给人类带来便利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的

采用的电子速度控制器不仅具有成本低，还可获得比较高的转矩．满

能源和环境问题。为此，各国政府、各大汽车公司正在加大电动汽车

足电动汽车起步、爬坡的需要。

开发投入的力度．加速电动汽车的商品化步伐。现在，由于国内外的

１．２底盘系统

混合动力成本高，普及还要很长时间，同时混合动力也要消耗油料；

变速器采用４挡变速器，手动换挡。由于采用了４挡变速器，可

氢能源也存在着储存等问题；纯电动汽车由于有电池能量密度的约

以使汽车在低挡位时获碍较高的瞬间转矩，在高挡位时获得较高的

束．没有真正大批营投入市场【ｌｏＪ。但是，在国内有些地方需要不

行驶速度。并且能够使电动机经常处于高效区运转。变速器与电动

是很高速度的车辆，同时运行距离不是很远．如旅游区和某些城市的

机采用一体化设计，直接与驱动轴安装连接在一起。转向系统采用整

步行街。这样．按照现有的技术水平设计的成本低的纯电动汽车就

体液压式动力转向系统，动力转向系统可以减小驾驶员作用在转向盘

能满足其使用要求，电动旅游车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介绍了电动旅

上的力，减轻驾驶员的劳动强度．使转向轻便、灵活，而且提高了汽车

游观光车的结构与设计．包括电气及控制系统设计和机械系统设计，

行驶的安全性。本车的制动系统主要有行车制动系和驻车制动系组

完成了电气系统参数的匹配计算。

成，为了提高箭动系统的工作可靠性。保证行车安全．液压管路采用ｘ

１整车结构与设计思路Ｈ】

型制动管路，以便当—个制动回路失效后，另—个制动圆路仍能工作。

首先是旅游观光车的选型问题。目前，传统汽车的技术很成熟，

１．３车身设计

可供的零件多，市场占有率高。如果在电动汽车的开发上利用这一

车身选择玻璃钢车身，可以做成不同形状的复杂曲面；选用玻璃

优势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给客户售后服务带来方便。经市场分

钢座椅，车身座桶、座椅采用一体化制作造型简洁明快，前风挡采用

析调研。考虑成本、乘座与上下车的方便性，零件的供给价格，决定采

大尺寸景观夹胶玻璃。

用昌河底盘的一些零部件如前桥、后桥等。

１．４电气及控制系统

在１５座电动旅游观光车的设计过程中。根据电动汽车的特点进

电气及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低压电气系统、高压电气系统和整车

行系统总体设计，并不要求每个子系统最优，只求得各个子系统的最

控制。电气及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如图Ｉ所示。该系统担负着采集

佳匹配。整车的设计主要分为４部分：能量系统、驱动控制系统、底

整车的各子系统的运行信息并进行监控与诊断，维持所有电池处于

盘系统、车身设计和电气及控制系统。

最佳状态。提供剩余能量显示等职责。具体实现以下功能。

１，１

能量系统、驱动控制系统
能量系统采用高性能铅酸蓄电池．整车的蓄电池共１２块，分成２

箱。分别位于中问两排座位下面。驱动电动机采用直流电动机．该
电动机具有成本最低、易于平滑调速、控制器简单、技术成熟等优点。

１）整车信息检测与显示，包括加速踏板、制动踏板等模拟信号，
以及车速、前进、后退、控制器开关、油泵开关等开关量。
２）动力电池组信息检测与显示，其中包括：总电流、总电压、动力
电池充电状态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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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维护电池使用，包括放电欠压报警、充电过压报警、电池损坏
报警。

力，则需要的电动机驱动力为
‘４、

Ｆｔ＝Ｆｆ＋Ｆ。＋Ｆ【

ｌ动力电池组ｌ

式中Ｅ——电动汽车驱动力

竹一电动汽车行驶时的滚动阻力，，，＝ｍ斫燃ｎ（ａ为坡度

毹斟翼卢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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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壅皇壁堡兰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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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电动汽车行驶时的空气阻力，Ｌ＝（ＣＤＡｕ２）／２１．２５
一——电动汽车行驶时的坡道阻力．Ｆｉ＝ｍｇｓｉｎ口
再根据车辆驱动力与电动机输出轴转矩关系式得所需转矩为

一低压线

Ｆ，

肘＝—善一

（５）

Ｉｓｔｏ，ｌｒ

由式（１）一式（５）计箅得结果如表２。
裹２动力性能参散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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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基本参数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项目

数

长×宽×高（Ｌ ｘＢ×Ｈ）／
（ｍｍ ｘｍｍ×ｒａｉｎ）

据

５ ０００ Ｘｌ ５１０×ｌ

轴距ｔｌｌｌｍｍ

２ ７００

迎风面积Ａ／ｍ２

２．９１４

总质量∥ｋｇ

ｌ ８７０

最大车速／（ｋｍ·ｈ一１）

≥加

最大爬坡度／％

＞２０

风阻系数

０．４０

车轮的滚动半径／ｍ

０．２８３

ｒ／ｒａｉｎ，额定电压为７２ Ｖ，额定电流为１００ Ａ。因此，所选

控制器：５ ｋＷ／７２ Ｖ进ｕ电子速度控制器。

３整车性能试验

Ｉ一４挡传动：３．１８１／Ｉ．８４２／１．２５０／０．８６４
主传动比：５．１２５

传动比

４００

电动机：５ ｋＷ／７２ Ｖ的高效直流牵引电机；电池：１２块３Ｄ－２１０电池；

１５０

最小离地『日Ｊ隙ｈｉｍｍ

２．２

由以上计算数据町以选定：电动机的额定功率为５ ｋＷ，额定转
速为ｌ

９３０

该车已经过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试验，检测结果如
表３所示。
表３旅游观光车检测结果

塑！：！塑！！盥旦！！！堕垡曼堕塑！！！Ｑ Ｙ！！型！
试验项只

技术安求

试验结果

动力性能参数设计计算

２．２．１

电动机额定功率的确定

正确选择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十分重要。如果选的过小，则电动
机经常在过载状态下运行；相反。如果选的太大．则电动机经常在欠
载状态下运行，效率及功率因素降低，不仅浪费电能．而且需增加动
试验结果表明该车的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科技部的技术要求，

力电池的容量，综合经济效益下降。通常，从保证汽车预期的最高车
速来初步选择电动机应有的功率‘ｎ

说明整车的结构设计是合理的。

６｜。

＾＝去（罴‰一＋丽ＣｏＡ％３一）

（１）

４结论
该旅游观光车采用高性能的铅酸动力电池作为能量源，具有较

式中Ｐ。——电机额定功率．ｋＷ

好的动力性．最高行驶速度４０ ｋｍ／ｈ，最大爬坡度为２０％，可连续行

ｍ——最大车质量，ｋｇ

驶黾程１００ ｋｍ．整车具有零排放、噪音低、平顺性好等优点，能够满足

，－滚动摩擦系数，＝Ｏ．０１５

旅游观光的需要，是现在旅游景点、城市观光的最佳选择之一。该车

Ｊ４——车辆迎风面积，１１１２

投放市场后．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Ⅱ４一——最高车速。ｋｍ／ｈ
＇，ｒ——传动效率，７／ｒ＝Ｏ．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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