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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纯电力驱动观光车设计
王力斌

（辽宁工程职业学院，辽宁 铁岭 112008）

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开学、毕业季学生入校、离校时搬运行李，及师生、客人日常校园观光问题，对校内纯电

力驱动观光车进行设计。本文通过对传动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行驶系统、驱动电机、驱动电池等机构元

件连接等关键技术参数进行设计，从而达到使用标准，为下一步整车装配工作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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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动观光车的总体布置设计

1.1 驱动电机位置设计

驱动电机的位置可直接影响到电动观光车的底盘
离地间隙、震动噪音、轴荷分配等关键问题，因此驱
动电机的位置选择非常重要。质心越低的车辆越能获
得更好的行驶稳定性，避免侧翻。因此，应在保证观
光车通过性及各机构工作条件的同时，尽量降低车辆
质心。校园内路况较为平坦，离地间隙不要求过大，
根据本校实际路况，结合学生住宿区的实际情况，将
空载时电机离地间隙设计为 180mm。

为了降低观光车的震动和噪音，保证车体平衡，
避免转向侧倾，提高乘坐舒适性，我们将电机轴线与
车辆中线相重合。为了降低电机功率，提高行驶里程，
本设计将驱动电机与传动系统相连，驱动电机动力通
过手动变速器、驱动桥、半轴传递到车轮。因此，驱
动电机的前后位置应考虑到传动系统中各机构相对位
置，可随变速器及驱动桥的相对位置进行调整。

1.2 传动系统位置设计

本设计的传动系统采用机械式，主要由离合器、
变速器、驱动桥等机构组成，变速器与驱动桥为一体
式设计。为提高行驶平顺性及避免因应力损坏半轴，
将半轴中线与车轮中线相重合。半轴位置确定后，驱
动桥及变速器的位置可根据与半轴连接的法兰盘位置
进行确定，从而确定离合器安装位置，离合器盖需要
针对驱动电机驱动轴进行改造，并利用螺栓与其相连。

1.3 转向系统位置设计

为了降低驱动电机的负担，转向助力系统选择使
用电子转向助力方式。本设计转向系统主要由方向盘、

转向柱、转向器、转向摇臂、转向电机、方向盘上下调
节器等组成。首先通过整车宽度及 A柱位置确定方向
盘位置，利用万向节及传动轴等元件将转向器与方向盘
相连接。本设计选用技术较成熟、结构简单的齿轮齿条
式转向器，保证驾驶员的驾驶体验及车辆驾驶稳定性。

1.4 悬架位置设计

为保证整车的驾驶、乘坐舒适性，本设计采用 4
轮独立悬挂的悬架形式。独立悬架除可有效缓冲车轮
跳动所产生的冲击力外，还具有占用空间小的特点，
可有效降低车辆质心，降低车辆转向侧倾感受，提高
起伏路面上的车轮附着力。

侧倾中心高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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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侧倾轴线位置应与地面平行，与地面的
间距应尽可能大，从而保证在行驶时，前、后轴的轴
荷大致相同，使其拥有中性转向特性，并保证车身侧
倾限制在 6°~7°范围内，符合国家标准。

侧倾轴线位置的确定要考虑到车辆轮距的变化，
根据国家标准要求，悬架的设计必须保证在载荷变化
时，轮距变化不得超过增减 0.4mm。根据国家标准悬架
的侧倾中心高度不可超过 150mm。因本课题选用驱动
电机前置前驱方式，由于驱动桥轴荷相对较大，故应
尽可能使前轮轴荷变化减小。因此，侧倾中心高度应为：
前悬架 0~120mm，后悬架 80~150mm。侧倾中心高度
确定后，便可确定纵倾轴线位置及纵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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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三个重要参数，可确定悬架系统及转向
系统相关 4轮定位参数。

1.制动系统位置设计。本设计制动系统采用 HH
式液压制动系统，保证在车辆进行制动时，每个车轮
都可以得到单独制动控制，为添加ABS系统打下基础。
在对制动踏板进行设计时，应保证驾驶员可以轻松、
舒适、不易误踩，保证制动的灵敏性及稳定性。

2.电池组位置设计。电池组的安装位置应考虑到
动力系统接线长度，安装更换方便等因素，本设计将
其安装在靠近驱动电机的前箱内。

3.座椅的位置设计。座椅的设计主要通过人机工
程学原理进行，除了舒适度因素外，还应考虑安全因
素及紧急情况逃跑的便利性。

2 车架及车身设计

车架及车身设计主要对车辆承载部分、蒙皮、车
架等进行设计，其中包括制动踏板、油门踏板、离合
器踏板、相关连接线、桁架、车身材料、车身附件、底板、
各种安装基座、连接紧固件等元件为主要设计元件。

车架主要由利用钢管组合架组成的翻滚架及其他
连接元件所组成。翻滚架钢管组的材质为冷拔无缝碳
素钢，由若干根钢管按照外形设计进行焊接，其所能
承受的冲击力约为 2倍车身重量。

本设计为 7座旅游观光车，需要有较宽敞的乘坐
空间，拟定车身长度为 4400mm，考虑到加工因素及其
他零部件的安装，在此范围内加上 200mm，车架的长
度约为 4600mm。为保证车内乘客可有舒适的乘坐体验，
车体宽度应为 1700mm。由于人体自然驾驶姿势坐高约
为 850mm，而且主环最高点与前环最高点连线至少高
于头顶 150mm，考虑到乘客的乘坐感受，车体高度应
为 1600mm。

本设计选用蒙皮材质为汽车专用 0.9mm厚涂镀层
钢板，该钢板具有成型性好、耐腐蚀性好、版型平整、
抗冲击强等特点。考虑到其主要在校内使用，校内道
路平整，出现侧翻几率极低，因此，该板材完全满足
实际使用条件。

3 动力系统及传动系统设计

动力总成及传动系统主要包括电机、电池、驱动轴、
差速器基座、链轮 /皮带轮、差速器轴承、差速器、万
向节、保护罩、连接紧固件等。根据运动学原理，在
保证车速的同时要确保车辆能正常起步，因此，本课
题传动部分利用手动变速器来提高传动比，保证车辆
能够平稳起步，并可满足在雨雪天气、学生流量大等
不同环境下均能安全且平稳运行。在雨雪天气条件下，
由于路面附着力较小，可选择利用 2档起步来降低传
动比，保证平稳起步，防止打滑。在学生流量大时，
可选择低档位平稳运行，保证行驶安全。

本课题整车质量约为 500kg，根据现有条件，电机
参数为 620rpm，3kW，24V，轮毂直径为 16英寸，车
轮半径为 305mm，可计算出电机的驱动力及最高车速。

电机输出扭矩为：

n
9550 pM ×

=

通过计算，输出扭矩约为 46.2Nm。
驱动力为：

r
MF i×

=

最大静摩擦力为：
umgF =max

式中 u为系数 m为整车质量
其最大静摩擦力为 50N。因车辆驱动力必须大于

静摩擦力才能保证正向行驶，因此传动比 i>1.7，双轴
式 5速手动变速器传动比区间可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则最大车速为：

式中 n为电机转速，r为车轮半径。
通过计算本课题车速可达到 60km/h，满足校内行

驶需求。

4 悬架系统设计

悬架总成是汽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功用是
把路面作用于车轮上的垂直反力、纵向反力和侧向反力
以及将这些反力所造成的力矩传递到车架上，以保证汽
车的正常行驶。本设计的前后悬架均采用独立悬架。

本设计车辆前轮距为 1650mm，上杆架宽为 700mm，
下杆架宽为 650mm，本课题组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设
定主销关节轴承安装孔距离轴中心为 80mm，以及悬架
与车架的焊接块长 35mm。根据轮距、上杆架宽度、下
杆架宽度、焊接块长度及主销关节轴承安装孔位置，可
计算出悬架的垂直距离为 449mm。根据行业标准，本
课题选用的杆件的外径为 16mm，内径为 12mm，管壁厚
为 2mm，杆件可用M10薄螺母、M10关节轴承进行链接。
水平方向上 M10关节轴承所占距离为 20mm，M10薄螺
母所占距离为 4.85mm，套筒所占距离为 17mm，设定安
装伸出的螺纹均为 3.15mm，所以杆长为：

L=449-(20+3.15+4.85+17)×2
通过计算得出杆长为 359mm。
取安装悬架上横臂的两个焊接块垂直距离为178mm，

且两叉臂的张角定为 50度，因此斜叉臂在垂直车架叉
臂上的焊接大致位置为：

359+45-178×cot50
通过计算，其结果为约 255mm。
后悬挂计算方法与前悬挂一致，因篇幅原因，在

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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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动系统设计

本课题采用液压盘式制动器，制动驱动机构将来
自驾驶员或其他力源的力传给制动器，使之产生制动
力矩。液压制动的优点是：作用滞后时间短（0.1~0.3s），
工作压力高（可达 10~12MPa），轮缸尺寸小，结构简单、
紧凑、质量小、造价低、机械效率高。

在车辆进行制动时，制动衬块与制动盘完全接触，
且各单位压力分配较为均匀，其制动力矩为：

式中 f为摩擦因数，F0为单侧制动块对制动盘的压
紧力，R为作用半径。

对于常见扇形制动块，其平均半径为：

2
21 RRR +

=

式中 R1为制动块内半径，R2为制动块外半径。
根据国家标准中制动盘的要求，该盘平面度公差为

0.012mm，表面粗糙度为 0.7~1.3μm，两摩擦表面的平行
度公差不应大于 0.05mm，制动盘的断面圆跳公差不应大
于 0.05mm，制动盘的断面圆跳动公差不应大于 0.03mm。
通常制动盘采用摩擦性能好的珠光体灰铸铁制造，为
保证足够的强度和耐磨性能，其牌号不应低于HT250。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本设计现有条件，对于制动
盘及制动执行机构，选用捷达汽车制动盘及制动钳总
成。捷达制动总成，使用性能稳定，故障率低，易于
保养维护，满足本课题使用要求。

6 转向系统设计

转向系统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车辆行驶平稳性、
指向性、安全性、舒适性等关键指标。本设计的转向
梯形前置，转向拉杆横置，转向机选用稳定性更好的
齿轮齿条式转向器。由于在转向节臂、转向横拉杆以
及齿条机构的连接必然存在微小的间隙，如果将转向
梯形后置将会导致车辆入弯时由于整个转向系统将受
到来自转向轮的横向力作用，此作用力会压缩连接部
件之间的间隙，导致稍微增加转向角度，造成微小的
转向过度感，不利于在弯中的操控性。

本课题选用的转向梯形为整体式转向梯形。汽车
转向行驶时，受弹性轮胎侧偏角的影响，所有车轮不
是绕后轴转动，而是绕前轴与后轴间的汽车内某点滚
动。此点位置与前轮和后轮的侧偏角大小有关。若要
保证全部车轮绕一个瞬时转向中心行驶，则梯形机构
应保证内、外转向车轮的转角关系为：

L
K

i =− cotcot 0

式中 L为车辆轴距，本课题轴距选取为 2750mm，
K为两主销延长线到地面交点间距离。θi与θ0代表内、
外转向车轮的转角。

其中θi为：
)/cot(cot)( 00 LKarcfi −==

θ0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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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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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min为车辆最小转弯半径，a为主销偏移距。
最小转弯半径可根据对本校实际路况进行测量

设计得出，主销偏移量可根据悬架的设计通过 Ansys 
Workbench的仿真校核机调整得出。

7 电池的选用

本课题设计车辆主要针对校内，因此必须要有足
够大的电池容量。电池容量大固然可以有效增加车辆
行驶里程，但其所占空间及重量也会随之增加，考虑
到车辆底盘的空间状态和承重能力，及设计工作需求，
本设计选用锂动力电池作为该电动车的动力源。根据
使用要求及现有条件，电动车车速为 60km/h，电机功
率为 3kW。电动车行驶时间为：

v
st =

电池容量为：

U
tPR ×=

式中 P为电机功率，U为电机电压。

8 电气设备设计

本设计电气系统分为强敌部分及弱点部分。其中
强电部分主要为动力系统进行供电；弱电部分主要为
喇叭、灯光、音响、玻璃升降、倒车提醒等电气设备
进行供电。另外，本设计在动力系统中加设动力回收
装置，在车辆滑行或制动过程中，通过动力反传原理，
驱动动力回收电机进行发电，为蓄电池充电，以此来
提高续航里程。

9 有限元分析

本设计通过有限元方法分析校内电动观光车整车
设计结构强度和模态，可大大提高设计效率，简化从
设计到生产的时间周期。通过运用有限元软件对整车
强度、刚度和模态的分析，可得到有限元分析结果，
并对其进行分析和修改，使本设计设计参数满足国家
标准，达到使用要求。

10 结论

本设计主要对校园电动观光车的整体布置进行设
计，并对各系统的主要元件进行了设计及选择，并通
过有限元分析对整体设计进行验证及校核，优化设计参
数，使本设计能够符合国家各项标准，保证能够完成设
计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