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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越来越多，随之产生的环保以及停车难等问题变得日益严峻。针对

以上问题，以小型载客电动汽车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组合、翻转及通信方案进行设计。基于 UG 建模技术

及虚拟样机技术所设计的小型载客电动汽车可进行组合，并利用机械结构实现组合部分的翻转。通过小车

的组合及组合部分的翻转，实现空间的合理利用，解决汽车空间利用率低和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同时，

基于蓝牙和互联网技术，对翻转部分的 BLDC 电机进行远程控制，实现电动汽车组合部分的平稳翻转组合，

为将来在无人驾驶汽车上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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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private cars, along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arking problem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takes the small passenger 

electric vehicle as research object, and designs its combination, flip and communication scheme. Small passenger electric vehicles 

designed based on UG modeling technology and virtual prototyping technology can be combined, and achieve flip of the combined 

part with use of mechanic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car combination and flip of the combined part, it achieves a reasonable use of 

space to solve low utilization of automotive space and insufficient parking space.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Bluetooth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remote control to BLDC motor of the flip part can achieve a smooth flip of the combined part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in unmanned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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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能源短缺日益严重，环保呼声高涨，

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 EV）作为一种低碳、

清洁的交通工具，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

注 [1-4]。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

将发展电动汽车作为减少石油依赖、降低环境污

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措施。与此同时，

发展电动汽车还将作为我国培育后金融危机时代

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的最佳选择 [5]。随着

中国城市家庭私人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私人

汽车已日渐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6]。

车辆停放是交通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世

界上许多大城市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是停车紧张

对静态交通的影响。国内外停车调查及研究表明，

停车泊位不足、车辆乱停放，影响城市经济发展

与风貌。“行车难，停车更难”的问题同样困扰

着我国的城市 [7]，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风靡的当下，

停车难的问题更加凸显。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汽车大都是五座或七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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