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327270.4

(22)申请日 2019.12.23

(73)专利权人 山东田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250011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趵突泉

北路12号三联大厦12楼1217室

(72)发明人 栾亚伦　

(74)专利代理机构 山东济南齐鲁科技专利事务

所有限公司 37108

代理人 曲洋

(51)Int.Cl.

B60L 50/60(2019.01)

B60L 1/00(2006.01)

B60L 53/14(2019.01)

H02J 7/00(2006.01)

H02J 3/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

服务车

(57)摘要

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

服务车，包括底盘、驾驶室、行走轮和车厢，还包

括直流行走系统和交流作业系统，所述直流行走

系统包括行走电机控制器和行走电机，其中行走

电机控制器安装在驾驶室内，行走电机安装在底

盘上，行走电机通过传动机构与行走轮相连。本

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方便与外

界施工设备连接以及使用外界交流电源为服务

车作业临时提供动力，且该无噪音、零排放的增

程式新能源电动服务车，特别适用于环保要求较

高的条件下实施室外维修等后勤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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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包括底盘(17)、驾驶室(18)、行走

轮(19)和车厢(20)，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直流行走系统和交流作业系统，所述直流行走系统

包括行走电机控制器(2)和行走电机(3)，其中行走电机控制器(2)安装在驾驶室(18)内，行

走电机(3)安装在底盘(17)上，行走电机(3)通过传动机构与行走轮(19)相连，所述行走电

机(3)内设有霍尔传感器(4)，霍尔传感器(4)经由控制线路与行走电机控制器(2)相连，交

流作业系统包括逆变器(5)、液压油泵电机(6)、空气压缩机电机(8)和其他交流用电设备

(9)，所述液压油泵电机(6)、空气压缩机电机(8)和其他交流用电设备(9)均通过导线并联

接入逆变交流电路(7)，逆变交流电路(7)通过第三开关(22)与逆变器(5)相连，在车厢(20)

内安装有蓄电池(1)和增程式充电机(15)，所述行走电机控制器(2)通过第一开关(12)与蓄

电池(1)相连，逆变器(5)通过第二开关(21)与蓄电池(1)相连，增程式充电机(15)经由导线

接入蓄电池(1)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逆变器(5)是逆变器、逆变焊机一体机，逆变器、逆变焊机一体机包括共用一套IGBT

主电路的逆变器与逆变焊机，并分别配置有逆变控制电路和逆变焊机控制电路，逆变器、逆

变焊机一体机提供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以及电焊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车厢(20)内设有内部交流电插头(11)和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内部交流

电插头(11)通过导线接入逆变交流电路(7)，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通过第四开关

(23)与逆变交流电路(7)相连，所述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上还配合安装有交流外

接插头(1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车厢(20)内安装车载充电器(16)，所述车载充电器(16)的一端通过导线与蓄电池

(1)相连，车载充电器(16)的另一端通过导线与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车厢(20)上安装有外部充电桩插头(10)，外部充电桩插头(10)可与外界充电桩连

接并通过导线与蓄电池(1)相连为蓄电池(1)充电。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其特征在

于：所述增程式充电机(15)是一个小型内燃发电机组，直接与蓄电池(1)连接，发电机组采

取智能管理，当蓄电池(1)电压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启动为蓄电池(1)充电、当蓄电池(1)电压

达到设定值后，增程式充电机(15)自动停止关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其特征在

于：这种服务车是用于为汽车、工程车以及工程机械野外保养和维修设置的。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543272 U

2



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服务车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为汽车、服务车和工程机

械野外维修保养服务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所有的纯电动车其内部的蓄电池仅仅起到提供行走动力的作用，而对于多

功能的工程服务车来说，其上安装有多种需要交流电的施工设备与机具，都是由单独的交

流发电机组来提供设备作业所需的交流电源，同时作为动力源的蓄电池与交流发电机组在

功能上重复设置，会使得整体装置成本显著提高，且交流发电机组内燃机在工作过程中的

排放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

能电动服务车，其内部的蓄电池通过逆变器产生一个交流电为服务车施工设备提供所需的

交流电，取代交流发电机组，由同一个蓄电池作为动力源，减少设备的重复设置，同时也避

免了排放造成的污染。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由逆变器提

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包括底盘、驾驶室、行走轮和车厢，还包括直流行走

系统和交流作业系统，所述直流行走系统包括行走电机控制器和行走电机，其中行走电机

控制器安装在驾驶室内，行走电机安装在底盘上，行走电机通过传动机构与行走轮相连，所

述行走电机内设有霍尔传感器，霍尔传感器经由控制线路与行走电机控制器相连，交流作

业系统包括逆变器、液压油泵电机、空气压缩机电机和其他交流用电设备，所述液压油泵电

机、空气压缩机电机和其他交流用电设备均通过导线并联接入逆变交流电路，逆变交流电

路通过第三开关与逆变器相连，在车厢内安装有蓄电池和增程式充电机，所述行走电机控

制器通过第一开关与蓄电池相连，逆变器通过第二开关与蓄电池相连，增程式充电机经由

导线接入蓄电池内。进一步地，所述逆变器是逆变器、逆变焊机一体机，逆变器、逆变焊机一

体机包括共用一套IGBT主电路的逆变器与逆变焊机，并分别配置有逆变控制电路和逆变焊

机控制电路，逆变器、逆变焊机一体机提供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以及电焊功能。进一步地，

所述车厢内设有内部交流电插头和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内部交流电插头通过导线

接入逆变交流电路，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通过第四开关与逆变交流电路相连，所述对

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上还配合安装有交流外接插头。进一步地，所述车厢内安装车载充

电器，所述车载充电器的一端通过导线与蓄电池相连，车载充电器的另一端通过导线与对

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相连。进一步地，所述车厢上安装有外部充电桩插头，外部充电桩

插头可与外界充电桩连接并通过导线与蓄电池相连为蓄电池充电。进一步地，所述增程式

充电机是一个小型内燃发电机组，直接与蓄电池连接，发电机组采取智能管理，当蓄电池电

压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启动为蓄电池充电、当蓄电池电压达到设定值后，增程式充电机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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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关机。进一步地，这种服务车是用于为汽车、工程车以及工程机械野外保养和维修设置

的。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

功能电动服务车，由内部的蓄电池作为动力源，通过逆变器产生一个交流电为服务车施工

设备提供所需的交流电，取代交流发电机组，避免排放造成的污染，使服务车整车实现零排

放，于此同时也避免了动力源的重复设置，降低了整车的成本。其上设置的车载充电器、外

部充电桩插头以及增程式充电机均可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和交

流外接插头的设置，方便与外界施工设备连接以及使用外界交流电源为服务车作业临时提

供动力，且该无噪音、零排放的增程式新能源电动服务车，特别适用于环保要求较高的条件

下实施室外维修等后勤保障工作。

附图说明

[000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0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电气原理图。

[0008] 图中1蓄电池  2行走电机控制器  3行走电机  4霍尔传感器  5逆变器  6液压油泵电

机  7逆变交流电路  8空气压缩机电机  9其他交流用电设备  10外部充电桩插头  11内部交

流电插头  12第一开关  13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  14交流外接插头  15增程式充电机 

16车载充电器  17底盘  18驾驶室  19行走轮  20车厢  21第二开关  22第三开关  23第四开

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如图1所示，

包括底盘17、驾驶室18、行走轮19和车厢20，还包括直流行走系统和交流作业系统，所述直

流行走系统包括行走电机控制器2和行走电机3，其中行走电机控制器2安装在驾驶室18内，

行走电机3安装在底盘17上，行走电机3通过传动机构与行走轮19相连，其中行走电机3可以

采用现有的直流电机、永磁直流电机与交流变频电机。所述行走电机3内设有霍尔传感器4，

霍尔传感器4经由控制线路与行走电机控制器2相连。行走电机控制器2是通过驾驶人员的

“油门”踏板控制其输出动力，来驱动行走电机3根据负荷改变电机转速，使服务车实现无级

变速行驶，霍尔传感器4将行走电机3的旋转相位信号反馈给行走电机控制器2，行走电机控

制器2对行走电机3进行矢量变频控制，达到电机的起步扭矩大、调速范围广的硬特性，实现

服务车根据负荷变化无级变速行走。

[0010] 交流作业系统包括逆变器5、液压油泵电机6、空气压缩机电机8和其他交流用电设

备9，如图2所示，所述液压油泵电机6、空气压缩机电机8和其他交流用电设备9均通过导线

并联接入逆变交流电路7，逆变交流电路7通过第三开关22与逆变器5相连，每条用电设备的

支路上也均设有用电开关。在车厢20内安装有蓄电池1和增程式充电机15，直流行走系统和

交流作业系统都是由蓄电池提供动力，所述行走电机控制器2通过第一开关12与蓄电池1相

连，逆变器5通过第二开关21与蓄电池1相连，增程式充电机15经由导线接入蓄电池1内。

[0011] 常规的服务车需要交流电源时，都是采用足够功率的车载内燃发电机组提供，如

此产生的废气会造成大量的废气污染，而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逆变器5可以将蓄电池1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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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变成不同功率、不同频率、不同电压单相110V、220V或者三相380V的交流电，为不同

的多功能作业设备提供所需的交流电源，从而降低排放污染，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0012] 所述多功能服务车可以配置任何需要功能的设备，例如液压油泵电机6可以实现

液压吊装、液压拉拔机具等，空气压缩机电机8可以提供压缩空气，以实现气动工具的施工，

上述装配的各个设备可以单独进行工作，也可以几个设备同时运行，因此该服务车可以实

现不同的设备“多功能”联合施工的效果，这样便大大降低了施工的使用成本。服务车上还

设置了预留动力设备的电路系统，用以为其他交流用电设备9提供电源。

[0013] 增程式充电机15的设置是为了增加服务车的续航里程，使服务车不至于因蓄电池

1电力不足而停驶，属于车内的后备能源，负责在蓄电池1电力不足时为其充电，在正常行驶

状态下并不会用到。该增程式充电机15是一部小型的内燃机发电组，因增程式充电机15的

功率较小，只负责对蓄电池1补充充电，而且配套的内燃机固定在恒定的“经济转速”工况运

转，以实现最小的燃油消耗，因此其经济性较好。上述增程式充电机15采取智能控制：当蓄

电池1电压低于设定值时，自动开启为蓄电池1的充电模式，当蓄电池1电压充够时，自动关

闭，从而保证服务车的续航里程，其中增程式充电机15由电压调节器保证充电设定电压的

稳定，从而保证智能充电电压的稳定。

[0014] 当服务车需要行走时，将蓄电池1与逆变器5之间的第二开关21断开，同时将蓄电

池1与行走电机控制器2之间的第一开关12闭合，此时驾驶人员经由行走油门踏板通过行走

电机控制器2控制行走电机3驱动服务车行走，在行走电机3运转过程中，霍尔传感器4给行

走电机控制器2反馈电机运转相位信号，使电机形成“硬特性”以适应底盘行驶的需要。当服

务车上作业设备需要工作时，断开蓄电池1与行走电机控制器2之间的第一开关12，闭合逆

变器5与蓄电池1之间的第二开关21以及逆变交流电路7上与各个用电设备之间的开关，逆

变器5为服务车车厢20内的所有电气设备提供单相220V或三相380V交流电。本实用新型所

述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无噪音、零排放，可提供交流电和直

流电，主要用于汽车、工程机械以及施工机械、军事装备野外维修、后勤保障，且该无噪音、

零排放的由逆变器提供交流电的增程式多功能电动服务车，特别适用于环保要求较高的条

件下实施室外维修等后勤保障工作。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逆变器5是逆变器、逆变焊机一体机，逆变器、逆变焊机一体机包括

共用一套IGBT主电路的逆变器与逆变焊机，并分别配置有逆变控制电路和逆变焊机控制电

路分别加以控制，以实现各自的性能特性。在为不同作业设备提供交流电源的同时还可以

给外界提供焊接功能，且共用一套IGBT主电路的逆变器与逆变焊机的配置可以节约整车的

成本并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其中IGBT主电路的功率应以逆变器或逆变焊机中最大的需求功

率为准而设置。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车厢20内设有内部交流电插头11和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

内部交流电插头11通过导线接入逆变交流电路7，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通过第四开

关23与逆变交流电路7相连，所述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上还配合安装有交流外接插

头14。上述内部交流电插头11、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和交流外接插头14用以为车厢

20内、外提供单向220V或三相380V交流电，方便与外界施工设备连接以及使用外界交流电

为服务车作业临时提供动力。

[0017] 如果服务车外部需要用电设备工作时，将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与交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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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插头14连接，闭合第四开关23，则蓄电池1内的电会经由逆变器5和逆变交流电路7为外界

设备提供单相220V或三相380V交流电。当服务车在具备外部交流电源的场合时，将逆变器5

与蓄电池1之间的第二开关21断开，接通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与交流外接插头14，

闭合第四开关23，则外部交流电源可通过交流外接插头14、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以及

逆变交流电路7对车厢20内的所有电气设备提供所需电能，使服务车内作业设备运转，从而

节约服务车蓄电池1的消耗。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车厢20内安装车载充电器16，所述车载充电器16的一端通过导线

与蓄电池1相连，车载充电器16的另一端通过导线与对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相连。当

服务车停驶在具有交流电源的场地时，通过外输入、输出交流电插座13与交流外接插头14

与外接电源接通，即可为服务车上的蓄电池1临时充电，以随机补充蓄电池1行驶和作业所

损耗的能量，进一步增加服务车的续航里程。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车厢20上安装有外部充电桩插头10，外部充电桩插头10通过导线

与蓄电池1相连，可通过外接充电桩经由外部充电桩插头10为蓄电池1提供交、直流慢充和

快速充电作业。

[0020] 由于该服务车可以提供直流与交流两套电源，而且可以根据需要设计直流与交流

的供电电压与功率，因此可以实现多功能甚至于“全功能”，并且可以实现“模块化”的设计

配置，从而便于用户实现“模块化”的配置选型。

[0021] 使用逆变器—逆变焊机一体机取代交流发电机组，将蓄电池1提供的直流电“逆

变”成交流电，为服务车上的交流用电设备提供交流电源，除此之外，本服务车还设置了一

个增程式充电机15，当蓄电池1的电压低于设定值时，增程式充电机15自动启动为蓄电池充

电，当蓄电池1电压达到设定值后，增程式充电机15自动停机。该电动服务车因设置有增程

式充电机15、外部充电桩插头10和车载充电器16，如此可以构成三位一体的蓄电池1充电保

障系统，全方位确保蓄电池1的满载电量，使服务车成为一种“无限制续航里程”的电动车，

这种服务车是用于为汽车、工程车以及工程机械野外保养和维修设置的。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并不限制于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实施例的范围内。本实用新

型未详尽描述的技术内容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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