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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具体

涉及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包括中控

台、档杆、功率调节旋钮和启动开关，中控台的上

端设有档杆。本实用新型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

足，通过启动开关、档杆、中控台以及功率调节旋

钮，当驾车人员进入车辆后通过按下启动开关的

方式可将车辆通电启动，而车辆启动后通过使用

档杆调整车辆的档位，而当车辆在低速形式时，

驾驶人员可通过旋转功率调节旋钮的方式，控制

车内电池的输出功率，使得车内电池可降低功率

驱动车辆行驶，而且不需要驾驶人员对油门进行

精确的掌控来控制电池的续航里程，从而有效避

免驾驶人员在长时间驾驶车辆产生疲劳感，并且

能够相对理想的节约车辆的续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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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包括中控台(16)、档杆(18)、功率调节旋钮(20)和

启动开关(21)，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控台(16)的上端设有档杆(18)，所述中控台(16)的一端

设有功率调节旋钮(20)，所述功率调节旋钮(20)的一侧设有启动开关(21)；

所述启动开关(21)将车辆通电后，车辆产生动能，且档杆(18)可进行前后扳动进行档

位调节；

所述功率调节旋钮(20)可进行左右旋转，所述功率调节旋钮(20)转动后可调节车辆功

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控台(16)的

前端设有仪表台(15)，且仪表台(15)的右端设有显示屏(1501)，所述仪表台(15)的中间设

有两个空调格栅(1502)，所述仪表台(15)的右端设有方向盘(17)，所述仪表台(15)位于主

体(1)的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控台(16)的

一端设有多媒体屏(1601)，且中控台(16)的后端设有手扶箱(1602)，所述中控台(16)的端

部设有两组后排出风口(1603)，所述功率调节旋钮(20)的左右两侧均设有控制按键(19)。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1)的底

部前后两端均设有两组轮眉(2)，且轮眉(2)的后端底部均安装有挡泥板(201)，所述轮眉

(2)的下端均安装有车轮(3)，所述主体(1)的左右两侧均设有两组车门(4)，且车门(4)的上

端均设有玻璃框(5)，所述玻璃框(5)的内部均设有车窗玻璃(501)，所述主体(1)的顶部安

装有天窗(8)，且天窗(8)的左右两侧均设有行李架(9)，所述车门(4)的表面均设有隐藏式

把手(6)，且右侧前端车门(4)的表面设有车门锁(7)。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1)的前

端上方设有机盖(101)，且机盖(101)的顶部中间设有凸起状散热槽(102)，所述机盖(101)

的左右两端均设有行车灯(103)，所述主体(1)的前端设有前挡玻璃(10)，且前挡玻璃(10)

的下方设有两根雨刮(12)。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1)的左

右两侧均设有后视镜(11)，且两个后视镜(11)的一端均设有嵌入式安装的转向灯(1101)，

且主体(1)左右两侧同样设有转向灯(1101)，所述主体(1)的前端表面左右两端均设有矩阵

大灯(13)，且矩阵大灯(13)的下端均设有雾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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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

车。

背景技术

[0002]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

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

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

[0003] 但是现有的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当车辆在低速行驶时车内电池依旧以最

大功率驱动车辆行驶，而且需要驾驶人员对油门进行精确的掌控来控制电池的续航里程，

长时间以此种方式驾驶车辆容易造成驾驶人员产生疲劳感，并且节约续航里程的效果并不

理想，且车辆在开启转向灯时存在一定的视线盲区，从而导致车辆在进行转向时容易造成

后方车辆不能及时观察到转向信号而出现车祸，道路行驶的安全隐患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克服

了现有技术的不足，结构设计简单，有效的解决了现有的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车辆

在低速行驶时车内电池依旧以最大功率驱动车辆行驶，而且需要驾驶人员对油门进行精确

的掌控来控制电池的续航里程，长时间以此种方式驾驶车辆容易造成驾驶人员产生疲劳

感，并且节约续航里程的效果并不理想，且车辆在开启转向灯时存在一定的视线盲区，从而

导致车辆在进行转向时容易造成后方车辆不能及时观察到转向信号而出现车祸，道路行驶

的安全隐患较大的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包括中控台、档杆、功率调节旋钮和启动开关，

所述中控台的上端设有档杆，所述中控台的一端设有功率调节旋钮，所述功率调节旋钮的

一侧设有启动开关；

[0007] 所述启动开关将车辆通电后，车辆产生动能，且档杆可进行前后扳动进行档位调

节；

[0008] 所述功率调节旋钮可进行左右旋转，所述功率调节旋钮转动后可调节车辆功率。

[0009] 优选的，所述中控台的前端设有仪表台，且仪表台的右端设有显示屏，所述仪表台

的中间设有两个空调格栅，所述仪表台的右端设有方向盘，所述仪表台位于主体的内部。

[0010] 优选的，所述中控台的一端设有多媒体屏，且中控台的后端设有手扶箱，所述中控

台的端部设有两组后排出风口，所述功率调节旋钮的左右两侧均设有控制按键。

[0011] 优选的，所述主体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设有两组轮眉，且轮眉的后端底部均安装有

挡泥板，所述轮眉的下端均安装有车轮，所述主体的左右两侧均设有两组车门，且车门的上

端均设有玻璃框，所述玻璃框的内部均设有车窗玻璃，所述主体的顶部安装有天窗，且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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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右两侧均设有行李架，所述车门的表面均设有隐藏式把手，且右侧前端车门的表面设

有车门锁。

[0012] 优选的，所述主体的前端上方设有机盖，且机盖的顶部中间设有凸起状散热槽，所

述机盖的左右两端均设有行车灯，所述主体的前端设有前挡玻璃，且前挡玻璃的下方设有

两根雨刮。

[0013] 优选的，所述主体的左右两侧均设有后视镜，且两个后视镜的一端均设有嵌入式

安装的转向灯，且主体左右两侧同样设有转向灯，所述主体的前端表面左右两端均设有矩

阵大灯，且矩阵大灯的下端均设有雾灯。

[001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当车辆在低速形式时车内电池可降低功率驱动车辆行驶，而且不需要驾驶人员对油门进行

精确的掌控来控制电池的续航里程，从而有效避免驾驶人员在长时间驾驶车辆产生疲劳

感，并且能够相对理想的节约车辆的续航里程，且车辆在开启转向灯时能够有效减少视线

盲区，从而导致车辆在进行转向时能够有效确保后方车辆及时观察到转向信号，避免造成

车祸，使得车辆道路行驶的安全隐患较小。

[0015] 1、通过设置启动开关、档杆、中控台以及功率调节旋钮，当驾车人员进入车辆后通

过按下启动开关的方式可将车辆通电启动，而车辆启动后通过使用档杆调整车辆的档位，

而当车辆在低速形式时，驾驶人员可通过旋转功率调节旋钮的方式，控制车内电池的输出

功率，使得车内电池可降低功率驱动车辆行驶，而且不需要驾驶人员对油门进行精确的掌

控来控制电池的续航里程，从而有效避免驾驶人员在长时间驾驶车辆产生疲劳感，并且能

够相对理想的节约车辆的续航里程。

[0016] 2、通过设置后视镜、转向灯以及矩阵大灯，由于转向灯分别安装于左右两个后视

镜以及主体的左右两侧，从而当驾驶人员开启转向灯时可同时亮起两组转向信号，使得车

辆在开启转向灯时能够有效减少视线盲区，从而导致车辆在进行转向时能够有效确保后方

车辆及时观察到转向信号，避免造成车祸，使得车辆道路行驶的安全隐患较小，而且车辆配

备有矩阵大灯，当开启车辆大灯时车辆的照明度强。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实用

新型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仪表台和中控台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图2中A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中：1、主体；101、机盖；102、散热槽；103、行车灯；2、轮眉；201、挡泥板；3、车轮；

4、车门；5、玻璃框；501、车窗玻璃；6、隐藏式把手；7、车门锁；8、天窗；9、行李架；10、前挡玻

璃；11、后视镜；1101、转向灯；12、雨刮；13、矩阵大灯；14、雾灯；15、仪表台；1501、显示屏；

1502、空调格栅；16、中控台；1601、多媒体屏；1602、手扶箱；1603、后排出风口；17、方向盘；

18、档杆；19、控制按键；20、功率调节旋钮；21、启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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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

选实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3] 实施例：如图1‑3所示，一种可以右舵驾驶的电动四轮车，包括中控台16、档杆18、

功率调节旋钮20和启动开关21，由于中控台16的上端设有档杆18，当车辆启动后驾驶人员

可通过拨动档杆18来控制车辆的驾驶档位，且由于中控台16的一端设有功率调节旋钮20，

功率调节旋钮20的一侧设有启动开关21，使得车辆以按下启动开关21的方式进行通电启

动，而驾驶人员旋转功率调节旋钮20后可控制车内电池的输出功率，避免车辆电池长时间

保持最大功率输出，有利于节省车辆的续航里程。

[0024] 具体的，请参阅图2和图3，由于中控台16的前端设有仪表台15，且仪表台15的右端

设有显示屏1501，使得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可通过仪表台15右端显示屏1501显示车辆行驶时

的各项数据，由于仪表台15的中间设有两个空调格栅1502，当车辆开启空调后可通过空调

格栅1502将风力吹向主驾驶位和副驾驶位，由于仪表台15的右端设有方向盘17，仪表台15

位于主体1的内部，使得驾驶人员进入车辆后可通过方向盘17控制车轮3的移动方向。

[0025] 具体的，请参阅图2，由于中控台16的一端设有多媒体屏1601，使得车辆可通过多

媒体屏1601完成各项娱乐功能的使用，且由于中控台16的后端设有手扶箱1602，使得驾驶

人员可通过将手肘放置于手扶箱1602上进行休息，且由于中控台16的端部设有两组后排出

风口1603，功率调节旋钮20的左右两侧均设有控制按键19，当车辆开启空调后可通过后排

出风口1603向后排输送风力，而多媒体屏1601可通过使用控制按键19进行操作。

[0026] 具体的，请参阅图1，由于主体1的底部前后两端均设有两组轮眉2，且轮眉2的后端

底部均安装有挡泥板201，轮眉2的下端均安装有车轮3，使得车轮3在安装轮眉2下端后可通

过挡泥板201将车轮3滚动时溅起的泥土进行阻隔，避免飞溅于主体1表面，由于主体1的左

右两侧均设有两组车门4，且车门4的上端均设有玻璃框5，玻璃框5的内部均设有车窗玻璃

501，使得车窗玻璃501可安装于玻璃框5内，当车窗玻璃501下降时可收入车门4的内部，由

于主体1的顶部安装有天窗8，且天窗8的左右两侧均设有行李架9，使得车辆需要携带大量

物品时可能放置于行李架9处进行携带，且由于车门4的表面均设有隐藏式把手6，且右侧前

端车门4的表面设有车门锁7，当车辆电子锁出现故障时可将机械钥匙插入车门锁7开启车

门4。

[0027] 具体的，请参阅图1，由于主体1的前端上方设有机盖101，且机盖101的顶部中间设

有凸起状散热槽102，当车内电池长时间工作时可通过散热槽102降低车没电池所散发的热

量，由于机盖101的左右两端均设有行车灯103，使得车辆在视线良好的情况下可通过行车

灯103提醒其他车辆以及路人，由于主体1的前端设有前挡玻璃10，且前挡玻璃10的下方设

有两根雨刮12，使得前挡玻璃10避免积尘时可通过雨刮12均匀清理。

[0028] 具体的，请参阅图1，由于主体1的左右两侧均设有后视镜11，且两个后视镜11的一

端均设有嵌入式安装的转向灯1101，且主体1左右两侧同样设有转向灯1101，当驾驶人员开

启转向灯1101时可同时亮起两组转向信号，使得车辆在开启转向灯1101时能够有效减少视

线盲区，从而导致车辆在进行转向时能够有效确保后方车辆及时观察到转向信号，避免造

成车祸，使得车辆道路行驶的安全隐患较小，由于主体1的前端表面左右两端均设有矩阵大

灯13，且矩阵大灯13的下端均设有雾灯14，当开启矩阵大灯13时车辆的照明度强，并通过雾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5883329 U

5



灯14可提高车辆雾霾天气的可视度。

[0029] 工作原理：当驾车人员进入车辆后通过按下启动开关21的方式可将车辆通电启

动，而车辆启动后通过使用档杆18调整车辆的档位，而当车辆在低速形式时，驾驶人员可通

过旋转功率调节旋钮20的方式，控制车内电池的输出功率，使得车内电池可降低功率驱动

车辆行驶，而且不需要驾驶人员对油门进行精确的掌控来控制电池的续航里程，从而有效

避免驾驶人员在长时间驾驶车辆产生疲劳感，并且能够相对理想的节约车辆的续航里程，

当驾驶人员开启转向灯1101时可同时亮起两组转向信号，使得车辆在开启转向灯1101时能

够有效减少视线盲区，从而导致车辆在进行转向时能够有效确保后方车辆及时观察到转向

信号，避免造成车祸，使得车辆道路行驶的安全隐患较小，由于主体1的前端表面左右两端

均设有矩阵大灯13，且矩阵大灯13的下端均设有雾灯14，当开启矩阵大灯13时车辆的照明

度强，并通过雾灯14可提高车辆雾霾天气的可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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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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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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