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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

动充电装置和方法，装置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系统

包、智能小车和电动车的车载装载架；电动车的

电池系统包安装在智能小车车体的电池装配架

上；智能小车用于装载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到

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上，或者卸载到地面；智能

小车具有人工驾驶或无人驾驶系统，能够运载电

池系统包在地面行驶；智能小车能对电池系统包

进行装卸载和移动运输，实现电动车电池智能装

卸载移动充电。本发明通过智能小车卸载电池系

统包移动到家庭、办公等方便充电处用常用电源

对电池进行充电；充电后载运电池系统包移动到

电动车停放处，把电池系统包装载、安装到电动

车上对其供电；解决了电动车充电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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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智能

小车和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

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安装在智能小车车体的电池装配箱/架上；

智能小车用于装载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或者，将电池

系统包和智能小车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卸载到地面；

智能小车具有人工驾驶系统或无人驾驶系统，能够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在地面行

驶；

智能小车能对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进行装卸载和移动运输，实现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

载移动充电；

智能小车包括装载电动车电池系统包的小车车体(1)、多个连接小车车体(1)与小车车

轮的连杆、连杆驱动机构(2)和小车智能控制器；

小车智能控制器与连杆驱动机构及小车车轮中的电动轮电气连接，用于驱动控制小车

车轮中的电动轮和连杆驱动机构的运动，实现对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的装卸载和移动运

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连杆驱动

机构由大力矩低速电机和/或电/液压驱动的直线推拉杆组成，大力矩低速电机和电/液压

驱动的直线推拉杆按照其机械运动方式分别连接各自驱动的连杆；通过连杆驱动机构的直

线推拉和/或旋转运动驱动连杆带动小车车轮进行打开或收缩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智能小车

包括若干能够收缩与展开的小车车轮；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安装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

箱/架上时，小车车轮处于收缩状态；电池系统包接入电动车的供电系统对电动车供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智能小车

包括两端能够收缩与展开的小车车轮；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脱离电动车的车载装配

箱/架进行卸载时，一端小车车轮自动展开撑地承担部分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的重

量；随着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继续卸载脱离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另一端小车车

轮自动展开撑地承担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的重量，直至完全脱离车载装配箱/架，完

成对电池系统包的卸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智能小车

车体和电池系统包从地面装载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进行装载时，一端小车车轮收

缩离开地面，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的重量由另一端的小车车轮和电动车的车载装配

箱/架承担；随着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继续深入的向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装

载，另一端小车车轮也收缩离开地面，直至完全装载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完成对

电池系统包的装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电池系统

包的箱体外或智能小车上装设电气连接电池系统包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电动车的车

载装配箱/架上装设电气连接电动车供电系统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智能小车运载电

池系统包安装在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后，电池系统包上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与

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对应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电连接，把电池系统包电气连接

到电动车的供电系统，对电动车提供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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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其特征在于，智能小车

能够运载货物和/或人员。

8.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

述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包括以下步骤：

a)、智能小车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卸载到地面；

b)、智能小车通过人工驾驶/无人驾驶运载电池系统包移动到充电的地方进行充电；

c)、充电后智能小车运载电池系统包移动到电动车停放处；智能小车再装载电池系统

包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对电动车提供电池供电。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方法，其特征在于，电动车的

全部电池系统包括若干电池系统包；所述若干电池系统包的电池容量相同或者不同；电动

车上安装有一个或者多个电池系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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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与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动车充电领域，尤其涉及了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

置与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城市车辆增多，燃料汽车对城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造成严重雾霾天气，影

响了人们生活及生命安全，产生了巨大的雾霾污染治理成本，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发展和使用电动车是解决城市污染和降低雾霾的主要途径。电动汽车由于无污染无排放的

优点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间长，寻找充电设施和排队等候充电给使用

电动车造成很大困难，充电设施的发展无法跟上和满足电动车发展对充电的需求，严重制

约了电动汽车的发展。电动汽车的电池储能能力差，价格昂贵，增加了电动汽车的重量和制

造成本，限制了电动汽车的普及和发展。

[0003] 在我国人们普遍居住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市区内，工作生活活动范围主要以城市为

主要区域，长途出行占用车出行的比例很低。一般每日用车出行距离在100公里以内，电动

汽车平时每日充电续航里程只要能满足100公里就基本满足了在城市市区的生活和工作需

要。而长途出行只占用车出行的时间极少部分和比例。绝大部分的车辆其大部分的用车出

行时间是每日续航100公里以内，只有极个别的车辆需要经常性的长续航出行。针对绝大部

分车辆的大部分时间是每日续航100公里以内用车特点，应该大量发展城市100公里以内的

短续航+带有临时增加长续航几百公里的可增减续航能力的电动车。

[0004] 现在很多汽车生产企业为了满足城市用车的需要都在加快发展油电混合动力车。

油电混合动力车在城市市区使用电动力，不用燃料无污染，能满足城市防雾霾降污染的要

求；油电混合动力车电池用量少，只需要100公里续航的电池使用量就可以了，这样显著的

降低了制造成本和电池重量，便于推广普及；油电混合动力车电池充电容量小，适合在家庭

和办公等的小容量供电场所用常用电源进行充电。油电混合动力车既能满足城市电动力无

污染用车需求又能兼顾长途燃油动力长续航的需要，特别适合我国平时的实际用车情况，

具有广阔的发展市场。但油电混合动力车需要加装电动力和燃油两种动力系统，还必须保

留燃油动机，变速器等设施，这些都增加了油电混合动力车的重量，制造成本和行驶能耗。

[0005] 纯电动车的零污染是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方向，纯电动车为了满足几百公里以上

的长续航能力，需要使用大量的电池，电池成本占到了整车成本的很大部分，电池重量也很

大，增加了电动车整车的重量和制造成本，纯电动车电池充电容量大，需要大容量的充电设

施，充电时间长，充电更加困难，这些因素是限制纯电动车发展的主要瓶颈。纯电动车日常

使用时每天也并不需要几百公里的长续航充电，大多数时间每日几十公里的续航充电就能

满足平常城市用车需要。

[0006] 电动车充电设施的发展受到场地和电力设施等资源的限制，无法大规模发展，场

地和充电设施跟不上电动车的发展需求，而且随着电动车的快速发展对充电设施的需求矛

盾会更加突出，充电困难是制约电动车普及发展的主要瓶颈，解决充电难题将会促进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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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快速发展。

[0007] 现在已经有一些对电动车的电池进行装卸载移动充电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还存

在一些不能实际使用的问题，

[0008] 专利申请号为CN201020664190.4的专利申请，公开一种电动车电池更换车，可以

帮助人把重量很大的电池从电动车上比较省力的进行更换，只能解决电池装卸载费力的困

难，是一种人工更换电池时的辅助省力工具，比较适合在换电站等使用，不太适合电动车电

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到家庭等场所进行充电使用。移动到家庭等场所进行充电时，一般驾驶

人员自己更换装卸载电池都是选择用完车时顺便进行卸载去充电或充电好开车时顺便装

载电池开车出行，该专利的这种电池更换车在实际使用时就十分的不方便。

[0009] 专利申请号为201520673073.7的专利申请，公开一种方便移动的用于电动车中的

电池；专利申请号为201020689373.1的专利申请，公开一种便携式电动车蓄电池；专利申请

号为201621066594.7的专利申请，公开一种用于电动车的可移动充电电池及电动车；这三

个专利申请都是提供了一种移动充电电池，技术核心是通过滚轮和人工拉杆人力拉着移动

电池充电和人力装卸载电池，三个专利的差别之处是滚轮和拉杆结构差异。电动车需要的

电池重量比较大，人力操作十分困难，这三个专利只能对一些重量小的电池进行人工操作

移动充电，对于重量大的电池进行移动充电时操作比较困难和麻烦。

[0010] 专利申请号为201120259457.6的专利申请，公开一种自装卸电池电动车，通过在

电动车上装设电池装卸机，通过装卸机上的滑轮和钢丝绳把电池吊装装载和吊装卸载，通

过滑轮和钢丝绳把货物进行吊装和卸载是个比较常用的货物搬运装卸的方法，但电动车特

别是家庭小型车的空间十分紧张，在电动车的电池安装箱内装置吊装装卸机比较困难，电

池重量大，吊装装卸机伸出电动车外吊装电池时的重心和装卸机承受重量都对装卸机有比

较高的要求，而且该装卸过程比较麻烦和费时，所以该专利申请自2011年申请到现在并没

有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与方法，以解决

上述技术问题。

[0012]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3]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智能小车和电

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

[0014] 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安装在智能小车车体的电池装配箱/架上；

[0015] 智能小车用于装载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或者，将

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卸载到地面；

[0016] 智能小车具有人工驾驶系统或无人驾驶系统，能够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在地

面行驶；

[0017] 智能小车能对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进行装卸载和移动运输，实现电动车电池智能

装卸载移动充电。

[0018] 进一步的，智能小车包括装载电动车电池系统包的小车车体、多个连接小车车体

与小车车轮的连杆、连杆驱动机构和小车智能控制器；连杆驱动机构由大力矩低速电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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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电/液压驱动的直线推拉杆组成，大力矩低速电机和电/液压驱动的直线推拉杆按照其机

械运动方式分别连接各自驱动的连杆；通过连杆驱动机构的直线推拉和/或旋转运动驱动

连杆带动小车车轮进行打开或收缩运动；小车智能控制器与连杆驱动机构及小车车轮中的

电动轮电气连接，用于驱动控制小车车轮中的电动轮和连杆驱动机构的运动，实现对电池

系统包和智能小车的装卸载和移动运输。

[0019] 进一步的，智能小车包括若干能够收缩与展开的小车车轮；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

车安装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时，小车车轮处于收缩状态；电池系统包接入电动车的

供电系统对电动车供电。

[0020] 进一步的，智能小车包括两端能够收缩与展开的小车车轮；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

系统包脱离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进行卸载时，一端小车车轮自动展开撑地承担部分智

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的重量；随着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继续卸载脱离电动车的

车载装配箱/架，另一端小车车轮自动展开撑地承担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的重量，直

至完全脱离车载装配箱/架，完成对电池系统包的卸载。

[0021] 进一步的，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装载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进行装

载时，一端小车车轮收缩离开地面，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的重量由另一端的小车车

轮和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承担；随着智能小车车体和电池系统包继续深入的向电动车

的车载装配箱/架上装载，另一端小车车轮也收缩离开地面，直至完全装载到电动车的车载

装配箱/架上，完成对电池系统包的装载。

[0022] 进一步的，电池系统包的箱体外或智能小车上装设电气连接电池系统包的电极触

头或电器插接头，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装设电气连接电动车供电系统的电极触头或

电器插接头，智能小车运载电池系统包安装在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后，电池系统包上

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与电动车上对应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电连接，把电池系统包

电气连接到电动车的供电系统，对电动车提供电池供电。

[0023] 进一步的，智能小车能够运载货物和/或人员。

[0024]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a)、智能小车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卸载到地面；

[0026] b)、智能小车通过人工驾驶/无人驾驶运载电池系统包移动到充电的地方进行充

电；

[0027] c)、充电后智能小车运载电池系统包移动到电动车停放处；智能小车再装载电池

系统包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对电动车提供电池供电。

[0028] 进一步的，电动车的全部电池系统包括若干电池系统包；所述若干电池系统包的

电池容量相同或者不同；电动车上安装有一个或者多个电池系统包。

[0029] 进一步的，智能小车包括若干能够收缩与展开的小车车轮；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

车安装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时，小车车轮处于收缩状态；电池系统包接入电动车的

供电系统对电动车供电。

[0030] 针对电动车电池充电方面所存在的充电时间长、充电设施紧缺、充电困难等难题，

本发明提出一种可增减续航能力的电动车技术方案(电动车的电池续航能力为：城市内的

短续航+带有临时增加几百公里的长续航)和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方法与

装置，通过智能小车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从电动车上卸载到地面，智能小车运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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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包移动(运输)到方便充电的地方(如：家庭、办公、充电站、服务区等)利用家庭等场所

的常用电源对电池系统包进行充电。充电后智能小车载运电池系统包移动到电动车停放

处，把电池系统包装载、安装到电动车上，对电动车提供随车电池供电。该方法主要解决了

电动车充电困难的问题，该方法既适合油电混合动力车，也适合纯电动车。

[0031] 本发明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方法：智能小车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

统包从电动车上卸载到地面，智能小车运载电池系统包移动(运输)到方便充电的地方(如：

家庭、办公、充电站、服务区等)利用家庭等场所的常用电源对电池系统包进行充电。

[0032] 充电后智能小车运载电池系统包移动到电动车停放处，再装载、安装到电动车的

车载装配架上或装载箱内，对电动车提供电池供电。

[0033] 电动车的全部电池系统分成多个电池系统包，重量大容量大的长续航电池系统包

和重量轻容量小的短续航电池系统包。智能小车运载短续航电池系统包移动到方便充电的

家庭、办公等场地利用家庭、办公等场所的常用电源对电池系统包进行充电；运载长续航电

池系统包移动到充电站、服务区等场所进行充电。经常性城市短续航用车时可以随车只加

装重量轻容量小的短续航电池系统包，临时长续航用车时可以随车再加装重量大容量大的

长续航电池系统包。长续航电池系统包还可以临时租用和多车共享使用。

[0034] 电池系统包由(串并联)电池组、散热部件、箱体和电池智能控制器组成，电池智能

控制器对电池的充电、放电使用、安全保护和电池智能化管理等进行智能化控制。

[0035]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可以对可再生能源的峰谷电能进行充放电

储能利用，利用电池系统包的储能对家庭、办公等场所的大功率用电器提供用电高峰和停

电时的储能供电，或对大量接纳可再生能源的电网进行充放电储能调节电能峰谷；多个电

池系统包可以组成电池储能电站对电网进行调峰控制和平衡新能源电力的冲击和波动。

[0036]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可作为运载货物和/或人员的小车，或运载

行动不方便人员的轮椅车，移动运载货物或人员装载到汽车车箱内或卸载到汽车车箱外的

地面上。

[0037]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的连杆驱动机构由大力矩低速

电机和/或电/液压驱动的直线推拉杆组成，大力矩低速电机和电/液压驱动的直线推拉杆

按照其机械运动方式分别连接各自驱动的连杆；通过连杆驱动机构的直线推拉和/或旋转

运动驱动连杆带动小车车轮进行打开或收缩运动。多个连接小车车体与小车车轮(或电动

轮)的连杆、连杆驱动机构共同组成一个小车的运动系统，该小车的运动系统中的小车车轮

(或电动轮)、连杆和连杆驱动机构的数量可以增减，连杆和连杆驱动机构的形状、类型、连

接运动方式、布置位置可以改变，共同组成的小车的运动系统有多种结构型式的变化，这些

变化形成了多种智能小车的形状和类型，都在本发明保护范围之列。

[0038]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9] 1、解决了电动车的充电困难，利用家庭，办公等场所的电源对电动车的电池充电，

节约了充电设施和电力设施的建设投资，方便了电动车的使用，能加速电动车的快速发展。

[0040] 2、日常城市短续航用车时减少了电动车的电池装载量，降低了电动车的重量和行

驶能耗，也降低了电动车的电池成本和价格，方便了电动车的推广使用。

[0041] 3、利用晚上在家庭等进行长时慢速小容量充电，延长了电池使用寿命，降低了电

动车大容量快速充电对电网造成的冲击和电能损耗。有利于电网用电峰谷的平衡和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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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电能利用。

[0042] 4、经常性城市短续航用车时可以随车只加装重量轻容量小的短续航电池系统包，

临时长续航用车时可以随车再加装重量大容量大的长续航电池系统包。长续航电池系统包

通过临时租用和多车共享使用，从电动车行业的整体上提高了电池使用率，减少了电池使

用量，降低了电动车的成本价格，降低了大量生产电池造成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

[0043] 本发明通过智能小车载运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从电动车上卸载到地面，智能小车

在地面上运载电池系统包通过有人驾驶/无人驾驶(传感、定位、导航、通信、智能控制)操作

控制移动到方便充电的地方(如：家庭、办公、充电站、服务区等)利用家庭等场所的常用电

源对电池系统包进行充电。充电后智能小车载运电池系统包移动到电动车停放处，把电池

系统包装载、安装到电动车上，对电动车提供随车电池供电。该方法主要解决了电动车充电

困难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44]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装卸载及移动充电过程

示意图；

[0045] 图2为本发明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安装于电动车上的示意

图；

[0046] 图3为本发明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处于卸载状态的示意图；

[0047] 图4为本发明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快从电动车上卸载完成或

装载开始时刻的示意图；

[0048] 图5为本发明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脱离于电动车的示意图；

[0049] 图6为另一种智能小车机构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示意图；

[0050] 图7为本发明第三种智能小车机构的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过程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针对电动车电池移动充电所存在的问题和绝大部分车辆的大部分时间是每日续

航100公里以内的用车特点，本发明提出一种可增减续航能力的电动车技术方案，电动车的

电池续航能力为：城市内的短续航+带有临时增加几百公里的长续航。本发明把电动车的全

部电池系统分成多个电池系统包，重量大容量大的长续航电池系统包和重量轻容量小的短

续航电池系统包。智能小车运载短续航电池系统包移动到方便充电的家庭、办公等场地利

用家庭、办公等场所的常用电源对电池系统包进行充电；运载长续航电池系统包移动到充

电站、服务区等场所进行充电。一般在城市生活工作等短续航用车时可以随车只加装重量

轻容量小的短续航电池系统包，晚上在家对电池充电，白天把电池装车使用，或工作时在工

作场所对电池充电，再把电池装在车上使用，既不用投资建设大量的充电设施，又可以方便

的对电动车电池进行移动充电。很好的解决了电动车充电难题。临时长续航用车时可以到

充电站、服务区等场所再加装重量大容量大的长续航电池系统包。长续航电池系统包还可

以临时租用和多车共享使用。

[0052] 以下结合其中一个实施例对本发明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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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53] 请参阅图1至图5所示，在电动车的前车箱或后车箱内安装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或

装载箱，车载装配架或装载箱中设置装载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导轨和电

气连接电动车供电系统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通过装载导轨把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

移动充电装置安装在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上或装载箱内固定的位置上，并安全固定，电极

触头或电器插接头把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与电动车供电系统电气连接，对

电动车提供电池供电。

[0054] 请参阅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

移动充电装置，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智能小车和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

[0055] 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安装在智能小车车体的电池装配箱/架上；

[0056] 智能小车用于装载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或者，将

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卸载到地面；

[0057] 智能小车具有人工驾驶系统或无人驾驶系统，能够运载电池系统包在地面行驶；

[0058] 智能小车能对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进行装卸载和移动运输，实现电动车电池智能

装卸载移动充电。

[0059] 智能小车包括装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的小车车体1、多个连接小车车体和小车

轮的连杆、连杆驱动机构2、水平伸缩驱动杆4和小车智能控制器；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安装

在小车车体的电池装配箱/架上；连杆驱动机构2由大力矩低速电机和/或电/液压驱动的直

线推拉杆组成，大力矩低速电机和电/液压驱动的直线推拉杆按照其机械运动方式分别连

接各自驱动的连杆；通过连杆驱动机构的直线推拉和/或旋转运动驱动连杆带动小车车轮

进行打开或收缩运动；小车智能控制器与连杆驱动机构2及小车车轮中的电动轮电气连接，

用于驱动控制小车车轮中的电动轮和连杆驱动机构的运动，实现对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

的装卸载和移动运输。水平伸缩驱动杆4安装于小车车体1上，用于驱动和支持小车车体1沿

电动车的车载装配箱/架上的轨道脱离车载装配架3，或者驱动和支持小车车体1沿轨道安

装于车载装配架3上。

[0060] 图2是本发明一种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智能

小车包括安装在小车车体1上的第一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1和第二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2；

第一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1和第二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2分别布置小车车体的两端；第一小

车轮/电动轮机构21包括第一小车轮/电动轮210、第一连杆驱动机构211、第一连杆212和第

二连杆213。第二连杆213一端铰接在小车车体1上，另一端与第一连杆212一端铰接，第一连

杆212另一端与第一小车轮/电动轮210铰接；第一连杆驱动机构211铰接在小车车体1和第

一连杆212上。第二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2的结构与第一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1的结构相类

似。

[0061] 小车智能控制器电气连接小车轮中的电动轮和连杆驱动器，驱动控制第一小车

轮/电动轮机构21和第二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2的打开和收缩运动及小车轮中的电动轮的

旋转运动；连杆驱动机构由大力矩减速电机和/或电/液压驱动的直线推拉杆组成，通过连

杆驱动机构的直线推拉和旋转运动驱动连杆带动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1和22进行打开或收

缩，实现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和小车车体1装载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上或装载箱内，

或实现运载电池系统包卸载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或装载箱外的地面上。小车智能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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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控制小车轮/电动轮的运动，实现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在地面的移动

和运输电池系统包。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通过有人驾驶操作控

制移动(运输)到方便充电的地方(如：家庭、办公、充电站、服务区等)，利用家庭等场所的常

用电源对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进行充电，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传感、定位、导航、通信、智

能化控制)实现智能化无人驾驶操作控制进行移动充电。充电后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

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从家庭、办公等场所移动(运输)到电动车

停放地，再装载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上或装载箱内。

[0062] 电池系统包由(串并联)电池组、散热部件、箱体和电池智能控制器组成，电池智能

控制器对电池的充电、放电使用、安全保护和电池智能化管理等进行控制。

[0063] 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安装在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车

体1的电池装载箱内或装载架上，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和智能小车车体可以通过导轨动配

合装配成可分体结构或固定安装成一体化整体结构；在小车车体1上或电池系统包的箱外

装设电气连接电池系统包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该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与电动车的

车载装配架上或装载箱内装设的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可以电气连接或分开，电动车电池

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运载电池系统包装载在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上或装

载箱内后，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把电池系统包电气连接到电动车的供电系统，对电动车

提供电池供电。

[0064]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卸载过程的方法如图1或图2至图5所示，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运载电池系统包进行卸载时，小车智能控

制器驱动控制水平伸缩驱动杆4伸长将小车车体推出到电动车的车厢外一小部分(图3所

示)；然后，驱动控制连杆驱动机构运动，驱动第一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1伸展开，并使第一

小车轮/电动轮210接触地面，对小车车体进行支持；水平伸缩驱动杆4继续伸长将小车车体

继续向电动车的车厢推出和提供防掉落保护(图3所示)；当水平伸缩驱动杆4继续将小车车

体推出至快脱离轨道31时，通过驱动控制连杆驱动机构运动，驱动第二小车轮/电动轮机构

22伸展开，并使小车轮/电动轮伸展后接触地面，使小车车体的重量由小车轮支撑(图4所

示)；水平伸缩驱动杆4继续将小车车体推出电动车的车箱外部(图5所示)。然后水平伸缩驱

动杆4缩短收起。这样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就运载电动车的电

池系统包从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上或装载箱内卸载到电动车箱外的地面上。在控制器的驱

动控制下，通过连杆和连杆驱动机构运动，打开或收缩前后两端的小车轮或电动轮，调节小

车距离地面到合适的高度，运载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通过有人驾驶操作控制移动(运输)到

方便充电的地方(如：家庭、办公、充电站、服务区等)，利用家庭等场所的常用电源对电池系

统包进行充电，或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传感、定位、导航、通信、智能化控制)实现智能化无人

驾驶操作控制进行移动充电。

[0065] 移动充电装载过程如图5至图2所示，装载过程与卸载过程是相反的过程。充电后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载运电动车的电池系统包移动到电动车

停放处，进行装载时，小车智能控制器驱动控制水平伸缩驱动杆4伸长到电动车的车载装配

架3中，由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3和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1承担小车重量，小车轮/电动轮机

构22离开地面收缩起来，然后水平伸缩驱动杆4和小车轮/电动轮机构21运载小车车体向电

动车的车载装配架上装载，继续进行装载后，小车车轮/电动轮机构21离开地面收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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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电动车的车载装配架中，整个小车车体1的重量完全由车载装配架3承担。然后水平伸

缩驱动杆4继续收缩，直到装载完成。通过电极触头或电器插接头把电池系统包电气连接到

电动车的供电系统，对电动车提供随车电池供电。

[0066] 电动车的全部电池系统分成多个电池系统包，重量大容量大的长续航电池系统包

和重量轻容量小的短续航电池系统包。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运

载电动车的短续航电池系统包移动到方便充电的家庭、办公等场地，利用家庭、办公等场所

的常用电源对电池系统包进行充电；运载长续航电池系统包移动到充电站、服务区等场所

进行充电。一般在城市生活工作等短续航用车时可以随车只加装重量轻容量小的短续航电

池系统包，晚上在家对电池充电，白天把电池装车使用，或工作时在办公等工作场所对电池

充电，再把电池装在车上使用，既不用投资建设大量的充电设施，又可以方便的对电动车电

池进行移动充电。很好的解决了电动车充电难题。临时长续航用车时可以到充电站、服务区

等场所再加装重量大容量大的长续航电池系统包。长续航电池系统包还可以临时租用和多

车共享使用。通过租用和多车共享使用，电动车的电池出厂装载量减少，电动车的制造重量

减轻，经常性的城市短续航使用时减少了车辆行驶能耗；电池价格昂贵是电动车的制造成

本增高很多，减少电池出厂装载量就降低电动车的出厂制造价格，便于推广发展。长续航电

池系统包通过临时租用和多车共享使用，既减少了生产制造成本，又降低了用户购车价格，

而且从电动车行业的整体上提高了电池使用率，减少了电池使用量，降低了电动车的成本

价格，降低了大量生产电池造成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系统性问题。

[0067] 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可以对可再生能源的峰谷电能进行充放电

储能利用，利用电池系统包的储能对家庭、办公等场所的大功率用电器提供用电高峰和停

电时的储能供电，当用电高峰时，通过电池储能的逆变对家庭、办公等场所的大功率用电器

进行储能供电，可以减少用电高峰时的用电负荷，降低电力系统能耗。大量接纳可再生能源

的电网随自然资源变化电能出现峰谷变化，通过电池的充电储能和放电供电可以调节电能

峰谷；多个电池系统包可以组成电池储能电站对电网进行调峰控制和平衡新能源电力的冲

击和波动。

[0068] 如图1至图5所示，电动车电池智能装卸载移动充电装置的智能小车的连杆驱动机

构由大力矩低速电机和/或电/液压驱动的直线推拉杆组成，大力矩低速电机和电/液压驱

动的直线推拉杆按照其机械运动方式分别连接各自驱动的连杆；通过连杆驱动机构的直线

推拉和/或旋转运动驱动连杆带动小车车轮进行打开或收缩运动。多个连接小车车体与小

车车轮(或电动轮)的连杆、连杆驱动机构共同组成一个小车的运动系统，该小车的运动系

统中的小车车轮(或电动轮)、连杆和连杆驱动机构的数量可以增减，连杆和连杆驱动机构

的形状、类型、连接运动方式、布置位置可以改变，共同组成的小车的运动系统有多种结构

型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了多种智能小车的形状和类型。

[0069] 图6是另一种智能小车的结构形式的示意图；图7为第三种智能小车的结构形式的

示意图，其它多种小车结构形状的变化例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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