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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E型二轮（改装三轮）购买方式  
 

一、产品报价单：   

E型车模及配件部分 

编    号  产品名称  数     量  单      价  

E-500 
E型模型车组合套装（含1个镍镉电池、1

个充电器、2套码盘对管，赠送工具包） 
1套 396.00元 

E车散配件价格 
E-501 E型模型车（无电池/充电器等） 1套 235.00元  

E-502 E车专用马达（带易碎标签） 1套（2个） 76.00元 

E-503  E车车轮（含轮胎、轮毂、内部海绵） 1套  50.00元  

E-504 金属全向轮 1个 68.00元 

E-505 改装三轮用五金配件包 1套 52.00元 

E-506 E车五金工具配件包 1包 35.00元 

E-507 E车齿轮固定座配件包 1包 35.00元 

E-508 E车轴承配件包  1包  25.00元  

E-509  E车齿轮配件包  1套（2组）  40.00元  

竞赛车模通用配件部分 

编    号  产品名称  数     量  单      价  

B-205-01  镍镉电池（原白色电池） 1块  65.00元  

B-205-02 锂电池（内含保护板） 1块 85.00元 

B-206-01  镍镉专用充电器  1个  45.00元  

B-206-02 锂电平衡充电器 1个 45.00元 

E-510 码盘测速对管（各车通用） 1套 25.00元 

E-511 欧姆龙编码器（各车通用） 1个 200.00元 

E-512 编码器齿轮（各车均可用） 1个 15.00元 

B-216 电磁组赛道铜导线 1卷（100米） 32.00元 

H-808-01 380型光栅编码器(500P光栅+电路板+后盖) 1套 58.00元 

H-808-02 540型光栅编码器(500P光栅+电路板+后盖) 1套 58.00元 

注：① 上述价格不含包装邮寄费和发票费用(如开票则加6%，金额低于500元的累计后开具)； 

② E型车模邮寄费首套20元，每增加一套邮费增加10元；或选择到付邮费。 

  

二、模型车介绍  

 

首先说明：车模生产时只进行了配件的组装，使用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各配件间的精准调整。 

 

1、 E型模型车介绍 ： 
 

E型车套装：包含一个E型模型车、一块镍镉电池、一个充电器、两个合金码盘、两个测速光电

对管、购买套装赠送一包E车五金工具包（E-506）。 

E型模型车：玻纤底板，整车尺寸为23.5*20.8*7.5cm，全车滚珠轴承。车模已安装好2个380

马达及车轮、预留光电码盘及光电测速管空间；并预留25mm直径编码器安装接口。  

E车马达：带防伪易碎标签，DC7.2V  转速15000r/min,马达轴已加长,并可在轴前端安装码盘

固定座（五金工具包中包含），以方便安装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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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车车轮：直径65mm，宽25mm，优质高性能橡胶材料

金属全向轮：直径47mm，宽22mm

改装三轮用五金配件包：含轮轴、轴承、轴套、金属底座、弹簧、固定螺丝等。

E车五金工具包：含车体支撑支架、

E车齿轮固定座配件包:含固定大齿轮

一个吉米螺丝。见附图。

E车模轴承配件包：含四个E车模滚珠轴承。

E车模齿轮配件包：含金属马达齿轮

 
E型车图示如下： 

编号E-500  E型模型车组合

 

       
编号E-502 E车马达

 

编号E-504 金属全向轮

 

          
 编号E-506 E车五金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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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性能橡胶材料，内填海绵，极好的减震性和耐磨性

22mm，全金属材料，重量轻，40g，硅胶小滚轮，摩擦力大。

含轮轴、轴承、轴套、金属底座、弹簧、固定螺丝等。

车体支撑支架、常用小工具及部分常用螺丝及配件，详见附图。

含固定大齿轮用的金属固定座1个和塑料固定座1

一个吉米螺丝。见附图。 

车模滚珠轴承。见附图。 

马达齿轮2个，大塑料齿轮2个，M3吉米螺丝

            
组合套装                 编号E-501  E

                  
马达                 编号E-503  E车车轮

               
金属全向轮            编号E-505 改装三轮

                
车五金工具包             编号E-507 E车齿轮固定座配件包

                 网址：www.bjkygs.com 

内填海绵，极好的减震性和耐磨性。  

，硅胶小滚轮，摩擦力大。 

含轮轴、轴承、轴套、金属底座、弹簧、固定螺丝等。详见附图。 

常用小工具及部分常用螺丝及配件，详见附图。 

1个，及四个固定螺丝、

吉米螺丝2个。见附图。 

 
E型模型车  

 
车轮  

 
改装三轮用五金配件包 

 
齿轮固定座配件包 



北京科宇通博科技有限公司            

    

      
编号E-508  E车轴承配件包

                

三、通用配件介绍： 

 
白色电池:镍镉电池，7.2V 2000mAh,

是车模完成竞赛任务的动力保障。

锂电池组:动力型锂离子电池，

放电，内含充放保护板，额定

量轻，无记忆。 

镍镉充电器:7.2V 600mA,镍氢/

电自动停止。三色指示灯，空载

车模完成竞赛任务的动力之源。

锂电充电器：8.4V 800mA, 锂电专用

充电中黄灯，充满时为

码盘测速对管：一套测速传感器包含

100线分辨率，外径

信号输出，可测正反转

欧姆龙编码器：原装欧姆龙光电编码器，外径

输出，可精确测量正反转及角度信息。

欧姆龙编码器齿轮：铜质材料，带

电磁组赛道导线：铜漆包线，

光栅编码器：分为380型和540

栅、1个能焊接到马达尾部的

线，供电电压5V，两项方波信号输出，可测正反转

 

          

         
编号B-205-01  镍镉电池

 

 
     编号B-206-01 镍镉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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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配件包              编号E-509 E车齿轮配件包

  

7.2V 2000mAh,体积130*46*23mm，重320克，比赛专用电池

是车模完成竞赛任务的动力保障。 

锂离子电池，7.4V 2000mAh，体积67*25*37mm，重量103.8

放电，内含充放保护板，额定工作电流为20A，瞬间可达40A,

/镍镉电池专用型。采用先进的单片机技术

电自动停止。三色指示灯，空载(或反接)时桔黄色，正常充电红色，充满电绿色

车模完成竞赛任务的动力之源。 

锂电专用平衡充电器，可对其中单节电池分别检测

充电中黄灯，充满时为绿灯。 

：一套测速传感器包含一个光电码盘和一个测速对管。光电码盘为合金钢材料，

线分辨率，外径22mm，内径2.5mm。测速对管中内置芯片，供电电压

信号输出，可测正反转，是最实惠的测速元件。 

欧姆龙编码器：原装欧姆龙光电编码器，外径25mm，500线分辨率，5V输入，小巧精致，双项

输出，可精确测量正反转及角度信息。 

码器齿轮：铜质材料，带1个吉米螺丝。外径16.8mm、齿内孔4mm

电磁组赛道导线：铜漆包线，ø0.3mm，长度100米，电磁组使用。 

540型两种，两种尺寸不同，不通用；含1个能

个能焊接到马达尾部的传感器电路板、1个防尘后盖及4个固定螺丝

，两项方波信号输出，可测正反转，是比较便宜

                  
电池                       编号B-205-02

                     
镍镉充电器                  编号B-206-02  

                 网址：www.bjkygs.com 

 
齿轮配件包 

克，比赛专用电池，安全可靠，

103.8克，可持续大电流

40A,电池环保，体积小，重

镍镉电池专用型。采用先进的单片机技术,-ΔV检测方式，充满

时桔黄色，正常充电红色，充满电绿色;是

可对其中单节电池分别检测，正常充电红灯，

光电码盘为合金钢材料，

测速对管中内置芯片，供电电压5V，两项TTL

输入，小巧精致，双项

4mm、模数0.4 。 

个能装到马达后轴上的光

个固定螺丝，分辨率500

，是比较便宜实惠的测速装置。 

 
02  锂电池组  

 
  锂电平衡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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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E-510 码盘测速对管

      

 
编号E-512 编码器齿轮

 

编号H-808-01 380型光栅编码器（

 

 

四、联系方式： 

 
电    话： 010-59753189 

        手    机： 18001353167

        电子邮箱： khxykj@163.com

        销售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五、汇款方式 ： 
 
1．学校财务科汇款专用公对公
   名  称：北京科宇力恒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帐  号：1100 1028 1000 5300 7590 

2．个人汇款卡号：  
   中国农业银行 姓名：孙克海

   中国建设银行 姓名：孙克海

   中国工商银行 姓名：孙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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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盘测速对管                    编号E-511 欧姆龙编码器

                
编码器齿轮               编号B-216 电磁组赛道铜导线（

                
型光栅编码器（500P）   编号H-808-02 540型光栅编码器（

59753189 （工作日09:00-17:00） 

18001353167   13126534508 

kj@163.com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2号 

公对公帐户：  
称：北京科宇力恒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1100 1028 1000 5300 7590  

姓名：孙克海  卡号：622848 0016 0023 07367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姓名：孙克海  卡号：4367 4200 1040 0232 906 北京市玉泉支行

姓名：孙克海  卡号：622202 161300 3691077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支行

                 网址：www.bjkygs.com 

 
欧姆龙编码器  

 
电磁组赛道铜导线（100m） 

 
型光栅编码器（500P）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北京市玉泉支行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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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付宝收款码： 

 
 

六、邮件订购详细流程:  

 
1、把购买物品数量清单发邮件到我公司邮箱khxykj@163.com，我公司核算总额后回复。 

2、购买学校核对无误后将货款汇入我方指定卡号、账号或支付宝。  

也可通过ATM取款机转账或网上银行转账； 

学校财务科公对公转账请转入指定公司账户。  

3、将汇款成功的凭条（或截图）发邮件附件到我公司邮箱，同时把收货人的姓名、电话和

详细地址（市、区、县、街道等）以及开票信息（抬头、税号等）发到我公司邮箱。  

4、我公司收款后安排发货；一般下午4点前订单当天发出，4点后订单第二天发出。 

发出后会邮件回复单号。 

 
  

北京科宇通博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