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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汽车的商标是 2004 年公司
成立时设计的。商标的椭圆轮廓
既像一个方向盘，又像一个车轮，
喻意着神舟汽车将自己“打造节
能环保汽车技术领军者”的定位
与雄心。椭圆轮廓内部是“神舟”
两个字的首字母“SZ”，也像 是
一双手托起的一颗“心”和一个
“工”字，喻意着神舟人将用双手、
用心智、用工匠精神来支撑这个
椭圆，来强化这个商标，来打磨
这个品牌。商标的颜色是蓝色，
称之为“神舟蓝”，喻意着神舟汽
车致力于节能环保事业，为祖国
的蓝天保驾护航。神舟汽车吸尘
车的商标是 2008 年 7 月注册的。

因为要“用心智来支撑”、“用工
匠精神来打磨”，所以交大神舟
吸尘车才有了上百项创新专利，

才有了“上海市品牌培育企业、
上海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上海
市小巨人培育企业、中国创造力
产品……”等诸多殊 荣，才有了
“全国劳模、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上海工匠、上海市工人发明家、
上海创新标兵、上海市青年岗位
能手、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上海先进农民工、上海市领
军人才后备……”等一大群有创
新故事的神舟人。

每每看到这个商标，成就感、使
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油然而生。
让更多的创新、更优的性能汇聚
于这款顶着“著名商标”光环的
纯吸式道路清扫车上，让它在环
卫保洁、道路无尘清扫等方面发
挥更大的优势。“神舟蓝共长天
一色”，我们仍任重道远。

不忘初心
打造世界领先水平，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节能环保车辆及其核心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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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产学研结合的团队为社会服务

交大神舟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团队为核心，具有数十年汽车机械与动力工
程的研发、设计与生产经验。专注于环保节能车辆与装备的技术突破、研
发及生产。2004 年，由院士、教授与行业专家组成的创始团队，交大神舟
带着为中国打造世界领先技术水平，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环保车辆
及核心部件的责任，走上自主创新的产学研之道。公司拥有百余项专利技
术，研发的高效真空吸尘车、机场除冰液回收车、矿山爆破抑尘车、汽车电
子控制模块、智慧化环卫车辆管理系统、垃圾车车载实时称重系统等多个
系列产品，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获得国内外广泛认可。

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技术与人才优势，公司作为市经委领导下的上海市专
用车研发中心，是集产学研于一身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先后承担多项国
家级、省市级重大项目。公司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专利示范单
位、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上海市小巨人培育企业，并于 2019 年入选首
批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公司品牌“交大神舟 ®”是上海市著名商标
和上海市重点保护商标。

承载着老一辈中国汽车产业人的殷切期望与寄托，交大神舟不畏坎途，始
终坚持为中国打造世界领先水平，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环保车辆及
其核心部件，用节能环保的汽车技术服务社会。

公司旗下包括全资子公司上海神舟精宜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上海神舟精
宜汽车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发展历程 
自主创新，打造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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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016 年

2019 年

2007 年

2013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09 年

2014 年

2019 年

2020 年

高效真空吸尘车研发成功，以其无水作业，无
二次扬尘，清扫高效等优点走入厂矿企业。

吸尘车进入城市快速路清扫，凭借快速清扫保
洁优势，在全球招标中脱颖而出，服务世博会。

智能化车辆及人员管理系统上线，运用互联网
+ 传感器技术，协助车队管好车、管好油、管好
人、管好作业质量。

多功能抑尘车研发成功。运动动力水帘技术，
解决矿山爆破等瞬时大范围控尘难题。

超级电容快速充电技术及公交车产品。服务上
海中华环线，并作为世博会的主干道用车。

空气动力节能公交先后服务于上海、南通、济
南，并通过交通部验收，以节能率高，性价比
优势，操作人性等特点受到用户的肯定。

单发智能化纯吸式道路清扫车亮相。具备智能
化、轻量化、低油耗、低噪音等优势。

垃圾车称重系统批量进入市场，为垃圾分类的
效果和监测，提供了有效的计量手段。

通过不断技术改进，吸尘车进入环卫市场，从
清扫看得见的垃圾，到清扫看不见的灰尘。

机场除冰液回收车研发成功。通过自主研发打
破国外垄断，服务北京大兴机场。

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研发成功。一次充电作业
时间大于 8 小时，节能环保，操作灵活。

中国创造、中国质量、中国品牌，是
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创造出
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与升华，质量
源于匠心坚守的打磨和超越，品牌
是企业内修外感的生命力。胡振球
劳模创新工作室，是交大神舟企业
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缩影。交大
神舟人将以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
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
服务精神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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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

服务精神
把方便送给客户，把困难留给自己
公司以打造行业标杆为售后服务的目标。依托自主研发、
制造的优势，我们拥有专业的客户服务及专家支持团队，
以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为及时、高品质地服务客户，
建立并完善全国服务网络，可对客户需求作出快速反
应及支持。同时，为客户提供系统化的专业操作培训与
技术指导，并定期进行服务回访。

创造精神
坚持创新、担当责任、挑战自我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做技术的开创者。交大神舟是上海
市专利示范企业，是多个行业标准的参编单位。截至
2020 年公司知识产权有 160 余项，包括 70 余项发明
专利和 10 余项软件著作权。

品质精神
不为问题找理由、只为进步找方法

公司注重产品工艺提升和优化，致力于通过全员培训
和精益生产，打造品质精良的产品。公司有全国劳动模
范 1 人、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人、上海市首席
技师 2 人，先后有 5 人获得过上海市优秀 / 先进农民
工的称号。公司“胡振球劳模创新工作室”获得上海市
总工会的授牌，并获得首届“长三角创新工作室”授牌。



王松 电子部部长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胡振球 
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十大工人发明家；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
首批上海工匠；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孟献财及其他共 5 人
上海市优秀 / 先进农民工

蔡正军 技术部部长
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
上海市首席技师

黄东峰 研究院院长
上海市领军人才培育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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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荣誉
淬志砺行，博极致新

十余项软件著作权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上海市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双软企业认证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企业

工信部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中国创造、中国质量、中国品牌，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创造出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与升华，质量源于匠心
坚守的打磨和超越，品牌是企业内修外感的生命力。多年来，众多创新产品与技术屡获国内外殊荣。上海交大教
授团队带领下的技术团队，拥有从汽车机械与动力工程、汽车电子到信息系统开发研发、设计的丰富经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ISO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上海市职工科技创新示范基地GB/T27992 售后服务五星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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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板块
具备从专用车整车，到专用车汽车电子，完整的研发与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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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
专用车用传感器及系统集成与开发，满足不同行业客户对专用车特定用途监测、监控与管理需求。

市政专用车辆 
针对环卫保洁领域不断延伸开拓专用车型，产品系列丰富，功能多样，与时俱进。

特种车辆
针对特殊行业或特殊应用需求，满足多品种、小批量、专业化，高技术定制开发需求。

环卫清扫车系列
运用负压纯吸原理，吸力强劲、作
业无尘、操作简便、性能卓越。

除冰液回收车
用于停机坪、机场跑道等吸扫地面
残留除冰液、雪水混合物和飞机清
洗液的专用车辆。

专用车作业质量管理系统
通过组合多种专用传感器和算法平
台，实时监测环卫车辆作业状态。

纯电动环卫车系列
作业时间大于 8 小时，操作简便，
清扫快速高效。静音设计符合城市
等低噪音环境需求。

多功能抑尘车
创新动力水帘压尘技术，将爆破扬
尘压制在产生之初。还可用于路面
冲刷、绿化浇灌喷洒等，一车多用。

垃圾车车载实时称重系统
创新称重传感器技术结合算法和云
平台，实现垃圾收运过程的精准计量。

园林绿化专用车系列
采用微卡底盘，解决行道树深根施
肥、农药喷洒、洒水浇灌、树枝修剪
等多种功能。轻巧灵活，操作简便。

路面高效清洁车
路面高效清洁车以吸净率高，作业
无扬尘，操控智能等优点，助力提
高道路施工质量。

专用车油耗管理系统
专利油耗测量技术，对车辆油量及
油耗进行实时监测和统计。



市政专用车辆
功能多样，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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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综合养护车
采用微卡底盘，轻巧灵活，操作简便。满足行道树深根
施肥作业，通过采用高压水路系统、先进的定量管理
和控制系统，解决了深根施肥打药效率低、不精准等问
题。具备农药喷洒、洒水浇灌等多种绿化养护功能。广
泛应用于市政、园林、小区、道路及企业的绿化综合养
护作业。

纯吸式道路清扫车 ( 高效真空吸尘车 )
创新运用负压纯吸原理，吸力强劲、作业无尘、操作简
便、性能卓越。可配备专利干式卸灰控尘系统，降低卸
灰作业扬尘。更可通过作业质量管理系统，实现清扫作
业状态的实时监控与高效管理。

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
针对城市道路、辅道，园区路面清扫保洁需求研发设计。
满足环卫保洁对性能、质量及成本的综合要求，助力环
卫新能源化，是纯电动扫路车的性价比之选。纯电作业
时间大于 8 小时，清扫宽度大于 2.8 米，先进的上装电
控及节能设计，吸力强劲、操作简便，满足路面垃圾和
抛洒物的快速高效清扫。水循环过滤设计减少加水频次，
提高作业效率。静音设计符合城市、园区等低噪音环境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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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车辆
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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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高效清洁车
道路施工在铣刨后摊铺前，水稳层养生后都需要对路
面进行清扫除尘，路面高效清洁车以吸净率高，作业无
扬尘，操控智能等优点，助力提高道路施工质量。采用
流体力学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运用负压纯吸原理 , 结
合专利滚扫技术，实现路面铣刨后，水稳层撒油前层面
深度清洁作业，高效清除表面碎石、粉尘、粘附性垃圾，
完全满足施工要求。

除冰液回收车
机场除冰液回收车是一种吸扫地面残留除冰液、雪水
混合物和飞机清洗液的专用车辆， 废液收集后，再排
放至特定的回收容器内，进行后续处理。适用于机场
停机坪、跑道、维修区，并能在近机位、远机位、除冰坪、
联络道、廊桥下等地区正常通行使用。该车在非结冰时
间也可用于洒水和绿化带喷洒。

多功能抑尘车
矿山爆破产尘量大，浓度高，扩散面积大，速度快，粉
尘粒度小，对 PM2.5 影响显著，对周边环境存在不可
忽视的巨大影响。顺应环保趋势，矿山扬尘控制迫在眉
睫。交大神舟多功能压尘车是为露天矿山开采、城市建
筑物拆除时出现的局部高密度粉尘工况，实施大面积、
远距离、短时间的有效控尘，保护大气环境而研发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通过压尘而不是抑尘，将
爆破扬尘压制在产生之初。通过集中水量，协调时间，
30 秒内完成压尘作业。通过优化动力水帘宽度与角度，
实现压尘效益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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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
从硬件到软件的系统集成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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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车油耗管理系统
高测量精准度的发动机油耗测量，是科技代替人工油
耗管理的不二选择。交大神舟采用国际领先的“补油
式”测量原理及首创的“闭式油料管控系统”， 有效解
决了发动机回油脉动、气泡、温度等因素引起的油耗测
量难点，具有精度高、误差小、稳定性好、寿命长、安
装便捷的优点 , 真正实现了车辆油料的全方位监控。

垃圾车车载称重系统
交大神舟创新开发垃圾车车载实时称重系统，整合了
其在专用车设计制造、传感器、数据算法、信息系统领
域的软硬件优势。全方位满足从主机厂前装，到环卫保
洁车队后装的车载实时称重需求。根据车型定制设计
称重方案，安装便捷无需切割装载机构。称重系统耐
腐蚀，运行稳定可靠。称重数据管理云平台，可自动汇
总垃圾收运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快速生成反映垃圾
类型、每个垃圾桶的垃圾重量、车辆收运点及收运轨迹、
小区垃圾分类量、街镇垃圾分类量、垃圾装卸量与装
卸点等信息的，大幅提高垃圾分类后精细化管理能力。

环卫专用车作业质量管理系统
交大神舟智慧环卫平台基于新一代物联网信息技术，
对环卫领域专用车辆、设备、人员环卫作业信息进行数
字化采集。经过云端存储、运算、统计、分析，助力环
卫管理实时化、智能化。是针对市政环卫管理部门，对
车辆性能、作业质量、环卫设施等进行精准化、高效率、
大数据、云统计的远端管理系统，协助部门管好人、管
好车、管好油、管理作业效果。助力环卫保洁由经验管
理提升为高效量化管理，从传统事后管理，转变为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程量化跟踪与控制。为环卫管理的科学
决策，定量核算、管理考核提供公正、准确的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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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集锦
千里神舟车，万里无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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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卫

天津环卫

石家庄环卫

佛山环卫

太原环卫

长治环卫

包头环卫

邹平环卫

黄黄高速 济青高速昆明机场快速路 拉萨机场高速

中联水泥 冀东水泥福建水泥 锦溪水泥

神华储煤 东胜煤炭兖州矿业 满世集团

营口港 天津港京唐港 黄骅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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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环卫

泰安环卫

侨银环保

桑德环境

国源环境

锦江生态

北控集团

玉禾田集团

迪庆公路 上海高架养护甘肃公路 盐城高架养护

华润水泥 金岗水泥国产实业 南方水泥

龙泉能源 蒙南电厂灵武电厂 黔北电厂

龙口港 烟台港青岛港 日照港



未来展望
用节能环保的汽车技术服务社会

企业目标
打造环保节能汽车技术的领军者

企业精神
坚持创新、担当责任、挑战自我

工作作风
不为问题找理由、只为进步找方法

服务意识
把方便送给客户，把困难留给自己

团队合作
把公司当成家就是主人
把主人当自己就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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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交大神舟

微信客服
小舟

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神舟精宜汽车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神舟精宜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奉贤区光泰路 1858 号 (201405)
热线 : +400 820 7905
传真 : +86 21 5499 5721
网址 :  www.shjdsz.com
邮箱 :  sales@shjdsz.com

交大神舟 ® 力争不断改善产品性能，本宣传资料中所描述的信息与规格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本宣传资料图文仅供参考，本公司保留更改及解释权。
Printed in P.R.China

交大神舟

搜索了解更多信息 ISO9000
ISO14001
OHSAS18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