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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节能环保的汽车技术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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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
出：“《巴黎协定》是保护地球家
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
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
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二氧
化碳排放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未 来碳排放量需要比目前
大量减少才能实现碳中和，在碳
中和目标约束下，碳减排需要不
断优化能耗结构，以低排放能源
替代高排放能源。提高新能源的
渗透率，将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
重要路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新能源
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 )》，2021 年 起，国 家 生 态 文
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
域的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车辆中
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到
203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共领域

用车全面电动化。新能源环卫车
作为公共领域市政环境重要的机
械力量，正迎来较大的发展。目
前，客户在采购新能源环卫车过
程中，主要受制于产品价格，以及
对电池寿命、续航里程等的顾虑。

目前，电池技术发展正在助
力新能源专用车辆渗透率的提升。
面对环卫新能源化的需求与顾虑，
交大神舟以上汽纯电轻卡底盘为
基础，针对城镇道路、辅道，园区
等路面清扫保洁需求研发设计新
型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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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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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神舟 ® 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

• 纯电作业时间大于 8 小时
• 清扫宽度大于 2.8 米
• 先进上装电控及节能设计
• 吸力强劲、操作简便
• 满足路面快速高效清扫
• 水循环过滤减少加水频次
• 静音设计满足低噪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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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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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产学研结合的团队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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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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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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部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GB/T27992 售后服务五星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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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荣誉
淬志砺行 博极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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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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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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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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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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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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Z5040TSLBEV 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
8 小时作业续航 | 静音环保 

节能静音风机
静音设计，作业时风机噪音
低于城市日间环境噪音，充
分满足城市低噪音作业需求。
创新风机驱动方式，大幅降
低清扫作业电量消耗，满足
8 小时作业续航。

智能化电量管理
根据底盘驱动与上装作业部
件的不同能耗特点，针对性
的强弱电分布设计。通 过智
能化电能管理，提高电量有
效使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效
比，满足 8 小时持续作业。

持续作业时间大于 8 小时
66.84kWh 磷酸铁锂电池满
足 8 小时以上持续作业需求。
小时或公里作业成本大幅低
于燃油车型。采用上汽纯电
底盘，大幅减少保养需求，提
高车辆使用率。符合新能源
车辆标准，可上新能源牌照。

智能化系统
本车仅需 C 类驾照即可驾驶
与操作。操控界面更便捷，更
智能，减少司机作业强度及
培训时间。可安装作业质量
管理系统，监控车辆清扫保
洁作业过程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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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量箱体设计
垃圾箱容积可达 3 立方米，
结合整 体 轻量化设计，小吨
位底盘实现更高有效载荷，
满足清扫作业容积需求的同
时有效降低车辆购置成本。

粉尘过滤系统
创新的过滤系统，结合经流
体力学优化的箱体结构，有
效降低清扫作业过程的粉尘
排放。

边扫无级变速，喷雾控尘
可调清扫宽度大于 2.8 米。
边扫采用电驱控制，可无级
变速或预设扫盘高低转速，
作业静音高效。清扫作业同
时喷雾控尘，避免扫路车边
扫扬尘问题。

改进型中置吸口
结合交大神舟流体力学最新
研究成果，改进主吸口效果。
满足城镇路面快速清扫保洁
要求。

不锈钢箱体
采用高质量不锈钢箱体，避
免长期清扫作业的箱体锈蚀
渗漏问题。箱体内外均可直
接冲洗清洁。

具备箱体自清洁功能
内置循环水过滤器，垃圾箱
倒灰过程中实现箱体自清洁。
减少倒灰扬尘，提高箱体清
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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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Z5040TSLBEV 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
8 小时作业续航 | 静音环保 

压尘效果对比

专业品质
采用高品质不锈钢箱体，满足防腐防锈需求。高低压电
气电路及元器件均经过防水设计，确保纯电动车辆使
用安全性。箱体内外及底盘均可直接用水冲洗。

操作灵活
利用纯电动平台优势，驾驶更轻松，电控电传操作更敏
捷更智能，减轻司机的驾驶疲劳度，提高清扫保洁作业
效率和安全性。

作业高效
清扫宽度大于 2.8 米，满足城市街道、公路、园区路面
等垃圾和抛洒物的快速清扫保洁。采用流体力学研究
成果，通过箱体及结构设计，可在快速行驶中实现高效
的清扫作业，能有效清洁路面缝隙和角落。清扫过程喷
雾控尘，减少清扫作业扬尘。水循环过滤设计减少加水
频次，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节能环保
高效电芯提升能量密度，创新上装电控及整车节能设
计，续航作业时间大于 8 小时，实现更长作业时间及作
业里程，减少车辆往返及充电次数，提升纯电清扫车作
业效率。通过静音设计满足城市、园区作业的低噪音
环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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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环卫车节省的费用
在新能源环卫车作业时长不低于传统燃油环卫车情况下

性能参数
外观尺寸 (mm) 5,640 × 1,640/1800 × 2,210

垃圾箱容积 (m3) 3

水箱容积 (m3) 1

整备质量 (kg) 2,990 / 3,280

总质量 (kg) 4,495

作业速度 (km/h) 5 - 15*

作业时长（h） > 8

工作宽度 (mm)w ≥ 2,800

作业方式 吸扫式

收集粉尘和颗粒直径 (mm) ≤ 100

底盘参数
底盘生产厂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底盘型号 SH1047PCEVNZ

电池类型 磷酸铁锂电池

电池容量 (kWh) 66.84

电机型式 永磁同步电机

功率 (kW) 72

轴数 2

轴距 (mm) 2,850

轴荷 (kg) 1,450 / 3,045

前 / 后悬 (mm) 1,090 / 1,700

接近角 / 离去角 (° ) 18 / 8

驾驶室准乘人数 2

* 可低速定速巡航，清扫速度与效率视垃圾量及路面情况

(( 日均油费 - 日均电费 ) x  全年作业天数 + 燃油车年维护保养费 ) x 使用年数

示例

((                 -                 ) x                          +                                    ) x                         = 250 30 300 5000 568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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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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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神舟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常见问题解答
淬志砺行，博极致新

问 : 为什么现在开始要关注新能源
环卫车了？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十四五”规划不仅是向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开局期，
对于 2035 年远景目标也具有战略
指导意义。“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包括了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
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
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
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2020 年 11 月，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 规 划
（2021－2035 年）》（以 下 简 称
《规划》），《规划》指出，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深
化供 给 侧结 构性 改 革为主 线，坚
持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
向，以融合创新为重点，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推
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规
划》提出，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
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
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
现商业化应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
实现规模化应用，有效促进节能减
排水平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升。

在各地政府制定的地方十四五规
划中，均已将公共领域新能源车应
用纳入日程。伴随新能源汽车技术
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新能源专
用车辆正在迅速推向市场。

在环卫专用车新能源化的初期阶段，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同时，由于研
发能力不同，产品性能往往差异巨
大。因此在推进环卫车新能源化的
过程中，需要对产品品质、性能、价
格等因素进行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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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神舟在
专用车新能源技术应用早期，便已
参与并进行技术积累。创新超级电
容快速充电公交车项目最早应用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伴随电池技
术以及新能源专用车技术的多年发
展，以“十四五”为契机，交大神舟
针对环卫新能源化的需求与顾虑，
以上汽纯电轻卡底盘为基础，针
对城镇道路、辅道，园区等路面清
扫保洁需求研发设计新型纯电动
智能化扫路车。以满足环卫保洁
对性能、质量及成本的综合要求，
助力环卫新能源化。

问：环卫车新能化的主要难点有哪
些？

答 : 环卫车新能源化的主要难点包
括以下几点：

1. 作业续航里程。不同于公交、物
流等运输车辆，环卫车辆在移动的
同时，还需要进行持续性的清扫保
洁或垃圾收运作业，车辆小时能耗
相较于运输车辆更高。如电池电量
不足或能耗控制不佳，难以保证车
辆在一个作业时间周期内的持续
有效作业。

2. 购置费用。与公交、物流等车型
大批量生产不同。新能源环卫车电
池成本占比高，叠加新能源环卫车
研发制造中与传统燃油专用车的差
异，规模 效益小，制造成本高。新

能源环卫车的高成本推动了高定价。
相较传统燃油专用车，采购价格可
能高达数倍。如果还存在作业续航
里程不足的问题，可能出现投入数
倍购置资金，实际作业效能却低于
传统环卫车的窘境。

3. 电池寿命。各类新能源电池均存
在循环充放电次数。如车辆能耗管
理不佳，导致车辆充放电次数增加，
对电池寿命有不良影响。电池在新
能源车总成本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
也是部分环卫客户顾虑的因素之一。

交大神舟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针对
环卫新能源化的需求与顾虑，在
设计开发之初，便将整车能源管
理作为重要研发指标。一次充电
作业时间可大于 8 小时，满足环
卫作业时长需求。采用轻卡底盘
加轻量化设计，在较小吨位实现
较高垃圾箱装载质量，从而降低
采购费用。有效的全车电能管理，
降低电池电能浪费，减少充电次
数，提高电池使用寿命。

问：新能源环卫车是不是都很贵 ？

答 : 相较于传统燃油车型，电池成
本占比高。根据研究报告，测算新
能源环卫车成本中 45% 是电池成
本，推升新能源环卫车成本较传统
燃油车高约 50%。

但由于新能源环卫车在运营过程中
低耗能及低维修成本，相比传统车
仍可能具备经济性。

所以，新能源环卫车是否贵，可从
设备全生命周期角度进行测算。其
中，有效作业时间对全生命周期成
本具有重要影响。这也是交大神舟
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研发过程中坚
持有单次充电作业时间需大于 8 小
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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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交大神舟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
一次充电的作业续航有多长？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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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有专用车整 体结构设计优势
的基础上，结合交大神舟在汽车电
子及车辆能源管理领域的积累。

通过采用轻量化设计，降低作业能
耗，综合能源管理等方式。实现单
次充电大于 8 小时作业时间，以满
足环卫清扫保洁作业的需求。

问：交大神舟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
电池寿命多久？

答：SSZ5040TSLBEV纯电动智能
化扫路车底盘质保5年20万公里。
所采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在循环寿
命、安全性和制造成本等三个方面
具有优势，磷酸铁锂电池充放电循
环次数一般大于2000次后开始衰
减(一个循环周期指电池的所有电
量由满用到空,再由空充电到满的
过程)。 交大神舟纯电动智能化扫
路车通过节能设计与智能电量管理，
一次充电可满足8小时以上作业时
间，按每年251个工作日，每工作日
充放电一次(实际循环充放电周期
大于1天)，电池可使用8年以上。

问：交大神舟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
操作上和传统燃油车有什么区别？

答：纯电动智能化扫路车驾驶更简
单，纯电动底盘采用AMT 变速箱，
无需离合切换档位，具备低速自动
巡航功能。降低环卫车驾驶劳动强
度，且C类驾照即可驾驶。智能化电
控操作台，几个按键即可切换各作
业模式，驾驶员经过快速培训即可
上车作业。

问：新能源扫路车是不是都能静音
作业？

答 : 相对传统燃油扫路车，新能源
扫路车去除了发动机噪音。但仍然
存在风机与清扫机构噪音。交大神
舟 SSZ5040TSLBEV 纯 电 动 智 能
化扫路车采用风机静音设计，结合
降噪技术，实现作业噪音低于城市
日间环境噪音。满足城镇、园区等
低噪音清扫保洁作业需求。

问：新能源环卫车维护保养有什么
优势？

答：传 统 燃 油车保 养时 注 重动力
系统保养，在维保中需要更换机油、
三滤等。而新能源环卫车的日常养
护主 要 是电池 组保 持 清 洁，保 养
以轮胎、灯光、底盘以及三电为主。
相对于燃油环卫车保养成本底且
更为简便。交大神舟纯电动智能化
扫路车采用高品质不锈钢箱体，且
整车电气电路均有防水设计。箱体
内外均可直接用水清洗。

问：除了纯电动智能化清扫车，交
大神舟还有哪些特色产品 ？

答 : 交 大神舟专 注于环保节能 车
辆与装备的技术突破、研发及生产。
具有众多特色功能专用车辆与产品。

纯吸式道路清扫车：运用负压纯吸
原 理，吸 力强劲、作业无尘、操作
简便、性能卓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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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状态的实时监控与高效管理。

智能化洗扫车：集扫路、洒水和高
压清 洗 功能于一 体，适 用于清 洁
路面、路缘，能在一次作业中完成
清扫、高压清洗和垃圾、污水收集，
且具有高压喷雾降尘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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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电动垃圾车：船型箱体确保垃圾
装载无渗漏。低位设计便于进出各
类场地进行垃圾收运。车载垃圾称
重系统实时掌握垃圾装载情况，助
力垃圾分类与减量的精细化管理。

纯电动智能化桶装垃圾运输车：装
桶出桶过程智能化控制，车载垃圾
称重系统，实时采集桶重及垃圾装
运点数据，助力垃圾分类与减量的
精细化管理。

垃圾车车载称重系统：可检测垃圾
车作业过程中垃圾挂桶数量，重量，
垃圾类型，收运地点等信息。为垃
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利用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专用车作业质量管理系统：针对专
用车辆及各类动力机械等的管理部
门，对车辆能 耗、性能、作业质量
进行精准化、高效率、大数据、云
统计的远端管理。协助管理部门管
好人、管好车、管好油。作为“互联
网 +”时代的智慧管理平台，专用车
作业质量管理系统为管理者对于
作业车辆的远程监控和精细化管
理提供了一套实施有效的手段。

交大神舟致力于用节能环保的汽
车技术服务社会。伴随行业发展与
技术进步，不断寻求通过创新产品
更好满足客户需求。

问：新能源智能化扫路车是否提供
试驾试用？

答：在新能源环卫车推广阶段，为
便于您更好体 验产品性能及低能
耗优势。在具备试车条件的区域，
我们欢迎并鼓励您进行较长时间
的试车。如需试车或获取试车报告，
您可联系您所在区域的产品销售
经理，或直接拨打服务热线 4006-
081-080，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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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汽车吸尘车的商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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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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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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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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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多项创新、100 多项专利、1000 多项“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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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了解交大神舟的故事。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交大神舟”了解更多资讯。

“交大神舟”品牌成长的小故事

交大神舟携手“祁连山”
迈向绿色发展之路

疫中逆行，交大神舟
售后人的战疫故事

职业培训，
持续发展、持续学习

倾心服务 9 年，助力
连云港港打造绿色水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