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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宗永刚

6月28日，国内首台纯电动多功能抑尘车在濮阳下线，
“濮阳造”打开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新空间。

这台ZYT纯电动多功能抑尘车由位于濮阳市华龙区的
中原特种车辆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该车融合了当今新能源专
用车先进技术和安全环保节能理念，集喷雾降尘、道路冲洗、
道路喷洒等功能于一体，底盘和上部专用装置均采用电池储
能系统作为动力，大大降低生产作业成本，实现了大气污染
“零排放”，填补了国内空白。与传统燃油抑尘车相比，该车除
采用纯电动底盘降低噪声外，还以隔音墙等方式再次降噪处
理，减少了噪声对驾驶员、作业人员及居民的持续危害。

“十三五”期间，濮阳市将加大国内外知名新能源汽车制
造企业项目引进，以纯电动油气工程车、环卫系列车、都市物
流车及危化品运输车、自卸车等新能源专用车辆制造为重
点，打造集研发设计、专业生产、产业配套于一体的中原新能
源专用车生产基地。

弘扬工匠精神 坚持自主创新

濮阳打造中原新能源专用车生产基地

热烈祝贺国内首台纯电动抑尘车在濮阳下线

□中共濮阳市委书记 何雄

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为
濮阳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紧紧抓
住这个历史机遇，对濮阳经济不断创
新优势、持续赶超发展具有强有力的
促进作用。

濮阳在发展新能源汽车，尤其是
新能源专用车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其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关联度都比较高，经
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和
基础。

濮阳的专用车辆生产起始于中原
油田的开发建设，上世纪80年代起
步，90年代快速成长，本世纪初发展
壮大，打造了中原特车、中原总机、望
联机械等一批特种车辆制造骨干企
业，产品涵盖油气开发、工程建设、物
流、城建、市政、化工等国民经济发展
的多个领域，远销美国、俄罗斯、沙特

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集研发
设计、专业制造、市场销售为一体的产
业集群。

最近几年，濮阳的专用车辆产业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开发了柴电混合
动力修井机、大吨位双模超级电容蓄
能修井机、超级电容储能侧钻井钻机
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此次中原
特车自主研发的纯电动多功能抑尘车
下线，标志着濮阳在新能源专用车研
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方面走在了全省、
全国前列。

濮阳还拥有天能集团、迈奇化学、
龙迈电动等电池、电机、电控及零部件配
套企业220多家，从事装备制造研发生
产的高、中级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1.78
万余人。濮阳工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技
师学院、技工学校每年可输送2000多
名机械制造专业大中专毕业生，是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人才保障。

濮阳也不断加强与国内行业龙头

企业的交流合作，招大引强，森源重工
新能源汽车项目已建成投产，南京嘉
远电动汽车基地也即将落地。日新月
异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为濮阳经济
发展增添新引擎、新动力。

“十三五”期间，濮阳新能源专用
车辆将按照“精、轻、特、信、新”要求，
突出“差异化”发展战略，以纯电动油
气工程车、环卫系列车、都市物流车及
危化品运输车、自卸车等整车制造为
重点，以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
充电桩生产为配套，以新能源专用车
辆智能化发展为方向，打造集研发设
计、专业生产、产业配套的中原新能源
专用车生产基地。力争到2020年，中
原特车成为年产2万辆、产值30亿元
的龙头企业；培育公告内专用汽车生
产企业10家以上，形成总产值达100
亿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为
濮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中共濮阳市华龙区委书记 刘洪浩

华龙区的主导产业是油气装备制
造，有着较为明晰的产业格局和完善
的产业链条。在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
持续下跌，油气装备制造产业整体低
迷的大背景下，华龙区抢抓国家大力
发展新能源产业机遇，充分利用现有
产业基础，鼓励支持中原特车、中原总
机、望联机械等石油专用车制造企业
加强与国内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
作，逐步由石油专用领域向民用专用
领域拓展，实现企业提档升级，产业转
型发展。

由中原特车自主研发的纯电动、
大吨位、多功能抑尘车，集喷雾降尘、
道路冲洗、道路喷洒等功能于一体，实
现了零污染排放。该车的成功下线，
不仅填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也对完
善华龙区的新能源产业链条，提升产
业层次具有重大意义。

新能源汽车是我国“十三五”规
划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
一。濮阳市作为全国新能源示范城
市，已将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按照市委、
市政府要求，华龙区作为濮阳市主城
区，是承接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的主阵地。华龙区的“十三五”规划，
已把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
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又一主攻方向和
新的增长极。

为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华
龙区在去年设立3000万元工业发展
基金基础上，又增加7000万元作为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扶持
资金达到了1亿元，出台了《华龙区
鼓励购买低速四轮电动车财政补贴
实施办法》，规划建设占地6000亩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打造集整车制
造、零部件生产、研发检测、技术培
训、体验展示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产业

基地。
随着国家扶持政策陆续出台、新

能源汽车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国内优
势新能源汽车企业正在展开新一轮投
资布局，同时带动相关零部件企业跟
进。为此，华龙区加大产业招商力度，
先后到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知名制造企
业及涉足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兴企业
重点招商，引进了一批大项目、好项
目。望联低速电动汽车发展取得了新
进展，与森源集团、南京嘉远合作建
设新能源专用车、充电桩生产基地，
占地6000亩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启
动建设，转型升级迈出了坚实的步
伐。“十三五”期间，华龙区将扶持壮大
新能源专用车整车制造，不断完备电
机电控零部件和充电桩等配套产业
链，逐步建立新能源车研发设计和产
品孵化、行业大数据、人才培养等相关
体系，力争形成百亿产业规模，并向千
亿产业规模进军。

为濮阳经济发展增添新引擎 新能源专用车瞄准百亿规模

□中原特种车辆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戴相富

我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纯电动、
大吨位、多功能抑尘车，是在濮阳市委、
市政府，华龙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在中
原油田及各相关部门支持下，通过与中
国科学院电动汽车研发中心、上海中科
深江电动车辆有限公司、一汽青岛汽车
有限公司的密切合作，成功下线。

作为国家专用车制造骨干企业，
中原特车曾先后荣获中国汽车工业科

技进步二等奖1次、三等奖2次，是中
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装备50强企业、国
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省级高新技
术企业、省特种车辆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承担了多个国家石油行业标准的
起草工作，我们的“中油”牌是河南省
著名商标。近年来，公司响应国家节
能减排号召，积极投身新能源技术的
开发应用，自主研发的柴电混合动力
修井机、大吨位双模超级电容蓄能修
井机、超级电容储能侧钻井钻机等，达
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纯电动、大吨位、多功能抑尘车是
我公司针对治理扬尘、雾霾等空气污
染研发的，集喷雾降尘、道路冲洗、道
路喷洒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污染零
排放，填补了国内空白，标志着我公司
在新能源专用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不断推
进，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产业发展的方
向。下一步，中原特车将抓住机遇，加
快新能源专用车的研发，打造一系列

“环保神器”造福百姓。

□中原油田设备管理处副处长 朱文琪

为支持濮阳发展新能源汽车产
业，加强油地合作，受华龙区政府之
邀，中原油田设备处参加了濮阳市纯
电动多功能抑尘车的研发工作。

研发项目组经过技术攻关，实
现了七个方面的突破：一、抑尘车底
盘、上装全面实现电动化，一次充电
全天作业，零污染、零排放；二、底
盘、上装、整车实施数字化控制，实
现定速巡航，并针对抑尘、洒水、对

冲工作特点，行进、调速、作业实现
全面自动化；三、针对不同作业对象
（面积不同工地抑尘、宽幅不同道路
除霾、高低不同植物消杀），提供一
揽子定制化的高效作业方案，解决
了传统抑尘车单一大功率运行工况
的高耗能问题；四、实施二次降噪，
整车噪音从传统柴油抑尘车110分
贝以上降至75分贝以下；五、洒水、
对冲、喷雾动力源与底盘动力分离，
避免了传统抑尘车、洒水车洒水、对
冲幅度取决于行车速度的弊端，消

除了车辆起步阶段喷洒盲区；六、上
下装动力分离+自动变速技术，解决
了传统洒水车上装动力与行车动力
需求不一致，易烧离合器的问题；
七、整车实施全方位安全监测和报
警，确保作业安全。

纯电动多功能抑尘车融合了当今
新能源专用车先进技术和安全环保节
能理念，填补多项国际国内空白，代表
着未来城市环卫抑尘降霾专用车的技
术路线，也为濮阳新能源专用车产业
找到了发展方向。

“环保神器”造福百姓 技术层面七大突破

□中原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
张子胜

我公司技术部项目组本着“执着
专注、作风严谨、精益求精、敬业守信、
推陈出新”的大国工匠精神，以研发国
内领先水平产品为目标，科学论证、精
雕细琢，确保了抑尘车成功下线。

研发过程中，我们曾多次赴青岛

一汽、中科深江进行技术结合，对电动
底盘的三电系统、变速箱与电机驱动
控制、底盘与专用装置的接口等进行
了详细对接，同青岛一汽公司共同确
定了底盘的设计开发方案。同时，引
入solidworks建模仿真分析、ansys
结构强度分析等先进设计方法，实现
了每一个设计环节的精心控制。进入
试制阶段后，项目组对主要部件特别

是雾炮进行了反复试验和检测，确保
雾炮试验指标与设计指标完美结合。

组装完成后，项目组会同青岛一
汽、中科深江等专家，对底盘专用性
能、雾炮控制、电机控制、管路系统等
进行了严格测试，并在不同路况进行
了多种雾炮功率的测试，设置了多种
典型工况组合模式，极大简化了操作
难度。

□濮阳市华龙区环卫局局长 毕殿信

通过一段时间路试运行，纯电动
多功能抑尘车体现出以下特点：

节能效果好，污染零排放。该车底
盘和上部专用装置均采用电池储能系统
作为动力，与传统汽车柴油燃料相比，节
能效率达60%以上，并实现污染零排放。

噪声降幅大。除纯电动底盘降低

噪声外，还采用隔音墙等方式再次降
噪措施，减少了噪声对驾驶员、作业人
员及居民的持续危害。

功能集成多样。集喷雾抑尘、道
路冲洗、道路喷洒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降低了设备采购成本。

喷雾量无级调节。既可实现大功
率下城市道路的降尘除霾作业要求，
又可降频实现小功率作业，达到节能

和延长抑尘作业时间要求。
操作模式灵活多样。既可本地控

制，又能在驾驶室和距车身100米范
围内遥控操作。操作系统具有控制柜
本地操作、驾驶室触摸屏操作和手持
遥控器操作三种模式，可对作业参数
进行实时记录。

外形整齐美观。整车外观线条明
朗、简洁大气，轻质无焊缝。

□上海中科深江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江明

上海中科深江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掌握电动
车电池、电机、电控以及整车制造技术
的企业，此次为纯电动多功能抑尘车提
供了底盘驱动电机、电池等关键设备。

纯电动多功能抑尘车采用国内首

创的驱动电机匹配多档位AMT总成
技术，创造性地将驱动电机、自动变速
箱和后桥高效有机融合，取而代之的是
将动力源源不断传输到后桥上。该系
统结构紧凑、驱动平顺、传动效率高，大
大降低了整车整备质量，节省了空间，
更有利于动力电池的布置以及后期维
护保养。动力电池采用高品质锂电池，
在城市路况下轻松满足环卫用车续航

里程要求。充电方面，使用专业配套的
充电桩，两小时即可充电80%左右。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国家对
汽车尾气排放控制要求日趋严格，中
国新能源市场已经进入高速增长的

“黄金时期”。中原特车抓住这一发展
机遇，开发研制成功纯电动多功能抑
尘车，打造新一代环保利器，具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和推广价值。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研发部
副部长 王玉海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是国
内首批获得新能源生产资质的企业，此
次与中原特种车辆有限公司开展深入
合作，为纯电动多功能抑尘车研制开发
了悍V16吨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底盘。

该底盘采用性能仿真与计算的先

进技术，整车性能开发基于不同环境、
不同工况，从“静置、充电、运行、异常”
动力四个状态开发整车功能，从“充电”
性能和“运行”状态的动力性、经济性、
NVH、安全、操纵稳定性、EMC、环境
适应性及整车热管理共9个方面开发
整车性能。以符合电动车使用环境的
城市道路工况为试验重点，开展设计开
发、设计验证和量产三阶段的整车耐久

可靠性开发，推动产品成熟。通过供电
系统的设计，利用底盘新能源电池为上
装提供动力，实现了整车的新能源动力
一体化，底盘还为上部装置提供控制电
路，实现了整车控制一体化。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已与
中原特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深化
合作继续为市场输送更多高品质纯电
动卡车。

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节能效率超过60%

关键技术国内首创 新能源动力一体化

省工信委、省住建厅以及濮阳市领导为国内首台纯电动抑尘车下线剪彩。 国内首台纯电动抑尘车进行操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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