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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产业寄生

中国房车零配件产业有自主发展路径

谈到房车零配件这个中国房车产业区块的生态链，就不得不聊聊房车产业和中国制造业的大背景。2008-2018
年这 10 年间，中国制造业份额总体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长，截至目前，中国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全
世界 53% 的钢铁，57% 的水泥，71% 的彩电，76% 的光伏板，78% 的空调，86% 的微波炉，88% 的手机，90%
的电脑。这么大的体量，中国制造业显然已经是巨人一般存在。

目前，全球的房车市场每年的需求量在 70 万辆左右。值得期待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
近些年来房车产业发展较为迅速，全球房车消费市场份额占比呈现逐步增长态势。国内房车的年销量连续 5 年保持
30-45% 左右幅度增长；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外加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的旅
游市场，出行安全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重视，房车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方式，因为私密性和安全性的特点，越来越
得到消费者的接受，迅速成为大众消费热点方式，推动中国房车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对于中国房车零配件而言，发展路径也基本符合房车发展的轨迹。最初房车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后来
发现部分零部件均为国内生产外贸出口至国外，因此原本做外贸出口的零部件企业视角重新被拉回到国内房车市场。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之后，供求比例失衡，进而部分零部件生产企业抱团共建海外仓，转战欧美及澳洲、
日韩市场。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房车及房车零部件市场，起到了关键的格局划分作用，疫情之下的房车“逆生长”，
让国外房车零部件需求进一步扩大。受限于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中国房车零部件企业，重新回归国际房车市场的
视野，制造环境和价格优势，让中国房车零部件在国际市场迅速打开局面。

“内外兼修”是中国房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技能包”，不仅依靠国内高速发展的房车市场获得产业寄生能力，
同时依靠中国优秀的防疫环境和价格优势，中国房车零部件在国际上的具有很好的竞争力，重新打开局面收获订单。
再者，在国内从事房车零部件生产的企业多数都是多元化发展，不仅仅生产房车零部件，同时还兼容开发其他同类
产品，有效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这是中国制造业商人阅读市场的能力和智慧。

21 世纪房车创始人

王继东

鸿皖实业
鸿皖实业 ( 上海）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房车专用塑胶地板的研发，
设计，生产和销售，为国内外房车制造商提供高质量的配套产品。
多年来鸿皖人兢兢业业，不断推陈出新，用卓越的品质和细致高效
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赞誉。
公司大力组建了优秀的销售和研发团队，每个鸿皖人都秉承“质量
第一，客户至上”的宗旨，不断学习、改革和创新，对产品精益求精，
对客户关怀备至，永远把客户需求和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产品从
原材料的选用、生产工艺、技术要求到成品出库，每一批产品都严

鸿皖实业 ( 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021-57676586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干路 220 号 D1 栋

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检验标准，鸿皖实业地板凭借环保、阻燃、耐磨
等过硬的品质，走在了行业的前列，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房 车 专 用 地 板

HW-0903   Spec：20m（L）*2m（W）*2mm(T)

HW-8103   Spec：20m（L）*2.2m/2.4m（W）*2mm(T)

HW-8101   Spec：20m（L）*2m（W）*2mm(T)

HW-8107   Spec：20m（L）*2.2m（W）*2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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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车零配件市场现状分析
目前，全球的房车市场每年的需求量在 70 万辆左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近些年来房车
产业发展较为迅速，全球房车消费市场份额占比呈现逐步增长态势。自 2001 年第一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房
车问世算起，中国房车产业已经走过 20 年的发展历程。在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中国房车产业界
的企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取得快速发展，车型越来越丰富，已经能够满足国内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得到
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同时，与房车产业相关联的露营地建设、旅游产业规划、相关媒体对房车文化的推广普
及以及房车租赁市场的逐步发展，为房车市场的高速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内外兼修，零部件企业的后疫情
时代“逆生长”

对于中国房车零配件而言，发展路径也基
本符合房车发展的轨迹。最初房车核心零
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后来发现部分零部
件均为国内生产外贸出口至国外，因此原
本做外贸出口的零部件企业视角重新被拉
回到国内房车市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野
蛮生长”之后，供求比例失衡，进而部分
零部件生产企业抱团共建海外仓，转战欧
美及澳洲、日韩市场。2020 年的新冠疫
情对全球房车及房车零部件市场，起到了
关键的格局划分作用，疫情之下的房车“逆
生长”，让国外房车零部件需求进一步扩
大。受限于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中国房
车零部件企业，重新回归国际房车市场的
视野，制造环境和价格优势，让中国房车
零部件在国际市场迅速打开局面。

60% 以上零部件制作企业
位于江浙一带

国内房车零部件企业主要分布在江浙一
带，占据生产规模的半壁江山，其次为广
东、山东等地，这也符合中国制造业分布
的区域规律。据调研统计，截止2020年底，

国内房车零部件企业大约有 1300 余家，
而真正专注做房车零部件的企业仅有 300
多家，主要生产车用装配配件、门窗卫浴、
电子设备、家具用品、制冷制暖设备、厨
房用品、照明灯具、五金件等设备，以及
房车生产不可或缺的底盘（VAN 或二类
底盘或拖挂房车底盘等）、线束耗材等。

受限上游产业发展，整体研发及
工艺水平不高

国内房车零部件企业规模都不大，产品种
类比较杂，除了前期做外贸服务的成熟厂
家和产品外，基本上是按需定制，即：市
场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同时也依
靠周边配件来丰富产品线，企业只能靠多
种经营来维持生存。主要是房车产业在中
国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发展期的缘故。在研
发水平上，发明专利数偏低，专利类型方
面大多数属于外观和包装专利，真正属于
核心技术专利的不多，因此目前我国房车
零部件自主产权的含金量不是太高。目前
我国房车零部件件企业多数是从传统零部
件加工企业发展过来的，依赖的是传统产
品的生产工艺，加上房车零部件品种多，
产量少，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导致我国
国产的房车零部件质量上目前还无法跟国
际品牌抗衡。

产品规格序列混乱，
缺乏行业标准

目前，房车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仍处于
发展期，而且不同需求的用户催生了不同
档次和规格的产品，因此市面上我们很容
易发现不同的房车产品集成了不同规格样
式的零部件，导致无法在行业发展初期建
立产品一致性。房车零部件的标准因此也
就无法可依、无标可循。缺少行业标准的
房车零部件企业不得不在市场竞争中以多
样化的产品赢得主机厂客户的订单，因此
行业标准的出台也迫在眉睫，解决标准，
也就解决了产品一致性，以此带动的产品
优化和售后优化都将对房车及房车零部件
企业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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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合田新能源有限公司
绍兴合田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集研发、生产于一体。产品有光伏组件、光伏发电系统及各类光伏应用产品，并承揽光伏电站、
光伏扬水系统、光伏照明等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公司多项研究成果和产品获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2014 年被评定为“绍兴市高新技术企业”和“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2017
又被评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年被评选为绍兴市袍江新区“优胜企业”。 
  
本着“安全、稳定、高效”的原则，基于发明专利“晶体硅可弯曲太阳能电池板”、十年的光伏组件生产技术积累以及“MPPT 高效充电控制器”
合田新能源成功开发出“房车专用光伏充电系统”产品，目前已成为多数房车专业厂家光伏充电标配。

金刚系列常规硬太阳能板 MP 系列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柔刚系列晶体硅弯曲组件
采用多栅线高效太阳能电池片

发电更量高，质量更稳定
实用新型专利号：ZL 2018 2 1299429.5

MPPT 最大功率跟踪模块
实用新型专利号：ZL 2018 2 1299428.0

结构稳定适于曲面安装

房
车
电
路
配
件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18 19

旅美天成
廊坊旅美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销售房车用品的科技公
司，注册商标为：旅美天成 TM。产品包括：自主研发新型 5KW、
10KW 便携款和上装款充电桩取电器、双电源转换器、3KW 大 功
率充电器（14.6V\58.2V）、车用集成灶、辅助配线等，与各知名
改装厂及俱乐部长期合作，签约经销商 20 余家遍布全国。被评为
“AAA 级信用企业”、“AAA 级重质量守信用企业”。设立专人
售后服务制度，24 小时服热线不间断。
未来公司还将推出更多的配套新产品，加大研发力度，为广大车 
友提供更加稳定、实用的产品。同时，进一步完善旅美天成品牌形 
象，使产品质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实现打造百年企业、领 
先品牌的企业梦想！

六大特点： 
* 带载启动                      * 自动识别启动        * 自动恒温散热风扇 
* 双输出多车共享            * 过压过载保护        * 金属外壳

廊坊旅美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901315783
邮箱：13901315783@136.com
地址：廊坊市经济开发区大学城二期体育场底商室

房
车
电
路
配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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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智能化、信息化一体化解决方案

操作终端 HMI

系统智控盒

界面定制展示

房车界面图 房车界面图 医疗车界面图 房车界面图

沃尔视 OASIS 房车电源系统  之  逆变充电一体机

足功率不虚标，高效率转换
带 RS485 智能通信接口

OR2012    DC12V（持久功率） 2000W    2400VA
OR3012    DC12V（持久功率） 3000W    3600VA
OR3024    DC24V（持久功率） 3000W    3600VA  

OR5048    DC48（持久功率）5000W    6000VA
OR6048    DC48（持久功率）6000W    7200VA 

逆变充电一体机 锂电池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蓄电池

太阳能板空调卫星天线

车载直流发电机

电池分离器

电网

交流发电机

空调 冰箱 直流充电口
电视机微波炉 热水器(220V)交流插座

智控屏

上海道风研发设计 授权：
道品供应链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400 0000 422      www.dophon.com
中国上海市   华徐公路966号 国家会展中心旁

纯正弦波输出：不伤害用电设备
工频设计方案：不受感性负载谐波干扰，更安全、更稳定；
可给不同种类电池充电，三段式智能充电（恒电流快速、恒电压稳定和浮充保护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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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洲通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我公司主要生产高速路及各地的直流快充电桩取电器、锂电池、逆变器、充电器，户外移动
电源 3.7 度电和 2.2 度电的房车、床车电器取电器改装，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维修等业务。

逆变器

房车车体取电器 便携式直流充电桩取电器

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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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酸

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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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公司成立于

160 000
厂区面积160000平方米

+1000
客户数量

+160
专利申请量

年产能          万件400 

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珩田路北站商务营运中心520号

电话: 18115090068      邮箱: cn02@seaflo.com

福建爱的电器有限公司

厦门营销中心

地址: 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工业园区F2-4地块

个人微信号阿里巴巴

根据不同的车型可定制电压、流量、压力值，满足

使用需求。

SEAFLO经过数十年的市场积累，产品体验，不断

的升级，研发出适合房车使用的稳压供水系统，集水泵

和压力罐一体，有效防止压力开关频繁启动，从而保护

水泵，使得房车上用水与家中一样自如，无忧无虑。

房车水泵 让水为您而动！

4L水泵，专为拖挂车定制

防水等级 Ip54 

配置回流功能

压力开关可调节

多种接头可选

按需定制，压力可调

流量7.6LPM，超静音

强劲的自吸能力，可干运转

压力、回流开关双重控制

电机自带热保功能

7.6L超静音水泵，适用各型号房车

11.3L水泵，满足3-4个水龙头 18.9L水泵，同时供应5-6个水龙头

水泵配件

51S01

按需定制，压力可调

流量11.3LPM

强劲的自吸能力，可干运转

压力、回流开关双重控制

电机自带热保功能

全新升级开关、防水防尘

开关寿命可达30万次

大流量、大吸程，可干运转

按需定制，压力可调

内置回流开关、双重控制

51F09 51F05 51F04 51F01

电池开关 加水口 排污延长管 房车马桶平衡塞块潜水泵

其他配件

最佳配套

内部可存储0.75L水

防止水泵频繁启动

保护开关不易烧坏

0.75L压力罐

23F001 23F002 23F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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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TECH • CHINA
珠海希杰贸易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品牌FIXTECH在中国
大陆地区设立的直属公司。公司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
直以专业的产品和技术服务支持得到了广大客户的支持
和信赖。
FIXTECH创立于2001年，专业为海洋船舶，房车，建
筑等行业提供：抗紫外线（白胶不发黄）、抗老化（黑
胶不流黑水）、高粘接强度，100%防水密封的结构胶
、密封胶以及专业的粘接方案。FIXTECH在澳大利亚黄
金海岸，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和意大利都设立了

直属公司，并且在世界各地拥有
接近100家经销商。
感 谢 新 老 客 户 朋 友 继 续 选 择
FIXTECH希杰胶，我们会一直以
最专业的产品以及贴心的技术服
务为房车产品提供保障，为每一
段旅途保驾护航。

珠海希杰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0756-7750077
邮箱：info@fixtech.com.cn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屏东四路11号A栋7楼

Safer, Further and More...
更安全，更远，更多...

From Marine to RV
从航海船舶到露营房车

从茫茫大海到广阔大陆

FIXTECH，与你同行

From Ocean to Continent

Fixtech Products & Services continue

       FIXTECH • 中国 自2001年FIXTECH品牌成立之日起，就以客户需求为己任，专业研
发生产适用于海洋船舶，交通工具以及建筑等工业领域的结构胶密封胶产品。经过多年的
不断研发与改进，目前已经有二十余种产品广泛应用于游艇船舶、房车、特种车辆的制造
。产品以其优越的耐候性，稳定性，牢固性，防水性，抗紫外线能力等受到了广大客户的
喜爱与信赖。FIXTECH在澳大利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意大利均设立公司，
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产品技术以及售后服务。

珠海希杰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0756-7750077
邮箱：info@fixtech.com.cn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屏东四路11号A栋7楼

技术支持：
FIXTECH 澳大利亚：+61 7 55301099
FIXTECH 中国：+86 756 7750077
FIXTECH 台湾（中国）：+886 0 78062506 
FIXTECH 美国：+1 713 2567077
FIXTECH 欧洲：+39 3772911737

www.fixtech.com/www.fixtech.com.cn

二十周年，风雨同舟，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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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管快插连接

软管卡箍连接

在水路等连接，包括接头，管路，泵，
阀等产品，美国 FluidTek 产品具有领先
地位。FluidTek产品应用于航天，医
疗，高精实验室等诸多苛刻领域，表现
优异。

在房车，FluidTek 更是为国内客户贡献
“好而不贵，真的实惠”的产品，质感
极佳，一经试用，客户基本便会长期使
用，再无漏水风险，价格又亲民。超高
低温，震荡，食品极，老化测试等，均
顺利通过，远超标准。特别是改性超细
超柔超高低温食品级管，可达零下50
度，高温可达100度以上。认证包括美国
FDA，美国NSF,  欧洲WRAS，德国
DVGW, 澳洲WaterMark, 法国 ACS等 。

房
车
五
金
配
件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60 61

房
车
智
能
科
技
产
品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62 63

房
车
智
能
科
技
产
品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64 65

房
车
智
能
科
技
产
品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66 67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68 69

房
车
智
能
科
技
产
品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70 71

房
车
智
能
科
技
产
品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72 73

房
车
智
能
科
技
产
品



中国房车世界配件大全       21 世纪房车

中国房车文化缔造者

CHINA RV WORLD ACCESSORIES COLLECTION       WWW.21RV.COM74 75

房 车 主 机 • 播 放 器

航海级功率放大器

工程师、航海家和音乐发烧友共同设计的音响系统

专利技术，高效率、低消耗，D 类功放的春天

从过去的经验中走来，糅合了对未来的愿景，融合应用电子和声学领域最先进的技术，通过富有创意的设计和精湛的制

造工艺，从而打造出一系列低调、奢华、最具性价比的户外娱乐系统。以下技术已经被 Fusion（新西兰·富声）成功应用

并推陈出新，他们包括：

— 数字信号处理（DSP）自动调音技术；

— WI-FI 播放器，秒杀蓝牙音频流、从而获得更高品质的音乐；

— PartyBus ™技术（全车音乐共享模式和私人娱乐模式切换，畅享音乐选择的自由）；

— 无线软件升级（无需连接电脑，智能终端即可对设备升级，始终保持最新版本）；

— AppleAirplay ＠ 2 高品质音乐；

— Fusion-link 有线、无线技术，使用智能手机、平板和智能手表即可控制音响系统

— 多音区技术的应用（多达 4 个音区，每个音区可独立控制和操作）   

 。。。。。。

从器材到耳朵，音频链的每一步都经过工程师的精准计算和优化，从而在技术上保证优越的听觉体验，完美地实现高级

音频还原，并且不需要使用者学习复杂的操作，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简单点击即可，技术， 使卓越的听觉体验成

为简单的事情，

车载音频的未来，已经到来！

一般意义的音响系统由以下组成：   主机（音源）----- 信号放大（功放）---- 喇叭（高中低音）----- 重低音（增加动感）

但是这种漫长的线路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故障，并且难以检修，同时也会对车船的安全造成隐患。

目前行业内最合理有效的做法，就是将音响系统尽量做到简化：主机（音源，内置大功率功放）----- 喇叭（要求高中低音平衡，尤其是

低音下潜好）

要在获得高品质音质的同时做到系统简化，就需要用到高效率低发热的的功率放大，目前房车游艇上应用最普遍的是 Class-D 技术，D

类功放最大的特点

就是发热小，效率高。Fusion 专利的 Class-D 大功率功放经过专门设计，被音响发烧友誉为“D 类功放的春天”，完全可以推动峰值功

率 330W 的喇叭。

这种设计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车船的安全性。 

同时，Fusion 所有的主机和播放器均内置了这种专利 Class-D 足功率功放，在保证高品质音质还原的前提下，将电源的消耗也降到最低，

这种设计充分体

现出高效率、低消耗的优点，进而保证了线路简化和房车安全性。

Apollo 四音区触摸屏主机
Apollo Marine Entertainment System With Built-In Wi-Fi

订货号：MS-RA770

蓝  牙  主  机
Marine Entertainment System with Bluetooth

订货号：MS-RA70

签名系列航海级功放
Signature Series Marine Amplifier

订货号：8 路功放 SG-DA82000     6 路功放 SG-DA61500
             4 路功放 SG-DA41400      1 路功放 SG-DA12250

蓝  牙  主  机
Compact Marine Stereo with Bluetooth Audio Streaming

订货号：MS-RA55

Apollo 三音区航海主机
Apollo Marine Entertainment System

订货号：MS-RA670

内置 DSP 二音区蓝牙主机
Marine Entertainment System With Bluetooth & DSP

订货号：MS-RA210

智 能 集 成 播 放 器
Panel-Stereo Outdoor All-In-One Audio Entertainment 

Solution With Bluetooth Audio Streaming
订货号：PS-A302BOD

经济型二音区蓝牙主机
Marine Stereo With Wireless Connectivity

订货号：MS-RA60

便 携 式 播 放 器
StereoActive - Portable Marine Stereo System

订货号：WS-SA150W/R

支持以下音源

AM/FM/ 蓝牙 / 苹果 AirPlay / Wi-Fi 音乐 / 数字光纤输入 /
USB/AUX x2 / UPnP 即插即拔 / MTP / SiriusXM-Ready/ 

DAB+ Ready

支持以下音源

AM/FM/ 蓝牙 / USB/AUX/DAB+Ready

支持以下音源

AM/FM/ 蓝牙 / AUX

支持以下音源

AM/FM/ 蓝牙 / 数字光纤输入 /USB/AUX/UPnP 即插即拔 /
MTP/SiriusXM-Ready/DAB+ Ready

支持以下音源

AM / FM / 蓝牙 / USB / AUX / iPhone / iPod / MTP /  
SiriusXM-Ready / DAB+ Ready

支持以下音源

AM/FM/ 蓝牙 / USB/AUXx2

支持以下音源

AM / FM / 蓝牙 / AUX /  DAB+ Ready

支持以下音源

蓝牙 / USB / AM / FM / iPhone / Android /  
天气预报 ( 仅限美国 )

支
持
中
文
语
音

SG 签名系列扬声器 • 重低音
卓越的品质和声学设计，完美再现音乐的力量

新一代签名 G3 系列扬声器，为车船空间提供无与伦比的音场效果，完全无惧恶劣的户外环境，具有以下性能特点：

优质的 CRGBW LED 氛围灯 — 行业首创的 CRGBW 氛围灯，灯光色调从温暖柔和到充满活力，可选配 MS-CRGBWRC

无线控制器 ,  来控制灯光的颜色、亮度、灯光模式和速度。

CURV音盆技术 — 音盆采用CURV编织纤维复合材料，热压成型，音盆质量更轻，强度更好，声音效果更清晰，音效更强大，

同时也能够抵御恶劣的海洋气候，使喇叭经久耐用。

全密封分频组件 — 所有的分频组件都是全密封的，为喇叭提供全方位的保护以抵御恶劣的海洋环境。经过更细致的频率

分配，使喇叭的声学性能更优化，从而使声音更细腻、动听。

运动风格等化器 — 优美的脊状结构，True-marine ™标准设计，为音盆提供极致的保护，同时也与船艇的其他设施完美

搭配，室内室外均可安装。

丝膜球顶高音 — 采用丝膜球顶高音，可以得到平滑的上限频率，同时提高效率，使得高音部分灵巧、松弛，具有很好的

自然表现力。

大尺寸音圈 — 大尺寸音圈为喇叭提供充沛的动力和更高的效率，这是签名版 8.8 寸喇叭独有的声音特点。

符合 ISO12216 标准 — 通过国际压力和水密性标准测试，它确认了签名 G3 系列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均符合最高的行业质

量和坚固性标准。

签名 G3 系列扬声器有 3 个尺寸可选择：8.8 寸、7.7 寸和 6.5 寸，每个尺寸有 3 款颜色。10 寸重低音有 3 个颜色可选择：
8.8 寸 330W 同轴签名版扬声器                7.7 寸 280W 同轴签名版扬声器                6.5 寸 230W 同轴签名版扬声器                10 寸 450W 航海重低音
SG-F882W        经典白                                      SG-C772W       经典白                                        SG-C652W        经典白                                      SG-S102W     经典白

SG-FL882SPW  内置 LED 氛围灯白色运动款      SG-CL772SPW  内置 LED 氛围灯白色运动款       SG-CL652SPW  内置 LED 氛围灯白色运动款        SG-SL101SPW  内置 LED 氛围灯

白色运动款  

SG-FL882SPC   内置 LED 氛围灯镀铬运动款          SG-CL772SPC   内置 LED 氛围灯镀铬运动款                    SG-CL652SPC   内置 LED 氛围灯镀铬运动款                 SG-SL101SPC   

内置 LED 氛围灯镀铬运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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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 轨道

沙发布房车窗帘 床垫布

面料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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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注于房车图形和品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部分服务客户

长城览众、隆翠（桐乡基地、商丘基地、大连基地）、亚特房车、戴德、

卓美亚、巨威、美景美家、秦帝等

客户分布全国各地

GRAPHICS

拉花
EMBLEMS

车标
FUNCTIONAL

FILMS

功能膜

CHINA LEADING RV GRAPHICS
AND BRANDING SOLUTIONS SUP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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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易宝汽车（苏州）有限公司
电话：(0)189 6227 6868    邮箱：357892121@qq.com    地址：江苏省苏州张家港市沙洲西路华建大厦A座4层/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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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江苏省苏州张家港市沙洲西路华建大厦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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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膜

森易宝汽车科技（SANYBAO）是一家专业生产车身贴花、交通安全标
识、镀铬车标、滴胶标牌及商业标识系统的综合型企业。本公司的车
身贴花主要配套国内外知名房车企业，服务全国各汽车销售、售后
服务平台及大型运输车队等。产品深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SANYBAO提供完成服务的概念，这意味着为客户和客户提供最少的
额外开发资源。
由于所有部门都与所涉及的流程和生产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无论客
户位于何处，使用SANYBAO的项目从最初的建议到完成的产品都能
顺利进行。

对于汽车行业，SANYBAO遵循各种 OEM 项目规划和执行流程，以确
保根据规范和项目计划设计、设计和制造产品。使用特定的项目管
理工具来确保流程是无缝的。

生产部一角

仓库一角
B型车拉花 功能车拉花 拖挂拉花、滴胶产品CHINA RV ACCESSORIES       WWW.21R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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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易宝汽车科技（SANYBAO）是一家专业生产车身贴花、交通安全标
识、镀铬车标、滴胶标牌及商业标识系统的综合型企业。本公司的车
身贴花主要配套国内外知名房车企业，服务全国各汽车销售、售后
服务平台及大型运输车队等。产品深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SANYBAO提供完成服务的概念，这意味着为客户和客户提供最少的
额外开发资源。
由于所有部门都与所涉及的流程和生产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无论客
户位于何处，使用SANYBAO的项目从最初的建议到完成的产品都能
顺利进行。

对于汽车行业，SANYBAO遵循各种 OEM 项目规划和执行流程，以确
保根据规范和项目计划设计、设计和制造产品。使用特定的项目管
理工具来确保流程是无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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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车拉花 功能车拉花 拖挂拉花、滴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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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易宝汽车科技（SANYBAO）是一家专业生产车身贴花、交通安全标
识、镀铬车标、滴胶标牌及商业标识系统的综合型企业。本公司的车
身贴花主要配套国内外知名房车企业，服务全国各汽车销售、售后
服务平台及大型运输车队等。产品深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SANYBAO提供完成服务的概念，这意味着为客户和客户提供最少的
额外开发资源。
由于所有部门都与所涉及的流程和生产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无论客
户位于何处，使用SANYBAO的项目从最初的建议到完成的产品都能
顺利进行。

对于汽车行业，SANYBAO遵循各种 OEM 项目规划和执行流程，以确
保根据规范和项目计划设计、设计和制造产品。使用特定的项目管
理工具来确保流程是无缝的。

生产部一角

仓库一角
B型车拉花 功能车拉花 拖挂拉花、滴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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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世璧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3  号金孔雀大厦 A 座 811 室
电话：010-6428 1480 / 5131 9077
邮箱 :   li@buit.com.cn     liyzchina@vip.sina.com 
网址：www.buit.com.cn 

房车门 • 窗户 • 遮阳篷 • 舱门 •  天窗 • 桌架 ……
RV Doors • Windows • Awnings • S&B Doors •  Roof Windows • Table Supports……

业精于勤 精琢至臻

    北京合世璧工贸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19 日，是专门从

事房车零部件研发、制造、国内外销售的综合性公司，通过了 IS09001-

2008 质量体系认证。

    直属工厂：大厂回族自治县合世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建筑面积

17000 多平米 ,专门生产房车零部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并大批量地

向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新西兰、日本、韩国、台湾、中东等地出口。

    公司具有较强的产品设计和开发能力，可与国内外客户共同开发产

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房车门、窗、遮阳篷制造专家

Specialist of RV Doors, Windows, 
Awnings, Service Doors, Roof 
Windows,Table Supports and more.

合世璧

企业简介

      主要产品之房车门、舱门、纱门

      主要产品之房车窗、天窗、全景窗

      其他房产配件：桌架、水口、电口

遮阳篷 & 遮阳篷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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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博猛禽漆
RAPTOR 猛禽防护涂料是老牌汽车国家英国的汽车个性化专用涂料，2005 年由英国 U-POL 公司研发，因其独特的外观和超强防护性
能 15 年来在欧美，俄罗斯，澳洲，东南亚及日韩等市场拥有大量粉丝，产品远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同时也是悍马、乔治 . 巴顿、福特
F150 等特种 SUV 和越野车的专用防护改装涂料。
2018 年，凯倍汽车技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将此款涂料引入中国市场，做为 RAPTOR 大中国区独家授权进口商短短两年时间即已获得
众多特车生产企业、越野改装俱乐部及个人车主的青睐，全国超过 300 台的武警防暴车涂装了 RAPTOR 猛禽防护漆，深受消费者喜爱。

凯倍汽车技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86-21-54382160-101
邮箱：xu.chen@besystem.cn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源路 1356 号 A605 201108

RAPTOR 猛禽涂料的六大特性：

www.u-pol.com

高硬度及可调色
防护涂料

• 1升 套装    适用于修补与小型作业，覆盖面积大约2.1平方米，允许涂布两遍。

• 4升 套装
      适用于中型作业，覆盖面积大约8.4平方米，允许涂布两遍。

• 5升 桶装
     适用于大型工作与大批量调配，通常在工业和商业渠道，可节省时间和成本。

• • RAPTOR防滑添加剂 200克包装
     可以达到BS 7976-2规范要求的防滑效果。

硬度达 6H：具备超强的防护性能，砂石撞击和树枝刮擦不留痕迹。

哑光涂层：可以提供各种漆面纹理效果，细颗粒低调柔和，粗颗粒野性霸气。

颜色可调：满足色彩个性化改装需求。

超强抗紫外线能力：保护漆面十年以上不变色。

通过盐雾试验 750 小时，可以长时间在恶劣地形和环境下保护车身无损伤。

施工便捷：一把口径 2.0 以上的普通喷枪即可完成全部的喷涂工作。

色彩与纹理

高柔软度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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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测试

性能测试 测试标准 RAPTOR RAPTOR（U-POL 环氧底漆）

耐盐雾腐蚀性 ASTM B 117-16

Scribe creep 
( 两边最大宽度 )
250hrs: - 1.3mm
500hrs: - 2.6mm
750hrs: - 3.0mm

Scribe creep 
( 两边最大宽度 )
250hrs: - 1.05mm
500hrs: - 1.50mm
750hrs: - 2.32mm

防水性
ASTM D870-15 
(38ºC for 30-days)

轻微到适度的颜色改变 ( 褪色 ) 不起泡 轻微到适度的颜色改变 ( 褪色 ) 不起泡

耐磨耗性
ASTM D4060-14 
(CS-10 1000g wheel)

8590 次循环，直到磨到基层

铅笔硬度
ASTM D3363-
05(2011)e2

6H

附着力
ASTM D3359-09e2 
Method A

5A ( 无剥落 ) 5A ( 无剥落 )

防碎屑
ASTM 
D3170/D3170M-14 
(Physical Count)

23ºC:- 8 C
30ºC:- 8 B
0ºC: - 8 C

23ºC:- 8 B
30ºC:- 8 B
0ºC: - 8 B

抗冲击性
ASTM D2794-
93(2010)

23ºC:- 93 英寸磅 (10.5 焦耳 )
30ºC:- 70 英寸磅 (7.9 焦耳 )
0ºC: - 64 英寸磅 (7.2 焦耳 )

23ºC: - 68 英寸磅 (7.7 焦耳 )
30ºC: - 104 英寸磅 (11.75 焦耳 )
0ºC: - 46 英寸磅 (5.2 焦耳 )

产品型号与包装

应用领域

越野

商用

汽车 农业

船用

工业

型号 产品描述 包装 每箱

RLB/S1 1L 套装 黑色 6

RLT/S1 1L 套装 可调色 6

型号 产品描述 包装 每箱

OWNRLBV/200 200L 桶装 黑色 1

OWNRLTV/200 200L 桶装 可调色 1

1L RAPTOR   套装 200L RAPTOR   桶装

型号 产品描述 包装 每箱

RLB/S4 4L 套装 黑色 6

RLT/S4 4L 套装 可调色 6

型号 产品描述 包装 每箱

RLB/5 5L 罐装 黑色 6

 RLT/5 5L 罐装 可调色 6
RLH/5 5L 罐装 固化剂

4L RAPTOR   套装

5L RAPTOR   罐装

型号 产品描述 包装 每箱

REP/1LK 1L 套装 灰色 8

REP/5LK 5L 套装 灰色 1

型号 产品描述 每箱

GUN/VN 专业可调式喷枪 6

GUN/1 标准喷枪 5

RLTR/SM 防滑添加剂 200g 20

ACID/AL 酸浊底漆 450ml 6

GRIP/AL 附着力促进 450ml 6

RAPTOR 防腐环氧底漆

RAPTOR 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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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晔昕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房车地板革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所有产品均通过阻燃 , 环保等国家相关检测 , 并且已与国内
众多房车企业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专业定制，用心服务，安徽晔昕力求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

车  船  环  保  地  面  材  料  专家

■电话：18156836783          ■邮箱：sales@yeasin.cn          ■地址：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 200 号

专业定制   用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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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纯净  不止于轻

SEENDA房车游艇板辅料

SEENDA房车专用板相比普通板材轻20%，

可有效减轻房车重量，提升房车整体动力表现，降低油耗。

同色背胶PVC膜

T型封边条

高稳定性色素配方，长久使用不褪色、不黄变。
表面耐刮漆特殊处理，日常擦洗免受损伤。
抗静电抗污保护层，不易吸附灰尘、油污和污渍。
一体成型、无缝收边。 
特殊背胶涂层，稳定不脱胶。

表面平滑、无起泡、无拉纹、光泽度适中、表面和
背面平整、厚度均匀、宽度一致、硬度合理、弹性
高、质量好、耐磨性强、修边后封边侧面颜色与表
面颜色接近、不发白、光泽度好、家具成品整体色
协调。

平型封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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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quality,Serving�China

信隆⼯業集團·中国�

电话：0514�‒�80873898��13235259333�
邮箱：jiangsuunited@aliyun.com

地址：中国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开发西路217号

信隆工業

CHINA�RV�ACCESSORIES�������WWW.21RV.COM

信隆⼯業集團(⾹港)股份有限公司
江 苏 信 隆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江苏信隆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于2018年，是境外上市公司新茂⽊业集团和信隆⼯業集团在中
国⼤陆地区设⽴的唯⼀全资⼦公司。由信隆⼯業集团（⾹港）股份有限公司统领、全权负责⼤中华
区房⻋和游艇等中⾼端板材市场的运营。我们集团在东南亚拥有数家⼯⼚，产品畅销欧美、澳洲等
世界上最⼤的房⻋游艇市场，⻓期以来得到了市场的⼴泛认可，产品获得美国环境保护署的
EPA证书及FSC森林认证，使产品在保护⼈类健康和室内空⽓环境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甲醛排放
量低于国际标准，真正实现环保、健康。
���������本公司致⼒于引进国外先进的产品，能有效地提升我国房⻋和游艇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和
利⽤国外的优质资源，创新房⻋和游艇的⽤⼾体验。我们秉着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原则，真诚

期待与您携手共进，开创新时代！

海关进⼝货物报关单 ⽇本JAS标准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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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RV�ACCESSORIES�������WWW.21RV.COM

世界品质 ��
服务中国

进⼝超轻内饰板
���������采⽤美国、德国等进⼝PUR热熔胶贴合环保⽔性⾼分⼦膜⾄环保超轻基板上成型⼯艺，是欧美、
澳洲房⻋内墙板和天花板的⾸选内饰板材。

1、表⾯是环保⽔性⾼分⼦膜，质感饱满，款式多样，颜⾊持久，图案⾃然真实，装饰效果好。
2、基材是东南亚热带树种压制⽽成的实⽊胶合板，超轻⾼强，耐泡⽔，⼲燥快，性能好。
3、产品⽆⽓味，具有较好的防潮耐热性、耐磨耐污染性、耐寒防⽔溅，不易变形；不易受冬夏冷热季
�����节转换影响导致开层或⿎包，耐⽼化、耐腐蚀、耐擦洗、综合性价⽐⾼。

特点：

应⽤：各种类型的房⻋，游艇，模块化房屋内墙板和天花板。

规格：2440�x�1220�x 3 mm，由于饰⾯款式持续更新中，下单以样品款式为准。

CHINA�RV�ACCESSORIES�������WWW.21RV.COM

进⼝超轻家具板

�������信隆超轻家具板，被誉为世界级超轻板材，其使⽤热带轻⽊FALCATA/MERANTI/OKOUME/
ERIMA作为基材，BB/CC级超轻⾯板贴⾯。

1、超轻，硬度⾼，可塑性强，素板密度约360KG/M³，相对普通板材轻30%以上。
2、E0级胶⽔，甲醛释放量达到⽇本F4星标准；含⽔率约为9%。
3、素板双⾯砂光处理，使其光滑且保证平整度；易与各种材质的饰⾯贴合。
4、⽀持PP、PVC、PET、亚克⼒、ABS、HPL等贴⾯，可与铝型材配套使⽤，⽅便再加⼯。
5、素板胶合结构是单⼀的整⾯胶合层叠加，质量稳定，握钉⼒好。

特点：

应⽤：各种类型的房⻋，游艇，模块化房屋的家具板。

规格：2440�x�1220�x�5/9/12/15/18/24mm，由于饰⾯款式持续更新中，下单以样品款式为准。

1220   X   2440长X宽
MM

厚度 MM

环保等级
GRADE

层数NO.

每张重量
KG

3 5 9 12 15 18 24

约360kg/m³

日本 Japan F

3 3 5 7 7 9 11

3.21 5.35 9.6 12.85 16.07 19.28 25.71

密度kg/m³

参数

�������提供家具⽤铝型材，同⾊平型封边
条、T型封边条，同⾊背胶膜等配套辅件。�

配套型材和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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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板

规格  2340mm

材质  多层板

弯板

规格  2340mm

材质  多层板

弯板门板

规格  2340mm

材质  多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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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翻门铰链  承重 2.1KG

表面材质  钢制镀镍

开启角度  90 度

名称  薄们铰链  直径 26 杯

表面材质  钢制镀镍  门板厚度≥ 12mm

开启角度  95 度

名称  高牙丝钉

规格  4x15、4x25

表面材质  锌合金

营地车—卫生间

尺寸  1200x800x2200mm

重量  45KG

营地车—橱柜

尺寸  1560x550x900mm

重量  32KG

越野拖挂—卡座

尺寸  760x780x1560mm

重量  30KG

越野拖挂—橱柜

尺寸  1140x520x720mm

重量  35KG

越野拖挂—冰箱柜

尺寸  720x580x1560mm

重量  30KG

越野拖挂—储物柜

尺寸  1100x400x750mm

重量  25KG

营地车—上下床

尺寸  2000x1200x1600mm

重量  7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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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可达 2 度电

玩户外或者是自驾车旅行的用户对电小二这个品牌一定不陌生，高端玩家“侣行”夫妇还为此产品代言。其实，

户外电源在国内市场目前还处于半开荒的状态，而在国外非常流行。移动电源是户外旅行用户，拖挂房车用户

以及自驾车旅行用户最不能缺少的户外神器之一。本次，我们拿到了电小二品牌下的一款旗舰型产品户外电源

1100 Pro，现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电小二户外电源 1100 Pro 的名称已经标明了它的输出功率，
它最大可以输出 1100W 功率，总容量为 1002wh，也就是我们
俗称的 1 度电。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亮点：可以两款产品并联使用，
输出功率翻倍，最大为 2200W，总容量达到 2004wh( 近似 2 度电，
这 2 度电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后面通过一些简单的官方数据来
说明）。当然，如果您只是为了追求携带的便利性，单款产品也
能满足需求，而并联款则能满足更多大功率用电器的需求。

电小二户外电源 1100 Pro 在尺寸上把握的很不错，做到了
产品性能和便携性的有效兼容，整个产品自重为 10.6kg，对于一

这款户外电源可能是你户外露营的必备神器

般成年人来说提起来并不费力，即便是女性也能比较轻松拎起来。
尽管这款产品有点像大号的“充电宝”，但也不能总是拎着到处跑，
一般的户外应用场景只是从车上到露营桌椅之间较短距离，因此，
短距离便携即可。

电小二户外电源 1100 Pro 的把手采用隐藏式设计，平时把
手与产品壳体融为一体，使用时把手提起即可。作为一款打磨时
间比较长的产品，把手部分做工精细，考虑用户提起时对手掌的
拖拽力度，握持部分采用橡胶垫镶嵌，提起的时候就少了那种直
接触及塑料壳体的生硬感，整体来说还是很舒适的。

作为电小二产品的主视觉色彩，电小
二户外电源 1100 Pro 依然延续其他产品
的经典配色，橘红色搭配黑色的壳体设计，
其实细看它的壳体并非纯黑色，而是黑色
中带有一点棕色的感觉。从正面看，左右
两侧都带有散热口，左侧条格为进风口，
而右侧为出风口。

产品底部四个角都安装了橡胶垫，橡
胶垫上设计有凸出的小圆圈，主要是用于
并联时候更好的与另一款表面的同样凹槽
相契合，确保稳定性和防滑作用。

并联功能是电小二户外电源 1100 
Pro 最大亮点，壳体右侧设计有一个黑色
的并联接口，圆形的接口内部主要分为
两个部分，左侧 6pin 的公头部分，右侧
3 个母口部分。并联接口是这款户外电源
1100 Pro 产品的核心升级，开头我们已
经说过并联之后各种数据翻倍。

并联完成之后只是在高度上增加了占
用空间，对于横向空间上没有任何占用，
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通过前脸的主功能区就能看出电小二
户外电源 1100 Pro 这款产品的定位，这
款产品可以最大化输出功率和输出方式满
足不同用户用电需求。丰富多样的输出接
口，可以是低功率的小夜灯，也可以是高
功率的电磁炉，还或者是 PC 和手机都是
这款产品服务的对象。整个功能面板分为
4 个完整的区域，电源输入口，也就是充
电口。充电方式有 4 种：家用插座交流电
充电、车载直流充电、发电机直流充电和
太阳能电池板充电。而我们常用的一般是
AC 交流电和车载 DC 直流充电，如果使
用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并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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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左侧的 DC 直流电源输
出口，它配备的输出口几乎涵盖了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大多数充
电接口，如 12V 车载点烟器接口，USB-C 接口和 USB-A 接口。
车充支持 12V 10A 120W 的输出功率，USB-C 支持 18W 的输出
功率，USB-A 支持 12W 的输出功率。

另一部分是 AC 220V 交流电输出端口，这款产品配备了两个
交流电输出口，带有三相和两相插座，插座内部做了安全门处理，
防止小孩用金属物体戳插口造成危险。

在开启 AC 交流电输出端按钮的时候，内置逆变器正式开启
工作，会听到内部较轻的启动声音，随后几秒钟后声音便消失了，
不影响正常工作和休息。

通过产品标配的 AC 交流电源适配器来充电，充电器的型号
为 HKA18014075~6C，支持 100~240V 电压输入，2.5A 的电
流输入。支持 24V 7.5A 180W 的输出功率。实际上我们在使用
它充电的时候，LCD 显示屏稳定的输入功率基本在 140-145W 之
间来回跳动。根据官方所说的 AC 充电需要 7.5 小时，我们实测
从 25% 的余量开始充电，充满 100% 用时为 6 小时 35 分钟，如
果从馈电 0% 到 100% 可能和官方标称的数据略有出入。其他充
电方式用时分别为：发电机发电充电约 7.5 小时，车载充电器约
14 小时，200W 太阳能板约为 7 小时。

充电口右侧是一块 LCD 显示屏，带有背光灯适用于夜晚使用。
显示器比较人性化的地方在于，它是数字显示观看方便。屏幕可
显示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中间是一个电池的符号，最右侧是电
源的余量百分比。

以上三张图是将我们准备好的所有用电器同时进行放电而拍
摄的，我们准备的大功率用电器分别为 600W 烧水器、150W 电
动自行车、手机 3 台，笔记本一台。同时放电时，两个产品的屏
显数字分别为 384W 和 407W，由于没有特别大功率用电器，总
输出功率基本维持在 800W 左右，距离标称的 2400W 还有很大
的发挥余地。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时使用这些用电设备的时候，
该产品升温并不明显，而且也并没有噪音，所以晚上用电的时候
丝毫不影响睡眠。

这张图是上面用来烧水的电器标签，额定功率 600W，我们
实际倒入一瓶 500ml 矿泉水，烧水时间约为 6-7 分钟，到煮沸，
电量从 43% 降至 35%，用电 8%。

以上实测的用电器只是作为参考，因为实际续航的长短和户
外的温度，湿度，用电器自身的情况有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
款并联款电小二 1100Pro 的使用场景确实非常广泛，两款产品并
联之后可以获得 2200W 的最大输出功率，我们可以借鉴电小二
官方给出的数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并联的这 2 度电到底能干些
什么。如下：

综合上面为大家列出的续航时间，并联款能为 2300W 电磁
炉供电约 45 分钟，1050W 的洗衣机供电约 2 小时，800W 电钻
持续供电约 4 小时，330W 电饭煲供电约 5 小时，100W 投影仪
供电约 16.4 小时，18W 手机充电约 130 次等等。容量功率双叠加，
实现 2200W 功率及 2004Wh 容量，满足市场对 2000W+ 大功
率容量的产品需求，可为 99% 的电器供电。

总结：随着国内私家车越来越高的普及率，自驾旅行已成为
大众出游的主要方式，自驾露营野餐成为自驾旅行中更生活感的
户外娱乐方式之一。近几年，房车旅行也逐渐被人们所以接受，
成为特色旅行的代表，用电器的增多对电能的需求旺盛。作为新
一代的户外用电解决方案，强烈的市场需求正促使户外电源产品
方案不断发展创新、产业生态不断丰富，电小二 1100 Pro 这款
户外电源产品很好的解决了人们的户外用电需求。随着一年当中
重要的 618 电商节的临近，户外电源 1100 Pro 单款直降 700 元，
到手价 4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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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就能快速降温

车外是风景，车内是永恒不变的家。随着四季更替，我们有了温度上的变化。对于炎炎的夏季来说，空调是一

款房车内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近几年，随着国内房车不断升温，海外房车配件商开始把目光投入到国内房车

市场，打造的空调产品也多了起来。说起房车空调，多美达 IBIS 4 这款驻车空调是无论如何都躲不开的，虽然

这款空调面世不久，但是凭借着不错的口碑，成了新晋实力选手。实际用起来到底效果如何，本次我们通过实

际的使用来体验一下这款多美达 IBIS 4 空调的制冷、风噪和能耗情况。

多美达 IBIS 4 顶置空调实测体验

● IBIS 4 空调产品简述
多美达 IBIS 4 这款空调采用了比较常见的顶置形式，我们

可以看到房车顶部突出的部分是室外机。顶置空调的工作原理比
较简单，通过房车顶部压缩机使制冷剂循环，经由风机把冷空气
输送给室内机。室外机长宽高尺寸为 1112×758×224(mm)，突
出于车顶高度 224mm 应该算是比较具有优势的。安装方面，在
与顶部壁板连接的部分，应选择车箱体厚度在 30-60mm 之间房
车，才能保障车辆可以正常安装。当我们需要自己来更换空调或
者是自行改装空调的时候，应该注意房车顶部开框的大小，多美
达 IBIS4 车顶开口有 400×400mm 与 360×360mm 可选，基本
涵盖目前主流所有品牌房车空调的开孔。

轻薄，是多美达 IBIS 4 这款专用空调的最大优势之一，单纯
意义上来讲，一款房车的内部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能节约空间的
设备才最值得考虑。IBIS 4 室内机最大厚度也不超过 4 厘米，为
车顶省去了更多空间，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多美达 IBIS 4 空调分配有前后两排横条式出风口，作为一款
定位中高端的产品，并不能自动调节风向，必要的时候只能手动
来调节，这一点似乎有点不太便利。实际使用过程中，出风口的
风速比较均匀 ，刚启动空调的时候，室外机开始工作，车顶共振
明显一些，当压缩机正常工作之后开始慢慢减弱，具体对我们正
常休息和睡眠都多大噪音影响，我们在后面的测试数据中会详细
体现。

多美达 IBIS 4 设计人性之处在于，我们不仅能用遥控器操作，
还能用手指直接触控室内机上的黑色触摸屏进行操作。这对于我
们经常找不到遥控器的用户来说，简直太方便了。简单说一下我
自己的操作体验：不论是室内机的触摸板还是遥控器，当按下功
能键后，响应速度要延迟 2-3 秒时间，避免我们再进行功能的切换，
建议稍等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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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测体验环节
为了实际来体验一下这款多美达 IBIS 4 空调的制冷效果，我

们准备了温度计（两支，一只为电子温度计，另一只为物理温度计），
分贝仪，手机（用于连接车内的锂电池 BMS 系统），纸张（进行
实际数据的记录）。首先，我们选择的是旌航依维柯侧拓展房车，
布局是额头床 + 中置卡座沙发 + 长条沙发 + 车尾卫生间 + 厨房。
这款车配备的是多美达 IBIS 4 这款空调，空调位于车厢中间顶部，
以达到前后均衡的受热 / 制冷效果。

我们测试的地点在北京房车博览中心，实测时间为下午 3 点，
室外当天最高气温为33摄氏度，室内稳定后的温度为37.1摄氏度。
我们将从车内的两个区域（客厅和床位）进行测试空调工作的实
际制冷效果，接着是测试室内的各个区域在空调开启各种风速模

上图是多美达这款空调的遥控器，整体来说，还是经典的
设计造型，质感非常不错，握持感舒适。得益于在对备受称赞的
IBIS 3 上的技术改进，多美达 IBIS 4 则更为人性化，多美达 IBIS 
4 配备了功能强大的双转子技术压缩机，这可能是目前房车行业
中的首例，它能实现更加均衡的车顶装置陈放，降低振动频率。
除此之外，新款空调还保留了 IBIS 3 所实现的静音功能，对晚上
睡眠轻的用户尤其友好。对内部气流分配箱进行了重新设计，以
优化空调在车内的循环气流。首次在 IBIS 4 空调中引入了涡轮式
风扇，能在房车内实现快速制冷降温。

式的噪音情况和最终测试完的能耗数据。本次我们实测时间为 1.5
小时，测试过程或有环境因素的影响，大家仅作为参考。

下午 3 点，车内的客厅区域为 37.1 摄氏度，额头床区域的温
度为 37 摄氏度，我们以每 5 分钟一个时间节点来记录温度的变化，
在记录数据上，我们针对车内的沙发会客区和额头床区间进行测
试，卫生间不在测试范围之内，故不作赘述。我们在测试的一个
半小时之内，有将近 1 小时 10 分钟开启涡轮模式，也就是最大
的风速。涡轮模式最大的好处是，夏天晒了很长时间的房车，一
进去之后热浪迎面而来，最快的解决方式就是开启涡轮模式，随
着风速的加大，冷空气开始填充室内，达到快速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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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变化
我们通过实际的数据来看，客厅区域

位于车厢的中部位置，开启空调之后温度
有所下降，但是降温速度偏慢，原因是沙
发客厅正上方是空调内机，风向无法直吹
该位置。而额头床区域和车尾部分是冷空
气造访最多的地方，因此降速非常之快，
不到 20 分钟的时间，已经低于 30 摄氏
度。而作为体验者的我来说，当空调工作
25 分钟之后，额头床已经降至 27 摄氏度，
躺在床上稍微有点凉。客厅区域虽然还是
33.1 摄氏度的温度，从体感上来说，其
实已经明显凉快了很多。当时间达到 50
分钟的时候，客厅成功破 30 摄氏度，温
度整体已经均衡。额头床位置由于是半封
闭空间，冷气进去之后被前额头壁板阻挡
再行回弹，相当于走了一个来回，温度要
低很多，已经降至 24 摄氏度。最终，室
内客厅区域稳定在 27 摄氏度左右，额头
床稳定在 22 摄氏度左右。

● 噪声控制
作为空调产品来说，静音是比较重要

的一个方面，我们通过在不同风速情况下，
对室内各个区域使用分贝仪采集到的数
据。需要说明的是，白天测试状态下，难
免会受到外围环境的影响，比如室外的汽
车声音，蝉鸣声音等等，因此以上测试的
结果仅作为参考。在不同风速下，我们看
到数据变化整体来说并不太大，基本保持
在 40-60 分贝左右。如果我们从涡轮模
式直接切换到静音模式（夜间模式）的时
候，人耳的感知度会非常明显，感觉室内
突然就安静了，通过数值也能窥见一二。
根据噪声的分类等级，我们看到夜间模式
下，床位区域在 44 分贝左右，相当于室
内普通谈话类型，因此对我们的睡眠几乎
没有过多的影响。

我们选用的这款旌航测试车，标配 800Ah 锂电池，分为两组
（每组 400Ah），通过 APP 我们连接到电池 BMS 系统，可以直
观的看到车内的电池信息，测试的时候车内的电量并非满电，一
组锂电为 77% 电量，另一组为 66% 电量。从下午 3 点正式开始
开启空调到下午 4 点半结束，整个测试时间为 1.5 小时，几乎全
程为涡轮模式（最大风量）。根据多美达这款 IBIS 4 的出厂参数
设定，最大制冷功率为 1656W，刚刚启动空调的时候，功率最大，
最大可以达到 2100W 左右。实际平稳运行之后是非常接近额定
制冷功率的数值，而当我们将其切换到夜景模式的时候，基本会
稳定在 1000W 左右的制冷功率，这里我们所测试的模式都是调
节至最低 16 摄氏度的极限状态。测试一个半小时的最终结果就是
两组电池加起来耗电 43%，综合耗电量为 344Ah，约为 4 度电。

▲ 测试前电池的电量信息 ▲ 测试后电池的电量信息

总结：多美达 IBIS 4 这款新产品综合来说是不错的，轻薄且
耐看，节约室内空间，双转子动力设计，业内独创，足以说明是
一款非常强劲的产品。根据我们实际测试的数据结果来看，制冷
效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风量均匀，相对不足的是没有自动调
节风向的功能。得益于起静音模式的设计，大大的降低了风噪对
用户睡眠的影响，这个数据已经比较不错。耗能方面，我们采用
比较极端的测试，能耗偏高，对于用户自己来说，进入车内涡轮
模式开启半小时后切换成2档左右即可达到比较不错的降温效果，
晚上睡觉的时候将温度设定为 26 摄氏度定时，不仅噪音大大降低，
而且能耗也将大大下降，如果车内配合发电机使用效果更好。当然，
以上数据测试仅供参考，毕竟使用环境和车体的保温隔热也是影
响因素，希望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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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越野房车都叫好

对于家用车来说，车漆主要用来提升车辆美观，每个厂商都有着自己的代表工艺或颜色，比如马自达引以为傲

的“魂动红”，经过特殊的喷涂工艺，可以让红色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强烈的光影效果。房车不同于家用车，尤

其是硬派风格的越野房车，它们往往要面临更严苛的使用环境，车漆也要兼顾更高的耐磨、防水、耐久属性。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款适合房车或 SUV 车型的特殊车漆——锐博猛禽漆。

锐博猛禽漆再也不担心房车漆面划伤了

正如图片看到的这台基于 MAN TGM 底盘打造的探险者洲际
越野房车，全车车漆采用锐博猛禽漆，视觉营造出了磨砂较为粗
糙的颗粒感，触觉也有那种硬壳的质感。

据了解它的车漆厚度高于普通车漆 3 倍，强度可达到 6-8 倍。

事实上，锐博猛禽漆的调漆、喷涂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第一步按固定比例添加固化剂和色素；第二步摇匀，并核对颜色
混合情况；第三步就可以接上喷枪进行施工了。

整个风干过程1小时内表干, 12小时安装, 3天适用轻度负荷, 

总结：早期猛禽漆只被运用在皮卡货箱里，后来随着技术提升，
这种高强度、耐久性的防腐防锈涂料便出现在了包括船舶、农业、
地面防护等多领域，而一些喜好越野、穿越的 SUV 玩家也尝试喷
涂猛禽漆，以此加强对车漆的保护。通过这些运用我们足以看到
它的成功，如果大家经常远途自驾，又要面临严苛的驾驶环境，
不妨可以使用锐博猛禽漆，以应对各种复杂环境。（部分图片来
源于官方）

5-7 天即可承受重度负荷，这样看它的恢复速度还是很快的。

如果用户想获得不同的纹理效果，喷漆工人还可采取快速喷
涂方式获得粗糙颗粒表面，喜欢光滑表面的用户，只需添加稀释剂。
而喷枪施工距离、调整喷枪压力、利用滚筒和涂刷，同时可得到
别样的漆面效果。

盘点一下锐博猛禽漆的优势：首先，整体漆面的韧性较高，
这意味着当车体结构发生形变时，漆面并不容易出现龟裂现象；

其二，锐博猛禽漆具有不错的防水、防腐性，这点更适用于
多雨的南方城市，据了解在美国 ASTM 协会测试中，猛禽漆在模
拟 38 度的温水里浸泡 30 天，里边的金属材质并没有出现生锈发
泡现象，这意味着猛禽漆具有显著的隔水性。其三，锐博猛禽漆
的成本可控，它能节省 90% 的底漆以及完全不需要使用清漆。

其四，该涂料满足个性化定制诉求，喷涂师可通过一定比例
的色素、固化剂调出用户满意的颜色，让猛禽漆不再单调。另外，
如果配合防滑添加剂，这种涂料还能运用在乘用车踏板、特种车
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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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高端房车喜欢用这款冰箱

“冷冻区大一点，再大一点，冷藏区也不能太小 ......”，这是我们国人对房车冰箱需求的硬指标，或者说是对

所有冰箱的硬性要求。对于冷冻 / 长时间贮存食物的习惯，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就像我们每年入冬喜欢囤

积大白菜一样，求得一个安稳。我们喜欢长期出行在路上，如何保证不“断粮”？食物是一切续航的关键。本

次我们就来聊一聊赛特福德这款全新 T1156 冰箱，看看这款产品有哪些优点。

实拍赛特福德 T1156 冰箱

提 起 赛 特 福 德 T1156 冰 箱 就 不 得 不 提 它 的 兄 弟 款 产 品
T1152，有人说 T1156 是 T1152 的升级款产品，其实这是两款
不同的产品，目前都在同堂销售，根据用户的喜好来选择即可。
赛特福德 T1152 冰箱是在 2018 年发布的产品，由于对国内用户
的使用需求了解不够深入，所有这款冰箱的冷冻区偏小，而冷藏
区几乎占用了大部分空间。直到 2020 年，赛特福德专为国内用
户开发了一款压缩机冰箱，它就是 T1156，这款新产品在外形和
体积上与兄弟款 T1152 几乎保持一致，但是在冷冻和冷藏容积上
做出了巨大的调整，冷冻区进一步扩大，以此满足国内用户对大
冷冻区的使用需求。

以上两张图是我们在戴德房车上拍摄到的这款 T1156 冰箱，
也是国内率先选用 T1156 冰箱的房车制造品牌之一。它的外形尺
寸（高宽深）依然为 1500×418×567(mm)，自重仅为 38 公斤，
苗条纤细的身材非常适用于房车之内，并且占用空间少，是高端
房车绕不开的一款产品。T1156 这款冰箱的总容积为 141.5 升，
冷冻容积达到了 55 升，冷藏区 86.5 升，相较于前者 T1152 冰箱
的 18 升冷冻容积，T1156 的冷冻空整整扩大了 3 倍之多，实用
性大大提升，可见赛特福德冰箱业务对于国内市场的重视程度。

打开冰箱门，最上方舱内除了一些关于这款产品的简单参数
之外，我们能看出来这款冰箱是由赛特福德荷兰公司设计，在国
内组装的，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另外一点，我们会觉得赛特福
德冰箱一般都比较昂贵，其实除品牌价值、质量可靠和一些制造
成本之外，还有一部分在于认证的无形成本，比如我们看到冰箱
内带有欧盟 CE 的认证标识和带 × 的垃圾桶标识。进入德国销售
的电子产品法律规定，除 CE 认证以外，必须要具备 WEEE 认证，
就是这个冰箱内带 × 的垃圾桶标识，符合认证的产品才允许在产
品包装和产品上印这个垃圾桶的标识，这是考虑到其多年之后淘
汰不用给环保带来的压力和成本。尤其是房车上配件，涉及用户
在车内生活起居，呼吸，饮食等等场景，这种强制性认证无形中
提高了准入门槛和经济成本。一般的房车配件企业很难做到，或

者直接连门槛都达不到。

冰箱内采用的是搁板与抽屉组合的形式，也是便于用户储纳
不同食材而设计。我们看到 T1156 冰箱的抽屉底部带有微微下沉
的斜面设计，这主要是考虑房车在行驶过程中，一旦冰箱门弹开，
抽屉是不容易被甩出来的。当然每一层隔板外边缘也都有防跌落
的挡板。由于该冰箱是房车专用属性，在抗震方面具有比较高的
等级。

赛特福德 T1156 使用 12V 直流进口 SECOP 压缩机，具有高
效可靠的制冷性能。独特的背部通风系统分离了冷热空气，进一
步提高冷却性能。机身通风采用了赛特福德独有的集成换气系统，
无需在车身上增设通风口，大大简化了安装工序。根据赛特福德
官方资料显示：这款 T1156 冰箱能适应的气候类型可跨越亚温带
至热带，简单来说它适用于环境温度从 10 ° C 至 43 ° C，基本上
覆盖了国内大部分地区，普适性非常强。

T1156 的冷冻区在最底部，采用两层搁板和一层抽屉的设计，
储藏一个月左右的冷冻肉类食材基本不是问题。

T1156 有日间和夜间两种模式可选，由于它专为房车设计，
在节能降噪方面造诣较高。日间标准模式状态下 24 小时能耗为
0.62 度电，噪音 36 分贝。夜间模式状态下，能耗进一步降低为 0.54
度电 /24 小时，噪音将至 32 分贝。对于人耳听觉来说，基本上
感觉不到什么噪音。切换日 / 夜间模式的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冰
箱上方的薄膜键一键切换。在顶部显示“雪花”的按钮，用于调
节制冷程度，为 1-5 个档位，可根据环境温度来调节所需制冷量。
一般来说，当环境温度介于 16℃ ~25℃时，制冷设为 3 档最佳。
环境温度越高制冷档位越高，反之亦然。

关于售后维修方面，冰箱作为消耗品避免不了在使用过程中
发生故障，针对损坏的情况，厂家可以提供相应的维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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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未来房车用电理念

太阳能板作为我们房车上一个必备的核心配置和功能，它如何实现一个光能的转换，在选择太阳能板时何种类

型的太阳能板更适合我们呢？接下来小编要就向您介绍下今天的主角，是由南京小蓝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小蓝光伏系统。

目前国内主流房车大多 C 本就可驾驶，包含自行式 B 型、C 型，
甚至拖挂车型。国家相关法规里对房车的长度有明确要求，限制
在 6 米以内，这样一来对于设计师怎样压缩空间携带更多的能源
设施来说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相较于房车上常见的能源辅助
设备，给全车供电的太阳能板所占的空间和面积大小如何转化更
高的效率并且利于维护始终都是大众关心的焦点。

本期主角小蓝光伏系统是由柔性光伏组件、控制器、光伏线、
结构胶等产品所组成。

小蓝光伏系统自身技术过硬

小蓝柔性组件厚度薄至 1.7mm，与硬币作比较的话还没有硬
币厚，足以体现其轻量化的特性。

小蓝一块容量为 100W 的柔性板重量仅 1.4kg，面积 0.5 平
米，每 100W 组件安装尺寸仅为 1070×520（mm），组件实际
尺寸为 990×491（mm），工作温度范围是 -40℃ ~ ＋ 85℃，
最大保险丝额定电流 15A，具有高颜值、无焊带、重量轻、效率高、
厚度薄、环保、弯曲度高等特性，安装便捷；同时，厂家还提供
5 年质保和 12 年线性功率质保，凡购买的用户可享受超值的售后

服务。小蓝科技在售的房车光伏系统适用于自行式 A 型、B 型、
C 型及拖挂等车辆类型上。

太阳能光伏板的光电转换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首先太阳能
光照到半导体上的 p-n 结上，就会形成空穴和电子对，空穴是从
n 到 p 结流动，电子是从 p 到 n 结，这样就会形成电流。通过吸
收太阳热能后，发电后会通过连接线传输到控制器上，控制器的
作用在于控制它对电池的一个充电功能，对电池来说电量有时会
显示亏和满的状态，此时，控制器还可控制内部充电量的快慢和
过充的保护。电池在通过逆变器就可以给我们所使用整个房车的
用电设备进行供电保障。

在用小蓝科技 100W 柔性板做充电演示过程中，单张板在很
短的时间就已经给蓄电池充了 4Ah 的电能；如果安装在配有 600
瓦太阳能板，12V 600Ah 蓄电池的房车上，在光线好的情况下，

每小时可以发出 0.6 度电，蓄电池全容量为 7.2 度电，这样 12 个
小时就可以充满。

当 300W 柔性板充电过程中蓄电池电流为 10.92A（Im），
充电过程中，充电速度还会受到电池温度，电池电量的高低等环
境因素影响，就像我们的手机快充充电，前面充电速度很快，后
面就会慢慢降低，目的是保护蓄电池，延长使用时间。等到充满后，
就会维持一个几瓦到十几瓦的涓流充电，对蓄电池也是一个很好
的保护。

光伏组件中的导电背板二维封装技术，零焊接，采用行业前
端的含氟材料背板具有耐气候性、具备耐紫外、耐高温、耐高湿、
耐盐雾等特点。后期清洁维护也非常方便，由于表面光滑，表面
杂质经过雨水或自来水一冲就掉。含氟材料的热分解温度 316℃
以上，长期使用温度在 -40~150℃，脆化温度 -62℃。如果采用

上图中 1 块柔性板容量是 100 瓦，三块板加在一起就是 300 瓦，当光线好的时候，每小时可以发出 0.3 度电，然后经过控制器，充入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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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为例，300 瓦太阳能板搭配 12V 60Ah 蓄电池的情况下，在光线好的情况下，每小时可以发出 0.3 度电，

充电过程中蓄电池电压读数为 13.2V，一般为 12.6 ～ 14.4V 之间为正常。

通过上述对比图也可看出常规的柔性组件和小蓝柔性组件之间所在差距，相比较小蓝柔性组件更加环保、美观、实用且利于日常维护。

刚性组件 普通柔性组件 小蓝柔性组件

固定方式

方式 胶粘、加装栏杆 胶粘 胶粘

优劣

胶粘不牢固
加装栏杆，增加
自重风阻加大，

耗油大

牢固、安装便捷 牢固、安装便捷

外观 一般 美观 非常美观

重量 重 轻 超轻

效率 ★★★★ ★★★ ★★★★

限高风险 有 无 无

重心变化 重心上移非常明显 重心上移较明显 重心上移少

序号 常规柔性组件 MWT 柔性组件

1

为了增加组件的机械强度添加了玻璃纤
维材料，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如E玻璃和‘475’
玻璃纤维在 2B 类致癌物清单中、连续
的玻璃纤维在 3 类致癌物清单中

背接触光伏组件使用氟膜和金属导电
箔，具备优良的防火性和阻水性

2
凹坑设计具有哑光效果但是极易聚集灰
尘，且很难清洗干净

平面的前膜结构无集灰区域，具备自清
洁能力 ( 正常雨水及洗车即可清洁干净 )

3
焊带会造成反光，遮光，降低受光面积，
影响发电量。并且形成—定量的光污染。

背接触电池结构产品整体—致性较好，
更大的受光面积，带来更多的发电量

4 焊带含铅 无铅设计更环保

5 外观凌乱 美观性极高

6
有焊带和非常多的应力点，无损柔韧性
差，容易导致电池片隐裂

无焊带，无应力点。冷热交替不会有压
力。无损柔韧性高

7 无

我司房车光伏系统所应用的 MWT( 金
属穿孔卷绕技术 ) 是国内唯—参与日本
VIPV ROUND-ROBIN TEST( 车载集成
光伏循环实验 ) 的技术

8
合格的常规柔性组件运行过程中不会过
热

由于整块铜箔起到一定的散热，组件在
同等工作条件中温度比常规技术更低 4
度

9
多数常规柔性组件并未采用含氟背板，
容易起皮发黄

严格采用光伏行业排名前两位上市公司
生产含氟背板

部分不合格的柔性组件，使用 PE 材料（聚乙烯）作为背板，也就
是普通塑料，日常使用会容易出现起皮、发黄等现象。

接线盒内部加了两个旁路二极管，作用在于软板表面一旦有
树叶或其它东西遮挡，它会跳开被遮挡的这一排，其它软板还会
继续补充电量，保持工作正常，虽然发电量会受到一些下降等影响，
但会比其它同类型产品发电量下降相对少一些。

小蓝柔性板具有弯曲度高的特性，弯曲半径最小可达 0.25M；
另外，还具有重量较轻的特性，与其它在售太阳能硬板重量对比
就可看出其轻量化的理念—小蓝科技 1000W 柔性组件重量仅为
14Kg，同样为 1000W 的硬板，重量则为 70-75kg。

小蓝柔板背面为整张铜箔，散热效果极佳。无损安装，结构
胶直接黏贴，无需破坏车顶原有结构。

小蓝光伏组件采用 MWT 技术半导体封装，国内先期通过了
严格的冰雹测试，是国内少数几家拿到 TUV 认证的房车柔性组件。
TUV 标志是德国 TUV 专为元器件产品定制的一个安全认证标志，
在德国和欧洲得到广泛的接受。小蓝科技使用木箱作为包装箱，
内部使用泡沫棉填充，保证运输过程中组件安全，每箱仅装 12 块
组件。

总结：房车顾名思义就是开车它去远行，享受高质量的房车
露营生活，供电保障这方面太阳能板最为重要，目前房车配件中
太阳能板大多以硬板为主，相信用过的车友评价都会好坏参半，
好处是市面上非常普及，应用广泛，相对售后维护也很方便；另
一方面，现有的车型大多自身外观体积非常高大，重心高、高速
稳定性差、限速及市区内限高等要求，安全隐患就会随之增大，
尤其对于市区内穿梭非常不便。这么一来，文中开头提到的小蓝
光伏系统所体现的价值就会显现出来了，好多人会纠结到底是硬
板好还是软板好，对于未来房车设计理念来说，轻量化及低重心
地板这两大设计理念将逐步形成主流，简单化、轻量化就意味着
房车允许携带更多的行李和物资，有助于提升房车的市场竞争力，
如果采用硬板，油耗相对也会增加。（文章部分图片由小蓝科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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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能源柔性太阳能板寿命不行？

关于柔性太阳能板，车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使用寿命。我们都知道，一般太阳能电池片只要发生隐裂，

它的发电效率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没有电量。柔性太阳能板主要安装在房车曲面处，经历风霜雨雪，在长期震

动、弯曲、紫外线照射的环境下很容易发生隐裂，使用寿命大打折扣。

从工艺到实测拆解给你看

● 工艺的影响
一、不同数量的接线盒有什么差别？
大家经常看到有一些柔性组件只有 1 个接线盒，而 RENOGY

如果新能源的则有 2 个接线盒。那为什么配有 2 个接线盒呢？这
要先看看接线盒里面有什么。

每个接线盒里面有一个二极管，每一个二极管可以保护两路
的电池串。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个二极管或者有一片电池片损
坏以后，另外一边的电路是可以正常发电的。如果组件只有一个
接线盒，里面有一个二极管，任何一块电池片损坏，或者它的连
接上出现任何异常，整个组件就完全不能再使用了。这就相当于
缩减了它的使用寿命。

总结：多一个接线盒，是为了多一个二极管，从而保障阴影、
损坏的情况下，整体组件还可以局部发电。

二、接线盒内，为什么要灌胶？
组件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风吹雨淋是常态。灌胶是防水防潮

的保护。别小看灌胶工艺，这需要非常专业和谨慎的产线操作，
否则会导致二极管线路的损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组件会选择
不灌胶。

● 封装材料的影响
一、封装材料被阳光分解老化后，组件必然报废
柔性组件常见的封装材料是 PET，也就是涤纶树脂。一般来讲，

PET 材料寿命是 3-5 年，未经特殊处理，在紫外线下很快会分解
老化。老化后，对太阳能电池片的保护能力骤降，随着时间推移，
产生电池片隐裂，最终整个组件不发电而报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RENOGY 如果新能源采用了 ETFE 薄膜，
是最强韧的氟塑料，它保持了良好的耐热、耐化学性能和电绝缘
性能的同时，耐辐射和机械性能有很大程度的改善。ETFE 膜应用
的典型案例就是水立方 -- 世界最大的膜结构工程。品质极佳的同
时，伴随的就是价格成本确实要高。

总结：封装材料一定要有很强的耐热、耐化学性、电绝缘、
耐辐射和机械性能，从而保障对电池片的保护。

二、为什么有的能弯 30°，有的能弯 248°？
不同工艺，导致了弯曲度差异非常大。大家所了解的，电池

片是极易损坏的“薄脆”物质，用手轻轻一拿就会断裂。为了让
组件发生弯曲，一般的工艺是先将电池片组串，然后在“串列”
之间进行连接。但该工艺的弊端是，连接处易折断，特别是发生

侧面冲击时，更容易发生断栅。
因此，RENOGY 如果新能源采用了【特殊的高分子复合纳米

材料】，这也是这款产品的核心专利技术。利用纳米技术，将外
力进行分散，从而保障了电池片本身不发生形变。在长期弯折、
震动的环境下电池片不隐裂，功率不会衰减。

总结：
① 无论是柔性组件，还是边框玻璃组件，发电效果不仅仅和

电池片等级有关，更是和工艺有关，长期风吹雨淋，比拼的是产
品长期可靠性。

② 封装材料一定要有很强的耐热、耐化学性、电绝缘、耐辐
射和机械性能，从而保障对电池片的保护。ETFE 价格虽高，但为
首选。

③ 多一个接线盒，是为了多一个二极管，从而保障阴影、损
坏的情况下，整体组件还可以局部发电。房车旅行环境多变，需
要考虑局部遮挡。

RENOGY 如果新能源，始终选择高品质的原材料，严谨科学
的工艺及生产管理，为用户提供可靠的产品和服务。成为用户最
放心、最安全的那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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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直流变频技术可电瓶直接取电

房车可以说是新时代的游牧生活方式，因此，房车旅行的舒适性显得尤为重要。夏季出行或冬季在南方温暖地

区旅行时，车辆停放在艳阳下一段时间后，车内温度会大幅上升，甚至会给人一种进入桑拿房的错觉。因此，

车内温度是很多人在房车旅行中考虑的重点。

KME 多款房车空调简介

目前，解决车内温度过高最快速的方法就是通过房车专用的
驻车空调来给车内降温，但目前房车驻车空调大多数都是由 220V
电源带动，需要打开逆变器，或者打开发电机，亦或者使用外接
市电。但是本期用车文章为大家提供了一种解决房车出行的新方
案——KME 12V/48V 房车专用直流变频空调。

刚刚进入 KME 产品展示厅，小编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屋中琳琅满目各种室外机、室内机，全部由地面上的车用蓄电池
供电，无需逆变。当然，按照不同车辆的电压需求，KME 的空调
分为 12V 供电、24V 供电、48V 供电三个版本，而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发电机也可直接供电。

KME 的房车空调都是内外机分体式设计，如此一来，就能将
压缩机和冷凝风机的噪声隔绝在车外，这一点与我们的家用空调
有些类似。空调外机按照结构可以分为顶置款、后背款和底置款；
而空调内机按照结构可以分为上出风内机、下出风内机、风管式
内机。多种组合，可任意搭配，可满足不同车型和场景的使用需求。
另外，KME 的空调无论是行车还是驻车都可使用，一机两用，省
钱省心。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看下 KME 旗下几款空调的特点。

● K12TS 12V 顶置款房车专用空调
K12TS 是 KME 最经典的一款顶置空调，日本众多房车的空

调都会采用这一款，而在国内，卫航 V80 B 型房车、宇通 B310
房车、程力雅舒特等多款车型所采用的也都是这款空调。K12TS
室外机的长宽高尺寸分别为 630×430×248（mm），较低的高度，
基本不会影响车辆通过限高，也减少了风阻系数。空调室外机外
壳采用 ABS 高分子复合材质，整机重量仅为 20kg，可以减少对
车顶的压力，并且让整车轻量化效果更好，降低油耗。空调使用
12V 直流电即可驱动，最大额定输入功率为 900W，最大额定输
入电流为 75A，使用原车蓄电池就能轻松带动。

空调的风机采用了意大利原装进口风机，整体稳定性更优异
且使用寿命更长。另外，KME 这款 K12TS 空调还获得了欧盟 CE
和 E-MARK 安全认证，且产品整体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在
产品稳定性方面更有保障。

室内机分为上出风口和下出风口两种版本，上出风口版本长
宽高分别为 650×160×280（mm），重量为 6kg。下出风口版
本的长宽高分别为 700×200×340（mm），重量为 6.5kg。无论
是哪个版本，都采用了进出风在同一面的设计，可以节省安装空间。
冷媒采用的是 R407C，这是一种不破坏臭氧层的环保冷媒，且特

性与 R22 二氟一氯甲烷（氟利昂的一种）几乎完全相同。虽然是
无氟制冷，但制冷量依旧达到了 2500W/9215BTU，按照我们常
说的空调匹数换算，大约是 1 匹。对于房车 10 平米左右的生活
空间而言，其制冷量完全可以使车内快速降温。

我们都知道，房车长期处于行驶中，车内的各个电器都要经
受长时间的颠簸震动，而 KME 房车变频空调在设计之初便考虑
到房车使用环境，并通过了军用产品测试机构按照车辆振动要求
的严格振动测试； 保证了优秀的抗震性能。同时，还经过了零下
40℃ -65℃的高低温耐候性测试，使其可以适应各种恶劣路况和
环境。另外，这款房车专用空调采用行车驻车一体式设计，做到
了“一机两用”，满足了车辆的全部使用条件。

空调室内机既可以利用遥控器操作调控温度、风速、开关，
也可以直接在空调上直接进行操作，避免了房车旅行中找不到遥
控器带来的尴尬。空调室内机的右上角，还集成了一块小屏幕，
用来显示温度、风量等关键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KME 这款房车专用变频空调的滤网采用可拆
下清洗的形式，可保证良好的车内空气质量。在室内机左侧设有
滤网的安装口，拉住卡扣就能直接将滤网抽出，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同时，滤网采用了柔性材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弯折，即便是在
房车狭小的空间内，也能轻松清洗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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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2BS 12V 后背款房车专用空调
K12BS 是 KME 推出的一款背挂式空调，由于是背负在车尾，

所以这款空调特别适合升顶房车。目前齐星房车旗下多款房车都
所采用的就是这款空调。K12BS 室外机外壳采用 ABS 高分子材
质打造，长宽高尺寸为 410×205×625（mm）。另外，这款空
调是 KME 目前在售空调室外机中，重量最轻的一款，整机重量仅
18.5kg，可减少车身负载。

这款的空调风机同样采用了意大利原装进口风机，整体稳定
性更优异且使用寿命更长。同时，KME 这款 K12BS 空调还获得
了欧盟 CE 和 E-MARK 安全认证，且产品整体由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承保。另外，KME 还针对这款空调进行了振动测试、老化试验、
盐雾试验和寿命试验等，在产品稳定性方面更有保障。由于室内
机和 K12T 完全一致，在此就不多赘述了。

● K48UX 房车专用空调
K48UX 这款空调属于定制产品，是由上汽大通 MAXUS 房车

定制的一款 48V 空调，目前上汽 MAXUS 生活家 V90（RV90 C）、
旅行家 V90（RV90 B）两款房车所采用的正是这款空调。由于该
空调直接采用了 48V 驱动，可以更好的匹配 48V 电路系统。整机
采用底置空调外机设计，不会影响车身高度，特别适用于小额头
房车。室外机长宽高尺寸为 500×300×260（mm）。由于底盘
位置会经常受到飞溅石子、泥沙、积水等影响；因此，这款室外
机采用的是金属材质外壳，耐用性更强。不同于其它几款空调，
K48UX 采用了双风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起到热交换作用。整机
重量略重于其它几款空调外机，达到了 27kg。

由于是定制化产品，因此，室内机上有很明显的“MAXUS”
标识。这款室内机的长宽高分别为 700×200×340（mm），重
量为 7kg。该空调依旧采用了进出风一体式设计，可以更好的节
省空间，造型很像家用窗式空调。冷媒同样采用了 R407C 环保冷
媒，制冷量为 2700W/9215BTU，按照我们常说的空调匹数换算，
大约是大一匹。对于房车 10 平米左右的生活空间而言，其制冷量
完全可以使车内快速降温。

空调扇叶分为四个区域，均可以进行左右、上下调节，可满
足不同位置的风向要求。另外，K48UX 这款空调同样既可以在空
调上控制温度、风量，也可以使用遥控器控制温度、风量。

除了传统的挂壁式室内机，K48UX 还可选装风管式室内机。
风管式室内机的长宽高尺寸为 440×235×395（mm），重量为
13kg，风管式室内机一般都会隐藏在车内柜体中，并通过风管导
向车内。车内空调出风口的样式有些接近行车空调。

● KME 的其它产品
除了房车专用空调外，KME 还有全直流冷冻冷藏机组、船用

空调、卡车空调等产品。值得一提的是，KME 的卡车空调标配于
日本五十铃 GIGA 卡车，同时，KME 向德国伟巴斯特出口车用全
直流变频空调也已有多年，可以说，已经经历了日本和欧洲国家
的市场认证。

总结：全文过后，我们对 KME 空调进行一次小小的总结。
无需开启逆变器，仅凭借蓄电池就能带动；同时，搭载变频技术，
并且采用行驻车一体设计，可以有效节约电量并降低用车成本。
这对于车友而言，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另外，专业化和差
异化，是 KME 的发展战略；不断研究前沿技术，创造核心竞争力
是 KME 的立身之本 , 在现有产品之外，KME 也可以为合作伙伴
提供定制化产品，以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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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那些用心的小细节
人性化设计才能得心应手

近几年，国内房车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选择了房车旅行。但是，我们

在选购房车的时候应该明确自己想要的功能是什么，哪些小功能能够让我们的房车生活更

加便捷。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一下，房车上的一些人性化的小细节设计，能够让我

们使用时更加得心应手。

● 高度可调的外置厨房
很多车友在使用房车的过程中，都会

享受自己烹饪的乐趣，房车的厨房分为室
内厨房和室外厨房，由于房车空间相对较
小，不适合在车内烹饪一些油烟较大的食
物。外置厨房避免了油烟的侵扰，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了用户的最佳选择。然而现在
大部分房车的外置厨房开设位置非常低，
导致我们在实际使用灶具做饭的时候必须
弯曲着身体，会感觉非常累。

而这几年，已经有房车厂商生产出了
可升降式的外置厨房，用户可以按照自身
的身高比例以及烹饪喜好，对外置灶台的
高度进行调整，这样做饭的时候就不用“弯
腰低头”了。

● 柴油炉
驾驶房车走过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朋友

都知道，前往海南使用轮渡时、进入西藏
和新疆时，是不允许携带液化气罐的。卡
式炉虽然可以进入新疆、西藏、轮渡，但
由于气罐需要经常更换且火力相对弱于燃
气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使用便利性。

近几年新推出的房车中，逐渐推出了
柴油灶外置厨房的版本，取油方式是直接
从原车油箱或者从副油箱中取油，避免了
不允许携带燃气罐的尴尬。柴油灶目前分
为明火灶和无名火灶两种，明火柴油灶与
传统的燃气灶相差无几，火力也比较旺。
无名火柴油灶则更像是电陶炉，通过加热
灶台表面的方式进行烹饪。

● 带有儿童座椅接口的汽车座椅
驾传统的房车几乎无一例外，会客区都是采用卡座沙发的方式；虽然卡座沙发拼床后

的平整性比较好，但靠背相对直立且不可调节，长期乘坐的舒适度相对欠佳。另外，随着
房车的不断普及，房车早已不再是退休老人的专属，很多青年、中年人也会选择带上家人
一起房车旅行；传统的卡座由于没有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接口，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携带儿
童出行。

近几年，国内的房车开始逐步利用汽车座椅替代传统的卡座。汽车座椅首先在包裹性
方面会比传统的卡座更好，且靠背角度可调节，长途驾驶时舒适性更好。另外，汽车座椅
一般都会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接口，可以让小朋友更安全且舒适的乘坐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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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型车外拓车体
很多用户都很喜欢 B 型房车后横床的

布局，驻车之后打开后门，躺在后床上有
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但
B 型房车的车身宽度一般在 2 米左右，车
身上半部分还采用收紧设计，去掉墙体厚
度，一般 B 型车后横床的长度在 1.8 米左
右，身高较高的用户只能斜着睡；如此一
来，用户睡眠所占据的空间就会与厂商、
经销商所宣传的“后置双人大床”有些许
出入。

近几年，国内很多后横床的房车采
用了两侧车窗重新开模，拓宽设计的方式
将后横床的长度加长。譬如景宴栖 599、
巴赫 5、卫航 V570 等车型，经过车身重
新开模后，车尾横的长度可以达到 2 米甚
至 2.1 米，增添了车尾床睡眠的舒适性。
这个设计其实在欧式 B 型房车中比较常
见， 诸 如 德 国 Westfalia、La Strada、
Hymercar，都能找到对应设计的车型。

● B 型车无中门设计
B 型房车最大的劣势就是车身尺寸

相对较小，车内空间不大。近几年国内部
分房车品牌针对此情况推出了一些无中门
房车，譬如卫航旗下的 V500 无中门版、
V570 无中门版、V590 无中门版……取消
的中门处，车外配备了完整的户外厨房，
抽拉式燃气灶、户外折叠桌板，不仅节省
出车内的空间，也为户外做饭提供了功能
设计。另外，无中门房车的车内空间也将
原本的中门设计了更大的车内厨房，操作
起来更加方便。不仅如此，取消了中门设
计后，房车的车内空间看起来也更加通透。
（无中门房车图片来自卫航房车官方）

● 纵置升降床
随着 T 型小额头房车的不断普及，电动升降床逐渐成为了房车配件中的“新宠”，但

多数均横置吊床，睡在内侧的用户晚上起夜如厕时，必须越过外侧的用户，如此一来便会
很容易惊扰到对方。另外，横置吊床的床板厚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吊床下方储物吊柜
的布局，要么没有储物吊柜，要么储物吊柜尺寸偏小。

近几年，也有一些创新的厂家，将横置吊床改为纵置吊床，飞翔旗下很多车型都采用
了此设计。此设计不仅可以使吊床的长度更长，用户在上下床时也基本上不会打扰到对方
的休息。另外，纵置吊床的设计也可以让储物吊柜更好的布置，增加了车内的收纳空间。（吊
床图片来自飞翔房车官方）

● 卫生间的创新设计
这两年，房车卫生间也是各大厂商关注的重点。譬如铂驰铂

钻房车的干湿分离卫生间设计，不同于其它 C 型房车通过隔断门
实现干湿分离的设计，它采用了两个独立区域的全新设计。左边是
独立的洗漱、如厕区域；右边为独立的淋浴区域，且两侧区域均配
有换气扇。如此设计，使得“干湿分离”卫生间真正意义上可以满
足两人同时使用。

而干湿一体式卫生间，小编觉得最值得称赞的是飞翔的设计。
其在座便器下方和后方增加了两根滑轨，不使用时可以向后方移
动，增加洗澡的空间。（干湿一体卫生间图片来自飞翔官方）

我们在房车旅行中，经常会洗衣服，近几年房车也纷纷配备
了家用洗衣机或房车专用洗衣机，方便了我们日常洗衣。但洗衣后，
如何晾晒是一个问题。很多车友都会将洗过的衣物放在遮阳棚下
方晾晒，风沙较大时晾衣服会显得很不方便。而我们在戴德自由风
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在卫生间内部配备了一根晾衣拉
绳，在不使用卫生间时可以用来晾晒衣物，增加了便利性。

总结：其实房车中用心的设计还有很多很多，在这里就不
一一列举了。随着国内房车行业的不断兴起，新的房车厂商也是
不断涌现，为了提升自己的产品力，各大厂商不断吸取用户的反馈，
并做出很多有意思的小设计，这也促使了国内房车产业向良性化
的方向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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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火气这么大 结合案例
房车自燃等现象引发的安全思考

如今人们的生活品质、物质需求都在逐渐提高，生活态度也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出游旅行便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熟知，每逢节假日人们都会携三五好友结伴而行或以全家老小总动员的形式开始游玩之旅，房车旅行自然是

众多交通工具中最特别的一种出行方式，不像自驾车、火车、游轮或飞机等交通出行方式，房车出行完全可以

解决一路上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时间及路程完全由自己支配，这样就省去了很多不便的因素。但近些年随着房

车逐渐走进普通百姓的视野中，随之发生在房车上的各种突发情况也让大家始料未及，比如房车质量、性能、

水电和安全等方面因素，其中安全方面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由于近期国内外房车自燃等现象频繁的发生，所以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来简单说下安全对于房车多么的重要，需要注意以下哪些事项。

案例一     事发地点 :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苑小区院内

据悉车主也是该小区的居民，他当时正在车内使用柴油炉做
饭，结果柴油炉引发房车地板高温起火，他第一时间用灭火器灭火，
但由于火势迅速蔓延导致无法控制，事故发生后，虽然消防救援
队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灭火，但房车最终也只剩下个空壳，
所幸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除房车外也无其它财产损失。

案例三

2020 年中旬，安徽合肥一辆 71 万元落地的改装房车在高速
上突然自燃，据车主说，当时离合器突然松脱，踩下去没有回弹
迹象，导致车辆熄火，幸亏车主及时控制好方向盘在应急车道安
全停车后，第一时间灭火及拨打救援电话，不料引擎盖处开始浓
烟滚滚并出现明火，所幸车内配置的天然气罐由于扑救及时未发
生爆炸，当救援赶到后房车只剩下骨架，车内价值 30 万余元的财
物均已烧毁，一车五人均无生命危险。

案例五

据报道，距离加拿大边境附近的美国华盛顿州本顿县最近发
生一场房车自燃事件，当地一名消防员家中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共
四人均在这场大火中不幸丧生。事发前，他们一家刚搬到这里，
据尸检报告，四人均因吸入过多性烟雾而窒息身亡。经调查发现
房车里并没有安装烟雾探测器，火灾可能是由电路过载引起的。

案例二     事发地点 : 上海市普陀区南泉苑小区院内

据悉该车型价值 50 万左右，车辆当时停在自家车位上，起
火时并未进行充电，由于火势迅速蔓延导致无法控制，火势后来
也波及了附近的居民楼，事故发生后，虽然消防救援队员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进行灭火，但房车目测只剩下驾驶舱及底盘依然可见，
车内配套设施基本都被烧毁，目前，起火原因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中。

案例四

就算是资深玩家有时也无法预测未来的情景，如同上图，
2020 年 4 月，一对小夫妻购入一辆二手进口拖挂房车，由于突发
疫情的缘故，二人本想八月下旬带着家人开启房车之旅时，噩耗
也在悄然而至的接近中，就在某天清晨，夫妻俩因打开自带的燃
气取暖器而导致房车内爆燃，致其夫妇二人不同程度的严重烧伤，
经过多次沟通后，至今房车厂家及公司相关负责人尚未明确表态，
事态还在进一步观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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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以上案例，房车自燃包括电路系统、板材用料、燃气管路、
超载及私自改装等多方面因素；所以房车安全应该永远排在第一
位，尤其是当大家享受房车生活的同时更应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杜绝各种危险隐患。对于喜欢房车的人，特别是热爱改装的人，
都会有改装房车的想法，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改装房车到底合不
合法，其实，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房车在改装方面是
有明确规定的，对于如何合法改装房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小编
总结了以下几点，仅供大家参考：

一、改装房车必须按照旅居车公告里的标准来执行：

我们正常购买的房车均是有国家工信部备案的旅居车公告的，
而且改装也需要严格按照公告的内容来执行。如果使用非旅居车
公告的底盘来改装房车是无法正常上牌的。如果您使用的是已经
上好牌照的面包车改装成房车或床车话，那么就属于非法改装了。
改装必须要有专业的团队或者厂家的相关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才可
以进行改装，且满足厂家相关配置的规范和标准，而且私自改装
或加装行车发电机、锂电系统、太阳能板，超出该车型规定范围
内的标准从而导致的车辆自燃等现象，厂家都拒绝赔偿的。当夏
天来临时，各位小伙伴需要注意，车内各电器的散热功效是否正常，
不要采用伪劣产品，虽然如厂家介绍车内板材有防火功效，但毕
竟车内空间有限，大多采用木质板材，高温容易导致易燃；另外
采用伪劣电瓶时如果长期摩擦也会导致电流穿刺，摩擦起电、漏
电的情况，所以房车改装一定要按照相关规定，切记不要非法改装。

二、如何合法改装房车须知以下内容：

改装房车首先要购买带有旅居车公告的房车底盘，后期改装
要严格按照旅居车公告里的标准执行。比如：如今市面上部分厂

家拥有五菱、福田面包车底盘的旅居车公告资质，您就可以选择
使用这些底盘进行改装房车。同时，改装的内容需要与厂家公告
的内容保持一致，即可正常上牌，包括了整备质量、核载人数、
车身尺寸，是否带有睡具、桌椅、卫生间等。此外还包括市面上
常见的依维柯欧胜、福特新世代全顺、上汽大通 MAXUS V80、
上汽大通 MAXUS V90、东风御风、江淮星锐一类的传统轻客底盘，
也有金杯海狮、福田风景 G9、福特新全顺一类的小型轻客底盘，
更有金旅考斯特、五菱 S 系列、中通 LK6601 系列一类带有旅居
车公告资质的中巴底盘。

您在改装房车时也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1. 房车的内部改装，从布局设计到水电施工，再到后期的装
配问题，如材料从哪里买？网上购买？还是自己 DIY? 环保标准是
否能达到要求？

2. 您的改装预算最终金额与原厂房车的价格相差多少？是否
划算。

3. 改装完成后的行驶安全性能，比如车身的前后配重比，如
果头重脚轻，高速行驶更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左右偏重，又会导
致轮胎磨损不均匀，久而久之，爆胎及翻车的机率则会增多。还
有房车改装完成后的整备质量是否已经超过底盘本身的承载能力
等。

三、燃气系统中这个环节也很重要：

目前大部分房车为了方便用户做饭烧水，在房车内配备了燃
气设备，在整个燃气系统中有一个装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
就是气压调节器，我们也常常称之为减压阀。它可以将气罐内的
气压从最大 1600000 帕斯卡降低到 3000 帕斯卡，从而降低房车

目前网上可查到的火灾可燃物的类型和燃烧特性分为A、
B、C、D、E、F、K 七类：

A 类火灾：指固体物质火灾。这种物质通常具有有机物
质性质，一般在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如木材、煤、棉、
毛、麻、纸张等火灾。

B 类火灾：指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煤油、
柴油、原油，甲醇、乙醇、沥青、石蜡等火灾。

C 类火灾：指气体火灾。如煤气、天然气、甲烷、乙烷、
丙烷、氢气等火灾。

D 类火灾：指金属火灾。如钾、钠、镁、铝镁合金等火灾。

E 类火灾：带电火灾。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F 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K 类火灾：食用油类火灾。通常食用油的平均燃烧速率
大于烃类油，与其他类型的液体火相比，食用油火很难被扑灭，
由于有很多不同于烃类油火灾的行为，它被单独划分为一类
火灾。

中气动装置的工作压力，使用燃气系统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如果在路上使用燃气系统，则需要安装碰撞传感器的气压
调节器，如果车辆发生碰撞它会第一时间切断燃气防止泄露。

2. 如果没有安装碰撞传感器，则必须在行驶时关闭气罐。
3. 气罐一定要牢牢地固定在车辆上。
4. 通过轻轻弯曲来检查设备间的连接软管，如果软管老化发

生破裂，应该及时更换。
5. 燃气舱——存放气罐的空间，设计时要遵循专业标准，必

须与车内密闭隔离，且在底部开溢流口，总面积不小于 100 平方
厘米，由于液化石油气的密度大，即使有泄漏也会通过底部溢流
口排到车外，不会对车内人员造成危险。

四、房车上电力系统在安全且符合规定的条件下如何加装：

相对于刚入手房车的小白来说，接下里的内容可能会对您有
一定的帮助，如果您是房车老司机，那您可以无视相关内容！因
为房车不像汽车，电的问题一直都是制约玩家们的一个难题，至
于如何改装，如何升级，最好在有专业知识的前提下进行改装。
相信在技术升级的将来，所有房车厂家会标配轻量化的锂电池作
为生活电源。也许未来更先进的新能源房车将使用清洁能源逐步
成为市场的主流，比如：风能，太阳能以及更新的技术用来替代
现在的电池。

妥善保养你的房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合理的维护可以
有效避免损坏的机率。其实，在购买房车后建议车友们认真翻看
房车的说明书，遵循制造商的用户手册说明来维护保养您的爱车，
可是大部分朋友买车之后对说明书是置之不理的，为此小编简单
列举几条比较常见易于维护房车的注意事项供大家参考。

1. 房车像汽车一样也要定期更换机油和燃油过滤器（燃油滤
清器、空气滤清器和机油滤清器）。

2. 出发前需检查车载发电机是否工作正常。
3. 检查房车电池，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房车使用频率毕竟不像

家用轿车那样频繁，房车旅行还是要看个人时间安排，一年四季
每当冬季来临，房车通常会在自家车库或是停车位停至数月，电
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然放电，所以如果你不经常查看的话，电
池将会导致没电，这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所以，在房车旅行
前务必检查房车电池是否有电，并及时给予充电。

五、导致房车自燃可能由于多方面因素，这里给大家简单总
结以下几点：

1. 私自改装行车发电机，可靠性和稳定性都随之降低。
2. 改装房车大逆变器后电流增大，铜线过细而导致的火灾。
3. 私自加装锂电池后极有可能出现保护板损坏，电芯过充电

的现象，从而导致火灾，其自身材料的阻燃性和安装位置都需要
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4. 整车采用不符合标准的线束，错综杂乱，保险的布局不够
精细，设置异常等也容易引起火灾。

5. 车内采用劣质板材，阻燃性差。
6. 车内静电的释放，静电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产生的方

式很多，如接触、摩擦、冲流等等。房车内要防止静电的产生可
以让车内保持一定的湿度，对于非木质地板，可以通过勤拖地板
来减少静电的产生。对于木质地板，可以用湿软布擦抹来保持房
间中的湿度。由于化纤衣服在摩擦后，很容易出现带电现象，在
冬天，要尽量避免穿化纤衣服。可以穿一些光滑的，柔软的全棉
衣服，尽量把产生静电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此外在接触金属
物品或是化纤物品的时候，可以佩戴隔离手套。

7. 房车内多个大功率电器的同时使用，大功率电器电流很大，
即使配有控制器和电表，但还是有电流限制的，如果用电器同时
使用，电流超过了导线的承载能力，导线就会过热，可能引发电
路火灾。

8. 私自改装柴油灶及柴油炉等，这方面尤其重要，牵扯的都
是燃气及管路方面，如果各部件螺栓为紧固及个管路接头有松动
现象，极为发生火灾。此外还有考虑到给燃油箱和柴油机加正规
合格品牌的燃油、机油。

总结：对于现在快节奏的工作压力和生活态度，房车旅行既
可以缓解压力又可以去亲近并享受大自然给与的一切，一路和好
友或家人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而忘掉平日琐碎的事，这也是一种
生活方式，一种态度；但是所有的旅行生活均需要在遵守法律的
前提下实现，非法改装房车旅行我们并不提倡！如果大家还有其
它方面的想法欢迎在文章下方留言，期待您的回复！（文中部分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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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买个面包车就想改房车？
一定要熟知怎样合理改装房车！

如今人们的生活品质、物质需求都在逐渐提高，生活态度也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出游旅行便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熟知，每逢节假日人们都会携三五好友结伴而行或以全家老小总动员的形式开始游玩之旅，但是出行又总会

遇到堵车或突发情况导致长时间原地停留，此时缺水缺食品，又无法好好休息的状况让本来愉快的心情瞬间凉

至冰点，就好比在广阔的草原上万马奔腾的场景。后来由于房车的问世解决了一路上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但是

由于房车价格偏高，导致不少人望尘莫及。其中有些人就会通过买辆低配的原型车来改装变成简易的房车了！

这个想法其实挺好的，但是建议您还是不要轻易的去私自改装，先不说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最主要的是改不好

就会违法了！

对于喜欢房车的人，特别是热爱改装的人，都会有改装房车
的想法，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改装房车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在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对于房车在改装方面是有明确规定的，
对于如何合法改装房车，小编总结了以下几点，仅供大家参考：

一、改装房车必须按照旅居车公告里的标准来执行：

我们正常购买的房车均是有国家工信部备案的旅居车公告的，
而且改装也需要严格按照公告的内容来执行。如果使用非旅居车
公告的底盘来改装房车是无法正常上牌的。如果您使用的是已经
上好牌照的面包车改装成房车或床车话，那么就属于非法改装了。

二、如何合法改装房车须知以下内容：

改装房车首先要购买带有旅居车公告的房车底盘，后期改装
要严格按照旅居车公告里的标准执行。比如：如今市面上部分厂
家拥有五菱、福田面包车底盘的旅居车公告资质，您就可以选择
使用这些底盘进行改装房车。同时，改装的内容需要与厂家公告
的内容保持一致，即可正常上牌，包括了整备质量、核载人数、
车身尺寸，是否带有睡具、桌椅、卫生间等。

您在改装房车时也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1、房车的内部改装，从布局设计到水电施工，再到后期的装
配问题，如材料从哪里买？网上购买？还是自己 DIY? 环保标准是
否能达到要求？

2、您的改装预算最终金额与原厂房车的价格相差多少？是否
划算。

3、改装完成后的行驶安全性能，比如车身的前后配重比，如
果头重脚轻，高速行驶更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左右偏重，又会导
致轮胎磨损不均匀，久而久之，爆胎及翻车的机率则会增多。还
有房车改装完成后的整备质量是否已经超过底盘本身的承载能力
等。

三、如今自改房车市场的现状：

目前市面上拿面包车改房车或床车的现象并不少见，由于房
车还是属于小众产品，相关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
模糊地带，执法力度上也较为包容。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开着
非法改装的房车或床车肆无忌惮地在路上行驶，如果驾驶非法改
装的房车上路行驶时，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四、对于个人改装房车面临的现状，那很多人就会问了，我

的预算不是很充足但是又想房车旅行怎么办？那小编就给你支几
招！

第一：要购买带有旅居车公告的房车底盘，后期改装要严格
按照旅居车公告里的标准执行，可以去找带有旅居车公告资质的
生产企业帮你定制所想要的房车。

第二：购买二手房车，因为房车的使用率关系，一般情况下
二手房车的公里数和磨损度较低，同时目前房车市场上的二手房
车保值率比较差，所以性价比要比新车高出许多的。

第三：可以通过租房车来实现自己的旅行，结束后归还即可。
这种方式近几年比较流行，多为普通上班族利用有限休息时间进
行短期旅行，不太适用于长期旅行爱好者。

总结：对于现在快节奏的工作压力和生活态度，房车旅行既
可以缓解压力又可以去亲近并享受大自然给与的一切，一路和好
友或家人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而忘掉平日琐碎的事，这也是一种
生活方式，一种态度；但是所有的旅行生活均需要在遵守法律的
前提下实现，非法改装房车旅行我们并不提倡！（文 /21RV 张斯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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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V 电路真的是房车新趋势吗？
能否解决用电难题？

房车由于兼具“房”和“车”的两种功能属性，用电一直是很多人关注的重点问题。房车内的电器设施相对较

多，在驻车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等多个设备同时使用的情况下，负载过多，就容易产生电不够用的情况。为

保障电力充足，近几年部分房车厂商开始引入了源自混合动力汽车的 48V 电路系统。

4 倍电压优势众多 享受不间断用电的乐趣

尽管近几年房车营地在不断增长，为房车电力补给提供了支
持，但旅行中欣赏很多沿途风景是需要脱离营地使用的。为保障
旅途中电量充足，诸多车友和房车厂家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增加电池数量、外挂发电机、加装太阳能板……而上述方式仍有很
多弊端，譬如：增加电池数量会增加车身重量；发电机即便是静
音型也会存在噪音；太阳能电池板充电效率相对较低且需要定期
清洁。而近几年出现的 48V 电路系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传
统补充电能方式的弊端。

房车中所谓的 48V 电路并非四块 12V 蓄电池串联，而是一
种独立的电路系统。此前 48V 电路系统主要应用于乘用车中，名
为 48V 轻混系统，利用 48V BSG 发电机或 ISG 发电机替换原本
的行车发电机。而房车中的 48V 电路系统与乘用车稍有不同，目
前主流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行车发电机、控制器等源头部分做出
了改变，一般会在保留原行车发电机的基础上增加一个 BSG 发电
机（由于 ISG 发电机位于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BSG 发电机则独
立于发动机外且利用皮带驱动，所以房车只能选择 BSG 发电机），
原行车发电机驱动底盘部分，BSG 发电机驱动上装部分，二者互
不干涉。另一种则是通过升压系统将原本的 12V 电源升至 48V，
再储存至 48V 锂电池中。

利用 BSG 电机实现 48V 电路系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汽
MAXUS RV90 房车。由于 BSG 电机可以直接发出 48V 电力，我
们都知道充电效率与充电电压成正比，因此 48V 的充电速度要远
高于 12V，仅需怠速便可将车辆电池充满。由此可见，这是目前
房车电路系统中非常高效的一种方式。同时，BSG 电机位于发动
机舱内，通过皮带轮传动，既减少了空间浪费又能减少发电机的
震动。

利用升压系统将原本的 12V 电源升至 48V 一般是由一些小
的改装厂或车友自行改装而来。这种方式的成本相对于增加 BSG
电机更低一些，但由于是通过升压系统升至 48V，在使用过程中

会有一定的电能损耗。

如果您经常使用电磁炉、空调、烧水壶等需要逆变器的大功
率电器，48V 电路系统的优势就变得很明显了。我们都知道，在
用电功率相同的情况下，电路中的电压越大，电流就越小。因此，
在房车上同时使用微波炉、电磁炉、驻车空调这些大功率电器时，
12V 房车电路中的电流会变大，有可能出现过热并烧坏保险的情
况。而如果使用了 48V 电路系统，电流和发热量便会变小，整体
用电会变得更安全，也对电路起到了保护作用。除此之外，48V
电路系统的储能效率也远高于 12V 电路系统，基于 48V 电路系统，
仅需 200AH 锂电池便可满足近 10 度电的用电需求，从而降低了
车身重量。

48V 不可神话 目前仍有诸多劣势

尽管 48V 电路系统拥有很多优点，诸多厂家也在不断推广
48V 电路系统的应用，但 48V 目前仍存在诸多劣势。首先，当电
压达到 48V 这个等级时，就有可能会出现电弧（电流通过某种绝
缘物质出现的瞬间火花）。其次，48V BSG 电机在乘用车中也是
近几年的产物，没有过多的技术沉淀，因此故障率相对较高，即
便是在某些合资品牌设置豪华品牌乘用车也会有大量的用户投诉；
而如若使用 12V 升压 48V 的方式，还会存在一定的电能损耗情况。
同时，由于 48V 电路系统结构相较于 12V 电路更为复杂，在维修
便利性方面也会提升一定的难度。此外，BSG 电机和 48V 锂电池
的成本也相较于 12V 更高，在后期维护的经济性也不如 12V 电路
系统。

总结：48V 电路系统在房车中的应用相比于传统的 12V 房
车电路拥有能耗更低、发热更小、充电速度更快等优点，确实可
以解决房车的用电困扰。但也存在故障率高、维修成本高、维修
便利性差等缺点。因此，不能过度迷信 48V 电路系统比 12V 电
路系统优势更大，建议各位车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房车电路
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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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墙板你知道多少？
关键是要做到“芯”里有数！

一些打算购车的用户，往往在选择房车的时候会考虑房车的墙板，虽然这个因素占据

的比例不那么高，但用户关注的，可能也是制造商应该加强的地方。作为一款具备饮

食起居功能的产品，它的稳定性决定了这款车的使用价值和耐久性。而支撑起整个房

车的墙板在整车中扮演者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来聊聊房车墙板中的内容！

在我们接触到的房车用户或者是意向用户中，他们对于车身
方面咨询最多的问题：车身外墙板是铝板还是玻璃钢，有没有骨
架？那我们就来说说房车墙板的结构，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房车几
乎所有的墙板都是三明治复合结构，这种叫法来源于西方国家，
他们每天的饮食多以 三明治为主，而房车的墙板构造和三明治异
常相似。只是形象的将两片面包变成了铝板或者是玻璃钢，中间
夹杂的火腿、蔬菜变成了各种隔音、绝缘、防水等功能的材料。
到了国内，我们将其本土化称之为夹芯板，道理一样，只是叫法
的区别。

通常来说，大部分房车的墙板都有骨架，就像我们盖房子一
样，尤其是侧墙板起的是承重作用，它决定了整个房车成型以后
的承重能力、强度、防水性以及绝缘性等。我们上面提到房车墙
板采用三明治复合结构打造，既然是三明治结构，那我们就不能

单单关注墙壁两侧的材质，更应该做到“芯”里有数。提到墙板，
那么主要说的是自行式 C 型房车，两侧墙板无外乎玻璃钢和铝板，
而夹芯材料才是关键所在，因为它的填充材料实在太多，价格不同，
质量有好有坏。

在这里，我们应该走出一个误区，关于外墙板的材质我们往
往认为铝板要优于玻璃钢，这显然有些片面。同等价位的玻璃钢
和铝板互有优缺点，而不同价格的铝板和玻璃钢之间没有可比性。
目前我们在国内房车上常见的厢体有一体成型的磨具，也有部分
一体成型的，但是额头部分需要另外再行设计。有些厢体大部分
外墙体是铝板材质，而单单额头是玻璃钢材质。原因在于，玻璃
钢外墙板有着更好的强度，防止在冰雹的天气下给车顶造成伤害，
也能避免留下冰雹的摧残印记，而其他侧壁的铝板材质则更能发
挥它质感好、易于修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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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S 发泡聚苯乙烯
说完了外墙板，那我们再来看看板材

内部的结构。在早期的房车制造中，同样
是三明治复合结构，但是复合结构之内的
骨架采用的是木质框架，木质框架之内填
充 EPS（发泡聚苯乙烯），后来越来越多
的制造商放弃了 EPS+ 木材的制造工艺，
因为这种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如果水通
过房顶或窗户的边缘渗入内部，EPS 泡沫
会吸收引发木材变形，腐败。结果就是墙
板失去了承重能力，如果在早期未及时发
现，可能会导致相当大的损坏和昂贵的维
修费用。

● PU 聚氨酯
PU( 聚氨酯 ) 这种材料也多用于如今

的房车墙板制造中，往往 PU( 聚氨酯 ) 并
不会单一应用，而是和其他材料共同封在
三明治墙板之间，常见于板材和板材之间
接缝的连接之处。高度压缩的 PU 聚氨酯
非常稳定且耐腐，它还提供了牢固的螺丝，
对于屋顶，墙壁和地板之间的角落连接非
常重要，通常使用螺丝和密封胶的组合进
行封装。

● XPS 聚苯乙烯
XPS( 聚苯乙烯 ) 这种填充物是目前我们在很多房车墙板内可

以看到的最流行的材质，XPS( 聚苯乙烯 ) 越来越多地用作替代绝
缘材料。所谓的 XPS 比 EPS 稍贵且重一些，但不吸水。由于 XPS
材质是闭孔结构，这意味着它具有光滑，均匀的表面。那么，这
种材质怎么直观分辨呢？ XPS 它通常是蓝色，绿色或粉红色。
XPS 相对耐压且坚硬，因此需要较少的加固件。

实际上，从 PU 到 XPS 绝缘性能差异并不大，这同样适用于
某些制造商所依赖的 RTM 泡沫（RTM 指的是一种树脂浇注工艺），
在一些豪华欧式房车中比较常用，实际它是 XPS 泡沫的一种异形
材质，具有更好的绝缘性能，所以价格往往更高一些。今天，越
来越多的厂家开始惯用“无木技术”来进行广告宣传，比如欧洲
大厂尼斯曼、海姆旗下品牌等等开始采用这种工艺。严格来说，
无木技术并非一点木质结构没有，有时在结构中会使用一些木材
增强材料，尤其是在压力点上。XPS 与高度压缩的 PU 条带作为
加固材料的组合在越来越多的房车中使用，屋顶和地板的外壳通
常由抗冰雹和耐腐烂的玻璃钢制成。XPS 材料地板

● PE 聚乙烯
PE 聚乙烯非常柔软，也易于加工。尽管 PE 比较重，厚度低，

但它们能提供良好的绝缘性能，并且具有隔音效果。在价格方面，
PE 价格稍高，它的特点有点像 XPS，不吸收水分。PE 通常为深
灰色至黑色，常见用于 B 型露营车的内衬，以达到良好的保温效果，
一些自改房车的用户颇受喜欢。

● FEF 柔性泡沫材料
FEF 柔性泡沫材料是一种比较新的绝缘材料，也越来越多地

用于房车改装，一般多用于批量化的高档露营车，比如欧洲近几
年比较火的大众加利福尼亚 T6 露营车和奔驰马可波罗等紧凑型露
营车。所谓的柔性泡沫材料（简称 FEF）具有很高的柔韧性，并
具有最佳的绝缘性能和非常轻的质量，这种材料既不吸水，还具
有降噪作用，并且还可以提供防止细菌和霉菌侵袭的保护涂层。

总结：不同的绝缘材料，具有不同的性能，目前尚未找到
满足所有要求的最佳材料组合。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采用木材和
EPS 泡沫制成的传统板材正逐渐成为过去式，慢慢的也将退出历
史舞台。不论是欧美国家制造的房车墙板还是我们国内制造的墙
板，最常见的板材中间材料多为 XPS 材料和 PU 材料，或者这二
者的混合材料，当然还有一些房车上也用 PVC 结构泡沫板，成本
相对较低，易于加工，也是不错的型材。关于房车的外墙板我们
就不用再纠结玻璃钢好还是铝板更好这个问题了，只能说互有优
缺点，毕竟决定因素不在表面而在于内“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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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晔昕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八方瑞杰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泓晟达发电机有限公司

北京合世璧工贸有限公司

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辰联盟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晔昕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房车地板革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所有产品均通过阻燃，环保等国家相关检测。公司已与国内众多房车

企业建立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专业定制，用心服务，安徽晔昕力求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

八方瑞杰是一家专门研发车载、船载卫星天线的公司，主营业务涉及有车载卫星天线、船载卫星天线、民用天线、军工天线和双向天线等。公司业

务分布在全国各地。自 2015 年，八方瑞杰业务拓展，主要为房车商务车改装厂及代理商提供整车配套、零配件、维修、加装、改装等售后服务项目。 

公司创立于 2000 年，是专注于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房车等车载和船用超静音发电机组的专业化公司，公司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

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先进的加工生产设备和军用检测仪器，公司生产的车载及船用发电机组以其体积小、重量轻、节能省油和超低噪音的特点而闻名。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19 日，专门从事房车零部件生产销售，通过了 IS0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公司具有很强的产品设计和开发以及生产能力，是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创新企业。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可与国内外客户共同开发产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东营市智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73277）拥有电力总承包三级资质，承装（修、试）五级电力资质，ISO 三体系认证、20 余项国家专利。

智通公司为房车、床车等专用车提供拓展式太阳能、单板式太阳能产品，标准尺寸规格 10 余项，且支持定制，产品峰值转化效率高达 98%，可拓

展出智能风感、智能 ACC 收纳、手动应急收纳等功能。

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专注旅居车、商务车、特种车改装领域的配套供应商。与国内外领先的专业制造商 Dometic、Theford、Thule、RaySat、Gilat、Eberspaecher、

Narbonne、Colku、HDIN、Yersy Confurn、ARANA、indelB、RV GUARDIAN 合作，将其领先的产品和技术引进中国，服务于各个行业。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 200 号
网址：www.yeasin.cn

网址：www.bfrjkj.com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房车世界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横河工业区横彭路 5 号
网址：http://www.sleeper-generator.com/

传真 /Fax：010-64288644
网站 /Website：www.buit.com.cn

邮箱：sale@satlm.com
网站：www.satlm.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3 号金孔雀大厦 B 座 836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开发区黄河路 38 号 10 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雀路 33 号院 3 号楼二层 3210

电话：0551-63528168
邮箱：sales@yeasin.cn 

电话：400-6733-616
邮箱：bjbfrj@126.com                             

电话：400-788-5178
邮箱：vincent@sleeper-generator.com

电话 /Tel：010-64281480
邮箱 /E-mail：li@buit.com.cn

电话：0546-8012100、13562269703
网址：www.wisclear.com

电话：010-82789151/82789585
传真：010-82789593

常州市天马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现有员工 30 余名。本厂现有激光切割机，数控折弯机，弯管机，激光焊接机等设备，专业生产各类房车钣金件，不锈钢灶台，电

动踏步，外挂餐桌，升降桌等各类房车金属、塑料制品。欢迎各位新老客户前来洽谈。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水闸新村 813 号电话：17798922033、17751585688
邮箱：210245958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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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美达（深圳）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爱的电器有限公司

多美达集团总部位于瑞典，是一家以提供满足人们移动生活需求全面解决方案的跨国公司，如解决了出行生活中的气候调节、烹饪、清洁等各项需求。

房车是多美达最大的业务板块之一，产品线齐全，可以向房车配套企业提供全球一站式供应服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游艇、房车水路系统配件供应商，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 240 亩生产基地。十多年我们一直深耕全球游艇、房车市场，用更加专业的理解和服务，为国内外生产商，

配件供应商及个人用户提供行业最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并承接 ODM 和 OEM 代加工服务。爱的提供的 SEAFLO（赛福乐）品牌，成功在马德里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

为全球知名品牌。SEAFLO 品牌远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海办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 1065 号 SOHO 中山广场 A 座 708 室
深圳办公地址：广东省龙岗区芳坑路 39 号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工业大道 7 号
网址：www.seaflo.com

客服热线：021-60325088
网址： www.dometic.com

电话：18150900618
邮箱：cn02@seaflo.com

广东电小二科技有限公司

从 2014 年开始，电小二致力于便携电源产品解决方案及其配套产品的销售，致力为用户提供可持续户外便携绿色清洁能源，立志打造成为世界一流

的消费级绿色能源品牌！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汇德大厦 26 层
网址：http://www.dx2.cn

电话：138 2879 8352
邮箱 ：james@dx2.cn

广东鼎立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广东鼎立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毗邻中国最具活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 中国广东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注册资金2315万元，年产值2.3亿多人民币。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车用直流 / 交流空调系统、及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驱动器专业解决方案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金兴路 425 号
网址：http://www.compressorcoolers.com/

电话：0769-23616188   严先生：188 2683 6601
邮箱：eng05@topleadergroup.com

广东英得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捷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豪克科技有限公司

英得尔产品畅销德，美等全球 66 国，被广大车主用于解决在自驾游或长途驾车时的冰冻保鲜需求问题。同时也是奔驰、一汽解放等全球多家汽车主

机厂的一级供应商，在天猫、京东等三大线上平台高端销量一直遥遥领先！

广州市捷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主品牌“捷巨锂电”，公司凭借 7 年多积累的锂离子电池管理技术研发、生产经验，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领先的

储能电池产品 ；秉承求实创新、合作共赢的企业价值观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电池。

哈尔滨豪克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冰城哈尔滨，旗下品牌“比来孚”是世界知名的加热器品牌。拥有独立研发机构及专业的研发人员，具备跟踪研究国

际前沿技术的能力。产品荣获国内外多项认证并已成功出口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健康路 23 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一村飞鹅工业区 38 号 301
网址 :www.jjdzkj.cn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兴南路 9 号
网址：www.bilaifu.com

电话：400-9192-999 
邮箱：tony.ma@iceco.cn

电话：18002287938  020-3483 0977
邮箱：295339918@qq.com

电话：0451-82530666
邮箱：haoke-sales@bilaif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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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倍汽车技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廊坊旅美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东丽宝家具有限公司

海宁阿斯克米勒布艺有限公司

鸿皖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本司成立于 2012 年，主要从事汽车后市场车身修复所需消耗品的生产、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倍系统 BESYSTEM 是公司旗下品牌，倍系统由六

大系统组成，300 多个产品满足钣金和喷漆需求，2017 年本公司开始代理英国 U-POL 公司 RAPTOU 特种防护涂料，U-POL 是一家英国的汽车修

补漆系列产品生产商，提供 ISOPON,U-POL 和 RAPTOR 品牌产品给到专业人士与消费者，产品远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房车用品的科技公司，自主研发新型 5KW\10KW 充电桩取电器便携款和上装款、双电源转换器、3KW 大功率充电器

14.6V\58.2V、车用集成灶、辅助配线等，与各知名改装厂及俱乐部合作，经销商遍布全国。

南京东丽宝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软体沙发的家具公司，2010 年随着国内房车行业兴起，公司积极投身于研制以房车卡座

沙发为主的主营业务，拥有十几年的沙发软体和十年的房车沙发开发经验的技术型团队。

成立于 2012 年，是集窗帘软包、配件、皮革、沙发布、床垫布、抱枕于一体的整体软装品牌。我们致力于布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现代、简约、

经典、复古等元素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我们致力于布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将现代、简约、经典、复古等元素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意式、

轻奢、中式、现代、北欧、法式、欧式、儿童等八大风格，打造独特的生活方式，为家人营造爱的空间。

鸿皖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房车专用塑胶地板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为国内外房车制造商提供高质量的配套产品。产品宽幅加大至 3 米，3 米以内均接受私人订制；

鸿皖地板从原料的选用、生产工艺、技术要求到成品出库，每一批产品都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检验标准。多年以来，鸿皖地板凭借环保、阻燃、耐磨等过硬的品质，走在了行业

的前列，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青睐。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源路 1356 号 A605 201108
网址：www.besystem.cn

地址：廊坊市经济开发区大学城二期体育场底商
网址：https://shop571267629.taobao.com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干路 220 号 D1 栋 101 室
网址：www.hongwanjc.com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谷里向阳工业园 1 号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许村镇新丰路 11 号

电话：+86-21-54382170
邮箱：xu.chen@besystem.cn

电话：13901315783
邮箱 :13901315783@139.com

电话：13912917223
邮箱：648593625@qq.com

电话：13906736566
邮箱：642706547@qq.com 

电话：021-57676586
邮箱：59191960@qq.com

江苏三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6 月，总投资 7.5 亿元。公司专业生产轻量化汽车用玻璃，外推窗，无框窗，外平窗，天窗，推拉窗，换风扇，冰箱，座椅，坐

便器等各种房车配件。公司拥有玻璃厂，喷涂厂，模具厂，门窗厂，支杆厂，冰箱厂，座椅厂，发泡车间，注塑车间等等配套工厂以及设计研发中心。

地址 Adress：江苏省溧阳市南渡镇金瓜子路 8 号
座机电话 /Tel：0519-87682999

邮箱 /E-mail：sanjo8000@jssqzn.com
网站 /Website：www.jssqzn.com

江苏信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信隆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境外上市公司新茂木业集团和信隆工業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的唯一全资子公司。我们集团在东南亚拥有数家工厂，产品畅销欧美、

澳洲等世界上最大的房车市场，产品获得美国环境保护署的 EPA 证书及 FSC 森林认证，使产品在保护人类健康和室内空气环境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甲醛排放量低于国际标准，

真正实现环保、健康。

地址 : 中国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开发西路 217 号 电话：0514-80873898  13235259333
邮箱：jiangsuunited@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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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苏孚乐遮阳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宏都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南京汉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主要从事各类外遮阳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工程安装，年产各类遮阳产品一万余套，是江苏省建

筑节能协会会员单位。2014 年成立的南京苏孚乐遮阳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司专门研发、生产、销售车载遮阳产品及相关配件的子公司。 

宁波宏都电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房车空调十几年，拥有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坚持高品质标准，着力为客户提供专业和值得信赖的房车空调及配套设备。

公司生产的 Houghton Belaire 系列房车空调，已被国内外多家知名房车企业选用。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去区东屏工业集中区汉唐路 9 号
网址：www.soleflex.cn

地址：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昌兴路 168 号
网址： www.nbhongdu.com

电话：025-58969097   13851970756、15651610517
邮箱：907388780@qq.com

电话： 0574-86310354
邮箱：weurope@nbhongdu.com

宁波格上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波格上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位于浙江余姚，交通便利。专业研发和生产车载逆变器、太阳能逆变器、智能充电器、户外储能电源等。

产品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阳明工业园兴业路 17 号
网址：www.kosunpower.com

电话：18957416181
邮箱：lucas@geshangpower.com

宁波亿瑞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子产品、灯饰、船舶配件、汽车配件、家具配件、LED 灯具及灯具配件的美资企业。产品远销欧洲，北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已有 GS/CE,UL,RoHS 等认证。

联系人：刘勤
传  真：0574-87705725

电话：0574-27786156  13805890557
邮箱：john@el-range.com  11589393@qq.com

地  址：浙江省宁波市蓝天路 203
号 A1007

森易宝汽车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

厦门拓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日照市九洲通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车身贴花、交通安全标识、镀铬车标、滴胶标牌及商业标识系统的综合型企业。本公司的车身贴花主要配套国内外知名房车企业，

服务全国各汽车销售、售后服务平台及大型运输车队等。产品深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厦门拓宝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独立供电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科技企业 , 本着“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企业理念和“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服务理念，为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数字化智能供电系统，是全球范围内行业领先的房车电气系统供应商。

本公司有 20 多年的电器行业的生产历史了 . 专业生产房车电器用品 , 有充电桩取电器, 锂电池,电瓶充电器 , 充逆变一体机, 太阳能电池板安装等服务, 

欢迊新老用户光临恵顾。

地址：江苏省苏州张家港市沙洲西路华建大厦 A 座 4 层 /7 层
网址：www.senyibao.com

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诗山北路 15 号
网址：www.tbbpower.com

地址 :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信中路 211 号
网址 :WWW.RCOM.COM.CN

电话：18962276868
邮箱：357892121@qq.com

电话：0592-5796072 / 18906003472
邮箱 :John@tbbpower.com

电话 13806332936,0633-6269088
邮箱 t13806332936@263.com

2016

宁波宏都电器有限公司创建于2000年，隶属于宁波宏

都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房车空调系列产

品、空气源热水器、泳池热泵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的中澳合资企业，企业拥有数十项国家专利、拥有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均获得CE、SAA等认证，企业

拥有CSA授权认可实验室，2009年公司获得“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和“宁波市企业工程(技术)中心”等荣誉授牌，公

司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优秀的产品品质，使公司房车空调等产品赢得了国

内外客户的良好口碑，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能力使公司获

得了广泛的市场。

Houghton Leisure Products Pty Ltd.注册于澳大利

亚维多利亚，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房车配套设备研发、销

售和服务团队，产品均已取得SAA、RCM、CE、CSA等国

际认证，满足澳洲、欧洲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标

准。

宁波宏都电器有限公司是Houghton产品在中国（包括香

港和台湾）、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的唯一销售代理

商，全面负责上述国家和地区市场的销售及技术服务。热

忱欢迎有意向合作者来宁波宏都电器有限公司考察、洽

谈。

Ningbo Hongdu Electrical Appliance Co., Ltd,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2000, is part of Ningbo Hongdu Investments Group Co., Ltd. It is a Sino-

Australian joint venture specializing in R&D, manufacture, sales and 

service of caravan air conditioners, air sourced water heaters, 

swimming pool heat pumps and other related products. 

Ningbo Hongdu Electrical Appliance owns dozens of national patents, 

industrial product manufacture l icensing certificates and a CSA 

approved lab. Its products have CE, SAA and other certificates.  

Ningbo Hongdu Electrical Appliance was recognized as a National High-

tech Enterprise and a Ningbo Enterpris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enter in 2009. It also has ISO9001 and ISO14001 certification.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consta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ensured 

excellent reputation and an extensive market share domestically and 

worldwide.

      

Registered in Victoria, Australia, Houghton Leisure Products Pty Ltd. is 

equipped with a professional team which engages in R&D, sales and 

service of caravan products. It has SAA, RCM, CE , CS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s which meets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in 

Australia, Europe and USA.  

Ningbo Hongdu Electrical Appliance Co., Ltd is the authorized exclusive 

agent of Houghton Leisure Products Pty Ltd. in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well as Japan, Korea and Thailand. 

Ningbo Hongdu Electrical Appliance is fully responsible for the sales, 

market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service of Houghton’s products in the 

above countr ies and areas. Compan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cooperation are warmly welcome to visit us and discuss their future 

requirements.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宁波宏都电器有限公司
Ningbo Hongdu Electrical Appliance Co., 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昌兴路168号

电话：0574-8631 0354   0574-8631 0368

传真：0574-8631 0151

电子邮件：weurope@dayrelax.com

网址：www.dayrelax.com

名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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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合田新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岩名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壹加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道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丽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合田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集研发、生产于一体，2017 年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本着“安全、稳定、高效”的原则，

成功开发出“房车专用光伏充电系统”产品，目前已成为多数房车企业光伏充电标配。

我公司是 Fusion( 新西兰·富声 ) 在中国的总代理，负责 Fusion 房车专用音响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和售后服务。Fusion 公司总部位于新西兰的奥克兰，

设计生产全球领先的游艇、房车音响。对专业领域的执着，使 Fusion 在游艇房车音频娱乐领域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完美的、行

业领先的户外娱乐产品，并完美解决了“狭小空间安装并提供专业音质”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卓越的车载音频娱乐体验。

公司专注于房车电池、便携式户外电源、户用储能等产品的研产销一体化服务。公司研发实力雄厚，拥有百余项专利。与国家电网、中国中车等企

业深度合作。产品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主营沃尔视 OASIS 车载卫星电视和双向通信天线、集中智能控制系统（全屏触控、控制面板、键控、手机控、随身遥控和语音控制）和整车电源系统（逆

变器、太阳能控制器和电池等）实现整车设备开关、水电监控、环境监测、智能预警等智能化和车辆管理信息化。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支拥有丰富的生产、研发和销售经验的团队。产品主要包括：双向型逆变充电一体机、DC-DC 隔离智能充电器、DC/AC

正弦波逆变器、正弦波逆变充电切换一体机、AC/DC 高频智能充电器、AC/DC 开关电源、正副双电瓶隔离器、触控屏控制系统及线束订制加工等。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开源路以北 7 幢
网址：www.htpower.com.cn

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中华路 30 号一楼 103
网址：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碧桂园巨龙智造产业园 A 栋 5 整层
网址：暂无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966 号法姬娜大厦 A 座 7 层
网址：http://www.dophon.com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新达路 715 号 3 楼
网址：www.shlsgd.com

电话：0575-88221189
邮箱：info@htpower.com.ccn

电话：0755-83752800
邮箱：709143567@qq.com

电话：LEO 15889601985
邮箱 ：leo@e-361.com

电话：4000000422
邮箱：sales@dophon.com

电话：021-33729255/13795210077
邮箱 ：346270183@qq.com

上海欧帅有限公司

在水路等连接，包括接头，管路，泵，阀等产品，美国 FluidTek具有领先地位。产品应用于航天，医疗，高精实验室等诸多苛刻领域，表现优 异。在房车，FluidTek 更是为国内客户贡献“好

而不贵，真的实惠”的产品，质感极佳，一经试用，客户基本便会长期使用，再无漏水风险，价格又亲民。超高低温，震荡，食品极，老化测试等，均顺利通过，远超标准。特别是

改性超细超柔超高低温食品级管，可达零下 50 度，高温可达 100 度以上。有认证包括美国 FDA，美国 NSF, 欧洲 WRAS，德国 DVGW, 澳洲 WaterMark, 法国 ACS 等 。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 1000 号 1 幢    
网址：www.fluidtekltd.com

电话：021-51387156，13817893386   
邮箱：info@fluidtekltd.com

上海绍青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声达始创于 1998 年，深耕家装市场 20 年，从专业生产、销售高品质环保装修装饰板材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涵盖板材、地板、五金、全屋定制、特种板材的大家居服务集团。
经多年研发创新，2018 年上海声达推出全新系列产品“SEENDA 房车游艇板”，开启声达特种板材市场新征程。“SEENDA 房车游艇板”以“健康纯净，不止于轻”为产品理念，
致力于改变国内房车游艇装修板材重量及环保问题。“SEENDA 房车游艇板”采用进口 A+ 级芯材，以无醛植物豆胶工艺粘合，结构稳定环保，板材经过 5 次砂光 4 次成型，产
品表面光滑亮丽，具有耐撞击、防虫蛀、防潮、防腐、阻燃、无醛等优势。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宝杨路 2010 号
网址：www.shengda-wood.com

电话：16621078777
邮箱：63008411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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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逸尘运动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雅丝佳房车家具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深耕储能锂电池制造，公司始终高度重视电池安全，锂电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一直围绕高安全、高品质为核心价值理念，12 年来，

公司始终聚焦锂电技术研发，培养出核心技术团队，成功研发并推广《电池自热自冷》专项功能，目前公司客户遍至 50 多个国家与地区。

威海雅丝佳房车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座落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滨海之城 --- 荣成市，是专业生产配套房车家具的企业。公司秉承“诚信立业”

的经营理念，能够实现产品设计、生产、服务一条龙，更加贴合客户的需求。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龙田莹展工业园 B4B 栋 7 楼
网址：https://shop1374080162424.1688.com/?spm=a261y.7663282.0.0.SGdAD

地址：山东省荣成市荣达路与兴隆路交汇处
网址：http://www.yasijia.com.cn/

电话：18520848370
邮箱：25694460@qq.com

电话：0631-3618999
邮箱：1105430977@qq.com

苏州融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0 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集新能源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服务为一体的跨国公司，是率先开拓太阳能消费品应用市场的创新先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美国快速增长 500

强企业，产品销往全球 30 余国家。在太阳能及电源技术领域有关键技术专利 110 余项，产品获得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的关键认证。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恒业铂金大厦 25A
网址：https://www.renogy.cn

电话：刘  邦  18914999891， 薛佳伟  18888150980
邮箱：info@renogy.cn

永康市步林户外用品厂

步林户外用品厂是一家国内最早专业制造户外五金类产品的生产企业之一，本企业多年来一直用前沿的创新成果、引领户外野营装备的技术潮流，为国内外房车旅行爱好者打造

系列化优质、轻便、实惠的大众型户外炉具、炊具用品。2018 年上市的移动厨房系列产品已成为倍受国内外众多房车厂家、房车俱乐部和房车爱好者青睐和推崇的知名品牌。

电话 : 13758973837
邮箱 : 1329581045@qq.com

地址 : 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胡库南山工业区
网址 : www.cnbulin.com

甑荣木业（上海）有限公司

珠海希杰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家具、房车板材及装饰材料领域，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公司。公司主营房车生态板，胶合板，海洋

板，欧松板，阻燃板和地板等产品。公司一直秉承“用户至上，品质第一”的经营理念，不仅拥有先进一流的生产设备，同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FIXTECH• 中国自 2001 年 FIXTECH 品牌成立之日起，就以客户需求为己任，专业研发生产适用于海洋船舶，交通工具以及建筑等工业领域的结构胶密封胶产品。经过多年的不

断研发与改进，目前已经有二十余种产品广泛应用于游艇船舶、房车、特种车辆的制造。产品以其优越的耐候性，稳定性，牢固性，防水性，抗紫外线能力等受到了广大客户的

喜爱与信赖。FIXTECH 在澳大利亚、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意大利均设立公司，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产品技术以及售后服务。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沈砖公路 6000 号 D1-208 室
网址 :www.A-HYL.com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屏东四路 11 号 A 栋 7 楼

电话 :021-63065558
邮箱 :a.hyl@hotmail.com

电话：0756-7750077 
邮箱：info@fixte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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