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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EV350物流
☆☆☆
  1、轻量化：整车降重465kg，提升Ekg指标
  2、大集成：高压控制集成、低压保险盒集成
  3、升品质：整车性能标定、15000km耐久试验
  4、增配置：电源总开关、电池加热系统、全铝货箱
☆☆☆☆
    大货箱容积：18m³
    低能耗：整车能量回收
    低噪声：整车噪音低，适合城市物流。
选装配置：
    行驶记录仪、倒车影像、车载充电机

2.3  产品介绍

基本参数

驾驶室宽（mm） 1850

外型尺寸（mm） 5995×2240×2890,3090

货箱内部尺寸
（mm） 4130×2170×1900,2100

轴距（mm） 3308

驱动 单减电机

总质量（Kg） 4495

整备质量（Kg） 2960

载质量（Kg） 1515,1450，1405,1340

制动方式 液刹

制动器 鼓式

前桥/后桥（T） 2.2/4

轮胎 7.00R16 8PR

三电系统

电池类型 磷酸铁锂

总电量（Kwh） 86.01 80.64

电机类型 永磁同步

电机功率(KW) 60/120

电机扭矩(N.m) 150/320

控制器类型 四合一

充电方式 快充&慢充

性能指标

等速续航里程(km) 320 350

最大爬坡度（%） ≥25

最高车速（KM/h） 90

车型款式 中配版 标准版



产品介绍-EV200 物流

2.3  产品介绍

基本参数

驾驶室宽（mm） 1650

外型尺寸（mm） 5995×1820,1940×2150,2600

货箱内部尺寸
（mm） 3965×1737,1860×1330,1750

轴距（mm） 3200

驱动 单减电机

总质量（Kg） 4300

整备质量（Kg） 2350,2450

载质量（Kg） 1820,1720

制动方式 油刹

制动器 前盘后鼓

前桥/后桥（T） 1.5/3

轮胎 185R15LT 8PR 

三电系统

电池类型 磷酸铁锂

总电量（Kwh） 61.824 53.76

电机类型 永磁同步

电机功率(KW) 50/110 42/100
电机扭矩(N.m) 96/250 90/225

控制器类型 四合一

充电方式 快充&慢充

性能指标
等速续航里程(km) 260 230

最大爬坡度（%） ≥20

最高车速（KM/h） 90

车型款式 高配版 标准版



东风御风EM26
工况信息
载客工况：＞1吨
工况类型：轻抛
 
小车型，大容量
作为DFAC今年推出的新款小VAN,在保证小VAN车驾驶灵活，
体型轻巧的优势同时，货箱有效容量达到5.6m³在同级车型中
处于领先，保障客户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低价位，高配置
定位中端VAN车市场，定价原则为亲民价格，最大让给市场。
同时做到减价不减量。除常规配置之外，还提供多种选装配置
。如倒车影像、铝合金轮辋、一体式车载多媒体等。多重选择
面向客户

新造型，新性能
全新的车型造型更加简约/时尚/大方。更好的贴合新能源物流
车的时代审美潮流。同时重新匹配了宁德时代与锂动电池，其
他核心元件均选择业内可靠品牌，整车性能更加稳定，品质有
保障。

2.3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EM26微面
车型款式 高配版 标准版

基本参数

驾驶室宽（mm） 1715

外型尺⼨（mm） 4865×1715×2060

货箱容积（m³） 5.8

轴距（mm） 3050

驱动 单减电机

总质量（Kg） 3000

整备质量（Kg） 1640

驻车制动 手刹

制动方式 真空助力

制动器 前盘后鼓
轮胎 195 R14C 185 R15LT

三电系统

电池类型 磷酸铁锂
总电量（Kwh） 41.86 41.472
电机功率(KW) 30/70

电机扭矩(N.m) 90/230

充电方式 快充&慢充

性能指标

等速续航⾥程(km) 220

最⼤爬坡度（%） ≥20

最⾼车速（Km/h） 90



项目 车系
EM19

DFA5030XXYFBEVX

驾驶室 驾驶室宽（mm） 1680

基本配置
参数

外型尺寸（mm） 4495×1680×1990

货箱内部尺寸（mm） 2680×1480×1330

轴距（mm） 2925

总质量（Kg） 2550

整备质量（Kg） 1450

制动方式 真空助力

制动器 前盘后鼓

驱动方式 后驱

轮胎 185R14LT

三电系统

电池品牌/类型 鹏辉、东风海博、CATL/磷
酸铁锂

总电量（Kwh） 32.26/41.86

电机品牌/类型 精进、汇川/永磁同步

电机功率(KW) 30/60

电机扭矩(N.m) 90/200

控制器品牌/类型 英威腾/三合一

充电方式 慢充&快充

性能指标

等速续航里程(km) ≥300

最大爬坡度 20%

最高车速（KM/h） 90

2.3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EM19微面



东风俊风E11K
适⽤⾏业：⽹约⻋、租赁、出租⻋

⼯况信息
载客⼯况：5⼈
百公⾥耗电：≤13.8kwh/100km

⽤⻋环境
最⼤爬坡：≥20%
最⾼⻋速  115km/h
道路类型：市内道路

产品优势
⼤空间：同级⻋轴距，达到2700mm
⻓续航：续航最大451km以上

内容　
产品系列 东风俊风E11K
车型款式 换电版 充电版

基本
参数

外形尺 4665×1700×1540
车身结构 承载式车身

轴距 2700
前/后轮距 1460/1475 1480/1485

最大设计总质量 1925
整备质量 1550 ，1530 1500

额定载质量 375  ，395 425
最高车速 110 115
续航里程 ≥351，451 ≥405

百公里耗电量 ≤13.8 ，13.5 ≤13.3

电机
电机类型 永磁同步电机

电动机额定/峰值功率 45/100，40/100 45/100
冷却方式                    液冷

储能
装置

储能装置类型 磷酸铁锂/三元材料
储能装置总储电量 48.384 / 60.43 57.757

电池加热系统 - ●

2.3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E11K



商品概念

凯普特e星：

城市绿色货运智能专家
竞品车型：江铃凯瑞EV 吉利远程E200

USP1

安全
p主/被动安全（高压安全、操控安全、制动安全、视野安全、轮胎

安全、驾驶辅助安全等）
p信息安全提升数据和后台信息安全

USP2
可靠
p全新设计，正向开发，开发过程中逐项点检确认
p强化零部件、总成、系统、整车测试验证

USP3
经济
p深度制动能量回收，传动系效率提升，续驶里程更长
p 16-23m³容积车厢可供选择，提升运输效率和使用经济性

USP4

科技
p科技智能：多重配置包选择，满足L0-L4的智能化需求
p时尚：外造型一体化仿海洋生物有机型面，鹰隼式分离式大灯，

内造型仪表板乘用化

3.1   凯普特e星介绍



3.2 车型及配置规划

电驱桥标载版 单减标载版 重载版
车型 DH11 DH12 DH21 DH22 DH13

驾驶室 1900mm，单排（2/3
人） ← ← ←

轴距(mm) ← ← ← ←
驱动形式 电驱桥 单减电机 两级减速，AMT

车架断面 190变截面800mm外宽 ← ← ←

轮胎型号 6.50R16 6.50R16 ← 7.00R16 ←
前桥 (T) ← ← ← ←
后桥 (T) 3.5T电驱桥 3.5T后桥 3.5T后桥

电池电量(KWh) 80 86 80 86 93
电机功率(额定/

峰值) 60/115（德纳） 60/120（汇川） 60/110（绿控）

电机扭矩(额定/
峰值) 135/350（德纳） 150/350（汇川） 120/310（绿控）

悬架结构 少片簧 ← ← ←
制动形式 液刹 气刹 液刹 气刹 ←

货箱容积(m³) 16 16/18 16 16/18 20
SOP时间 8月30日 9月30日 8月30日 9月30日 9月30日

版本 标准版 科技版 智能版

标配项

坡道辅助、深度制动能量回收 √ √ √
空调、中控锁、电动窗 √ √ √

多功能方向盘、定速巡航、折叠钥匙、 √ √ √
倒车雷达 √ × ×

全液晶仪表 √ √ √

配置包1

智能MP5、手机映射、倒车影像 × √ √
LED大灯 × √ √

TPMS胎压监测 × √ √
车厢裙板 × √ √

配置包2

驾驶员行为监控 × × √
慢充充电机 × × √

DMS防疲劳预警 × × √
EPB电子手刹 × × √
手机无线充电 × × √
BSD盲区监测 × × √

FCW（前方碰撞预警系统）/LDW（车道偏离预
警系统）； × × √

车型规划 选装配置

p 按节奏推进新车上市计划。
l 电驱桥标载版满足新车轻量化，上牌无障碍，作为首批推进新品。
l 标准版满足城配物流基本功能需求，智能版实现高举高打的目标，满足城配物流特殊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