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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技术条件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的术语、定义、技术要求和出厂检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942.1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

GB/T 14172 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

GB/T 18384.3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3部分 人员触电防护

GB/T 19596 电动汽车 术语

GB/T 21268-2014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 31012 环卫车辆设备用图形符号

QC/T 476 客车防雨密封性限值及试验方法

QC/T 1087 纯电动城市环卫车技术条件

JB/T 5335 蓄电池车辆用直流电动机.基本技术条件

3术语和定义

GB/T19596和QC/T108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 electric intelligent following sanitation vehicle
采用电力驱动的具备智能跟随作业人员行驶功能的环卫作业低速电动作业机具/装备。

3.2

跟随车作业员 follow-up vehicle operator
使用智能跟随环卫车进行环卫作业的人员。

3.3

跟随定位器 follow locator
跟随环卫车作业员携带的用于引导车辆行进的定位装置。

3.4

智能跟随系统 intelligent following system
用于控制车辆跟随行驶的控制系统。

3.5

最高行驶速度 maximum travel speed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在平坦良好路面上稳定行驶时允许达到的最高车速。

3.6

人工操纵模式 manual operation mode
跟随车作业员坐在驾驶员位置或者通过遥控方式对智能跟随环卫车进行手动操作的模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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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跟随模式 intelligent following mode
跟随车作业员利用跟随定位器引导智能跟随车进行作业的模式。

4技术要求

4.1基本要求

4.1.1 在车身前部外表面的易见部位上应至少装置一个能持久保持的、与车辆品牌相适应

的商标或厂标。

4.1.2 车辆应按照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设计文件制造。

4.1.3 车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环卫作业机具的标准和法规的要求。

4.2结构尺寸与性能参数要求

4.2.1主要结构尺寸满足设计要求。

4.2.2主要技术性能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主要性能参数要求

参数名称 允许值

人工操作模式下行驶速度 ≤20km/h

智能跟随模式行驶速度 ≤6km/h

满载时爬坡度 ≥15%

持续工作时间 ≥8h

车辆最大载重质量（kg） 符合厂家声明值

最小转弯半径
人工操作模式 ≤厂家声明值

智能跟随模式 ≤厂家声明值

4.2.3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应在设计及技术特性上确保最高行驶速度不超过上述限值，且用户

无法自行调整限速。

4.3智能跟随系统要求

4.3.1车辆控制模式分类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可具备人工操纵模式和智能跟随模式两种控制模式，两种模式应能切

换。

4.3.2起步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在智能跟随模式下应能够平稳起步、无溜车，起步前自动开启警示灯

和提示音，提醒其它车辆及行人。

4.3.3智能跟随

a) 每辆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应与指定的1个跟随定位器配对使用；

b)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应根据所在路况和跟随车作业员的移动速度进行合理加减速，速

度变化及时且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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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在智能跟随模式下，跟随控制系统应能实现当人车距离超过设定

阈值时，立刻启动跟随；

d)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在智能跟随模式下与跟随车作业员的有效跟随距离为5m，具有智

能控速功能，能识别行走速度。定位距离精度达±10cm，跟随车与跟随车作业员保持距

离控制精度达±20cm，角度保持精度达±10°。

4.3.4自动停止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在智能跟随模式下，当检测到车辆两侧或前端有可移动障碍物或人接

近到 25cm范围内时应立即停止行驶，直至车辆两侧或前端可移动障碍物或人离开后自动开始跟

随。

4.3.5障碍物识别和避让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在智能跟随模式下，可识别车辆中心线左右两侧各 75°内，距离车辆

前端 2m内的高度超过地面 10cm的物体。当检测到该范围内的障碍物后，进行停车或避让。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在智能跟随模式下能够识别路缘石并与其保持至少 35cm 距离，且根

据跟随车作业员的移动沿路缘石行驶。

4.4车体和上装

4.4.1车架、车身应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

4.4.2上装可以具有吸尘、洒水、垃圾收集等功能。

4.4.3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可在车辆的前半部分布置跟随车作业员座位，用于进行人工操纵。

4.4.4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防雨密封性应符合QC/T476的要求。

4.4.5应在车身两侧及车身后面以醒目的颜色标识“智能跟随”字样。

4.4.6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车身标识符合GB/T31012的规定。

4.5急停功能

应在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车身外侧设置紧急停车装置，紧急停车装置要求如下:

a) 当出现车辆无法自行处理的异常状况时，可通过操纵紧急停车装置将车辆停下；

b) 操纵紧急停车装置后车辆应立刻起动紧急停车、切断动力源、退出智能跟随模式，同时

开启警示信号灯和语音报警；

c) 紧急停车装置的安装位置和形状应能让车外人员能够迅速操作；

d) 紧急停车装置的附近应贴有明显的操作说明的标识。

4.6信号及灯光系统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应设置有前照灯、制动灯、转向信号灯、倒车灯、作业警示灯和蜂鸣

器，且灯具应通过 CCC强制性产品认证。

4.7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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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应设置足以使其减速、停车和驻车的制动系统或装置，且行车制动

控制装置与驻车制动控制装置应相互独立。

4.7.2 驻车制动的制动力应能使车辆在整车系统关闭的情况下，满载时也能在最大爬坡度的上、

下方向驻车。

4.7.3 人工操纵模式下制动力保证其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满足GB/T21268-2014中5.5.7的要求。

4.8转向系统

转向机构应能保证车辆的最小转弯半径，转动灵活，无卡滞现象。车辆应设置转向限位装置。

转向系统在任何操作位置上，不得与其它部件有干涉现象。

人工操纵模式下方向盘作用力要求在平坦、硬 实、干燥和清洁的水泥或沥青道路上行驶，

以 10 k m/h 的车速在 5 s 内沿螺旋线从直线行驶过渡到直径为 24 m 的圆周行驶，作用在方向盘

外缘上的切向手操作力应不大于 150 N。

4.9动力与行驶系统

4.9.1动力系统应能够满足车辆在起步、行驶、爬坡和作业时的功率要求。

4.9.2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的轮胎应通过CCC强制性产品认证。

4.9.3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用电动机的绝缘等级不低于F级。采用串励电动机时，应有必要的 保

护装置(不包括车轮制动器)，避免出现电动机持续超高速运转。采用直流牵引电动机时应符合

JB/T5335的要求。电动机的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942.1-2006 中IP54等级要求。

4.9.4电机控制器应具有过电流过热、过电压和欠电压的保护功能，其防护等级应符GB/4208-2008

中IPX5等级要求。

4.10电气及电池系统

4.10.1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的充电用连接装置应保证电源与主电路分离，插接器应有定向防护，

防止插接器接反。

4.10.2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的人员触电防护应符合GB/T18384.3的要求。

4.10.3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安全、电性能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

4.10.4蓄电池包应在可视部位标识出电池类型、电池包容量、电池包总质量和电池包标称电压等

信息。

4.11静态横向稳定性

按GB/T14172规定的方法，在空载、静态条件下，向左侧和右侧倾斜的侧倾稳定角均应不小于

25°。

4.12线束及防火要求

4.12.1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用主回路线束阻燃温度应不低于200℃，次回路电线的阻燃温度应

不低于105℃。

4.12.2线束线芯与接插件、接插器、保护套管之间采用500V直流电压绝缘介电强度测试后应无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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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或飞弧现象。

4.12.3车内应留有安装灭火器的位置，其位置应能妥善固定灭火器并便于取用。

5出厂检验要求

出厂前应对纯电动智能跟随环卫车进行性能检测，包括外观、转向性能、动力性能、制动性

能、静态横向稳定性、电气安全试验等，检测合格方能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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