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Hubei Suizhou DongZheng Special Automobile Co .,Ltd 

东正救护车 

DongZheng Ambulance 



 

公司简介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各类专用汽车的专业厂家，大型专用汽车制造厂。国内医

疗、园林绿化、石油化工、市政环卫、压力容器专用汽车制造商。主要从事各类专用汽车的生产

制造业务，同时也销售各大型厂家的整车及配件。公司拥有自行出口权，产品占据大量国内外市

场，其主导品种有救护车系列、囚车系列、殡仪车系列、洒水车系列、吸污(吸粪)车系列、垃圾

车系列、扫地车系列、油罐加(运)油车系列、高空作业车系列、清障车系列、随车吊系列、自卸

车系列、教练车系列、半挂车系列、化工车系列、消防车系列、厢式(冷藏车)系列、牵引车系列

、粉粒物料车系列、搅拌车系列、压力容器系列、专用车配件等十八大系列300多个品种车型。

同时批发东风、解放、楚风各种二类底盘。 

 

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救护车生产制造的专业救护车

厂家，生产制造各类高、中、低端救护车，产品有奔驰救护车、江铃救护车、上汽大通救护车、

福田救护车、金杯救护车、东风救护车、依维柯救护车等七大系列救护车产品；经销进口奔驰救

护车、进口丰田救护车、进口大众救护车等数十种国内外救护车车型。我厂采取救护车厂家直销

方式，直接让利消费者，救护车价格实惠，品质优良，同时我厂对救护车集团购买与救护车招标

采购提供具有高性价比的救护车产品资源。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检测手段完备，拥有国内外的生产的设备，产品质量稳定，经营方式

灵活，本公司已全面通过质量体系认证，产品全部通过3C国际强制产品认证，并通过出口产品

的各项认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以质量求生存、信誉是保证。诚信待人，灵活经营、高质低价，讲究

效率。 

 

承诺：凡属本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底盘部分，全国服务站均可联保，专用部分三包服务

一年，售后服务四十八小时到位处理，终身负责维修并提供终身免费技术服务。 

 

购车：我公司可凭贵单位的责任传真，或预付部分车款后，优惠办理送车业务；到我公司

提车，我公司为您代办全套行车手续。 

 

随州市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愿竭诚为您服务，并期待您来我厂实地考察生产实力及产品

工艺，我们将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江铃福特新全顺中轴中顶救护车（异形顶）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路虎2.0T同款发动机  新全顺

救护车采用全球福特汽油，柴油发

动机，连续连续两年被评为沃德十

佳发动机，输出动力很充沛，持续能力强，加速强

劲有力。DURATORQ4D205L  柴油发动机排量

2.0T 。 ECOBOOST4G20B5L  汽油发动机最大输

出功率202马力（149KW），最大扭矩300nm,高

速低油耗，百里油耗仅为7.6L，具有较高性价比。  

外形：5341,5521×2032×2630,2407(mm)  

轴距：3300 mm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156 km/h 

燃料种类：柴油 发动机排量：1998 ml 

燃料种类：汽油 发动机排量：1997ml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

      采用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柴油发动机，2.2L排

量，100千瓦，百公里油耗≤8.8升，油箱容积80（升)；悬

挂系统：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后变截面钢板弹簧非独立悬

挂，液压减震器，MT82变速器（6速手动变速器），轮

胎-备胎（215/75R16LT），驾驶室空调、医疗舱空调暖

风，最高时速145 公里/小时。 

。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5341,5521×2032×2630,2407(mm)  

轴距 2933 mm  发动机排量 2.0T 

燃料种类 柴油/汽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56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世代V348长轴超人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传承欧洲福特纯正血统，秉持欧

洲品质创新研发，历经50年品质锤

炼，福特全顺已成福特旗下畅销全球的商用车品牌。 全

新PUMA发动机，动力强、响应快、高效节能更进一步！

Bosch8.0版ABS+EBD+ESP 重新分配每个轮胎的制动力

和驱动力， 防止车轮打滑、车辆失控， 使其拥有高级轿

车的安全。采用承载式硼钢的强化车身结构安全可靠。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全顺中轴中顶救护车（异形顶）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江铃福特新全顺中轴中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路虎2.0T同款发动机  新全顺

救护车采用全球福特汽油，柴油

发动机，连续连续两年被评为沃德十佳发动机，输

出动力很充沛，持续能力强，加速强劲有力。

DURATORQ4D205L  柴油发动机排量2.0T 。 

ECOBOOST4G20B5L  汽油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

202马力（149KW），最大扭矩300nm,高速低油

耗，百里油耗仅为7.6L，具有较高性价比。  

外形：5341,5521×2032×2630,2407(mm)  

轴距：3300 mm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156 km/h 

燃料种类：柴油 发动机排量：1998 ml 

燃料种类：汽油 发动机排量：1997ml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采用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柴油发动机，2.2L排

量，100千瓦，百公里油耗≤8.8升，油箱容积80（升)；悬

挂系统：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后变截面钢板弹簧非独立悬

挂，液压减震器，MT82变速器（6速手动变速器），轮

胎-备胎（215/75R16LT），驾驶室空调、医疗舱空调暖

风，最高时速145 公里/小时。 

。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江铃福特新世代V348长轴超人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传承欧洲福特纯正血统，秉持欧

洲品质创新研发，历经50年品质锤

炼，福特全顺已成福特旗下畅销全球

的商用车品牌。 全新PUMA发动机，动力强、响应快、

高效节能更进一步！Bosch8.0版ABS+EBD+ESP 重新分

配每个轮胎的制动力和驱动力， 防止车轮打滑、车辆失

控， 使其拥有高级轿车的安全。采用承载式硼钢的强化

车身结构安全可靠。  

江铃福特新全顺中轴中顶救护车（带凸台）  

外形：5341,5521×2032×2630,2407(mm)  

轴距：3300 mm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156 km/h 

燃料种类：柴油 发动机排量：1998 ml 

燃料种类：汽油 发动机排量：1997ml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江铃福特新全顺短轴平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外形尺寸 4974×2032×2407,2200(mm)   

轴距 2933 mm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7 人 最高车速 156 km/h 

燃料种类 柴油/汽油 发动机排量 2.0T 

      传承欧洲福特纯正血统，秉持欧

洲品质创新研发，历经50年品质锤

炼，福特全顺已成福特旗下畅销全球的商用车品牌。 全

新PUMA发动机，动力强、响应快、高效节能更进一步！

Bosch8.0版ABS+EBD+ESP 重新分配每个轮胎的制动力

和驱动力， 防止车轮打滑、车辆失控， 使其拥有高级轿

车的安全。采用承载式硼钢的强化车身结构安全可靠。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

      采用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柴油发动机，2.2L排

量，100千瓦，百公里油耗≤8.8升，油箱容积80（升)；悬

挂系统：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后变截面钢板弹簧非独立悬

挂，液压减震器，MT82变速器（6速手动变速器），轮

胎-备胎（215/75R16LT），驾驶室空调、医疗舱空调暖

风，最高时速145 公里/小时。 

。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世代V348长轴超人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外形尺寸 4974×2032×2627,2407,2200(mm)   

轴距 2933 mm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7 人 最高车速 156 km/h 

燃料种类 柴油/汽油 发动机排量 2.0T 

      传承欧洲福特纯正血统，秉持欧

洲品质创新研发，历经50年品质锤

炼，福特全顺已成福特旗下畅销全球的商用车品牌。 全

新PUMA发动机，动力强、响应快、高效节能更进一步！

Bosch8.0版ABS+EBD+ESP 重新分配每个轮胎的制动力

和驱动力， 防止车轮打滑、车辆失控， 使其拥有高级轿

车的安全。采用承载式硼钢的强化车身结构安全可靠。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全顺短轴中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采用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

柴油发动机，2.2L排量，100千瓦，

百公里油耗≤8.8升，油箱容积80（升)；悬挂系统：前麦

弗逊独立悬挂，后变截面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挂，液压减震

器，MT82变速器（6速手动变速器），轮胎-备胎

（215/75R16LT），驾驶室空调、医疗舱空调暖风，最高

时速145 公里/小时。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5780×2000×2690,2810 mm)  

轴距 3750 mm  发动机排量 2198 ml 

燃料种类 柴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世代V348长轴高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采用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

柴油发动机，2.2L排量，100千瓦，

百公里油耗≤8.8升，油箱容积80（升)；悬挂系统：前麦

弗逊独立悬挂，后变截面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挂，液压减震

器，MT82变速器（6速手动变速器），轮胎-备胎

（215/75R16LT），驾驶室空调、医疗舱空调暖风，最高

时速145 公里/小时。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5780×2000×2580,2590,2690 (mm)  

轴距 3750 mm  发动机排量 2198 ml 

燃料种类 柴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世代V348长轴超人顶救护车  



      采用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

柴油发动机，2.2L排量，100千瓦，

百公里油耗≤8.8升，油箱容积80（升)；悬挂系统：前麦

弗逊独立悬挂，后变截面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挂，液压减震

器，MT82变速器（6速手动变速器），轮胎-备胎

（215/75R16LT），驾驶室空调、医疗舱空调暖风，最高

时速145 公里/小时。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5780×2000×2580,2590,2690 (mm)  

轴距 3750 mm  发动机排量 2198 ml 

燃料种类 柴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世代V348长轴中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采用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

柴油发动机，2.2L排量，100千瓦，

百公里油耗≤8.8升，油箱容积80（升)；悬挂系统：前麦

弗逊独立悬挂，后变截面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挂，液压减震

器，MT82变速器（6速手动变速器），轮胎-备胎

（215/75R16LT），驾驶室空调、医疗舱空调暖风，最高

时速145 公里/小时。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5780×2000×2580,2590,2690 (mm)  

轴距 3750 mm  发动机排量 2198 ml 

燃料种类 柴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世代V348监护型负压救护车  



      采用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

柴油发动机，2.2L排量，100千瓦，

百公里油耗≤8.8升，油箱容积80（升)；悬挂系统：前麦

弗逊独立悬挂，后变截面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挂，液压减震

器，MT82变速器（6速手动变速器），轮胎-备胎

（215/75R16LT），驾驶室空调、医疗舱空调暖风，最高

时速145 公里/小时。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4974×2032×2061,2407 (mm)  

轴距 2933mm  发动机排量 2198 ml 

燃料种类 柴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江铃福特新世代V348短轴中顶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江铃特顺长轴高顶运输型救护车  

      江铃特顺采用一体式框架结构全承载

车身，按照欧洲碰撞设计标准，车身关键

部位均采用超高强度硼钢，既保证车身强度，同时

减少重量、节省油耗。全系标配ABS制动防抱死系

统。22.8T柴油发动机：非常适合复杂的多路况使

用。后处理采用DOC+SCR尿素喷射系统，即使在-

35℃环境下，也能30分钟内快速解冻 。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696×1974×2840 mm  

轴距：3570 mm   发动机排量：2.4L/2.8L 

燃料种类：汽油/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12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江铃特顺长轴福星顶监护型救护车  

      江铃特顺采用一体式框架结构全承载

车身，按照欧洲碰撞设计标准，车身关键

部位均采用超高强度硼钢，既保证车身强度，同时

减少重量、节省油耗。全系标配ABS制动防抱死系

统。22.8T柴油发动机：非常适合复杂的多路况使

用。后处理采用DOC+SCR尿素喷射系统，即使在-

35℃环境下，也能30分钟内快速解冻 。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696×1974×2840 mm  

轴距：3570 mm   发动机排量：2.4L/2.8L 

燃料种类：汽油/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12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江铃特顺长轴中顶运输型救护车  

      江铃特顺采用一体式框架结构全承载

车身，按照欧洲碰撞设计标准，车身关键

部位均采用超高强度硼钢，既保证车身强度，同时

减少重量、节省油耗。全系标配ABS制动防抱死系

统。2.8L柴油发动机：非常适合复杂的多路况使

用。后处理采用DOC+SCR尿素喷射系统，即使在-

35℃环境下，也能30分钟内快速解冻 。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5696×1974×2460,2530,2625 mm 

轴距：3570 mm   发动机排量：2.4L/2.8L 

燃料种类：汽油/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12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江铃特顺短轴中顶运输型救护车  

      江铃特顺采用一体式框架结构全承载

车身，按照欧洲碰撞设计标准，车身关键

部位均采用超高强度硼钢，既保证车身强度，同时

减少重量、节省油耗。全系标配ABS制动防抱死系

统。22.8T柴油发动机：非常适合复杂的多路况使

用。后处理采用DOC+SCR尿素喷射系统，即使在-

35℃环境下，也能30分钟内快速解冻 。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4944×1972×2245,2435 mm  

轴距：2835 mm   发动机排量：2.4L/2.8L 

燃料种类：汽油/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7 人   最高车速：12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上汽大通长轴中顶柴油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大通V80救护车采用欧洲先进的柴

油机技术，配合Bosch第三代高压共

轨燃油喷射技术和新涡轮增压技术，大输出功率

达100kW，大扭矩达330N·m，动力表现强劲，能

够全面满足各种工况所需；前置前驱和无后传动

轴的设计，使重心降低，即使面对农村和偏远地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5700,5910×1998×2510,2715,2650,2480 mm  

轴距 3850 mm  发动机排量 2499 ml 

燃料种类 柴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4-9 人 最高车速 150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上汽大通短轴中顶柴油救护车  

      大通V80救护车采用欧洲先进

的柴油机技术，配合Bosch第三

代高压共轨燃油喷射技术和新涡轮增压技术，大输

出功率达100kW，大扭矩达330N·m，动力表现强

劲，能够全面满足各种工况所需；前置前驱和无后

传动轴的设计，使重心降低，即使面对农村和偏远

地区的复杂地形，也能实现极高的通过性。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4950,5160×1998×2300,2510,2435 mm  

轴距：3100 mm  发动机排量：2499 ml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4-7 人 最高车速：15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上汽大通V80长轴救护车  

      大通V80救护车采用欧洲先进

的柴油机技术，配合Bosch第三

代高压共轨燃油喷射技术和新涡轮增压技术，大输

出功率达100kW，大扭矩达330N·m，动力表现强

劲，能够全面满足各种工况所需；前置前驱和无后

传动轴的设计，使重心降低，即使面对农村和偏远

地区的复杂地形，也能实现极高的通过性。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700×1998×2510,2715,2650,2480 mm  

轴距：3850 mm  发动机排量：2499 ml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4-9 人 最高车速：15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上汽大通G10平顶汽油2.5L救护车  

      大通大通G10，轴距3.2米，

采用日本三菱技术汽油发动机，

2.4排量.136马力，动力强劲且技术成熟，最高车

速155公里，百公里油耗≤10升；悬挂系统：前麦

弗逊独立悬挂，后五连杆非独立悬挂，机械液压助

力，5速手动变速器，该车凭借卓越的性能，稳健

成熟的形象，广受各大、中型医疗部门的青睐！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168X1980X2100(mm)  

轴距：3100 mm  发动机排量：2499 ml 

燃料种类：汽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9 人 最高车速：190 km/h 

；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依维柯A35得意短轴高顶柴油救护

      大通大通G10，轴距3.2米，采用日本三菱技术

汽油发动机，2.4排量.136马力，动力强劲且技术成

熟，最高车速155公里，百公里油耗≤10升；悬挂系

统：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后五连杆非独立悬挂，机

械液压助力，5速手动变速器，该车凭借卓越的性

能，稳健成熟的形象，广受各大、中型医疗部门的

青睐！ 

。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4850×2000×2640 mm  

轴距：2800 mm  发动机排量：2.5L/2.8L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125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依维柯宝迪长轴柴油救护车  

      装中顶,选装侧拉门,选装一种

前围外形及灯具,选装换气扇,前后

及两侧可选装斱形爆闪灯,车前选

装头台或者条形爆闪灯,车顶选装条形警灯时车高

2760,3010mm.选装后上车踏板时整车长度

5580mm.发动机最大净功率105KW,88KW。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490,5580×2000×2540,2790,2760,3010 mm 

轴距：3310 mm  发动机排量：3.0L/2.5L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 

驾乘人数 ：3-7人 最高车速：125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依维柯欧盛长轴后双胎8档手自一体柴油救护车  

      依维柯欧盛长轴后双胎8档手

自一体柴油救护车,进口空气悬

挂，确保舒适安全，选装侧面盲

窗,后部盲窗.选装不带四周爆闪灯,车顶四周可选装

一个或多个爆闪警示灯.选装换气扇,选装顶部照明

灯,选装前置标志灯,选装顶置空调.选装换气扇整车

高度为低顶2826mm。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670×2011×2726,2796(mm)  

轴距：3310 mm  发动机排量：2.3T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 

驾乘人数 ：3-7人 最高车速：14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奔驰威霆是奔驰救护车中的经典之作。

高端大气的外观上气度恢弘、浑然天成；

在细节设计上更是是周密严谨、精益求

精。豪华精致的内饰配置，尊贵又不失时尚，宽敞的空

间，舒适的座椅，将舒适性和实用性完美结合，无论是驾

驶者还是后面的病患，都能倍感舒适。适用于医院、急救

中心等对远程病人在运送途中进行抢救、监护、治疗等。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5370×1928×1998,2400 mm  

轴距 3430 mm  发动机排量 1991 ml 

燃料种类 汽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7 人 最高车速 185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奔驰威霆高顶监护型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奔驰凌特救护车是福建戴姆勒采用前置后

驱的动力驱动模式、2.2L高压共轨发动机、6

档手动变速箱、Adaptive ESP主动安全系统、多功能方向

盘、电动登车踏板、国五排放标准、非承载式车身以欧洲

商用车设计标准设计的商用MPV，以及标配的ABS。用以

弥补中国高端救护车市场的不足。适用于医院、急救中心

等对远程病人在运送途中进行抢救、监护、治疗等。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5910,6050×1993×2800,2850(mm)   

轴距 3665 mm  发动机排量 2143 ml 

燃料种类 柴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奔驰凌特高顶监护型救护车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金杯小海狮短轴高顶运输型救护车  

      金杯小海狮高顶运输型救护车，拥有

4.3m³内舱空间，且宽度接近1.7m，超过

了金杯海狮第5代、第6代，长达2600mm的轴距和

1460，1430的超宽轮距，使得车身行使更加稳定。

同属金杯品牌家族，金杯大海狮的很多经典元素亦

在金杯小海狮身上得到延续，如双色漆的车身设

计，凸显时尚与个性 。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070×1690×2405 mm  

轴距：2590 mm  发动机排量：1998 ml 

燃料种类：汽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6 人 最高车速：13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金杯新海狮短轴高顶运输型救护车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金杯新海狮底盘结构的优化，使其最大承

载力比传统救护车提升10%，达到1200KG，

大大超过同级别的其他车型。换挡位置调整在

仪表盘处，符合人机工程学设计，更加方便驾驶员操

作。金杯新海狮采用电子油门、韩国进口离合器、优

化转向系统，使操作更加轻便，保证高速行驶和转弯

的稳定性，有效应对各种道路状况。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 4880×1700×2295 mm  

轴距 2570 mm  发动机排量 1997 ml 

燃料种类 汽油 排放标准 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6 人 最高车速 140 km/h 

车型简要参数表 车型简介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金杯格瑞斯救护车  

      金杯格瑞斯系列救护车，整车长度超

过5.2米，宽度1.8米，十分适合作为救护

车使用，长达3430mm的轴距和1460，1430的超宽

轮距，使得车身行使更加稳定。同属金杯品牌家

族，格瑞斯车型搭配不同排量的发动机，2.0L，

2.4L，2.7L让不同需求用户有更灵活的选择。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235/5250×1800×2180/2405 mm  

轴距：3430mm   发动机排量L：2.0/2.4/2.7 

燃料种类：汽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6 人 最高车速：13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金杯格瑞斯新快运救护车  

      金杯格瑞斯新快运系列救护车，整车

长度超过5.2米，宽度1.8米，十分适合作

为救护车使用，长达3430mm的轴距和1460，1430

的超宽轮距，使得车身行使更加稳定。同属金杯品

牌家族，格瑞斯车型搭配不同排量的发动机，

2.0L，2.4L，2.7L让不同需求用户有更灵活的选

择。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235/5250×1800×2180/2405 mm  

轴距：3430mm   发动机排量L：2.0/2.4/2.7 

燃料种类：汽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6 人 最高车速：13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福田G7高顶运输型救护车  

      福田风景G7高顶运输型救护车承载

福田风景品牌16年的品质沉淀，在“内外

造型和技术平台”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整车配备汽

油动力，百公里耗油为11L，同时福田G7救护车整

车配装安全气囊、ABS+EBD等安全配置，车身刚

度提升一倍以上满足最新欧盟ECE安全测试，为用

户打造全面安全防护。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320×1695×2435 mm  

轴距：3050 mm  发动机排量：1998ml 

燃料种类：汽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7人 最高车速：120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福田G9高顶运输型救护车  

      福田风景G9高顶运输型救护车 进口

丰田外观，沉稳但不缺时尚的外观设

计，尽显名车风采；采用2.4排量汽油发动机，轻

松驾驭各种路况，后舱空调+暖风的人性化配置，

充分保证医疗舱成员舒适，加强的结构化设计，为

用户打造全面安全防护；多变的内饰布局充分满足

医疗商用户对救护车医疗舱的要求。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380×1920×2285 mm  

轴距：3110 mm  发动机排量：2378 ml 

燃料种类：汽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7 人 最高车速：145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福田图雅诺短轴中顶救护车  

      田图雅诺短轴中顶柴油救护车 轴距

2.9米，整车尺寸5015×2000×2650 

mm，排量2.8L ,制动系统采用ABS+EBD，六档变

速箱、遥控锁/MP3/高位制动灯/3座（正司机座+

副司机双人联体座）1.装OBD.2.装ABS系统.3.选用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为110kw.满足最新欧盟ECE安全

测试，为用户打造全面安全防护。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015×2000×2650 mm  

轴距：2933 mm  发动机排量：2780 ml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7人 最高车速：140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田图雅诺长轴中顶救护车  

      福田图雅诺长轴中顶柴油救护车 轴

距3.75米，整车尺寸5990×2000×2555 

mm，排量2.8L ,制动系统采用ABS+EBD，配置电

动门窗+遥控锁/MP3/倒车雷达/高位制动灯/3座

（正司机座+副司机双人联体座），加强的结构化

设计，为用户打造全面安全防护；多变的内饰布局

充分满足医疗商用户对救护车医疗舱的要求。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990×2000×2555 mm  

轴距：3750 mm  发动机排量：2771 ml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8 人 最高车速：12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福田G5 高顶蒙派克救护车  

      田高顶蒙派克救护车 救护车运输型

基本配置清单：1、便携折叠担架；2、

进口板材医药柜1件（可选装不锈钢包边）；3、固

定安装氧气瓶1只；4、输液吊钩2只；5、消毒灯1

只；6、污物桶1只；7、单人座椅2只；8、长条座

椅2人位软座垫、软靠背和安全带1套；9、中隔断

带滑窗1套；10、前顶装全蓝警灯警报器1套……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245X1825X2400，2420 mm  

轴距：3430 mm  发动机排量：2378 ml 

燃料种类：汽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7人 最高车速：160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业务标志行或格言 

微软中国 

福田G9高顶右驾驶外贸出口救护车  

      福田G9高顶右驾驶外贸出口救护车  

进口丰田外观，沉稳但不缺时尚的外观

设计，尽显名车风采；采用2.4排量汽油发动机，

轻松驾驭各种路况，后舱空调+暖风的人性化配

置，充分保证医疗舱成员舒适，加强的结构化设

计，为用户打造全面安全防护；多变的内饰布局充

分满足医疗商用户对救护车医疗舱的要求。  

电话: 13872887007 

传真: 0722-3300686 

电子邮件: pcjazz@qq.com 

外形尺寸：5380×1920×2285 mm  

轴距：3110 mm  发动机排量：2780 ml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国五/国六 

驾乘人数 ：5-7 人 最高车速：150 km/h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1、前顶装全蓝警灯警报器（100Ｗ）1 套； 

 2、医药柜 1 件；  

 3、内置安装 10Ｌ氧气瓶 2 只， 

 4、供氧快速接口2个，湿化瓶1只；  

 5、输液滑轨1套、输液吊钩 2 只；  

 6、消毒灯 1 只；  

 7、污物桶 1 只； 

 8、右侧单人座椅 1 只、条椅带软包座垫1个 

 9、左侧整体医疗柜 1 套； 

 10、中隔断带滑窗 1 套、医护折叠座椅1只；  

 11、12Ｖ LED照明灯 4 个；  

 12、1000Ｗ逆变器 1 只；  

 13、220Ｖ、12V电源插座 2 组；  

 14、医用耐磨塑胶地板；  

 15、贴救护十字标志、车身彩条、车窗贴膜；  

 16、后舱空调和暖风；  

 17、自动上车担架、折叠担架1套； 

  18、外接220V电源一套，60AH辅助电瓶1只 

  19、车内换气扇一只 

 （配置供参考）  

监护型救护车标准配置介绍  

我们承诺，公司对销售的产品切实负责；服务让顾客真正满意。 坚持"质量就 是生命，

用户致上"的质量方针，以"质量拓展市场，向管理要效益"，把用户的 满意作 为我们最高的

追求，这是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保持市场份额的 关键所在。我厂秉承其"用户为中

心，服务于大众"的经营理念，在对待产品立起 了一种永恒、真挚的伙伴关系，以优良的服

务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质量方针 创优秀服务企业；造用户满意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的

问题上，以积极、认真、 负责、忠诚的态度与用户建立起了一种永恒、真挚的伙伴关系，

以优良的服务树 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质量方针 创优秀服务企业；造用户满意产品。  

东正救护车厂售后服务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监护型配置斱案1 监护型配置斱案2 

监护型配置斱案3 监护型配置斱案4 

监护型配置斱案5 监护型配置斱案6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监护型救护车配置方案 



 1、前顶装全蓝警灯警报器（100Ｗ）1 套； 

 2、医药柜 1 件；  

 3、固定安装 10Ｌ氧气瓶 1 只；  

 4、输液吊钩 2 只；  

 5、消毒灯 1 只；  

 6、污物桶 1 只； 

 7、单人座椅 2 只； 

 8、左边长条椅软座垫、软靠背和安全带 1 

套（或单人座椅 2 只）； 

 9、中隔断带滑窗 1 套；  

 10、12Ｖ照明灯 2 个；  

 11、500Ｗ逆变器 1 只；  

 12、220Ｖ电源插座 1 组；  

 13、医用耐磨塑胶地板；  

 14、贴救护十字标志；  

 15、后舱空调和暖风；  

 16、自动上车担架； 

 （配置供参考）  

运输型救护车标准配置介绍  

东正救护车厂售后服务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运输型配置斱案1 运输型配置斱案2 

运输型配置斱案3 运输型配置斱案4 

运输型配置斱案5 运输型配置斱案6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运输型救护车配置方案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奔驰威霆高顶救护车主要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5370×1928×1998,2400 mm 

燃料种类 汽油 排放标准 国五 

总质量 3100 kg 整备质量 2350 kg 

驾乘人数 3-7 人 最高车速 185 km/h 

轴距 3430 mm 轮胎规格 245/45R18,245/50R18 

发动机型号 274920 发动机生产企业 

排量(ml) 1991 福建奔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原装进口丰田监护型救护车主要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5380×1880×1610 mm 

燃料种类 汽油 排放标准 国五 

总质量 3050 kg 整备质量 2450 kg 

驾乘人数 3-7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轴距 3110 mm 轮胎规格 195/R15C  

发动机型号 2TR  发动机生产企业 

排量(ml) 2694 日本丰田 

新世代长轴超人顶救护车主要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5780×2000×2580,2360,2590,2690,2810 mm  

燃料种类 汽油 排放标准 国五 

总质量 3700  kg 整备质量 2540,2690,2860 kg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轴距 3750  mm 轮胎规格 215/75R16LT  

发动机型号 DURATORQ4D225H  发动机生产企业 

排量(ml) 219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福特新世代长轴高顶救护车V348（带凸台）主要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5780×2000×2580,2360,2590,2690,2810 mm  

燃料种类 汽油 排放标准 国五 

总质量 3700  kg 整备质量 2540,2690,2860 kg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轴距 3750  mm 轮胎规格 215/75R16LT  

发动机型号 DURATORQ4D225H  发动机生产企业 

排量(ml) 219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铃福特新世代长轴中顶救护车V348主要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5780x2000x2580,2360,2590,2690,2810 mm  

燃料种类 汽油 排放标准 国五 

总质量 3700  kg 整备质量 2540,2690,2860 kg 

驾乘人数 3-8 人 最高车速 145 km/h 

轴距 3750  mm 轮胎规格 215/75R16LT  

发动机型号 DURATORQ4D225H  发动机生产企业 

排量(ml) 219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湖北随州东正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救护车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