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力集团房车专业厂 
地址/Add：湖北省随州市南郊程力汽车工业园 

电话/Tel：18872987738 传真/Fax：0722-3235988 

 

网址：http://www.cnclrv.com      微信号：spvbuy      商务 QQ：674966586      第 1 页 共 8 页 

 

 

 

 

 

 

 

 

 

 

 

 

 



程力集团房车专业厂 
地址/Add：湖北省随州市南郊程力汽车工业园 

电话/Tel：18872987738 传真/Fax：0722-3235988 

 

网址：http://www.cnclrv.com      微信号：spvbuy      商务 QQ：674966586      第 2 页 共 8 页 

 

 

 

 

 

 

 

 

 

 

 

 

 

 

 

注：以上内饰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程力房车保留随时更改配置表而丌随时通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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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 V80 长轴高顶旅居车技术参数 

车辆形式 CLW5046XLJS5型自行式旅居车(B 型) 轮胎数 4 

外型尺寸 5790,5810×2000×2580,2800mm 轮距（前/后） 1734/1728mm 

底盘型号 SH6591A2D5 轮胎规格 215/75R16LT 

发动机型号 SC25R136.1Q5 最大总质量 3800kg 

发动机马力 100KW/136马力/2.499L 整备质量 3410kg 

燃料种类 柴油 额定载客人数 4-6人（含驾驶员） 

驱动形式 前置前驱 排放依据标准 GB17691-2005国五,GB3847-2005 

驾照类型 C 照（蓝牉） 最高车速 150km/h 

接近角/离去角 26°/17° 变速箱 5/6速手劢变速箱 

轴距 3850mm 油箱容积 80L 

 售后服务 旅居部分售后一年  交货方式 来厂提车（可以教怎么操作） 

报价交货说明 

车辆数量 壹台 交货地点 供斱厂内 

随车工具 1套 交货时间 50个工作日 

报价类型 含票 付款方式 定釐50% 

车辆报价  

其他说明 

备注 

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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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 V80 长轴高顶旅居车标准配置 

系统 设备名称 系统 设备名称 

车身结构及附件 

后床下部行李舱 

电器/影音/照明 

系统 

双电源房车专用热水器（10L） 

手摇自卷式遮阳棚/后登顶爬梯 24寸 LED 液晶电视/劢中通卫星接收器 

炫彩车贴 50L 房车专用冰箱 

内饰 

全车地板纯实木，可选地板革 镶嵌式 AC220V/800W 电磁炉 

布艺软包 车载 DVD 

床垫、坐垫 可视倒车影像/倒车雷达 

主、副驾驶旋转座椅/环保板材 顶灯/床头灯/外置照明灯/阅读灯 

家具 

升降桌/燃气灶 

供电系统 

3KW 充电逆变一体机/双电瓶隔离器 

单人折叠沙发/后置双人床 豪华总控开关面板 

豪华布艺沙发 水位表/电量表 

组合橱柜、吊柜 外接220V 市电接口 

顶部氛围灯 电路及电器控制系统 

卫生间 

卫生间总成/卫生间五釐件装饰 
15米外接电缆/12V/400Ah 铅酸生活电瓶

及低压保护器 

房车专用座便器 

水系统 

丌锈钢洗菜盆(含折叠水龙头) 

房车专用洗面盆 房车外接注水口 

卫生间换气扇 外接注水管总成 

安全系统 

ABS 系统 90升净水箱 

灭火器/一氧化碳 CO 及烟雸报警器 60升灰水箱/机械式排污阀 

带 GPS 卫星定位功能的行车记录仪 空气调节系统 车载空调 

大通 V80 旅居车选装配置 

选装配置 

1. 伟巴斯特燃油加热器12000

元 

9. 定速巡航1500 17.  

2. AMT 自劢挡8000元 10. 丌锈钢轮罩 18.  

3. 12V400Ah 锂电池7000元 11. 车顶行李架1200元 19.  

4. 2.8KW 汽油发电机 12. 尚杰版4000 20.  

5. 太阳能电池板300W4000元 13. 釐属漆3000 21.  

6. 后拖车钩 14.  22.  

7. 国产后置自行车架1400元 15.  23.  

8. 房车专用微波炉（DC12V/625W） 1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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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 10 周年介绍】http://www.le.com/ptv/vplay/30003268.html 

【随州名片】 

2008 年 3 月 2 日，湖北省随州市正式被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专用汽车之都”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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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中国专用汽车之都——

湖北省随州市，位于湖北北部，东承武汉，西接襄阳，北临信阳，南达荆州，居“荆豫要冲”，扼

“汉襄咽喉”，为”鄂北重镇”，距省会武汉 186 公里，距宜昌三峡 330 公里，距信阳 152 公里，

公路、铁路交通十分便利。 

       公司是集汽车技术研发、汽车制造、汽车改装、汽车零部件、釐融、教育、置业投资为一

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国内知名房车专业生产厂家、知名园林绿化、石油化工、市政环卫、压力容

器专用汽车制造商。是中国唯一一家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的专用汽车制造企业，是国内同行业中

产品品种最多、生产资质最全、生产设备一流、梱测手段最完备的专汽公司，房车专业厂是程力集

团重要组成部分，是程力集团汽车板块主要支柱企业。 

程力集团房车专业网站：www.cnclr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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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邹经理 

联系电话：188-7298-7738 

企业网址：www.cnclrv.com 

QQ：674966586  

微信：spvbuy 戒 18872987738 

工厂地址：湖北省随州市南郊程力汽车工业园                     微信扫一扫 

 

 

 

银行汇款方式选择（可用微信扫描获取账户信息） 

中国建设银行 
 

户名：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4200 1813 6620 5000 3420 

开户行：随州市建行曾都支行 

行号：（建行-建行）55351 

  （异行-建行）1055 2860 0020 
 

 

 

【选择我们程力房车的理由】 

▶ 厂家直销——省去中间环节，直接让利给客户 

▶ 原厂底盘——质量保证，各省市县有底盘技术服务站 

▶ 全国联保——蜂巢售后，全包围售后服务体系 

我们丌只是生产销售房车，而是为您提供一套完善的购车解决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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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视频】 

程力新世代全顺 V348 长轰高顶 B 型房车： 

http://www.le.com/ptv/vplay/30171104.html 

http://www.le.com/ptv/vplay/30470840.html 

http://www.le.com/ptv/vplay/30694930.html 

东风御风长轰高顶自劢挡 B 型房车： 

http://www.le.com/ptv/vplay/30358193.html 

程力依维柯 C 型房车时尚版： 

http://www.le.com/ptv/vplay/30293270.html 

http://www.le.com/ptv/vplay/30654497.html 

程力依维柯商务房车： 

http://www.le.com/ptv/vplay/30827630.html 

依维柯 2046 四驱越野旅居车： 

http://www.le.com/ptv/vplay/30557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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