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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桥梁全寿命周期智慧养护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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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0 年，专注于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市政道路全寿命周期智慧养护新技

术的研发及产业化，提供道路桥梁养护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新工艺系列产品与技术服务。

“产品领先，创新驱动” 万里交科始终坚持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获批组建了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材料及装备交通运输行

业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河南省道路养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清洁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

个科研平台，与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所、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长安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

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长沙理工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等高校和行业科研院所建立了紧密的

战略合作关系，承担了多个国家和省级科技攻关项目，拥有核心成果专利近 200 项。通过整合集团内部和行业伙伴、知名院校、

科研院所等外部资源，建立了道路养护行业新技术、新成果转化与新产品孵化的创新平台，以产学研合作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以优质产品与技术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数字赋能，智造升级” 万里交科依托智能制造产业园打造的工业互联网与 5G 应用示范基地，正在推动公司向道路桥

梁全寿命周期智慧养护服务提供商转型。无损检测加固成套技术、路面预防性养护及快速修补成套技术、高品质桥梁（伸缩缝）

建设及养护成套技术、路面清洁及除冰雪系列装备、高速公路及城市道路护栏清洗系列装备、SP 沥青路面压花彩绘成套技术

等系列产品和技术居国际或国内领先地位，在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京新高速、港珠澳大桥、黄河大桥、内蒙古准兴高速、

江苏五峰山公路铁路特大桥、雄安新区建设等多个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受到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

市政道路建设管理单位以及中国交建、招商局集团、越秀集团、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国路桥等大型企业客户

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臻于至善，万里挑一” 多年来万里交科始终精益求精做好产品，精益求精提供好服务，致力于让中国每一条道路都乐

享万里交科智慧养护产品与技术服务！

公司简介
ABOUT US

4 5· WANLI JIAOKE 万里交科 ·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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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源于山河 奔腾万里

在许昌山河工程仪器销售门店，以公路建
设工程施工业务起步，开始“万里路桥”
的创业历程。

2004
高速养护 勇立潮头

河南省第一批高速公路养护市场化试点项
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公司成功中标连霍
高速公路洛阳—商丘段 2 个标段的养护工
程。“万里路桥”以高速公路养护为方向，
开启第一次转型升级。

2008
产业延伸 综合服务

拓展道路桥梁养护综合服务产业链，联合
5 家子公司组建河南万里路桥集团，打造
国内首家道路桥梁养护综合服务提供商，
开启第二次转型升级。

2018
数字赋能 智慧养护

更名为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从道路桥梁养护综合服务提供商向道路桥
梁全寿命周期智慧养护服务提供商转型， 
开启第三次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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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发
SCIENTIFIC RESEARCH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万里交科坚持走“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型企业发展之路，与国内知名院校、科研院所及专家团队合作，通
过建立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材料及装备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河南省基于振动搅拌技术耐久性路面研究院
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河南省道路养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道路清洁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路太养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等多个研发平台，有效促进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技术研
发与成果转化能力。



万里交科人在推动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方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持参与 20 余部标
准和工法编制，取得近 200 项专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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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
INNOV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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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无损检测加固数字化管理平台 

5G 无损检测加固数字化管理平台是通过无人机、3D 相机、探地雷达、地震波传感器等先进技术，实时采集
公路大比例尺矢量数据、高分辨率影像数据、GIS 信息数据，对道路桥梁病害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实现病害实
时诊断、分析与评估，为道路桥梁全寿命周期养护方案制订提供数据支撑，提升公路养护决策与设计、施工管
理水平。

检测咨询
TESTING CONSULTATION

技术优势：
※ 整合地面车载雷达探测、3D 相机拍摄与空中无人机测绘技术，实现道路桥梁病害立体诊断。

※ 5G 网联无人机可以毫秒级速度制作实景矢量地图，实现道路桥梁病害快速诊断。

※ 从现场检测、后台分析，到养护处治方案制订，实现一体化智能处理，为“智慧养护”提供决策支持。 

5G 网联无人机制作实景矢量地图

多通道 GPR 综合检测车

弯沉检测车

     

脱空病害 市政道路空洞检测对比 富水病害

不均匀沉陷病害 裂缝病害伴随疏松 层间粘结不良病害

无损检测系列技术 
万里交科多通道 GPR 综合检测车集成阵列雷达系统，辅以高精度惯导 GPS，可对路面厚度和道路隐性病害进
行快速无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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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面铺装层

桥梁隧道质量无损检测

※ 桥梁结构

※ 隧道衬砌质量

桥梁立柱钢筋数量、位置及保护层厚度检测剖面

使用 900MHz 和 400MHz 天线可检测钢筋混凝土二衬和素混凝土二衬中的病害 ( 脱空、空洞、不密实 ) 和衬砌厚度。

公司技术人员针对业主需求，自主研发了道路病害检测数据处理专业软件，通过该软件在雷达图像上快速的识别病害类型、
精准定位病害位置并圈定病害范围，可以科学的评价病害严重程度。

探地雷达数据处理与分析软件

专用数据处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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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技术
MAINTENANCE TECHNOLOGY SERIES

5G 智慧公路养护综合服务平台 

基础设施
数字化

运维
一体化

车路
协同

路网
运行管控

智慧
服务区

高速公路

智能
硬件

边缘
计算

云控
平台

智慧
公路

治超
综合执法

城市
车路协同

城市综合
交通管理

综合交通及执法

安全
感知

协同
指挥

智慧
管养

干线公路

5G 智慧公路养护综合服务平台以国家公路工程和养护评定相关标准为依据，以提高公路养护质量、提升养护
效率、降低养护成本为目标，以更加精细和智能的方式，实现公路养护决策、管理和执行的智慧化升级。该平
台采用现代物联网、云计算、5G、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BIM 模型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公路建、管、养、
护信息进行智能化处理，对人、车、物、事、财等实现数字化管控，打造公路智慧养护云脑。

技术优势：
※ 通过 GIS 可视化展示和分析，对养

护现场施工作业进行实时标注与监

控，实现智慧养护一张图。

※ 通过物联网网关、传感器、摄像头等，

对机械化养护作业的进度、质量、

安全等进行实时监控与反馈。

※ 通过 RFID 芯片和二维码，实现电

子标签化管理，对公路养护进行全

寿命周期实时管控。

道路非开挖加固技术系列 
根据道路无损检测结果与反射裂缝、翻浆、脱空与路
基湿软、强度不足等病害分析，采用万里交科非开挖
加固系列专利技术施工，作业效率高，养护资金投入
小，深度处治路面基层与路基病害，实现“标本兼治”。

裂缝焊接技术 :
彻底处治沥青路面反射裂缝病害

高强聚合物注浆技术 :
精准处治路面基层脱空病害

CGMT 路基非开挖加固技术 :
精准处治路基湿软病害

裂缝焊接施工芯样 CGMT 路基非开挖加固施工效果高强聚合物注浆施工芯样



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是在路面结构强度充足、仅表面功能衰减的情况下，为恢复路面表面服务功能而采取的养
护措施。

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系列 

桥梁加固与预应力技术系列 

※ 精细抗滑封层：
封水抗裂性能极佳，有效修复道路表面细微裂缝

※ 同步顶升技术：
有效解决桥梁支座更换问题

※ 高粘低噪微表处：
改进传统施工工艺，有效提升多项路用性能指标

※ 环氧聚合物含砂雾封层：
国外引进工艺，进口设备材料，国际一流品质

※ 同步碎石封层：
恢复路表沥青粘附力，填补微小裂缝和空隙 , 增加摩擦力

※ 预应力加固技术：
显著提高结构承载力和抗裂度，改善应力状态

※ 超粘超弹薄层罩面：
用于路面的预防性养护、轻微病害的矫正性养护

※ 半柔性抗车辙路面：
有效解决沥青路面车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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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智能双侧护栏清洗车

※ 高速公路波形板护栏清洗车 ※ 中分带扫路车

环卫清洁系列 

新能源纯电动护栏清洗车

超高护栏清洗车

异形护栏清洗车

墙面（隧道壁）清洗车

清洗车系列

多功能抑尘车

无人驾驶扫路车

洗扫车

吸尘车

高压冲洗车

树叶收集车

自装卸式垃圾车

压缩式垃圾车

护栏清洗机

防眩网清洗机

路沿石清洗装置

环卫清洁产品及成套解决方案

养护装备
ROAD MAINTENANCE EQUIPMENT

万里交科养护装备拥有三大类别 30 个系列近百款产品，能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客户对道路养护装备的个性
化需求，为各类道路机械化养护中心提供成套解决方案。

※ 综合除雪车

※ 除雪滚（车取力、自带动力、高转速）

※ 车载自带动力抛雪机

※ 除雪铲

※ 融雪剂撒布机

※ 融冰雪车

除雪融冰系列 

抛雪机

车载自带动力抛雪机

综合除雪机

融冰雪机

融冰雪车

多功能清雪机

高端进口除雪设备

除雪融冰产品及成套解决方案 

※5G 无人驾驶清扫车



道路养护系列 

※ 路面养护车 ※ 灌缝宝

※ 综合养护机 ※ 沥青混合料保温运输箱

※ 自行式灌缝机 ※ 防撞缓冲车※ 绿化综合养护车

综合养护车

综合养护机

降尘开槽机

微型节能沥青拌合站

智能滑模摊铺机

弯沉检测车

道路养护产品及成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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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材料
MAINTENANCE MATERIALS

注浆材料 

※ 改性环氧聚合物焊缝料※ 憎水型高分子聚合物注浆料

※ 高强聚合物注浆料※ 高水聚合物注浆料



※ 坑槽界面修补剂 ※ 沥青路面常温高效养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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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缝带

※ 冷补料 ※ 无机快速修补砂浆

※ 密封胶 ※ 抗裂贴

万里交科旗下上海沥景公司是国家《城市道路彩色沥青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参编单位，汇集国内外技术最先
进、种类最齐全的彩色路面工艺，提供优质的设计、施工、养护整体解决方案。

彩色路面系列 

※ 3D 彩绘工艺

※ 压模工艺

※ 彩色路面

※ 美国 SP 彩色路面产品
※ 水性环保 MMA 彩色路面

※ 水性环保沥青改色路面
※ 沥青压模地坪

※ 彩色自行车道
※ 景观道路

※ 改性沥青 ※ 改性乳化沥青 ※ 净味环保橡胶沥青 ※ 抗紫外老化改性沥青 ※ 袋装沥青

沥青改性与乳化材料 



合作交流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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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同行 共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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