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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湖南省高速百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百通公司）成立于 2002年，为湖南省

高速公路管理局下属国有企业，注册资本 1.1 亿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高速公路

养护工程、交通工程施工；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沥青生产加工与销售等业务。 

拥有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和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

包壹级；公路养护一类甲、二类甲、桥梁甲、隧道甲、路面甲、交安甲、计算

机系统维护专项资质许可；路基、桥梁专业承包二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公路检测综合乙级等资质； 

拥有原值 1.38亿元的公路工程施工与养护、碎石加工、沥青生产、加工与

储存、公路桥梁检测仪器设备； 

拥有长沙向家、衡阳冠市、常德盘塘、娄底涟源四个养护基地。 

百通公司是一家集高速公路养护、沥青生产和供应、交通工程施工、道路

检测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已完成高速公路养护中修5500公里2000

万平方米；年最高小修保养里程达 2000 公里；沥青加工及供应近 30 万吨；交

通安全及隔离设施施工 672 公里，标志牌安装 7850 块，标线 23 万平方米；高

速公路检测里程近 4000公里，桥梁检测 2000余座（次），桩基检测 2万余根。 

百通公司成立以来，在做好经营工作的同时不忘初心，以做好高速公路养

护及应急抢险保通工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为湖南高速公路的平安畅通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被授予“湖南省高速公路省级养护应急抢险保通专业队伍”、“十

二五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全省高速公路系统应急管理工作先进

单位”等荣誉称号。 

展望未来，百通公司将本着“以人为本、诚信至上、开拓创新、高速高效”

的宗旨，整合内外资源，强化内部管理，以持续提高核心竞争力；力争在不远

的将来，承接全省高速公路全部养护小修保养任务、90%以上的养护中修施工任

务及部分大修改造施工任务，成为湖南高速公路系统内部“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的养护队伍，成为湖南高速公路应急抢险保畅的主力军。 

 



 

公司资质 

湖南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公路养护资质许可：一类甲级、二类甲级、

桥梁甲级、隧道甲级、路面甲级、交安甲级、计算机系统维护专项 

             
图 2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                    图 3交通工程一级资质证书   

壹级资质证书 

 

                   

图 4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资质证书               图 5公路检测综合乙级证书 

           



 

高速公路养护 

养护施工队伍稳定、成熟；养护技术工艺创新；各类成套养护施

工设备能满足专业化、机械化养护施工的需要；长沙（向家）、衡阳（冠

市）、常德、娄底四个养护基地为全省高速公路养护提供保障；养护业

务涉及高速公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的常规养护、专项养护、综合性

养护、小修保养等领域。已完成高速公路养护中修 5500 公里 2000 万

平方米；年最高小修保养里程达 2000公里，所辖保养路段畅、洁、美。 

    

图 6养护管理先进单位                        图 7高素质的养护队伍 

主要养护施工设备 

  

图 8就地热再生机组                        图 8-1 就地热再生加热机 



 

 

图 8-2 就地热再生铣刨机 

 

图 8-3 就地热再生复拌机 

           

图 9  wirtgen w2000型铣刨机          图 10福格勒 1800-1型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图 11福格勒 1800-2型喷洒型摊铺机        图 12 威特 142TB微波路面加热养护车 



 

    

图 13 美国滑移装载清扫机                   图 14 沥青路面修补王 

 

    

图 15  VSS微表处摊铺车                   图 16 沥青路面灌缝机 

 

    
图 17 钢轮、胶轮压路机                     图 18 水泥路面破除设备 

 



 

养护基地 

 

图 19 长沙（向家）养护基地 

 

 
图 20常德盘塘养护基地 

 

   

图 21 衡阳冠市养护基地                  图 22  娄底养护基地 

 



 

领先全省的养护工艺与技术（中修） 

一、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由百通公司在全省率先引入并推广。

目前已在衡炎、潭邵、邵怀、临长、耒宜、常张高速公路养护工程中

应用，施工里程约500公里，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它采用专用的就地

热再生设备，对沥青路面现场加热、翻松，就地掺入一定数量的新沥

青、新沥青混合料、再生剂等，经热态拌和、摊铺、碾压等工序，一

次性实现对沥青路表面一定深度范围内的旧沥青混合料再生。具有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施工成本低、速度快、交通干扰少、可大大提高路

面面层使用性能等特点。 

       

图 23 就地热再生机组施工                  图 24 耙松、复拌  

 

       

图25 摊铺                         图26  压实 

 



 

二、沥青路面就地冷再生：目前已在潭邵高速公路开展试验路段

施工，拟在全省高速公路养护工作中推广。它使用冷再生专用机械，

在常温下对面层和部分基层在内的旧路面结构层连续完成铣刨、破碎、

添加再生材料、拌和、摊铺、碾压等作业过程，重新形成具有一定承

载能力的结构层。 

 

 

 

 

 

图 27就地冷再生施工                    图 28 冷再生施工后路面 

 

三、厂拌冷再生：由百通公司率先在潭邵高速公路大修项目中进

行，施工里程 14.5 公里，面积 11 万平方米。该技术采用乳化沥青作

为结合料，将沥青路面铣刨材料加上适当新集料、水泥进行拌和得到

性能良好的乳化再生沥青混合料。混合料铺筑于路面的上基层，实现

了对于原来半刚性基层的柔性化转换，可大幅提高路面的长期运营性

能。 

         

图 29 原沥青路面铣刨                      图 30  再生混合料拌和与卸料                                    



 

                 

图 31 再生混合料摊铺                         图 32-压实 

 

四、超薄磨耗层：由百通公司在全省率先引入并推广。目前已在

耒宜、长永、临长、常张、潭邵、怀新高速公路养护工程中应用，施

工里程240公里，面积约200万平方米。该技术专门针对交通荷载大、

路面性能要求高的高级路面而使用，主要应用于高等级沥青或水泥混

凝土路面的预防性养护，也可以作为新建道路的表面磨耗层。使用专

用设备施工，不需铣刨原有路面，特种改性乳化沥青粘结层喷洒与改

性热沥青混合料摊铺同时进行，经过压实后一次形成1.5～2.5cm厚的

超薄磨耗层罩面。具有改善路面平整度、抗滑、耐磨、施工工期短、

开放交通早、降噪、施工中不影响正常交通的优点,能够快速改善道路

的行驶性能，符合现代高速公路快速养护发展方向。 

   
图 33  摊铺                                       图 34   碾压 



 

 

                        图 35施工后效果 

  
图36 密级配路面形成的水雾          图37 超薄磨耗层路面形成的水雾 

五、微表处：由百通公司在全省率先引用。已应用于潭邵、临长

高速公路养护工作，施工面积约30万平方米。微表处原料由高分子改

性乳化沥青、级配碎石、水和必要的添加剂组成，由专用摊铺设备一

次性完成施工。它可根据路面损坏程度，一次性填补车辙、铺装路面、

形成一层或两层罩面，改善路面使用性能。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高

等级公路的预防性养护和沥青路面的车辙修复，以及铺装水泥混凝土

路面罩面。它可延长路面使用寿命、施工快捷方便，成本较低。 

         

图 38 微表处施工                     图 39 施工完成后路面  

 



 

六、雾封层：已在常张、怀新高速公路应用。雾封层是一种新型

高速公路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利用专用设备将具有良好渗透性

的雾封层材料均匀洒布到沥青路面上，可弥合路面的微裂缝、恢复沥

青性能、增加路面的弹性和柔韧性，提高路面抗水损害性能，对延长

沥青路面的使用寿命具有积极作用，能很好地降低路面维护成本。 

 

 

图 40 高压喷洒雾封层材料  图 41 路面施工后效果图     图 42  两年后的的应用效果 

 

七、共振碎石化技术 ：目前已在 G4 京港澳高速潭耒段高速公路

大修项目中应用。它将旧水泥混凝土面层碎裂为 20cm以内的碎块层，

减少水泥混凝土板的水平及竖向移动，具备高于级配碎石的强度，对

旧路地基的影响不大，适应于损坏比较严重的各类水泥混凝土路面的

加铺改建；它将水泥混凝土面层破碎为相互嵌锁、啮合的高强度粒料

层，可较好地防止反射裂缝，是目前最能有效地解决白加黑路面反射

裂缝问题的技术。 

   

图 43 路面共振破碎          图 44共振碎石化裂纹       图 45路面碎石化后效果图 

 

           



 

八、常规养护 

铣刨摊铺：利用铣刨机将已破损的旧路面结构层铣除，再铺筑新

的路面结构层，主要用于损坏路面的维修养护，具有铣深范围广，延

长路面寿命, 改善行驶质量, 矫正表面缺陷与破损结构层, 提高安全

性等优点。 

     

图 46铣刨                            图 47撒布粘层油 

   

  图 48摊铺                                  图 49    碾压 

坑槽修补：利用微波或高温热风加热的原理，在 10～15 分钟内，

将沥青混凝土路面无损加热到养护施工作业温度，维修后恢复沥青混

凝土路面的表面功能和使用性能。 

     

    图 50 路面加热                              图 51 修补 



 

    

    裂缝修补：使用灌缝机和密封胶，采用开槽修补法对沥青路面裂

缝进行修补。 

         

图 52扩缝、开槽                        图 53 灌缝 

 

水泥路面养护  

     

图 54破    板                            图 55 卸   料 

 

    

    图 56 平   整                          图 57喷洒养护剂 

 



 

       

高速公路小修保养 

  

图 58 路面清洗                            图 59 边坡防护 

       

图 60 绿化植被除草                           图 61 水沟清淤 

 

 

 

 

 

 

 



 

主要养护业绩（部分） 

长永高速公路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耒宜高速公路超薄磨耗层加铺工程；  

潭耒高速公路路面维修专项工程； 

湖南省高速公路项目耒宜高速公路水泥路面综合处治工程； 

湖南省高速公路项目 2013-2015年度养护工程； 

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沥青路面就地热再生处治养护工程； 

长沙机场高速路面中修工程； 

衡阳管理处 2标段小修保养项目，222公里； 

郴州管理处 1标段小修保养项目，284公里； 

娄怀高速（S70）溆浦至怀化段小修保养项目，92公里； 

长沙管理处 2016年度高速公路养护工程（299公里）; 

张家界管理处 2016 年度高速公路养护工程（118公里）； 

湘西管理处 2016年度高速公路养护工程（362公里）； 

株洲管理处 2016年度高速公路养护工程（363公里）； 

怀化管理处 2016年度高速公路养护工程（456公里）； 

娄底管理处 2016年度高速公路养护工程（189公里）； 

………… 

 

 

 
 
 
 
 
 
 
 



 

应急抢险 
百通公司的每个养护项目部，就是一支快速抢险队伍。他们充分

发挥专业化、机械化养护企业优势，配备了大量装载机、挖掘机、铲

雪车等应急抢险设备，在高速公路应急抢险保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其高质量、高效率的应急抢险保通工作，得到了省高管局、地方

政府、各高速公路管理处以及高速公路交警的高度肯定，湖南高速公

路被地方政府誉为“抢险救援生命通道”，百通公司真正发挥了“湖南

省高速公路省级养护应急抢险保通专业队伍”的作用。  

        

图 62应急管理先进单位                 图 63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湖南）

储备中心 

       

图 64（湖南）储备中心应急抢险设备一角            图 65 矮寨大桥抗冰保通   



 

 

                       图 66临长高速微波除冰 

        
图 67郴州高速公路除雪                   图 68沪昆高速怀新段抢险 

         

图 69清理常吉高速 K1212 左幅边坡塌方      图 70-处置吉茶高速 K2005处路面障碍 

      

图 71处置怀化高速桂花垠隧道涌水         图 72 绥宁连接线边坡垮塌抢险 



 

    

图 73抢修怀化高速 k1448+685 处垮塌边坡          图 74帮助熄火车辆转移 

   

图 75处置长湘高速邓家湾隧道泥石流       图 76 临长高速路面障碍处置 

         

图 77长永高速路面抢险处置                    图 78抢排星沙收费站内积水 

 

图 79   省厅领导现场慰问应急抢险人员 



 

养护检测 

百通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省海威特公路检测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 835 万元，拥有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

合乙级资质；拥有专业检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先进的公路检测

设备、常规试验检测成套设备。主要为养护施工提供先行指标和依据,

为养护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工作范围涉及高速公路道路检测、

钻芯钻探检测、锚杆锚索检测、桥梁检测、隧道检测、桩基检测等领

域。现已累计完成高速公路检测里程近 4000km，桥梁检测 2000 余座

（次），桩基检测两万余根。开展的新疆乌绕东高速公路中心试验室项

目，质量高，评价好，为新疆项目作出了积极贡献，为配合、支持省

局开展援疆项目工作作出了重大努力。 

 

主要检测设备 

    
图 80智能道路检测车                 图 81美国万国 SNOOPER悬臂式桥梁检测车 

 



 

   

图 82  探地雷达检测车            图 83 MOGE 自行式桁架桥梁检测车 

  
图 84激光断面检测车                      图 85 FWD检测车 

    

图 86检测实验室外景                        图 87检测实验室部分设备 

 

 



 

     

图 88智能路面检测                  图 89-广东佛山九江大桥检测 

 

      

图 90新疆乌绕东高速箱梁回弹强度检测         图 91新疆乌绕东高速路基弯沉检测 

 

 

   
图 92 隧道便携式雷达检测                    图 93  钻芯检测 

 

 

 

 



 

主要业绩 

长永高速公路路面调查及维修； 

衡枣高速公路路面脱空检测、平整度检测； 

耒宜高速公路弯沉、脱空、车辙抽检； 

潭耒联络线天易公路路况调查检测； 

衡枣、衡大、莲易高速公路养护检测； 

常吉高速公路路面检测； 

湖北省武荆高速公路路况检测； 

湖南省 2013、2014、2015年度高速公路路况检测； 

潭耒、吉茶（在建）高速公路桥梁支座检查； 

耒宜及道贺、衡桂、娄新等在建高速公路桥梁外观检查； 

沪溪大桥监控； 

莲易高速公路桥梁静载试验； 

莲易、怀新、衡枣、永州公路桥梁现状检查； 

邵怀、娄新、怀通、洞新、南益、长沙绕城高速在建桥梁桩基无

损检测； 

邵坪高速公路旧桥改建检测； 

怀新、常吉高速公路台背钻芯检测； 

道贺、张花、娄新、醴茶高速公路台背与清淤检测； 

溆怀高速公路边坡与路基沉降、裂缝发展监测； 

配合省局开展援疆项目，建设新疆绕城高速公路中心试验室并支

持运营； 

永吉高速公路中心试验室项目； 

………… 



 

交通工程 

百通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三和通信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三和

公司），成立于 1997 年，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拥有公路交通工

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湖南省养护从业单位一类甲

级、二类甲级、桥梁甲级、隧道甲级、路面甲级、交安甲级养护资质

许可。主要从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路面养护施工等。已累

计完成波型护栏安装 446000m，隔离栅、刺铁丝 225400m，标志牌安装

7850 块，标线 223800 平方米，防眩板 35500 块，轮廓标 32800 块，

突起路标 25400个。 

 

    
图 94安装护栏立柱             图 95护栏安装 

 

   
图 96防炫网施工完成现场                  图 97隔离钢护栏项目 

 



 

 

    
图 98标线施工                          图 99   标牌安装 

  

                         

主要业绩 

怀新、邵怀、浏醴、炎睦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工程； 

大广高速公路武吉段交通工程、邵怀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衡炎高

速公路 43、49标段交通工程； 

长益、常张、临长、道贺高速公路交通标志施工工程； 

常张、常吉、耒宜、潭耒高速公路标志标牌更换施工工程； 

衡枣高速公路 S3标新增标志、标志更换、移位、拆除工程； 

洞新高速公路 JA2 标、新溆高速公路 37 标、炎汝高速公路 60标、

邵坪高速公路第 12 合同段交安工程。  
 
 
 
 
 
 
 
 

 

 

 

 

 



 

沥青生产与供应 
百通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百通沥青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3000万元，主要从事道路建设及养护用改性沥青、重交

沥青、乳化沥青相关路用材料的生产、销售仓储及运输工作。公司在常德盘塘、

娄底涟源基地建有沥青库，两地库容总量 2.02万吨，配置改性沥青生产设备一

套、进口乳化沥青生产设备一套，场拌冷再生设备一套。可日产改性沥青 1200

吨、乳化沥青 400吨、重交沥青 4000吨；年（6个月）产改性沥青 15万吨、乳

化沥青 6 万吨、重交沥青 48 万吨。并在衡阳冠市建有德基 3000 型沥青混合料

拌合站生产基地。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先后为常张、醴潭、怀新、常吉、道贺、吉茶、娄新、

汝郴、耒宜、溆怀、张花、怀化绕城、邵坪、龙永、娄衡、潭邵、衡大、邵怀、

长潭西、衡炎、衡枣等 21个高速公路建设与养护项目，以及长沙、常德、邵阳

市政项目供应各类型号沥青 30万吨。 

沥青生产、仓储基地 

 

图 100  常德改性沥青生产基地：自备铁路运输专线，集改性沥青生产、乳化沥青生产、重

交沥青中转于一体的现代化的沥青库，库容量为 1.1 万吨，可日生产改性沥青 960 吨、乳化

沥青 240吨,日中转重交沥青 1200吨。 

        
图 101  衡阳冠市养护基地德基 3000型沥青    

混凝土拌和楼，可每小时生产改性沥青拌合 

料 160 吨，重交沥青拌合料 240 吨                            图 102 娄底沥青生产基地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500号省高速大厦 9楼 

电话：（0731）89784019 

传真：（0731）89912260 

邮箱：office@bait100.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