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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桥梁防护

值得信赖的
涂料解决方案

自1915年以来海虹老人一直是涂料行业重要参与者，致力
于涂刷一个更牢固更具激情的世界。今天，我们在全球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工业防护漆、装饰漆、船舶漆、集装箱漆
和游艇漆市场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涂料解决方案。

海虹老人为多种不同行业的企业供应产品。我们拥有广泛
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但我们的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为客户
提供久经考验的涂料产品与解决方案，为客户带来真正的
价值。为此，我们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以确保我们开发的技
术不仅能够促进客户的业务增长，还能够帮助降低对环境
的影响。

海虹老人北亚区总部设在上海，在中国境内设有3家生产
厂以及在主要城市设有办事处。目前在中国已经发展为
工业防护漆、船舶漆、集装箱漆的知名供应商。秉承创始人
J.C.Hempel先生提出的“质量与服务”的经营宗旨，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涂料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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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桥梁防护丰富的火电厂防腐涂装经验

专业的桥梁
防护解决方案

180+
大型钢结构桥梁

  4 座名列全球前十的悬索桥

  5 座名列全球前十的斜拉桥

名列全球前十的斜拉桥

桥梁名称 世界排名 主跨 建成时间
沪通长江大桥 第三 1092米 2019 

苏通长江大桥 第四 1088米 2008

香港昂船洲大桥 第五 1018米 2008

湖北鄂东长江大桥 第七 926米 2010

湖北嘉鱼长江大桥 第八 920米 2019

名列全球前十的悬索桥

桥梁名称 世界排名 主跨 建成时间
南沙大桥  第三 1688米 2019

舟山西堠门大桥 第四 1650米 2009

润扬长江公路大桥 第八 1490米 2005

南京长江第四大桥 第十 1418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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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桥梁排名更新时间为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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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昂船洲大桥

湖南矮寨大桥 云南龙江特大桥 南京长江四桥

舟山西堠门大桥 沪通长江大桥 贵瓮高速清水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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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桥梁防护丰富的火电厂防腐涂装经验

虎门大桥——* 中国第一座大型钢箱梁悬索桥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自1994年以来，从虎门大桥建设开始，海虹老人
一直致力于为中国钢结构桥梁的建设做出贡献。
JT/T722–2008公路桥梁钢结构防腐涂装技术条件
主编单位。

5

专业的桥梁防护



专业的桥梁防护

经典案例
斜拉桥

香港昂船洲大桥

种类 斜拉桥，跨海 油漆用量 300,000升

世界排名 第五 主跨度 1018米

苏通长江大桥

种类 斜拉桥，跨长江 油漆用量 600,000升

世界排名 第四 主跨度 1088米

湖北鄂东长江大桥

种类 斜拉桥，跨长江 油漆用量 300,000升

世界排名 第七 主跨度 926米

沪通长江大桥

种类 斜拉桥，跨长江 油漆用量 500,000升

世界排名 第三 主跨度 109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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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悬索桥

“第一”的悬索桥案例
广东虎门大桥

中国第一座大型钢箱梁悬索桥
主航道跨度888米在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一跨”

在运行近20年后，2016年海虹老人为钢箱梁提供防腐维修
解决方案

湖南吉首矮寨大桥

主跨度1176米，世界第三，亚洲第一 

全世界最大跨峡谷钢桁梁悬索桥
使用氟碳面漆以提供最佳保护

润杨长江大桥

种类 悬索桥，跨长江 油漆用量 350,000升

世界排名 第八 主跨度 1490米

南沙大桥

种类 悬索桥，跨珠江 油漆用量 800,000升

世界排名 第三 主跨度 168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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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西堠门大桥 (世界第四悬索桥，跨海)

种类 悬索桥，跨海 油漆用量 300,000升

世界排名 第四 主跨度 16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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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岳长江公路大桥

种类 斜拉桥混凝土引桥、
主塔、桥墩 油漆用量 150,000公升

世界排名 第十三 主跨度 816米

经典案例
混凝土梁、主塔、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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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清单
桥梁名称 年份
澳门澳氹大桥 1986

汕头海湾大桥 1994

黑龙江依兰牡丹江大桥 1995

广东南海三山西桥 1995

广东虎门大桥 1996

广州解放大桥 1996

汕头礐石大桥 1998

广州鹤洞大桥 1998

厦门海沧大桥 1998

江阴长江大桥 1999

重庆鹅公岩长江大桥 2000

武汉军山长江大桥 2000

贵州北盘江大桥 2000

恩施南泥渡大桥 2000

南京长江二桥 2001

武汉黄埔立交桥 2002

云南小湾大桥 2002

苏州竹园大桥 2002

无锡蓉湖大桥 2003

江苏常州运河大桥 2003

浙江义乌丹溪口大桥 2004

广东中山一桥 2004

广西南宁永和大桥 2004

润扬长江大桥(北汊) 2004

润扬长江大桥(南汊) 2004

南京长江三桥 2004

安庆长江大桥 2005

上海东海大桥 2005

湖北孝襄大桥 2006

昆山樾河大桥 2006

上海颗珠山大桥 2006

无锡下甸大桥 2006

佛山东平大桥 2006

无锡句容大桥 2006

舟山桃夭门大桥 2006

深圳南坪快速高架桥 2006

苏通大桥 2007

昆明到安宁高速高架桥 2007

重庆石板坡大桥 2007

湖南湘潭四桥 2007

舟山新城大桥 2007

常州丁堰大桥 2007

江苏锡澄运河大桥 2007

沪宁高速北兴塘大桥 2007

西堠门大桥  2007

广州珠江黄埔大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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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名称 年份
韩国釜山公路大桥 2008

印尼苏拉马都大桥 2008

金塘大桥 2008

上海闵浦大桥 2008

香港昂船洲大桥 2009

宁波机场路姚江大桥 2009

宁波青林湾桥 2009

泰州长江公路大桥主塔 2009

大连东北路立交桥钢箱梁 2009

重庆观音岩长江大桥 2010

重庆鱼嘴大桥 2010

济南黄河三桥 2010

荆岳长江公路大桥(钢箱梁) 2010

鄂东长江公路大桥 2010

铜陵长江公路大桥混凝土加固大修 2010

东胜景观大桥#2 2010

鄂尔多斯景观大桥#1 2010

四川干海子大桥 2011

青岛海湾大桥(红岛航道桥) 2011

青岛海湾大桥(舱口航道桥) 2011

福州螺州大桥 2011

埃塞俄比亚桥 2011

荆岳长江公路大桥混凝土主塔及混凝土箱梁 2011

武汉二环线高架 2011

广州丫髻沙大桥维修 2011

伊拉克桥1 2011

乍得共和国洛贡河恩戈里大桥 2011

哈尔滨市政桥(征仪路、铁路街) 2011

俎莱山高速立交桥 2011

哈尔滨三环路跨松花江大桥 2011

湖南矮寨大桥 2011

南京长江第四大桥 2012

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主塔 2012

合江一桥 2012

张花高速澧水河大桥 2012

福银高速九江长江公路大桥(钢箱梁及护栏) 2012

浙江台州椒江二桥 2012

福州淮安大桥 2012

南充下中坝嘉陵江大桥 2012

宁波象山港大桥 2012

重庆青草背长江大桥 2013

瑞安飞云江五桥 2013

绍兴滨海桥 2013

山西恢河桥 2013

成都二环线 2013

宜宾南溪大桥混凝土主塔及混凝土箱梁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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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名称 年份
福银高速九江长江公路大桥(混凝土主塔) 2013

临海双林路灵湖大桥 2013

伊拉克桥2 2013

苏格兰福斯桥 2013

丹麦奥登塞桥 2013

天津机场路高架桥 2013

朝阳新城东街大桥 2013

集宁南绕城公路桥 2013

武汉鹦鹉洲连接线钢梁 2013

成都红星路跨府河大桥 2013

成都世纪城路跨府河大桥 2013

鄂尔多斯大陆新区桥 2013

武胜嘉陵江大桥 2013

乌鲁木齐高架桥钢箱梁 2013

广元市苍溪县嘉陵江三桥 2013

太原北中环桥匝道钢箱梁 2013

郑州三环钢箱梁 2013

天津安阳道跨海河大桥 2014

韩国釜山钢桥 2014

南京青奥公园步行街大桥 2014

重庆丰都二桥 2014

北京通州桥 2014

武汉三欢西高架桥 2014

呼和浩特东二环跨线桥 2014

浙江临海桥 2014

浙江温州桥 2014

岱山官山大桥 2015

天津光明路蓟运河大桥 2015

云南龙江特大桥钢箱梁 2015

云南龙江特大桥混凝土主塔及引桥 2015

贵州清水河大桥 2015

安徽望东大桥 2015

贵黔高速鸭池河大桥 2015

吉林桥 2015

济祁高速淮南至合肥段钢梁 2015

范蠡大桥 2015

龙烟铁路钢桁梁桥 2015

连盐铁路灌河特大桥 2015

武汉光谷大道 2015

息黔高速六广河特大桥 2015

沪通长江大桥 2015

柳州白沙大桥 2015

上海徐浦大桥大修 2015

大榭大桥混凝土大修 2016

武汉市常青路高架桥钢箱梁 2016

佛山奇龙大桥 2016

浙江乐清湾大桥 2016

武汉沌口长江大桥 2016

广东虎门大桥钢箱梁大修 2016

桥梁名称 年份
舟山小干二桥 2016

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 2016

遵义大桥 2016

衢州桥 2016

浙江富翅门大桥 2016

云南怒江特大桥 2016

虎门二桥 2016

湖北石首长江大桥 2016

湖北嘉鱼长江大桥 2016

南京第五长江大桥 2017  

舟山秀山大桥 2017  

贵州大小井桥 2017  

山西晋中潇河大桥 2018

秦皇岛铁路桥 2018

哈萨克依希姆河桥 2018

内蒙古呼市金海路桥改造  2018

虎门大桥维修 2019

南京二桥南叉大桥主塔维修 2019

润扬大桥混凝土防撞护栏维修 2019

鄱阳湖二桥维修 2019

江西吉安大桥钢结构维修 2019

黄埔大桥混凝土维修 2019

南京秦淮河大桥 2019

温州瓯江北口大桥主桥 2020

长春绿园区市政桥梁 2019

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路桥改造 2019

资阳桥 2019

路泽太高架桥 2019

京杭运河淮海路桥 2019

东莞东江大桥维修 2020

厦门第二东通道 2020

澳大利亚铁矿桥 2020

深中通道 2020

东莞滨海湾大桥 2020

白居寺长江大桥 2020

绿枝江大桥 2020

江西大广高速扩容工程 2020

广州南二环维修 2020

南京南部新城承天大道 2020

汕头礐石大桥维修 2020

黄埔大桥维修 2020

南宁机场二高速 2020

横江大桥 2020

峨汉高速乌斯河大桥 2020

润扬大桥护栏维修 2020

万州新田长江大桥 2020

成都空港新城绛溪河大桥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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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区总部：
海虹老人北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平家桥路100弄6号 
晶耀商务广场7幢10层1005-1008室

全国统一总机：400-960-3380
电邮：china@hempel.com
微信号：HempelChina

hempel.cn

关于海虹老人
作为领先的值得信赖的涂料供应商，海虹老人是一家
拥有坚定价值观的全球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设有多
个工厂、研发中心和存货点，为装饰漆、船舶漆、基础设
施和能源市场提供值得信赖的涂料解决方案。

放眼全球，海虹老人的涂料保护和美化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建筑物、基础设施和其他资产，助力降低维护成
本，提升美观度并提高能源效率，在我们客户的业务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海虹老人，我们的宗旨是以可持续发展的涂料解决
方案塑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坚信，只有将可持续发展
放在核心位置，我们的企业才能取得成功。这一正确的
方向将加强我们的竞争地位，使我们自身更具弹性，并
降低我们的风险。

海虹老人集团于191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成立。海虹老
人基金会负责监管海虹老人集团日常运营，同时支持
世界各地文化、人道主义及科学事业。

声明： 本资料仅供海虹老人内部交流使用，文档中的部分图片来源于公开的网络渠道，图片的版权归属于拍摄者或合法持有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