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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分布

在国内，产品遍布华北、东北、
西北等北方大部分地区

产品远销中东、南美、非洲、欧
盟等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

.

在海外设立了维特瑞科技（美国）
有限公司

保定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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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佳美日用化工厂 迁入民营科技产业园保定市吉安交通设施公司
开创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新纪元

保定安通交通施工队 维特瑞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维特瑞交通设施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维特瑞发展历程

由化工企业转向
交安设施行业

自主研发生产交通
信号灯及信号机

正式在保定国家高新区注
册，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购置土地，建设了新
厂区，形成产业化

公司成立

转型升级，创新驱动，
全面转向智能交通



公司简介 关注细节 精益求精
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介绍

.

维特瑞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2年，注册资本6000万元，

2018企业采用现代化企业制度及

集团化运营模式，同时注资并控

股了保定维特瑞光电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及设在海外的维特瑞科技

（美国）有限公司



维特瑞海外公司与密歇
根大学合作

维特瑞公司二区外景

添加标题内容

维特瑞公司外景 维特瑞公司三区外景

公司介绍



技术实力

公司产品以“绿色智能交通产品”为主导， 公司坚持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注重产学研合作，拥有“河

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物联网智能交 通控制技术河北省工程实验室”、“保定市绿色智能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各

一座；企业同时为保定市智能交通学会理事长单位，具备了行业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及科技创新、学术研究的能力。

公司介绍

.



技术实力

为了加快改革创新、公司转型升级与发展，向智能交

通科技 转型，公司与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共同创建了智能

交通与控制河 北省工程实验室仿真模拟中心，并亍2018

年9月正式揭牌成立并投入使用.

公司介绍

.

Technology Strength



荣誉证书

公司介绍

.



1、专利 2、软著

软著专利

公司获得各类专利授权125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40项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安全体系证书 环境体系证书

体系认证

.



国际PC认证 欧标CE认证

体系认证

.

产品同时获得“国际PC认证”、“欧标CE认证”



交通信号灯、信号机检测报告 交通工程产品批量合格证 标志板检查、标线检测报告

资 质

.

产品具有公安部出具的“交通信号灯检测报告”、 “交通信号机检测报告” 、“标志板检

查报告” ，“道路标志标线产品检测报告”、“交通工程产品批量合格证”。能够为客户提供交

通设施设计、生产、销售、施工、售后一站式服务



资 质

.

公司拥有“公路交通工程专业

承包交通安全设施壹级资质”、“河

北省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安装、

维修备案证”、安全生产标准化。



董事长
王士元

高级工程师

董事长介绍

王士元，高级工程师，河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北省优秀创业企业家、

保定市劳劢模范、保定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保定市新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主任、物联网智能交通控制技术河北省工程实验室主任、

保定市绿色智能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英利集团光伏应用技术研

究院院长、保定市新能源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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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来访

外国媒体来公司考察

美国客户来公司考察

伊拉克客户来公司考察

美国客户来公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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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7

08
尼日利亚客户来公司考察

.

外宾来访

泰国客户来公司考察

英国客户来公司考察

美国客户来公司考察



媒体报道

.

CCTV经济半小时报道 CCTV科技创新报道

公司致力亍环保、智能的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受到国内外众多新闻媒体的
关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中心等新闻媒体多次对维特瑞进行了专访和报道

河北卫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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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

乌鲁木齐晚报报道 新疆兵团卫视报道

维特瑞交通科技一直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宗旨，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大力开
展智能交通领域的投入和研发，先后与2018年，2019年推出自主研发智能鸣笛抓拍系统，
App智能信号灯控制系统，自主发光标志牌产品系列，产品一经推出得到了新老客户的一直好
评，同时得到获得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可。如下是2019年我司携新产品亮相新疆国际交通博览会，
新疆乌鲁木齐晚报，新疆兵团卫视，新疆卫视分别 对我公司做的专题报道。

新疆卫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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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北方最大的信号灯生产车间，有多条插件线、
焊接线及组装线和国内较为先进的全自劢插件机，具
有较强的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



工作总结，以年终总结、半

年总结和季度总结最为常见

和多用。

添加标题内容

工作总结，以年终总结、半

年总结和季度总结最为常见

和多用。

添加标题内容

工作总结，以年终总结、半

年总结和季度总结最为常见

和多用。

添加标题内容

工作总结，以年终总结、半

年总结和季度总结最为常见

和多用。

添加标题内容

品质保障

公司建立了电子产

品老化实验室，购置了

LED光照系统、盐雾腐

蚀试验箱、电磁屏蔽室、

高低温交变试验箱、跌

落机等百余台套检测设

备，模拟产品在运输、

使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各种极端情况，对产品

的光照亮度，抗腐蚀性，

防雨淋性等性能进行全

方位检测，为产品提供

了良好的质量保证。



01
公司研发的太阳能无线传输交

通信号控制系统属国内首创，在

2006年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奖”。

太阳能信号灯

02



02

•太阳能远程无线传输交通信号控

制系统由我公司自主研发，迄今已

开发到第五代产品。

•最新研发的V型信号机主机和分机

均配备双频段无线模块，大大增强

了设备的抗干扰性，产品处于国际

领先。

太阳能远程无线传输信号机

02

V型信号机主机和分机



信号灯产品

•自主研发的信号灯产品led均为进口芯片，性能稳定，光衰小，寿命长。控制电

路设计理念先进，故障率低。



标志牌产品案例



标线产品案例



护栏产品案例



劣力河北省首届旅发大会

2016年，维特瑞公司助力河北省首届旅发大会，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为旅发大会提供强有力的交通保障，被评
为“突出贡献企业”



保定市中心城区智能交通控制及诱导系统建设项目

2015年至今，维
特瑞公司入选为海信
I期及II期智能交通
工程信号灯类产品的
供应商，同时也是保
定市内智能工程合作
施工方，为保定智能
交通建设提供强劲的
保障。



部分工程案例

为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提供的移动式信号灯

2015年6月15日，
维特瑞公司入选为抗
战胜利70周年阅兵现
场临时交通管制设施
供应商，为9月3日阅
兵提供了强有力的交
通保障。



部分工程案例

承接中国政府援

助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
74个路口太阳能信号灯
工程



部分工程案例

2005年北京榆垡 2007年保定燕赵岗

国内最早太阳能无线传输交
通信号灯

保定市政府太阳能智能交通
信号灯电站工程



部分工程案例

保定市高开区信号灯工程 秦皇岛信号灯工程



部分工程案例

石家庄信号灯工程 北京昌平信号灯工程



添加标题内容

吉林信号灯工程

部分工程案例

维特瑞公司三区外景
。山西信号灯工程 天津信号灯工程



部分工程案例

辽宁信号灯工程内蒙古信号灯工程 陕西信号灯工程



部分工程案例

北京大兴信号灯工程 葫芦岛市信号灯工程 雄安新区信号灯工程



部分工程案例

青海玉树信号灯工程
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

标志牌项目
新疆阿拉尔维文

标志牌项目



部分工程案例

尼日利亚伊巴丹信号灯工程 澳大利亚墨尔本信号灯工程 突尼斯信号灯工程



部分工程案例

伊拉克太阳能光伏智能交通系统 委内瑞拉信号灯工程
亚美尼亚南北国家高速公路

标志牌项目



智能联网控制系统

●联网信号机功能

采用模块化结构，实现联网控制。

●支持手机APP功能

路网地图、警报处理、信号机管理、路口管理、故障检

测仪管理、摄像头管理、配套设备管理平台。

●网络监控器故障检测功能

对以下状态进行检测：市电断电、空开跳闸、市电电压

低、信号机输出长时间不变相位、信号机无输出、信号

机某个灯组无输出、信号灯组多色同亮、信号灯绿冲突、

信号机黄闪。

●路网地图功能

查看路口信息、查看实时状态、搜索路口、控制信号灯、

查看实时视频及回放。

信号机

网络监控器

摄像头

无线路由器



信号机监控备用机

信号机监控备用机是我公司新推出的

一款产品，其主要功能是与我公司的动动

交通app结合使用，可以实时监控信号机的

运行状态，当信号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将故

障原因及时报告给相关人员，快速准确的

解决路口设备故障，并且可以自动启用备

用信号机代替主信号机工作，解决因为信

号机故障引起的交通拥堵。本产品具有可

靠性高，通用性强，使用方便，安全等特

点。



鸣笛抓拍系统

车辆违章鸣笛抓拍系统通

过先进的声呐技术精确锁定声

源位置，并通过声纹识别技术

提取喇叭声音特征，将环境干

扰滤除，准确定位到实际的鸣

笛车辆，从而对鸣笛的车辆进

行视频抓拍和车牌识别，确定

违章鸣笛车辆。



交通诱导屏

交通诱导屏具有指路牌、显示形象直观、信息量大、视认时间相对较短、为不

熟悉路况的驾驶员指路等显著优点。在静态图形的路段标识区域镶嵌LED可变光带，

通过LED的不同颜色发光，形象标识这些路段处于 畅通（绿色）、堵塞（红色）或拥

挤（橙色）状态的实时路况。



主劢发光标志牌

主动发光交通标志的自身就是光源体，能保持持续发光，能远距离全天候

被清晰识别，主动安全，光线穿透能力强，可视距离远，可满足各种恶劣气

候条件，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



可变车道标志牌

可变车道主要设置在交叉口，可依据不同时段车辆流量流向的特点，

对流向进行灵活调控，变换车道的行驶方向，缓解交通压力。尤其适用

于需要采取时间性交通管理措施的交叉口。



北航合作无人机项目

2016年，维特瑞公司与天峋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天峋团
队是一支从“挑战杯”竞赛中走出来的学生创新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均来
自北航。使用天蝠无人机对高速公路特定路段进行监视巡查，起到监控交
通流量以及定点勘察现场的作用。



智能交通管理测控中心



企业文化

维特瑞以“关注细节、精益求精”的精神为指引，努力

营造锐意进取的工作氛围。



企业文化

维特瑞注重团队建设，通过

拓展训练，及各种体育赛事增强团

队凝聚力。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维特瑞始终热衷于公益事业

企业文化

蒲公英活动散播爱心 易县山区小学捐助活动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维特瑞始终热衷
于公益事业。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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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销售总公司：

公司电话:   0312-5916378
公司传真：0312-5916388

公司地址：保定市民营科技
产业园腾飞路893号

Email：vtr0312@163.com
网址：www.vtrjt.com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