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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2003]104号文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

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国外先进
标准和国内城市的地方法规，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1.总则;2.一般规定;3除雪机

具;4.融雪剂;5.除雪作业。

    本规程由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尚家楼甲48号;邮政编码:1o0o28)
    本规 程参 加单位: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北清机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研究院

                        乌鲁木齐市环卫特种车辆车队

                        哈尔滨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吴文伟 舒广仁 吴其伟 刘 竞
                        崔 宣 仲维昆 吕志平 陈 军

                          刘 伟 孙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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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道路除雪作业程序，提高除雪速度和质量，

保证除雪作业安全和城市道路畅通，并促进雪资源的利用，制定
本规程。

1.0.2本规程适用于城市道路的除雪。

1.0.3城市道路除雪作业应以机械除雪为主、人工除雪为辅，
合理使用融雪剂，保护环境。

1.0.4城市道路除雪作业，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一 般 规 定

2.0.1人冬前应根据我国有关法规的规定，做好除雪的技术准
备工作和应急预案。

2.0.2人冬前应建立除雪作业指挥调度、网络系统，实行信息

化管理。

2.0.3人冬前应做好除雪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和调试，除雪

机械设备的完好率应大于85%。
2，0.4人冬前应做好立交桥除雪系统设备的调试和运行，设备

完好率应为100%。
2.0.5 除雪作业应根据道路的重要程度、交通流量、地理位置

编排设计作业程序。
2.0.6除雪作业应做好行人、车辆的疏导和安全工作。

2.07除雪作业人员应穿交通警示防护服。

2.0.8 除雪机具在作业时不得损坏路面。
2.0.， 临时占路进行除雪作业时，应在作业路段设置警示标志，

警示标志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交管部门的规定。

2.0.10 不含融雪剂的积雪，宜因地制宜就地处理。

2.0.11 含有高浓度融雪剂的积雪，应单独收集、运输和处理。



3 除 雪 机 具

3.1 手工除雪工具

3。1。1

器等。

3。1。2

3。1。3

手工除雪工具应包括推雪板、铲雪锹、人力融雪剂播撒

手工除雪工具宜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中使用。

手工除雪工具应方便操作并应具有可靠的安全性能。

            3.2 专用除雪设备

3，2.1 专用除雪设备应包括推雪铲、扫雪机、抛雪机、融雪刑

撒布机、破冰机、冰雪消融机等。

3.2.2 除雪作业应根据降雪量、环境温度和路面条件选择专用

除雪设备。

3.2.3 除雪设备上应有作业警示标志和夜间照明设备。

3.2.4 除雪设备必须有明显示宽标志和示宽灯。

3.2.5 装挂在其他车辆或机械作业的除雪设备应与配装车辆连
接牢固;配装车辆的操纵、转向、制动系统等均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3.2.6 推雪铲应有防撞保护装置。

3.2.7 除雪设备噪声和废气排放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3.2.8 除雪设备需要量应根据除雪作业的总面积、除雪设备的
作业能力、限定的完成时间、有效作业时间等因素确定。各种除

雪设备需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推雪铲的需要量:

              F

B。·V，·民·t，·K·1000
(3.2.8一1)



式中 Tx— 推雪铲的需要量 (台);

      F-一 推雪作业总面积 (耐);

      B— 推雪铲推雪作业宽度 (m);

      V:— 推进速度 (km/h);

      戈— 铲幅宽度利用系数 (取0.4一。.7);
      ts— 规定的完成时间(h);

      K— 工作时间的利用系数 (取。.5)。
    2 固体融雪剂撒布机的需要量:

              F

H，·Vs ·必·ts·K·1000
(3.2。8一2)

式中 尸x— 固体融雪剂撒布机的需要量 (台);

F— 播撒作业总面积 (耐);

H，— 播撒作业宽度 (m);
Vs— 行驶速度 (klll/h);

  少一一播撒的有效宽度系数 (取。.8);
  儿— 规定的完成时间 (h);

  K— 工作时间的利用系数 (取。0。
3 液体融雪剂喷洒车的需要量:

              F

H。·Vc ·必·t。·K·1000
(3.28一3)

式中

      4

式中

  4

Cx— 液体融雪剂喷洒车的需要量 (台);

F 喷洒作业总面积 (耐);

Hc— 喷洒作业宽度 (m);
Vc— 行驶速度 (knl/h);

  哄一 喷洒的有效宽度系数 (0.85);
‘— 规定的完成时间 (h);
K— 工作时间的利用系数 (取0.5)。

  扫雪机的需要量:

                  5二=

5，— 扫雪机的需要量

    F

f·t，·K
(3.2.8一4)

(台);



  F-一扫雪作业总面积 (mZ八

  了‘一扫雪机的清扫能力 (mZ/h);
  ‘— 规定的完成时间 (h);

  K— 工作时间的利用系数 (0.75)。

5运输车辆的需要量:

N二互达二经 (328一5)

式中 Nes一运输车辆的需要量 (台);
      厂匕一运输积雪的总面积 (耐);

      h— 积雪厚度 (m);

      凡— 积雪的密度 (t/耐);
      G— 运输车辆的装载能力(t/台);

      二 单台车一个工作日内的运输次数。



4 融 雪 剂

4.0.1融雪剂应符合除雪作业的技术要求，应具有降低水的冰
点，促使冰雪融化的化学性能。

4.0，2融雪剂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0.3融雪剂产品出厂时应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4.0.4融雪剂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根据环境温度、积雪量选择融雪剂的种类，并应严格

控制融雪剂的施撒 (洒)量。

    2城市中的重要交通枢纽 (含立交桥和坡道)应根据雪情
预报，可在降雪前、初播撒 (洒)少量融雪剂。

    3 降雪量不大于1口n/次时，施撒 (洒)量不得大于1O9/耐。
    4 中雪、大雪应先进行积雪清除，再根据路面上剩余雪量，

按规定的使用量进行融雪剂的施撒 (洒)。
    5零星小雪和路面薄冰，可采取直接施撒 (洒)融雪剂的

作业方式。

4.0，5播撒固体融雪剂颗粒应均匀，颗粒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
要求，融雪剂结块应及时破碎。

4.0.‘兑制融雪剂溶液时应严格按产品说明书操作，并应符合
规定的浓度。



除 雪作 业

  除雪作业要求

5.1.1 除雪作业应做到路面积雪清除干净。

5.1.2立交桥除雪作业可采用融雪或推雪、扫雪的方法将积雪
清除干净。

5.1.3除雪设备清除机动车主干道及次干道的积雪宜采用下列
方法:

    1将路面积雪推向一侧，供机动车辆通行。
    2对路边积雪逐步清理。

5.1，4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上的积雪，应清出部分路面供非机
动车和行人通行。

5.1.5 过街路桥的积雪应及时清除，不得堆积。

5.1.6 居民小区道路、沿街门前道路积雪应就地清除，不得向
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推扫。

52 除 雪 方 法

5.2.1除雪作业应根据降雪量采取以下除雪方法:
    1雨加雪，应采用直接清扫的方法，将路面积雪、积水清

扫干净，避免路面结冰。

    2 积雪厚度小于scm，环境温度偏高 (0~一5℃)，雪层疏
松，可直接清扫，并将雪撒向路边的绿化带中;环境温度偏低

(一5℃以下)，可先播撒融雪剂，再清扫或排人污水管线。
积雪厚度大于scm，可用推雪铲铲推，并可外运。

路面上被压实、厚度大于Icm的冰雪层，宜采用破冰机

门
J

4

进行清除。

5.2.2 除雪作业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通流量小的道路可利用白天光照强、环境温度高的时

段进行除雪作业。
    2 夺涌流景*的猫路可夜 间作 扮

5.3.1

式中

          5.3 除雪作业技术指标

除雪作业技术指标应按下式计算:

w一丝共五只1。。%
              f1

(5.3.1)

5。3。2

5。3。3

5。3.4

W 一除雪率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所测得的被清除的路

      面积雪质量与作业前路面积雪质量之比);

月— 作业前路面积雪质量 (9/耐);
h— 作业后路面残存积雪质量 (9/耐)。

推雪铲作业后，除雪率应大于70%。
扫雪机作业后，除雪率应大于90%。

施撒融雪剂后，路面积雪应达到疏松或消融状态。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除雪作业技术规程

口J/T108一20()6

条文 说 明



前 言

    《城市道路除雪作业技术规程》(CJJ/T108一2。。6) 经建设

部2O06年1月n日以第405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除雪作业的管理部门、作业部门、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城市道路除雪作业技术规

程》编制组按章、节、条的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供使

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明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
寄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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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本条规定了制定本规程的目的。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
汽车的增加，道路上车辆的通过能力和安全问题愈显突出，路面

积雪不仅会使汽车的行驶速度下降，严重时还会造成交通瘫痪，

因此，及时清除积雪尤为重要。本技术规程结合我国国情及北方

城市的雪情特点制定的除雪方法，可以达到快速、高效除雪的目

的。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本规程适用于城市的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立交桥、人行道、过街路桥和广场等。
1.0.3 本条规定了城市道路除雪作业应遵循以机械除雪为主的

原则。采用除雪机械作业速度快、质量高，能够快速清除路面积

雪，保证道路畅通。然而，清除小街小巷、人行道和过街路桥的

积雪，除雪机械很难发挥作用，只能依靠人工作业。使用融雪剂

要尽量降低使用量，以降低除雪成本，达到环保要求。

1.0.4本条规定了城市道路除雪作业除应执行本规程规定外，

尚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一 般 规 定

2.0.1 人冬前，应做好除雪准备和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包括以

下内容:

    1建立除雪指挥部与当地气象部门的每日联系制度，通报
雪情和异常气象。

    2 除雪专业部门做好人员、除雪机具、除雪物资的准备，
确定作业路线和重点路段。

    3 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对驾驶员进行雪天安全行车的常识
宣传，动员机关单位及个人的车辆减少雪天出行。

    4 交管部门做好雪天的交通指挥和车辆疏导方案。

    5 工程抢险、医疗救护部门做好人员、设备的准备，及时
抢修工程和人员救治。

    6 公交、地铁部门准备足够的运力，保证雪天客流运输。

2.0.2 网络系统是信息交流最快捷的方式，有网络信息系统便

于除雪作业的调度与指挥，以及紧急情况的处理。

2.0.3 人冬前应对平时闲置的除雪机械设备进行检查、维修，

使设备完好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
2.0.4立交桥除雪系统作为市政设施长期安装在桥体上，无雪

季节该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因此，进人初冬应该进行设备的调试

和加注融雪剂，避免使用中出现故障。

2.0.5城市中各种道路所处位置的不同，体现的功能和重要程

度也不一样。例如:立交桥、交叉路口是交通枢纽，关系到各条

道路的畅通和车辆的疏散;市中心的道路或机动车主路车辆集

中、流量大，为了减轻交通压力应优先进行除雪作业。然而，一

个城市的除雪设备能力是有限的，分先后顺序除雪是有必要的。

2.0.6 除雪机械在作业时，对正常行驶的车辆会产生干扰，甚



至还会造成交通事故和交通堵塞。因此，在进行除雪作业前应与

交管部门共同制定除雪方案、安排作业顺序，得到交管部门的配
2、
口 。

2.0.7作业人员穿交通警示服，可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性。
2.0.8除雪作业时有的除雪设备的作业部件硬度很高、很锋利，

容易损坏路面。为此，提出作业时应注意保护路面的要求。
2.0.，除雪机械在道路上装雪运雪时会影响过往车辆，为了避

免发生事故，必须在作业路段设置警示标志。这些标志应符合国

家标准，使大家能明了标志的含义。
2.0.10 不含融雪剂的雪可以运往农田、河道、公园绿地和就近

处理 。

2.0.11 要求对含融雪剂的雪单独运输和处理，避免融雪剂对环

境造成影响。



3 除 雪 机 具

3.1 手工除雪工具

3。1，1

3。1。2

范围。

3。1.3

列举手工除雪工具的种类。

从操作人员的安全角度出发，规定手工除雪设备的适用

对各种手工除雪工具提出要求。

3.2 专业除雪设备

3.2.1列举专业除雪设备的种类。

3.2.2 除雪机械有:扫雪机、抛雪机、推雪铲、融雪剂撒布机、
破冰机、冰雪消融机等。这些机械都是针对雪的某种形态而设计

的，例如:清除厚层雪用抛雪机;薄层雪用推雪铲或扫雪机;清

除冰层用破冰机等等。只有正确选用除雪机械，才能很好地发挥

其功能。

3.2.3 除雪机械上设置警示标志和照明设备以保证安全。

32.4 为了提高作业效率，许多除雪机械的作业部件尺寸宽于
机身。在作业中为了让驾驶员能清楚地观察到作业部分的最宽位

置，必须安装 “标杆”和 “示宽灯”。在夜间会车时示宽灯还能
告示对面车辆该机械的最宽位置，确保会车安全。

3.2，5配装车辆安装上除雪装置，使原车辆的重心发生变化，

对车辆的转向、制动、悬挂系统等性能产生影响。从安全角度出
发，应该对安装上除雪装置的车辆进行相关方面的检验，考察其

指标是否符合要求

3.2，6作业时推雪铲的铲刃是沿着地面推进的，地面上的任何
凸起都会与推雪铲撞击，推雪铲设有“防撞保护”装置才能保证

作业安全。



3.2.7 从环保角度对除雪机械的噪声和废气排放提出要求。
3.2.8 计算各种除雪设备的需要量，应该合理使用本规程给出

的计算公式，公式中有两个 “利用系数”，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确定。

    作业时间利用系数— 每种除雪设备在安装调试方面难易程

度差别很大，直接影响除雪机械的有效作业时间。

    各种设备利用系数— 考虑到除雪作业面的衔接因素，保证

除雪的有效性。



4 融 雪 剂

4.0.1融雪剂是一种化学物质，可以降低水的冰点，提高除雪

机械清除能力。
4.0.2 在除雪作业中不要超量使用融雪剂，否则会增加除雪成

本、影响环境。为了指导作业人员正确使用融雪剂，各地相继制

定了标准，在作业时应严格执行。
4.0.3要求厂方提供融雪剂的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是为了

确保融雪剂的质量，指导用户正确使用融雪剂。

4.04 融雪剂的种类很多，各种融雪剂的冰点不一样，各地区

根据当地的最低环境温度选择融雪剂种类和施撒 (洒)量。

4.0.5 要求融雪剂的颗粒均匀，保证融雪剂能与雪充分融合，
达到较好的融雪效果。固体融雪剂在存放时容易吸水结块，使用

前可用机械方法进行破碎。

4.0.6 融雪剂可以是固体形式也可以兑制成溶液，溶液的浓度

直接影响到除雪效果。在兑制融雪剂溶液时，应严格按照使用说

明书规定的方法操作，保证溶液达到规定的浓度。



5 除 雪 作 业

5.1 除雪作业要求

5.1.1 路面积雪清除干净才能保证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这是

除雪作业的基本要求。

5.1.2 立交桥及匝道桥车辆多，路面狭窄，是交通的瓶颈区域，

用除雪机械快速将雪清出桥区，保证车辆通行。

5.1.3 城市道路中的主干道、次干道是机动车的主要通道，交

通流量大，稍不通畅都会造成城市交通拥堵。因此，主、次干道

是除雪作业的重点区域，用除雪机械快速将路面积雪清向一侧，
保证车辆通行，然后逐步清理雪堆。

5.1.4 自行车在我国是百姓出行的一种交通工具，保证自行车
行车安全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自行车专用道 (非机动车道)面

积很大，短时间内将雪全部清除确有困难，清出部分车道供自行

车通行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5.1.5 过街路桥桥面窄、台阶多、行人极易滑倒摔伤，必须彻

底清除积雪。

5.1.6 居民小区道路、沿街人行道上的积雪不得扫向机动车道，

否则更增加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除雪作业负担。

5.2 除 曾 方 法

5.2.1 降雪量、环境温度、雪层的密实程度是影响除雪工艺的

三大因素，涉及到除雪机械的种类、作业的程序及融雪剂的用

量。

    1 雨加雪天气一般都出现在初冬，环境温度较高，地面积
雪呈雪泥状态，采用直接清扫的方法可清除。

    2 雪早的硬度与环谙泪 彦有着言榕 羊票 ，同时布L影响到作



业方法，scm自然状态的雪层，经过人踏车压雪层厚度为Icm
左右。雪铲铲刃与地面的安全间隙是。.8一Icm，雪铲无法使用，

只有采用扫雪机清除。环境温度偏低时，可先播撒融雪剂待雪层

疏松后再使用扫雪机清除。

    3 大量积雪堆在路侧占路太多，不但影响交通也影响市容，
应及时清运处理。

    4 路面积雪经反复车压密度很大，低温形成的冰雪层硬度

也很大，必须使用破冰机进行作业。

5.2.2 白天光照强，环境温度高，雪层相对疏松，除雪效率高;
夜间车辆很少的地区，可以采取分段断路的办法进行作业，更能

保证作业安全。

                  5.3 除雪作业技术指标

5。3。1

指标。

5。3，2、

5。3。4

除雪率是评价除雪机械清除路面积雪能力和效果的量化

5.3.3 是正确使用除雪机械应达到的除雪效果。

融雪剂使用后应达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