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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雪车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

其所做的工作等； 

1.1 任务来源 

除雪车是用于清除地面积雪或冰层的专用作业车辆，属于市政环卫类车

辆的一种。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高等级公路、机场的建设的发展

迅速。冬季期间确保道路上冰雪的清除以及行车的安全、机场飞机表面、跑

道和滑行道上的冰雪清除飞机起降安全越来越重要。 

GB/T 25977-2010《除雪车》标准的出台，对车辆生产企业开发、设计和

生产除雪车产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其能为除雪作业提供安全、节能、优

质的产品。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除雪车的广泛应用和环境及基础

设施的不断变化。国内除雪机械行业在国家机械化除雪的大政策指导之下近

几年也开始迅猛发展，"即时除雪"的理念深入人心。因此，原标准涉及的范

围已不能满足现实情况的需要。为了推动除雪车产品的技术进步，保障交通

工程安全及除雪作业的安全，提高除雪作业中能源消耗的节约度和作业的效

率，基于此提出了标准修订的申请。 

2019年 3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 2019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

准计划项目，《除雪车》项目编号为 20194430-T-339，主要起草单位为北京

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1.2 标准编制过程 

根据该标准制定工作的要求，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用汽车分技术

委员会（以下简称“专标委”）组织国内相关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

构成立了该标准起草工作组，并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并系统开展该标



 

准的修订工作。 

2017年 2月～2017年 5月，标准起草组对国内目前除雪车现状进行调研，

发现目前除雪车的种类非常多，有专用型和通用性。一般用于机场地面积雪

清除的除雪车为专用型，即在专用的除雪车底盘上安装除雪、除冰机具，底

盘仅作为除雪机具的载体，不进行除雪作业时，也不开展其他工作。另一类，

是除雪车预留除雪机具安装位置和动力、控制接口，需要除雪时装上相应的

除雪机具即可除雪，没有除雪任务是可以从事运输及其他相关作业。除雪车

采用的底盘均为已定型的汽车底盘。 

2017年 6月，专标委秘书处组织分委会委员进行了标准立项投票，超过四

分之三委员同意立项，随后秘书处整理相关申报资料，进行标准立项申请。 

2018年 8月～2019年 5月起草组进行标准起草，通过调研生产企业了解

产品的技术特性和参数性能要求，查阅现有国内相关标准，对原标准中的相

关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进行了修改，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标准草案。 

2019年 9月，专标委秘书处组织的“环卫车工作组”会议在长沙召开，国

内主流的环卫车生产厂家基本都参加了会议，还有配套生产企业 ，会议对标

准草案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了讨论，重点确定了标准范围应该除雪车的技术状

态、试验方法，并细化相关技术指标要求，加强标准的验证工作。 

2020年 4月～2020年 6月专标委秘书处组织起草组针对标准草案进行意

见的反馈和征集，根据各生产企业的实际产品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对

草案中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和修改，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标准草案。 

2020年 7月因为疫情原因，秘书处组织起草组成员单位对标准草案进行集

中的线上视频讨论，对标准条款进行逐条讨论，对技术要求与现实差异明显

的条款进行修改，听取各成员单位关于各自产品的有关介绍，完善技术要求

和试验方法，形成了标准讨论稿。 



 

2021年 1月各成员单位在前期标准讨论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出相应

意见，秘书处针对前次会议讨论情况和意见反馈情况，再次总结修改形成了

标准目前征求意见稿。 

1.3 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闫成文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

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相关法律、规章，

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

《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分及代码》（GB/T 16733—1997）要求进行的。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实时求是，充分考虑现有产品形态和技术状态，立足行业

服务行业更好发展。 

标准修订过程中，起草组通过调研市场、积极走访相关生产企业，了解市

场上现有产品的特性和技术特点，充分归纳总结确定标准整体方向和结构，

并提出相应的要求及验证试验方法。在现有产品技术基础上，充分结合未来

车辆及零部件的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又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充分结合现有产

品现状，提出科学合理的技术要求，确保标准能够有效实施指导行业发展。 

2.2主要技术内容 

2.2.1 标准范围 

本标准在规定了除雪车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本标准适用于在整车及定型二类底盘基础上改装的用

于清除地面积雪或冰层的除雪车及除雪挂车，使用其它底盘改装的除雪车参

照执行。 

本次标准修订在适用范围里去掉了全新设计。 

2.2.2术语和定义 

（1）增加了除雪车定义，除雪车是具备推雪、扫雪、吹雪、抛雪、破冰、

撒布等一种或多种功能，用于清除地面积雪或冰层的专用作业车辆。 

（2）修订推雪术语，将路面的积雪推向路边的作业调整为将地面的积雪

推向车辆一侧(两侧)的作业。 

（3）修订扫雪术语，将路面的积雪扫向路边的作业调整为将地面积雪扫

向车辆一侧（两侧）的作业。 

（4）取消了融雪术语，融化路面积雪的作业。 

（5）修订了抛雪术语，将路面积雪抛出路面的作业调整为将地面积雪抛

出一定距离的作业。 

（6）修订了吹雪术语，利用高压气流将地面积雪吹出路面的作业调整为

利用高速气流将地面积雪吹出（离）一定距离的作业。 

（7）增加了撒布术语，将撒布料铺设在地面上的作业。 

（8）修订了推雪宽度，除雪车直线行进，推雪铲在规定的除雪作业角进

行除雪作业时能清除雪的最大有效宽度调整为除雪车直线行进，推雪铲在规

定的除雪作业角进行除雪作业时能清除雪的有效宽度。 

（9）修订了撒布宽度，撒布料的最远落点在车辆纵向中心线垂直方向上

的最大距离。调整为撒布料在垂直于车辆行进方向上均匀、连续分布的最大

宽度。 

（10）修订了扫雪宽度，辊刷以规定的除雪作业角进行除雪作业时，能

清除的最大有效作业面的宽度。调整为辊刷以规定的除雪作业角进行除雪作

业时，能清除的有效作业面的宽度。 



 

（11）修订了破冰宽度，破冰机破冰时，能破除的冰的最大有效作业面

的宽度。调整为破冰机破冰时，能破除的冰的有效作业面的宽度。 

（11）修订了作业速度 ，除雪车进行除雪/破冰/撒布作业时车辆的行驶

速度。调整为除雪车作业时车辆的行驶速度。 

（12）增加了作业宽度，除雪车除雪作业时，能清除的最大有效作业面

的宽度。 

（13）修订了残雪高度，除雪作业后，未除净雪高出路面的高度。调整

为  除雪作业后，作业区域内未除净雪的顶点到地面的距离。 

（14）修订了除雪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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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分数表示。调整为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

下所测得的被清除的地面积雪质量与作业前地面积雪质量之比,以百分数表

示。 

（15）修订了除冰率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所测得的清除冰层的路面面

积与作业前路面冰层面积之比,以百分数表示。调整为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

所测得的清除冰层的地面面积与作业前地面冰层面积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16）修订了标准级配料，与融雪剂堆积容积相同、直径3㎜-5㎜且颗粒

均匀的固体撒布料。调整为 与融雪剂大小相似、颗粒均匀的固态撒布料。 

2.2.3 技术要求 

（1）除雪车的外购件、外协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所有零部件需经

除雪车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装配。调整为除雪车的外购件、

外协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所有零部件需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2）在除雪车应具有以下一种或几种功能中，将撒布融雪料调整为撒布。 

（3）增加除雪车各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得有明显的凹凸和锤痕；外露黑

色金属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采用油漆涂层处理时，应不低于QC/T 484中的

TQ3甲级的规定；采用涂镀层和化学处理层时应符合QC/T 625的规定。 



 

（4）取消了推雪厚度、推雪作业除雪率、破冰厚度应满足CJJ/T108的规

定，涉及到的内容已在标准中进行描述。 

（5）对除雪机具的焊接质量执行标准进行修订，除雪机具的焊接质量应

符合GB/T12467.3要求。调整为除雪车的焊接质量应符合JB/T 5943要求。 

（6）对标准中的油路、气路、水路及电路系统的安装要求及防水要求进

行合并，调整为油路、气路、水路及电路系统的管路、线路应排列整齐、夹

持牢固，不应与运动件发生磨擦或干涉；除雪机具电气控制系统应有防水、

防腐蚀保护。 

（7）对同属性标准条款进行合并，将除雪车应安装作业警示装置和夜间

作业照明装置、所有外露的回转运动部件均应加警示标牌，并符合GB 10396

的规定由一般要求调整到安全要求。 

（8）取消了气体燃料除雪车燃气系统应严格密封、无渗漏。 

（9）在标准中将除雪半挂车调整为除雪挂车，将相应的执行标准也有 

JB/T  4185的要求调整为 GB/T  23336的要求。 

（10）对除雪车的可靠性进行修订，除雪作业功能装置工业性能试验累

计里程除雪车不少于1000㎞，且不允许出现QC/T34中规定的致命故障和两次

严重故障。调整为除雪车作业可靠性试验时间不应小于150h,可靠度应不小于

80%,且不允许出现附录A规定的一类故障。 

（11）对GB7258的规定内容进行合并，将除雪车侧倾稳定角应符合GB7258

的规定、除雪车制动性能应符合7258的规定、除雪车粘贴的反光表示应符合

GB7258的规定。调整为除雪车运行安全应符合GB 7258的规定。 

（12）补充除雪车副发动机的排放执行标准，将除雪车副发动机（柴油

机）的排放应符合GB 20891的规定。调整为除雪车副发动机（柴油机）的排

放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13）对标准中的噪声标准进行修订，取消了原标准4.4.3 除雪车驾驶

员耳旁噪声应符合GB 7258的规定；将除雪车除雪作业时车外噪声应不大于



 

89dB(A)，应用于特殊城市的除雪车应符合特殊城市噪声标准要求。调整为除

雪车除雪作业时车外噪声应不大于89dB(A)。 

（14）对推雪铲要求进行调整，推雪铲铲刃应具有调节离地间隙的功能，

且在推雪作业时保持间隙稳定，不能损坏作业路面。调整为推雪铲应具有浮

动功能，且在推雪作业时，应能保持铲刃离地间隙稳定，不能损坏作业路面。 

（15）对推雪铲的避障能力进行明确，将推雪铲应有避障保护装置，调

整为推雪铲应有避障保护装置，最小越障能力不小于120mm。 

（16）增加了推雪铲应有仿地面的横向偏转功能，摆动角不小于3°。 

（17）修订了推雪铲离地最小间隙，推雪铲非作业行驶时具有安全锁止

功能，刃口离地最小间隙应≥200mm，调整为推雪铲非作业行驶时具有安全锁

止功能，刚性部件最小离地间隙应≥200mm。 

（18）对防止推雪过程中产生的雪雾对驾驶员视线的影响的装置的要求

进行规范，将推雪铲应安装挡雪帘，调整为安装在驾驶室前部的推雪铲应设

置防止雪雾上扬的挡雪装置。 

（19）考虑了滚刷的安装位置前置滚刷和中置滚刷滚刷分开描述。调整

为整体描述，安装在驾驶室前部的辊刷应设置防止雪雾上扬的挡雪装置。 

（20）增加了辊刷应有仿地面的横向偏转功能，摆动角不小于3°。 

（21）对防止推雪过程中产生的雪雾对驾驶员视线的影响的装置的要求

进行规范，前置滚刷（中置滚刷）应安装挡雪帘。调整为安装在驾驶室前部

的辊刷应设置防止雪雾上扬的挡雪装置。 

（22）修订除雪机具吹雪风道的功能，吹雪风道应具有提升、下降功能，

吹雪方向和角度应能向左或向右。调整为吹雪风道应具有提升、下降功能，

吹雪方向和角度应可进行控制和调整。 

（23）对风机的要求进行调整，除雪车风机的风量、风压应能满足除雪

车吹雪作业性能要求。风机的叶轮在安装前必须经过动平衡试验，达到3级以

上要求。调整为除雪车风机的风量、风压应能满足除雪车吹雪作业性能要求。 



 

（24）对液压系统进行修订，液压系统管路的安装应符合GB/T 3766的规

定。调整为液压系统管路的安装应符合GB/T 3766的规定。 

（25）对液压油的的要求进行调整，液压油的固体污染物限值应符合QC/T 

29104的规定》。调整为液压油的固体颗粒污染物限值应符合QC/T 29104的规

定。 

（26）取消了液压阀工作时，不允许卡滞及不动作现象。增加了液压系

统应设置安全阀等过载保护装置和低油量报警装置。 

（27）取消了液压系统在额定压力下应无渗漏、液压系统应有防水、防

腐蚀保护等内容，增加了液压系统1.1倍额定工作压力下保持10min，不应有

渗漏。 

2.2.4 试验方法 

（1）增加了基本性能试验，除雪车的试验条件和准备应符合GB/T 12534

的规定，基本性能试验按QC/T 252的规定进行。对装备有副发动机的除雪车,

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其进行磨合。 

（2）在推雪功能试验中，将推雪铲离地间隙及作业角测量分开描述。 

（3）对推雪铲离地间隙及作业角的状态进行修订，将推雪铲离地间隙及

作业角按作业状态和非作业状态描述，调整为整体描述。 

（4）对试验条件进行修订，增加了可使用密度相当的木屑替代积雪进行

试验内容 ，将大于30m的皮尺调整为大于30m的卷尺。 

（5）增加了推雪作业速度，读取车辆经过测量区间时测速仪显示的稳定速度

作为推雪作业速度。 

（6）对速度变化时撒布密度变化的测量进行修订，速度变化时撒布密度变化

的测量已以加速为例，取消了减速测量的规定。 

（7）对吹雪的试验条件进行修订，将风力：无风；调整为风力：≤2级。 

（8）修订了抛雪距离试验，保留了抛雪距离平均值，去掉了最大抛雪距离。 

（9）液压系统增加了渗漏试验，液压系统在 1.1倍额定工作压力下保持 10 

min，观察系统有无渗漏。 



 

（10）原标准为液压油固体污染物的测量方法按 QC/T 29105.1- QC/T 29105.5

规定执行调整为按 QC/T 29105.3的要求进行取样，然后按照 QC/T 29105.4

的规定测量液压系统液压油固体污染物颗粒的数量和尺寸。 

（11）对噪声测试场地进行修订，取消了路面坡度不超过 0.5%的要求。 

（12）取消了燃气系统密封性试验。 

2.2.5  检验规则 

除雪车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时应对外观质量、装配

质量、标志标识、液压系统和水路系统进行检验，确保出厂产品质量。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至少选一辆车，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时； 

b) 产品停产三年后，恢复生产时； 

c)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出厂检验与定型检验有重大差异时。 

型式检验时，如属a)、b) 两种情况，应按QC/T 252 有关规定进行检验；

如属c)、d) 两种情况，可仅对受影响项目进行检验。 

2.2.6 标志、使用说明书 

产品标牌的内容、形式、安装位置、固定方法应符合GB 7258及GB/T 18411

的规定。 

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应符合GB/T 9969和GB 7258的规定；使用说明书中，功

能和动作符号应符合GB/T 31012的规定。说明书至少应该包含产品型号、名

称、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主要用途和适用范围、技术特征、结构特征

和工作原理、使用与操作、维修与保养、故障分析与排除。 

2.2.7 随车文件、运输和贮存 

产品出厂随车文件应至少包含产品合格证和底盘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随车备件和附件清单。 

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车辆的安全。 

2.2.8 附录A 



 

附录A为故障分类和统计规则，明确各种故障的分类和统计方法。将故障

分为4类，即一类故障、二类故障、三类故障和四类故障为汽车行业常用的分

类方法；在统计时结合实际工作情况确定故障如何统计。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修订过程中起草组成员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

业有限公司、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针对其中主要技术指标进行

了试验验证，相关产品均能够满足相应指标要求。 

4 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专利

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申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无。 

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如今随着国内城镇化不断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机场发展迅速，冬季地面积雪清除的及时、干净直

接影响到人们的出行安全、高效，为了方便出行,维持良好的交通秩序,提高

交通安全性,冬季地面高效除雪非常重要。 

传统的城市除雪是采用人海战术，公益性劳动，可现今用这种方法已经行

不通了，大规模经常性的公益活动不可能经常进行的，并且除雪效率极低，

劳动强度高，更重要是不安全。 

随着国内道路的不断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机械化除雪已经成为

一种必然，除雪车作业方便，除雪效率高、效果好，除雪车的需求呈现一个

快速的增长态势。 

本次标准修订，充分结合市场实际情况，考虑了除雪车上除雪机具的多

样性与作业路况的复杂性，使得车辆标准更加统一规范。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

况； 



 

未找到相关国外标准。 

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为推荐性产品标准，按照专用汽车标准体系规划，《除雪车》属

于市政环卫类车辆及部件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无抵触。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写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将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

日期等）； 

无。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