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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背景 

    克拉玛依-塔城

高速公路是《国家高

速公路网规划》中连

云港至霍尔果斯高速

公路的联络线，同时

也是新疆“两纵三横

两环八通道”骨架干

线公路通道三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新疆十

二五规划的重大工程，

路线全长217.714 km。  



1.2 路线走廊带位置 

   路线走廊

带途经塔城老

风口-玛依塔

斯风区。该区

域最大稳定积

雪厚度达1.26

米，最大风速

41米/秒，特

殊的地形造成

东西双向风交

替，风雪灾害

严重。  



1.3 路线走廊带雪害 

    该区域每年冬季风雪灾害非常严重，导致交通中断、车辆被埋、人员伤

亡，极大地影响着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半填半挖积雪 

车辆被埋 挖方路堑积雪 

能见度降低 

牲畜冻死 



2、风雪灾害调研 

    本项目野外调研阶段，针对风雪沉积及低能见度危害，在路线走廊

带内开展了风速风向、移雪量观测、断面积雪量、灾害地貌3D扫描、雪

害航空摄影等一系列工作，初步摸清了公路沿线风雪危害状况。 

移雪量观测 灾害地貌3D扫描 

路线实地踏勘 

装甲车路线踏勘 

风向风速观测 



2、风雪灾害调研 

2012年11月  航空摄影 



3 公路雪害分布情况 

      该路段位于山岭重丘区，地形起伏较大，多处开挖山体；主导风向

为西风，风向与路线夹角约30°～ 60°；受西风影响，背风沉积严重，最

大积雪厚度1.8 m。该路段背风沉积危害严重。 

K70路段 K75路段 K80路段 K82路段 



3 公路雪害分布情况 

    本路段北部为塔尔巴哈台山脉，东部为乌日可夏依山，东南部为加依尔

山，形成西部开口，中部低平的盆地，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海拔在470～1800

之间，局部路段地形破碎，受东西双向风的影响，雪阻、能见度危害严重。 

K136路段 K103路段 K145路段 K95路段 



3 公路雪害分布情况 

    该路段位于塔尔巴哈台山与巴尔鲁克山-乌尔噶萨尔山之间，属于塔额盆

地，大地构造上属塔城-额敏山间凹陷区，地势开阔，地形起伏不大，风向与

路线夹角5°～ 10°左右，最大积雪厚度为1.2m ，该路段背风沉积危害严重。 

K185路段 K170路段 K160路段 K155路段 



4.1 风吹雪治理总体思路 

    通过现场观测、调研资料，结合国内外公路雪害防治技术成果，综合

分析得出克-塔公路雪害防治关键技术为：① 公路风雪灾害选线预防技术； 

② 路基合理高度及断面设计； ③路侧工程防护措施； ④监测预警及应急

保障体系。 

风向风速观测 

公路雪害分布 

 移雪量观测  

灾害地貌观测 

路线优化 

路基优化 

路侧防护 

监测预警 

风吹雪治理思路 

分析 



4.2 公路风雪灾害选线预防技术 

    本项目路线位于老风口-玛依塔斯风区，路线不可避免地通过风雪区，项

目前期，经过多次现场勘测，将路线路线布置于平坦开阔地带，尽量避免挖方

或者背风坡等容易积雪的路段。K116～K122路段建设条件特别困难，力求路线

最短通过，并适当提高路基高度。  

K 线 

B1线 

B2线 

B5线 

B4线 

B3线 

阿克苏河和乌宗布拉克河 



4.2 公路风雪灾害选线预防技术 

隧道平面位置 

    K79+305～K80+270路段通过山岭区，挖方深度24 ～34m 。该路段位于风

雪区，挖方路堑不可避免造成风雪沉积，通过比选，采用桥+隧方案。 

原设计挖方断面 



4.2 路基合理高度及断面设计 

分离式路基优势 

取消中分带护栏 

取消路侧护栏 

取消防眩设施 



4.2 路基合理高度及断面设计 

工程措施 挖方路段，采用路堤 

放缓边坡，采用流线 

挖除台地，整治地形 

有利于风雪流贴着路面顺畅通过，不造成扬雪，提高能见度 



4.2 路基合理高度及断面设计 

工程措施 挖方路段，采用路堤 

放缓边坡，采用流线 

挖除台地，整治地形 

敞开式流线型、路堑式路堤，既保证风雪流顺畅通过，又避免路面被积雪掩埋 



4.2 路基合理高度及断面设计 

工程措施 挖方路段，采用路堤 

放缓边坡，采用流线 

挖除台地，整治地形 



4.3 路侧工程防护措施 

单层挡墙  双层挡墙  

挡雪墙 

防雪栅 

防雪林 



4.4 监测预警及应急保障体系 

 

信 息

收 集

系统 

应 急 指

挥中心 

信 息 发

布系统 

应急救援

保通系统 

     克-塔高速公路结合项目机

电工程开展公路风雪灾害监测预

警体系设计，通过设立公路自动

气象站、监控中心（分中心），

可变信息情报板，建立健全风雪

区监测预警及应急保障体系，系

统架构如右图所示。 

 

信息发布系统 
 

可变电子信息显示屏 

可变限速标志 交通广播 
 

隧道内信息 
  

应急救援

保通系统 

除雪作业 

封闭交通 
 

疏导交通 开展救援 

实施绕行 

监测预警及应急保障体系 

路况信息收集系统 路况信息发布系统 应急救援保通系统 

监
测
预
警
及
应
急
保
障
体
系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通过现场调研分析，依据灾害形成机理和危害程度，高速公路布线应
尽量利用有利地形，起到了减少风雪灾害的作用。 
 

路线优化—K119+500～K122+700路段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ZK出口积雪状况 YK出口积雪状况 积雪状况全景 积雪状况全景 

路线优化—隧道+桥涵工程 

    K79+305～K80+270路段风向与路向夹角约65 °，隧道+桥梁设计避免

了开挖及其产生的背风沉积，出口接桥涵，有效解决了风吹雪倒灌难题。 

隧道出口明洞 隧道+桥涵方案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本项目K83+600～K135+679路段采用分离式路基，其高度基本控制在

2.5m以上，同时放缓边坡，尽量不设置护栏，高路基路段设置缆索护栏。 

2013年2月底赴现场观测路基优化后路面积雪情况如下图所示。 

分离式路基、不设护栏 

放缓边坡 

分离式路基 

路基优化—分离路基、缓边坡、取消护栏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路基优化—敞开路基断面 

   S201线K68+178-K68+656路段

处在西风作用下，每年都发生10

次以上因吹雪沉积造成道路阻断

事件，成为S201线“卡脖子”路

段。2012年底对该路段路基进行

了敞开断面处理，形成路堤式路

堑。敞开路基减轻了路堑积雪，

保障了S201线的畅通，2012-

2013冬半年后未出现雪阻现象。 
路基段面敞开之前 

路基段面敞开之后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路侧工程防护措施—防雪栅栏 

    S201线K32+500路段防雪栅栏（3道，每道长130m，高3.5m，间距40m）

防雪效果明显。调查看到，各种防雪栅栏内堆满了积雪，最大积雪深度为

4.0m，初步估算，阻雪积雪量约40 000m3 ， 减少了K32垭口路段的积雪。 

防雪栅栏 

垭口路段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路侧工程防护措施—挡雪板工程 

    克-塔高速公路K117+400路段处设置的一道挡雪板（高4m，长100m），

冬季观测，挡雪板两侧特别是下风侧堆满了积雪，最大堆积高度为4.5m，

板后堆积长度约60m，初步估算，阻雪积雪量约6000m3，有效缓解了公路雪

阻危害，并提高了该路段的风吹雪能见度。 

挡雪板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路侧工程防护措施—视线诱导标志 

    2012年在S201线风吹雪导

致低能见度严重路段实施了

3.6km视线诱导标志，在风吹

雪时指示路基边缘位置，效果

明显。2013年续建工程采用埋

设于边坡的悬臂视线诱导标志，

并实施了太阳能视线诱导标。  

视线诱导效果良好 

太阳能视线诱导标 

悬臂式视线诱导标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监测预警系统—公路自动气象站 

    项目组依据老风口-玛依塔斯风区范围，在风带边缘线、风带中心线布设

8处野外自动气象台站，并形成监测监控网络，实施将气象及路况传输至综合

处理平台，经过处理，发布预警信息，并启动应急救援机制。 

野外自动气象站平面布置图 

已建成的公路自动气象观测台 
气象自动观测综合处理平台 



5 依托工程效应观测 

总  结 

    ⑴ 路线走在山区地带，当穿越风雪极为严重的山丘地形时，力求选在相

对开阔的地形上。 

    ⑵ 在风雪害中、重度区，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路基横断面宜采用分离式

断面。整体式路基应适当提高路基高度，一般不宜低于2.5米； 

    ⑶ 路线走向与主导风向垂直或呈45-90°相交的路堑，应采取放缓外坡

方法予以处理。有条件可采用隧道或明洞通过； 

    ⑷ 为保证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应采用悬臂诱导标志，指示道路轮廓，防

治车辆驶出路基以外。能见度极低路段可采用太阳能自发光诱导标； 

    ⑸ 风雪危害严重路段，应建立自动气象监测站，开展对公路雪害研究的

中长期规划，建立健全公路灾害监测网点，构建监测预警及应急保障体系。 



热   烈   祝   贺 

中美安全与灾难救援协调研讨会 

  圆   满   成   功！ 

中国·新疆交通科学研究院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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