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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工作过程 

1.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环境空气污染日益严重。我国城镇颗粒物污染严

重，尤其是细颗粒物，近几年部分城镇大气颗粒物源解析研究结果表明，扬尘是造成城镇颗粒物污

染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必须尽快为城镇扬尘污染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是城

镇扬尘的主要贡献源，参考部分城镇的研究成果，可知施工扬尘对大气颗粒物浓度的贡献率基本在

10%以上，道路扬尘则是仅次于施工扬尘的城镇颗粒物的重要来源，必须加以严格控制。 

我国 2000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新增了防治城市扬尘污染的条款

（第 43 条），2001 年 3 月国家环保总局会同建设部下发了《关于控制城市扬尘污染的指导意见》，

要求进一步加强城市扬尘污染控制。2008 年 2 月我国开始实施《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在

此之后，我国一些省市，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辽宁省、陕西省、河北省等针对施工扬尘污

染采取了很多措施，也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标准。针对道路扬尘，许多省市也出台了相关的治理建议。

尽管控制扬尘污染已引起各级政府及环境保护部门的重视，并在积极采取防治措施，但由于对施工

扬尘和道路扬尘的污染特点、防治技术等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施工和道路扬尘污染还难以得到有效

控制。 

为了满足我国当前大气污染控制的要求，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颗粒物污染，

有必要制定团体标准《施工与道路扬尘控制技术规范》，为建筑施工和城镇道路的扬尘污染防治提

供切实有效的控制措施。 

1.2 标准编制开展的主要工作 

标准立项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联合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全华环保技术

标准研究中心、博慧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组成标准编制组，共同开展了标准的编制工作。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标准制定的第 1 个月，主要调研了国内外扬尘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控制措施和管理

办法，重点调研针对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的减排措施和防污技术； 

（2）标准制定的第 2 个月，调研了施工与道路扬尘排放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的评估方法； 

（3）标准制定的第 3～4 个月，开展了重点区域施工现场和各级道路的实地考察与现场监测，

重点考察施工场地和城镇道路所采用的降尘措施和管理方法，以及实施管控措施的总体效果；同时

监测施工场地和各级道路的颗粒物浓度、气象要素以及道路的积尘负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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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准制定的第 5 个月，根据文献调研、实地考察和现场监测结果，评估施工扬尘和道路扬

尘的控制措施的减排效果及经济成本； 

（5）标准制定的第 6 个月，对标准进行可行性分析，并评估其预期效益，完成标准及其编制说

明的征求意见稿的撰写。 

2 标准制定的原则、方法和技术依据 

2.1 制定原则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为指导，

以为各城镇制定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污染控制措施提供技术规范为宗旨，突出普遍性、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2.2 编制依据  

a）技术依据：国内外在施工扬尘污染控制方面及相关领域中的研究成果。 

b）规范性文件： 

GB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6921-1986 大气飘尘浓度测定方法 

GBJ 124-88 道路工程术语标准 

HJ 618-2011 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 

HJ/T 194-2017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3-2007 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CJJ 37-90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JGJ 146-2004 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2第101号） 

《城市绿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2第100号）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6第198号）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1998第253号）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991第15号）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11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03 第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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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路线 

  

 图 1 规范编制技术路线 

2.4 主要内容 

施工与道路扬尘控制技术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的定义、施工扬尘与道路

扬尘对环境空气中颗粒物贡献的确定方法、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控制措施的减排效果与成本分析等。 

我国施工与道路扬尘
污染控制情况调研

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的收集

施工与道路扬尘控制措施
环境效益分析

施工与道路扬尘控制措施
经济成本分析

总结制定施工与道路扬尘
控制措施，编制标准及编
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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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扬尘的定义 

3.1 扬尘 

扬尘是指地表松散物质在自然力或人力作用下进入到环境空气中形成的一定粒径范围的空气颗粒

物。扬尘的形成，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尘源，二是动力。地表的一切松散物质都是扬尘潜在的直接来

源，其种类广泛而复杂，例如路面、硬地面、屋顶等上面的积尘，裸露地面及山体、干涸的河谷、农田

等的表层松散颗粒物，未密闭的各种原料堆、废物堆等都是潜在的直接扬尘源。形成扬尘的动力包括自

然力和人力：自然力最主要的形式是风力；人力的形式则相当广泛，包括挖掘、填埋、运输、拆迁、粉

碎、搅拌等活动形式。城镇是人类活动密集的区域，如果不控制尘源，对人类活动加以科学规范，城镇

扬尘将是重要空气颗粒物来源。 

3.2 施工扬尘 

施工扬尘指在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筑物建造与拆迁、设备安装工程及装饰修缮工程等施工场

所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市政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系统（包括道路、桥梁、隧道、地下通道、天桥等）、

供电系统、燃气系统、给排水系统、通信系统、供热系统、防洪系统、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及其

附属设施。 

3.3 道路扬尘 

道路扬尘是道路上的积尘在一定的动力条件（风力、机动车碾压或人群活动）的作用下，一次或多

次扬起并混合，进入环境空气中形成不同粒度分布的颗粒物。道路积尘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邻

近地区由于风蚀、水蚀带来的泥沙与尘土；②机动车携带的泥块、沙尘、物料等抖落遗撒，如车轮从建

筑工地、矿场、未铺装道路等携带的泥和尘，车载物料的遗撒等；③机动车行驶造成的自身磨损与消耗

(如轮胎、刹车垫的磨损，尾气净化装置的老化与消耗等)及尾气排放；④路面老化破损后被碾压形成的

颗粒物；⑤冬季冰雪天气施洒沙粒及盐水形成的颗粒物；⑥生物碎屑，如枯枝落叶，草坪、树木修剪时

遗留的碎屑，经过干燥、碾压形成颗粒物；⑦废物丢弃、泼洒，如烟蒂、纸屑等垃圾；⑧大气降尘。道

路扬尘对空气颗粒物的贡献除了与自然风力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与道路的等级、清扫方式、车流量及

车速等人为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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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与道路扬尘贡献值的确定方法 

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已经成为城镇空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研究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对空气颗粒物

浓度贡献的评估方法，对于促进针对重点排放源的定量化管理和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施工扬尘与道

路扬尘贡献率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方法和排放清单方法。 

4.1 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方法 

源解析技术是对环境空气颗粒物的来源进行定性或定量研究的技术。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最早开

展于 70 年代初。我国从 80 年代开始对源解析技术进行研究，并结合我国大气环境的特殊状况更进一步

发展起来。 

利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自主研发的 NAQPMS 系统，结合先进的源解析技术，研究不同季

节施工扬尘排放对大气颗粒物浓度的贡献率。NAQPMS 模式中引入了国际上先进的源解析技术——质

量跟踪方法。较之其它源解析技术，质量跟踪方法避免了其它方法需对多个目标源多次模拟的缺陷，大

大减少了模拟的工作量，缩短了计算时间。质量跟踪方法在现有可进行常规污染物模拟的数值模式基础

上，通过对模拟范围内不同地区(如不同的省、市、区县)、不同产业(如电力、冶金、化工等等)进行标

识和过程追踪，最终获得不同地区、产业所排放的污染物对研究目标地区某一物种贡献。该方法可在一

次模拟过程中，对不同地区、不同污染源类型的多种污染物来源进行跟踪。 

4.2 污染源排放清单方法 

排放清单方法是用于统计估算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一种方法体系，日益成为环境管理的一种重要

手段。美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统计机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仿效建立排放

清单制度。排放清单方法通过计算每一个具体排放口、线源、面源、体源等的排放量，然后统计各类空

气颗粒物排放源的排放量，这样可以得到各类排放源的贡献量以及相应的分担率。 

城镇扬尘的排放量也可以根据排放清单的方法大致进行估算。首先需要对产生扬尘的各种情形加以

分类，主要根据扬尘源和动力特征进行划分。然后对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的排放因子进行测算，最后结

合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控制措施的效率参数，计算某时间段内各类扬尘的排放量。 

4.2.1 施工扬尘排放量估算方法 

由于不同施工阶段的扬尘排放强度有较大差异，对 AP-42 中的施工扬尘估算公式进行了修订，分

段计算扬尘排放量。 

计算施工扬尘排放量时，按土方、结构、装修三个阶段来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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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T土方 EF土方 A T结构 EF结构 A T装修 EF装修                        （1） 

E 为在建工地引起的颗粒物排放量，kg/a；A 为施工面积，m2；T 为施工持续时间，月；EF 为在建

工地引起的颗粒物排放系数，kg/(m2·月)。每个阶段的施工周期按照其占总施工期的比例来计算，根

据之前的结果，土方、结构和装修占总施工期的 17.5%、42.5%和 40%。 

各施工阶段的扬尘排放强度参考珠三角地区的研究结果，土方开挖阶段的PM10排放因子0.569 

kg/(m2·月)，主体结构阶段的PM10排放因子为0.148 kg/(m2·月)，装修阶段PM10排放因子根据前面研

究结果的比例关系来估算，该阶段PM10排放因子0.192 kg/(m2·月)。 

4.2.2 道路扬尘排放量估算方法 

目前国内关于道路扬尘排放量的估算，基本也是以美国环保署 AP-42 方法来计算的。AP-42 法道路

扬尘估算公式如下： 

E EF A k
. .

1 F L T                                  （2） 

其中，E 为某一区域铺设道路的年排放总量，g；EF 指铺设道路扬尘的排放系数；A 为铺设区域车

辆的行驶公里数，VKT；k 为不同粒度范围的粒度乘数，g/VKT；sl 为路面的尘负荷，g/m2；w 为驶过

路面车辆的平均车重，t；P 为研究期间降水量超过 0.254mm 的天数；N 为天数（1 年 365 天）；F 为车

流量，辆/a；L 为道路长度，km；T 为时间长度（取 1a）。 

路面的积尘负荷是一个变化较大的因子，也是影响道路扬尘排放的一个关键因子。基于前面的调研

成果，发现道路积尘负荷在不同的季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通常冬春季节的积尘负荷要高于夏秋季节。

而在道路扬尘的估算中，道路积尘负荷经常被设定为一个固定的常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本研

究基于道路积尘负荷的季节变化，对估算方法进行季节性修订。 

排放清单方法是我国对城镇扬尘污染行为实行排污收费的重要依据。建立一套完整的、操作性强的、

科学合理的排放清单制度，是基层环境保护管理部门依法实施排污收费、鼓励清洁生产等重要前提和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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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通过国内外现行施工扬尘控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调研，总结了目前应对施工扬尘污染所

应用的污染防治措施。调研的国外相关标准主要包括美国内华达州的克拉克郡最新《空气质

量条例》、英国伦敦《关于控制建筑工地扬尘及污染气体排放的指导》。调研的国内标准主

要包括：国家标准《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辽宁省地方标准《施

工及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 21/2642-2016）、上海市地方标准《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

准》（DB 31/964-2016）、陕西省地方标准《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DB 61/1078-2017）、

河北省地方标准《煤场、料场、渣场扬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DB 13/T2352-2016）和《施

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 13/ 2934-2019）、天津市《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技术

规范》（2017）、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控制管理标准》、北京市《2017 年北京市建

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福建省《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防治与监测

技术规程》（DBJ/T 13-275-2017）、江苏省《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标准》、南京市《建设工地

扬尘智能监控指导手册》（2018）、深圳市《工地扬尘在线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2018）、

深圳市地方标准《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规范》（SZDB/Z 247-2017）和《房屋拆除工

程扬尘防治技术规范》（SZDB/Z 248-2017）等标准。根据调研结果汇总的施工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是编制《施工与道路扬尘控制技术规范》的基础。 

5.1 施工扬尘控制的技术措施 

5.1.1 新建工程 

（1）工程建设期间，应设置施工标志牌、现场平面布置图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环

境保护、文明施工制度板。施工标志牌应当标明工程项目名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名、施工许可证批准文号以及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污染举报电话等信息。 

（2）工程建设期间，应在工地边界设置1.8m以上的围挡，围挡视地方要求适当增加，

围挡底端设置防溢座。 

（3）工程建设期间，其所使用的具有粉尘逸散性的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废弃物，

应当密闭处理。若在工地内堆置，则应采取覆盖防尘布、覆盖防尘网、配合定期洒水等措施，

防止风蚀起尘。 

（4）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工地内车行路径，应采取铺设钢板、铺设混凝土、铺设沥青



8 
 

混凝土、礁渣、细石或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等措施之一，防止机动车扬尘。 

（5）工程建设期间，对于工地内裸露地面，应采取下列防尘措施之一： 

①覆盖防尘布或防尘网； 

②铺设钢板、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礁渣、细石或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 

③植被绿化； 

（6）工程建设期间，凡有土石方作业和裸露场地的建设施工工地出入口应规范设置车

辆自动冲洗系统。该系统由冲洗平台、车辆自动冲洗设备、沉淀池和废水回用池组成。车辆

自动冲洗系统能够对运输车辆前后轮同时进行冲洗；冲洗废水应进行收集和处理回用；出场

车辆的车身、车轮和底盘必须冲洗干净后才能上路。冲洗平台的长度不小于8.0m，宽度不小

于4.0m；车辆自动冲洗设备应安装于冲洗平台设备槽上，并保证其冲洗压力不小于5.0kg/cm2，

冲洗时间不低于30s。不具备建设车辆自动冲洗系统条件的施工工地或施工作业面出口，应

设配备高压水枪的人工冲洗平台，配备的高压水枪压力不小于80kg/cm2，，流量不小于

50L/min。 

（7）工程建设期间，应对工地建筑结构施工架外侧设置有效抑尘的防尘网或防尘布。 

（8）工程建设期间，工地内从建筑上层将具有粉尘逸散性的物料、渣土或废弃物输送

至地面或地下楼层时，，要避免逸散，不得凌空抛撒。 

（9）工程建设期间，业主应负责工地周边道路的保洁与清洗责任。 

5.1.2 拆迁工程 

（1）建筑拆除期间，应设置施工标志牌，标明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污染举报电话。 

（2）建筑拆除期间，应在工地边界设置1.8m以上的围挡，围挡视地方要求适当增加，

围挡底端设置防溢座。 

（3）建筑拆除期间，一般应在建筑结构外侧设置防尘布。 

（4）拆迁作业时，应配合加压洒水，以抑制扬尘飞散。 

（5）建筑拆迁应设立垃圾渣土存放场地，并及时清运垃圾渣土。垃圾渣土运出建筑拆

迁现场时，应当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到指定的消纳处理场所倾倒。拆迁现场生活垃圾必须

密闭存放，及时集中分栋、回收、清运生活垃圾，严禁乱倒、乱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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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拆迁施工现场的垃圾渣土应当有专人负责管理，配置洒水设备，定期洒水、

清扫。拆除楼房的，其渣土必须通过专用通道或者采用容器吊运，严禁凌空抛撒。 

（7）建筑拆迁现场的运输车辆出口处内侧，应在出口处设置车轮冲洗设备及相应的排

水和泥浆沉淀设施。  

（8）运输垃圾渣土的车辆，装载的垃圾渣土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车斗用苫布

遮盖或者采用密闭车斗，并将车身和车轮冲洗干净。  

（9）拆迁作业已经完成后不能立即施工建设的，应用防尘网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定

期进行洒水处理。若建设单位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超过一年的，应对建筑拆迁施工现

场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  

5.1.3 装饰与修缮工程 

（1）施工期间，应设置施工标志牌，标明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污染举报电话。 

（2）施工期间，应在工地边界设置1.8m以上的围挡，围挡视地方要求适当增加，围挡

底端设置防溢座。  

（3）施工期间，一般应在建筑结构外侧设置防尘布。  

（4）施工期间，工地内建筑上层具有粉尘逸散性的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废弃物输

送至地面或地下楼层时，应要避免逸散，不得凌空抛撒。。  

（5）对于较大的修缮工程，应视情况采取类似新建工程或拆迁工程中所规定的扬尘防

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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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道路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在道路扬尘方面，主要调研了国家发布的《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6.1 道路扬尘污染预防技术 

（1）道路硬化 

未铺装道路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铺装、硬化或定期洒水以保持道路积尘处于低负荷状态。 

（2）减少路面破损 

道路上行驶车辆的规格、载重等应符合《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防止路面破损。

破损路面应及时采取防尘措施，并在一月内修复。 

（3）减少路面施工 

尽量避免道路开挖，需要开挖道路的施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在不影响施工质量的情况下，应分段封闭施工，前一

次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道路原貌，否则不得进行下一阶段的施工。 

（4）密闭运输 

运送易产生扬尘物质的车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城市道路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实行密闭运输，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因物料遗撒或泄漏而产生扬尘。 

6.2 道路扬尘污染治理技术 

（1）洒水降尘 

原则上利用交通高峰期以外时段对路面进行雾喷作业，洒水宽度达路面的90%。夏季高

温季节且气温35℃以上，可适当加大对道路实施喷雾防暑降尘作业频次。实施洒水作业要避

免路面喷洒不匀及积水。 

（2）道路清扫、冲洗路面 

城市道路清扫与清洗作业应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当地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中规定的等级和标准执行。实施高效清洁的清扫作业方式，提高机械化作业面积。

四级及以上大风天气停止人工清扫作业。具体的清扫要求建议依据因地制宜的原则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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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与道路扬尘防治措施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成本分析 

7.1 环境效益分析 

7.1.1 施工扬尘防治措施环境效益分析 

针对建筑施工一次扬尘的主要控制措施包括如下：道路硬化管理、边界围挡、裸露地面

覆盖、易扬尘物料覆盖、定期喷洒抑尘等。表 1 给出了各类控制措施的减排效率，由表中可

知，铺装道路和洒水、喷洒化学抑尘剂的控制效果最佳，这两种措施对 TSP、PM10、PM2.5

的控制效率均很高，对粗颗粒物（TSP、PM10）的控制效率均在 80%以上，对细颗粒物（PM2.5）

的控制效率也在 65%以上；除了以上两种措施以外，控制效果最好的措施是高强度纤维织

布密闭覆盖，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其对各类颗粒物的控制效率均在 20%以上。 

表 1施工扬尘控制措施的控制效率 

控制措施 
控制效率 

TSP PM10 PM2.5 

路面铺装和洒水 
铺装混凝土，洒水强度，（W）=0.6mmH2O/hr 

96% 80% 67% 
96% 80% 67% 

防尘网 

尼龙塑胶网网径 0.5mm，网距 3mm 24% 20% 17% 

尼龙塑胶网网径 1mm，网距 5mm 12% 10% 8% 

覆盖防尘布 
高强度纤维织布密闭覆盖 32% 27% 22% 

尼龙塑胶网网径 1mm，网距 5mm 20% 17% 14% 

化学抑尘剂 89% 84% 71% 

围挡 
2.4m 硬质围挡 18% 15% 13% 

1.8m 硬质围挡 12% 10% 8% 

7.1.2 道路扬尘防治措施环境效益分析 

防治道路扬尘污染的技术则主要以路面清扫、路面洒水和使用抑制剂居多。根据在济南

的调研结果，采用普通扫路车，可以使路面平均尘负荷由 5.39g/m2，下降至 1.47 g/m2；采用

洗扫车，则可以使路面平均尘负荷下降至 0.68 g/m2，洗扫车有更好的防治效果。水洗和清

扫两种措施的共同作用，可使道路尘负荷移除率达到 61%，道路扬尘排放因子降低率达到

57.9%。由以上结果可知，采用水洗加清扫的措施，可以很好地控制道路扬尘的排放，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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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和使用。 

7.2 经济成本分析 

7.2.1 施工扬尘防治措施经济成本分析 

调研获得了施工场地各类扬尘控制措施的控制成本，其中道路硬化的平均成本为 160

元/m2；砖墙围挡平均成本为 160 元/m2 左右，彩钢围挡平均成本为 80 元/m2 左右；裸地覆盖

防尘网平均成本为 12 元/m2，易扬尘物料覆盖平均成本为 12 元/m2；租赁洒水设备，单次洒

水作业的费用在 700-900 元/次，土方阶段单位洒水强度为 0.6 次/万 m2ꞏd；喷淋设施洒水，

单价为 0.5 万元/个；运输车辆冲洗，自动冲洗设备价格在 5 万元/套，用水量按 1.2m3/车来

计算。按 10000m2 的工程来估算，其施工扬尘防治措施投入大约在 20～25 万之间，占工程

总投资比例非常小，是经济可行的。 

7.2.2 道路扬尘防治措施经济成本分析 

道路扬尘的控制措施主要是路面清扫、路面洒水等手段。根据调研结果，道路清扫车一

台约 17 万元，道路洒水车一台约 15 万元，路面清扫的人工费用（西安市调研结果）成本约

为 15 元/（m2ꞏa）。按一条 10000 m2 的道路来估算，其道路扬尘防治措施投入大约在 15 万

左右，由于道路清扫车和洒水车可使用多年，且可负责多条路段。总体来说，其经济成本是

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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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与道路扬尘控制技术规范的实施原则 

（1）城镇施工与道路扬尘污染防治是一项需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综合性工作。

建议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经济发展水平、城镇

环境管理需求等实际情况，结合本标准，由城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城镇建设主管部门和

道路交通主管部门制定本地扬尘污染防治规定，由城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施工扬尘和道路

扬尘污染防治实施监督与管理。 

（2）建议城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通过开展城镇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研究，明确城

镇空气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及其影响，切实掌握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对城镇空气颗粒物的贡献，

有重点地开展城镇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防治工作。 

（3）建议城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城镇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研究，

对各类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的控制措施效果进行调研，综合考虑减排效果和经济成本，确定

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季节施工扬尘与道路扬尘的有效防治措施。 

（4）建议城镇环境主管部门针对各类施工工程和各级道路进行扬尘监测，建立施工扬

尘和道路扬尘污染源排放清单，对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实行系统、有效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