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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GB/T 25281-2010《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对于明确该类产

品的式样、颜色和技术要求，规范全国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的

生产和使用，确实保障道路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属于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其相关

国家强制标准 GB 20653-2006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对该类服

装的某些关键技术指标有相关要求，但 GB/T 25281-2010 的部分技

术要求与该标准不一致。另外 GB 20653-2006 修改采用的欧洲标准

EN 471：2003“High-visibility warning clothing for professional use- 

Test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已被 EN ISO20471-2013/A1:2016 

“High visibility clothing -Test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取代，需要

针对相关变化，调整本标准的技术内容。 

基于这些原因，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在国标委综合〔2017〕128

号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中将该标准列入修订项目（计划编号

20173844-T-469），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交通安全

设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起草。 

2、协作单位 

在本标准的修订过程中，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作为协作单位，组织专家协作开展了项目调研及试验可行性论证，

为标准的修订提供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保证了标准的

修订质量。 

3、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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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交通安全设施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接到标准修订计划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标准修订工作，主要

工作过程如下： 

1）2018 年 01 月～2018 年 02 月，成立标准起草组。起草组收

集了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的相关标准及技术资料。在分析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了标准修订的原则、主要依据及标准修订的方法。 

2）2018 年 03 月～2018 年 04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东华、钟连德、苏鹤俊、彭雷、王玮、

马学锋、柯东青、徐东、张翊、王晶。上述同志承担的主要工作如

下： 

——郭东华负责组织、协调，并参与标准编写工作。 

——钟连德、彭雷、王玮组织参与各省调研工作、负责标准编

写工作。 

——苏鹤俊参与标准编写工作。 

——柯东青、徐东、张翊、王晶负责标准试验验证工作，为确

定检验项目或参数的能力提供了大量试验数据。 

——马学锋组织参与各省调研工作，为标准修订提供大量的调

研数据和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对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的式样和规格、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做出了规定，

编制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标准的结构应符合 GB/T 1.1-2009 的相关规定。按照 GB/T 

1.1-2009 要求的编写规则，严格标准中章、节、段等内容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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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于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部分，做到二者前后对应，便于标

准的使用。 

2）尽可能采用强制标准的技术要求。依据 GB 20653-2006、EN 

ISO20471-2013，综合考虑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的特殊性，优化

技术指标。 

2、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对原标准主要进行了以下方面的修订：标志服中反光材

料的数量、普通型标志服面料的类型及机械性能、色度性能、面料

色牢度、日晒牢度性能、逆反射系数要求、反光材料的洗涤要求、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1）标志服中反光材料的数量 

道路工作时经常需要弯腰，弯腰时胸前反光材料可能无法观测

到，增加肩部反光材料可以使工作人员在夜间弯腰作业时更容易被

司机发现，为此，普通型标志服中标志背心增加了两条竖向反光材

料，同时，为了提高可视性，标志帽的反光材料由在正后方缝制一

条变更为除黑色行业标记以外的帽身水平缝有反光材料一条。 

此外，网格型标志服取消了一条水平反光材料，增加了两条竖

向反光材料，保证人员在弯腰时的可见性。常见标志服反光材料布

设如下所示： 

 

2）普通型标志服面料的类型及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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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了普通型标志服面料为纯涤纶斜纹织物的要求。增加了机

织材料、针织材料的机械性能要求，并增加了断裂强力、胀破强力

两个面料机械性能的试验方法。 

3）色度性能 

修改了普通型标志服面料颜色各角点的色品坐标和亮度因素；

增加了耐光色牢度试验后，标志服面料的色度性能要求和相关试验

方法。 

4）面料色牢度 

荧光面料容易染色和沾色，为保证作业人员穿着的舒适性，增

加了耐汗渍色牢度、耐水洗色牢度的要求，并规定了试验方法。 

5）日晒牢度性能 

取消了日晒牢度性能要求，改用耐光色牢度试验后标志服面料

的色度性能来控制标志服的耐光性能。 

6）逆反射系数要求 

原标准规定的观测角、入射角基于标志的视认角度提出，与实

际观测条件不太相符，为此基于 GB 20653-2006《职业用高可视性

警示服》3 级和 2 级反光材料的逆反射值要求，重新规定了一级和二

级反光材料的逆反射系数要求。其中，观测角由 0.2°、0.33°、

1°变更为 0.2°、0.33°、1°、1.5°，入射角由-4°、15°、30°

变更为 5°、20°、30°、40°。 

增加了方向敏感性反光材料在 0°或 90°旋转角条件下测量逆

反射系数的要求。 

修改了洗涤后反光材料的逆反射性能要求，规定：洗涤后，在

观测角为 12´、入射角为 5时测试，各级反光材料的逆反射系数值

应大于 100cd·lx-1·m-2；方向敏感性反光材料，测试值小的旋转角方

向上测得的值应大于 75 cd·lx-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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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反光材料的洗涤 

反光材料是提升标志服警示和辨识性能的核心构件，其耐洗涤

的次数决定了标志服的有效使用寿命，对于需要经常穿着的职业性

服装，应该提升反光材料的耐洗涤性能已保证其耐穿性，为此将反

光材料的洗涤次数由 10 次变更为 25 次。 

8）检验规则 

修改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型式检验不在区分为

定型检验和周期检验两种类型；对型式检验条文重新进行编排。 

9）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对格式进行了重新编排。修改了标志缝制的位置；修改了包装

印刷要求；修改了运输要求。 

修订后的标准相对于原标准主要变化见表 1。 

表 1 修订后的标准相对于原标准主要变化 

分类 条款/内容 说明 

增加项目 

4.3.1  普通型标志服面料要求

4.3.1.1  机织材料的断裂强力 
4.3.1.2  针织材料的胀破强力 

依据 GB 20653-2006，增加面料的

类型，机织、针织材料均可作为面

料，同时规定相关材料的机械性能

以保证质量 

4.3.3.2 耐光色牢度试验后，

标志服面料的色品坐标和亮

度因数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与 GB 20653-2006、EN ISO20471-
2013 要求相一致 

4.3.4 面料色牢度 
4.3.4.1  耐汗渍色牢度 
4.3.4.1  耐水洗色牢度 

荧光面料容易染色和沾色，为保证

作业人员穿着的舒适性，增加耐汗

渍和耐水洗的色牢度要求 
5.5 面料机械性能 
5.5.1  断裂强力 
5.5.2  胀破强力 

依据 GB 20653-2006，增加相关测

试方法 

5.6.1 将试样平整放置在逆反

射系数小于 0.04 的黑色衬垫

物上 

依据 GB 20653-2006，提高测试的

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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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耐光色牢度试验后的色

度性能 
依据 GB 20653-2006，增加相关测

试方法  
5.7 面料色牢度 
5.7.1  耐汗渍色牢度 
5.7.2  耐水洗色牢度 

与技术要求对应，增加相关测试方

法 

5.9  逆反射系数 
按 GB/T 18833 规定的逆反射

系数的测试方法测试。对于

方向敏感性反光材料，在

0°和 90°两个相互垂直的

方向上进行测试。 

与技术要求对应 

参考文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 GB 
20653-2006 、 EN ISO20471-
2013/A1:2016 

删除项目 

取消了普通型标志服面料为

纯涤纶斜纹织物的要求 
增加面料的类型 

取消了日晒牢度性能要求 
改用耐光色牢度试验后标志服面料

的色度性能来控制标志服的耐光性

能，与 GB 20653-2006 相一致 

变更项目 

1 范围中，适用范围取消了

“环卫”，参照执行由“其

他需要穿着标志服的工作人

员可参照执行”修改为“其

他类型的标志服可参照使

用” 

环卫部门不属于道路相关部门范

畴；修改后的参照执行要求更加清

晰明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或

修订相关引用标准 
与该章之后所引用的标准对应 

3.1.2.2、3.1.2.3 
修改了普通型标志服中反光

材料的数量 
提高可视性，以增加安全性 

3.1.3.2 
修改了网格型标志服中反光

材料的数量 
提高可视性，以增加安全性 

4.3.3.1  
修改了普通型标志服面料颜

色各角点的色品坐标和亮度

因素 

与 GB 20653-2006、EN ISO20471-
2013 要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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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修改了逆反射系数技术要求 

与 GB 20653-2006 要求相一致 

5.10 
修改了反光材料洗涤次数 

反光材料是提升标志服警示和辨识

性能的核心材料，其耐洗涤的次数

决定了标志服的有效使用寿命，对

于需要经常穿着的职业性服装，应

该提升反光材料的耐洗涤性能已保

证其耐穿性 
6 检验规则 
修改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的检验项目；型式检验不在

区分为定型检验和周期检验

两种类型；对型式检验条文

重新进行编排 

保证检验项目与修订后的标准对

应；型式检验已不在区分为定型检

验和周期检验；型式检验按抽样、

判定原则等要素编排比较清晰 

7 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对格式进行了重新编排。修

改了标志缝制的位置；修改

了包装印刷要求；修改了运

输要求。 

格式按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各

节分开编排；标志缝制位置由原在

背心上缝制修改为在标志服上缝

制；包装印刷要求由印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作业人员统一安全标

志服”修改为“道路作业人员安全

标志服”；原标准中运输描述为

“成批产品应用纸箱包装或按购销

合同要求进行包装运输”，对运输

过程中的要求不明确，修改为“运

输中应防止雨淋和碰撞硬物，以免

标志服受潮或包装破损”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技术经济论证或预期经济效果 

无。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对比情况 

本标准同类标准主要有 EN 471：2003“High-visibility warning 

clothing for professional use- Test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已作

废）、 EN ISO20471-2013/A1:2016 “ High visibility clothing Test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GB 20653-2006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

服》、GA446-2003《警服 反光背心》，其中 EN 471：2003、EN 

ISO20471-2013/A1:2016 是该类标准的基础。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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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考了 GB 20653-2006、EN ISO20471-2013/A1:2016，保证了标准

的先进性。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是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的一种类

型，GB/T 25281-2010《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服务于强制标准

GB 20653-2006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主要就道路上进行养

护、施工、路政等作业人员穿着的标志服的相关要求进行了细化规

定。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这几年，城市建设也是日新月异，城市道路的总里程快速增

长。在公路和道路上的交通量更是一天比一天增多，车速也在不断

地加快，在路上进行养护、施工、维修、勘察、路政、环保或其它

作业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无论白天或夜间，作业

人员在路上被撞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让车辆驾驶人员能尽早地发

现在道路上作业的人员，及时降低车速进行避让，保障道路作业人

员的人身安全，是需解决的大事。 

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道路作业人员需要穿着特定颜色、带

有反光材料、统一式样的安全标志服，以便车辆驾驶人员的识别。

本标准统一了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的式样、颜色和技术要求，

对于规范全国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的生产和使用，确实保障道

路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该标准的重要性，建

议将其列为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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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这几年，随着道路作业人员安全标志服的穿着，标志服的生产

量很大，但其质量参差不齐，如有的标志服颜色荧光不足，甚至于

没有荧光，其警示作用大为减弱，就不易在有效距离内被驾驶人员

看清的，严重影响到道路作业人员的安全；有的标志服面料、辅料

质量较差，作业人员没穿上多少时间，标志服就不能正常穿着了；

有的反光材料逆反射系数低，在夜间不能保证被司机及时发现等

等。 

为此做好本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工作，并适时将其列为强制性标

准，有利于扩大本标准的影响范围。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废止现行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