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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国发[2021]4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其中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是坚持重点突破的工作原则。

2021年初武汉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也指出要紧盯工业生产，坚持“治、控、减、抑”并举，

破除“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惯性，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建设绿色环保搅拌站，助力实现2030年前“碳

达峰”、2060年“碳中和”。

为贯彻国发[2021]4号文件精神，同时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严控搅拌站粉尘、噪声、污水、

废气、废弃物排放，提高搅拌站生产环境质量，推动搅拌站由资源消耗型向绿色环保型升级，实现搅拌

站环保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武汉市建筑节能办公室组织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借鉴其他省市的

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行业标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及武汉市区域实际，编制了《武

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以下简称《图集》)。本《图集》以粉尘、噪音、

污水、废气及废弃物排放控制为编写主题，用文字、简图和照片详细描述了绿色搅拌站环保建设要求。

本《图集》图文并茂，一目了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可促进行业环保建设实施管理。

本《图集》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市建设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

有限，难免存在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改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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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有效规范预拌混凝土新建及改造站点绿色生产的实施，严控搅拌站粉尘、噪声、污水、废

气及废弃物排放，促进搅拌站周围环境质量的提高，实现环保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特制

定《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以下简称《图集》）。

1.0.2 本《图集》适用于武汉市新建、改建站点环保建设的实施与管理。

1.0.3 本《图集》采用CAD图示、实景示例与文字说明相结合的编排形式。

1.0.4 本《图集》中的预拌混凝土新建及改建站点环保建设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线、骨料仓、砂石

分离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废弃处理系统、中心控制室、厂区绿化、废弃物处理等。

1.0.5 本《图集》的编制依据：

GB/T 10171-2016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

JB/T 12816-2016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环保型混凝土搅拌站（楼）

GB/T 4915-2013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GB/T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HJ/T 412-2007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预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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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T 328-2014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GB/14092-2012 预拌混凝土

GB 50164-2011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GBT 45001-202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GBZ 2.1-2019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制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 5817-2009 粉尘作业场所等级危害程度分级

GB/T 50378-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51/T 2681-2020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废水废浆回收利用技术规程

1.0.7 本《图集》示意图尺寸除特殊标注外，均以mm为单位。

1.0.8 当采用本《图集》时，除遵守《图集》有关规定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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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建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沥青混凝土拌合站及水泥稳定粒料拌合站(以下简称“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必须在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

1.2新、改、扩建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必须同步实施环保建设，并与主体建设同时设计、施工、验收及投产。

1.3搅拌站环保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粉尘、噪音、污水、废气及废弃物排放，使其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主要包含生产线、骨料仓、

砂石分离系统、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废弃物集中处理、中心控制室、厂区绿化等。

1.4搅拌站生产线、骨料仓应采用门式轻型钢架结构进行全封闭;生产线中的搅拌主楼、粉料罐、传输系统应加装除尘设备;骨料仓仓顶应

安装喷雾设施，作业料仓应建设成全落式料仓。

1.5搅拌站须建设砂石分离系统，将剩退混凝土进行集中+处理，实现建筑材料循环再利用，不得随意丢弃。

1.6搅拌站厂区应进行整体排水设计，实施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实现厂区污水零排放，不得随意排放。

1.7搅拌站废弃物应分类存放、集中处理。

1.8新、改、扩建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中心控制室应与搅拌主楼分离，采用远程控制方式进行混凝土生产作业，降低粉尘及噪音对员工职

业健康的危害。

1.9新、改、扩建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厂区应进行绿化建设，整体绿化面积应不低于10%，未硬化空地绿化率达80%以上。

1.10新、改、扩建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按照相关规定配备监测设备对粉尘、噪声等进行监测；定期开展第三方监测，取得第三方监测结果

报告。

1.11搅拌站厂区路面应进行硬化处理，定期冲洗，保持清洁；厂区门前道路、环境按门前三包要求进行管理。

1.12混凝土运输车辆应达到本地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车辆应加装有效防漏设施，严禁运输途中“滴洒漏”。

管理要求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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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建设

• 2.1主站（楼）的除尘与降噪

• 2.1.1 主站（楼）的全封闭

搅拌站全封闭趋势效果图

主站（楼〉的全封闭示例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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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封闭搅拌主楼正立 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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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封闭搅拌主楼钢结构剖面图

生产线建设

1-C30险路面硬化： 2
一砖墙： 3-YX型墙面彩板（横铺， 0.426mm厚） ; 4-YX型墙面彩板（坚铺， 0.426mm厚）：

5
一钢柱： 6

一镀铮穰条： 7
一屋面钢梁： 8-50mm保温棉＋阻燃夹筋铝箱贴面： 9-YX型屋面彩板

说明：1、 混凝土生产主站（楼）应采用门式轻型钢架结构形式进行全封闭， 其基础及封闭形式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2、 主站（楼）的钢结构立柱采用型钢， 墙面材料可采用YX型墙面彩板， 屋顶材料可采用50mm保温棉＋阻燃夹筋

铝锚贴面， 面层材料可采用YX型屋面彩板。

3、 示意图中材料型号、 墙体形式等仅供参考。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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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搅拌主机

搅拌机主机下端口胶皮密封示例

搅拌主机除尘器安装示例

搅拌机主机除尘示意图

1 一砂石骨料过渡仓：2 一观察孔：3一除尘器：

4一粉料称：5 一混凝土搅拌机

生产线建设

说明：1、 搅拌主机安装完毕后， 应采用附加设施对搅拌机采取全密闭措施，

如在搅拌主机下端观察口使用橡胶或铁皮进行密封， 阻止搅拌机下

料过程中扬尘进入搅拌层空间。

2、 搅拌主机须加装有效的除尘器， 确保计量层平台、 搅拌层平台空气

中灰尘颗粒物含量不高于规范要求， 建议选用主动负压脉冲反吹式

除尘器。

3、 搅拌主机下料口位置的
“

滴洒漏
”

混凝土， 应及时清理， 保持地面

清洁。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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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建设

• 2.1.3搅拌主站（楼）内部平台

C1215 

C1215 

内部平台封闭示例 内部平台封闭示意图

说明： 1、 主站（楼〉内部的搅拌层平台、 计量层平台独立密闭， 封闭材料应采用金属夹芯板材， 其芯材的燃烧性能

等级为A级。

2、 主站（楼）内部平台应杜绝有可见连通处， 所有设备应与主站（楼）结构紧密结合， 避免空隙存在。

3、 主站（楼）内应设置清洁设备（如吸尘器）， 禁止用水直接冲洗。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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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建设

• 2.1.4 主站（楼）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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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压机房正立面示意图 C1215 

空压机房平面示意图

⑧ 

说明： 1、 主站（楼）气源若使用空压机， 应设置空压机房，

达到降低噪音排放的作用。

2、 有条件的应建立集中气站， 对主站（楼）、 粉料

车等用气进行集中供气。

空压机房建设示例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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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主站（楼）料位控制器

普通料位控制器安装示例

重锤式料位控制器安装示例 雷达式料位控制器安装示例

生产线建设

贴片式重量料位控制器安装示例

说明：

1、 搅拌站粉料罐（仓）应安装料位控制器， 防止

粉料罐过满导致大量粉尘排放。

2、 料位控制器安装位置应便于材料员吹灰控制，

并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

3、 企业应建立健全材料管理制度， 采用定期盘点、

空罐、 盈亏管理等方式， 实时辅助罐内材料计

量， 防止粉料罐过满出现爆仓现象。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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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粉料罐体的除尘

／捡修平台栏杆

粉仓

粉料罐除尘设备安装示例 靠近地面的除尘设备安装示例 除尘系统除尘示意图

说明：1、 粉料罐体应加装有效的除尘设备， 其工作压力阀值范围应小于罐体安全阀卸压值。

2、 粉料罐除尘器须确保工作正常， 除尘器过滤、 清灰、 沉降作用有效， 粉尘排放浓度应小于规范要求。

3、 除尘设备宜选用技术先进、 除尘效果较好的主动负压脉冲式除尘设备。

4、 除尘设备宜安装在地面附近， 便于设备维护及清理。

生产线建设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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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建设

• 2.3传输系统的除尘

斜皮带进入主楼处与主机除尘系统连接除尘示例

建设中的斜皮带封闭示例

斜皮带封闭降尘示例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1111-



斜皮带封闭侧立面示意图

;:J 
" 

斜皮带封闭剖面图

1一险地面：2 一斜皮带支撑：3一斜皮带：4-YX型墙面彩板（竖铺， 0.426mm厚）：

5 一镀铮攘条：6一钢梁：7-YX型屋面彩板

说明：1、 生产线平皮带与斜皮带， 斜皮带与投料口等转接处应加装有效的除尘设各，

建议选用负压脉冲式除尘设备。

2、 皮带运行应处于密闭空间内， 降低骨料输送期间的粉尘排放。

3、 单条斜皮带应设置2个以上的反砂集料口， 提高斜皮带清砂效果。

生产线建设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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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料仓建设

骨料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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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骨料仓整体封闭

骨料仓整体封闭示例

骨料仓整体封闭示意图

l-C30硅地面：2一钢筋混凝土剪力墙：3一钢柱：4一钢梁：5一镀铸穰条：

6-50mm保温棉＋阻燃夹筋铝锚贴面：7-YX型屋面彩板：8-YX型墙面彩板

骨料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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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料仓路面硬化结构示意图

1一穷实土基：2-15cm级配碎石：

3-18cm 5%水泥稳定碎石；4-30cm C30混凝土

说明：1、 骨料仓应采用门式轻型钢架结构形式进行

全封闭， 其基础及封闭形式根据设计要求

确定。

2、 骨料仓钢结构立柱采用型钢， 墙面材料可

采用YX型墙面彩板， 屋顶材料可采用50mm

保温棉＋阻燃夹筋铝宿贴面， 面层材料可采

用YX型屋面彩板。

3、 骨料仓地面应进行硬化， 面层应采用 混凝

土， 硬化方案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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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骨料仓降尘设施

骨料仓顶棚安装喷雾设施示例

口＝

骨料仓内部顶棚喷雾设施安装示意图

骨料仓建设

骨料仓除尘设各安装示例

说明：1、 骨料仓内应安装喷雾设施， 以降低骨料储料和运输

过程中的粉尘排放。

2、 喷雾设施宜安装在料仓钢结构横梁上， 支管末端喷

淋头离地面净高度保证在12米以内。

3、 支管末端的喷淋头间距为2米， 宜采用梅花型布置。

4、 在骨料运输期间， 应启动喷雾设施。

5、 除喷淋设施外， 封闭骨料仓宜安装除尘设备， 进行

二次除尘。

6、 企业宜选用固定含水率的砂石原材料， 以减少砂石

运输、 卸载过程中的扬尘。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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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料仓建设

• 3.3全落式料仓（地垄）建设

全落式料仓地面部分建设示例
全落式料仓地下建设示例

说明：1、 新、 改、 扩建的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应建设全落式料仓， 具体形式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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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分离系统建设

第四章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由石U

砂石分离系统建设示例

t!;'}uB 

砂石分离系统建设示意图

砂石分离系统建设

毛.o..ooo_
－· ． 

a . • • . 

说明：1、 砂石分离系统应包含砂石分离机、 斜槽、 清水

管道三部分。

2、 砂石分离系统宜建设在污水处理系统、 洗车台

附近， 具体建设方案根据场站设计要求确定。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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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建设

第五章

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建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建设

为实现厂区污水
“

零排放
”

， 搅拌站应按照地形、 设计要求建设污水处理循环系统。 通过排水沟、 沉淀池、

污水处理系统， 形成搅拌站厂区
“

排水、 沉淀、 处理、 再利用
”

的水循环系统。

搅拌站整体排水内容设计需包含以下方面：

(1) 搅拌主楼（站）正下方及周围（污水排放）：

(2) 砂石分离机、 试验楼周围（污水排放）：

(3) 生产区、 办公区、 生活区周围（雨水、 场地清洁水排放〉：

(4) 地磅、 作业维护区周围（雨水、 场地清洁水排放）：

(5) 沉淀池（污水沉淀）；

(6) 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

(7) 污水再利用（回收水利用）。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1111



•5.1 搅拌站整体排水设计

1% 
0.5% 』

1% 

1% 

l＿�！�；二
搅拌模丰且

「〔悟：：1% 
地

1. 5也

骨料仓

1. 5% 

1. 5% 

－－ 舱盖板沟 －·－·－ － 金属盖板沟 一一一砖砌盖板掏

搅拌站整体排水设计平面示意图

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建设

旦旦

矿 _Ll!. 

I• ;,1 
I 
1区出入

－－－－飞 ··材料车出入口

说明：1、 新、 改、 扩建的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建设前应进行整体排水设计， 具体方案根据厂址、 地形及设计要求确定。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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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污水排放收集

险排水沟示意图

1-C30钢筋混凝土： 2
一预制硅盖板： 3

一混凝土垫层

＝＝ 

砖砌排水沟示意图

1
一混凝土垫层： 2-MUlO非粘土烧结砖， M5水泥砂浆砌筑：

3 钢盖板： 4 2cm厚l :2水泥砂浆抹灰

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建设

厂区污水排放沟槽示例

说明：1、 搅拌站内污水主要来源于清洁搅拌机的污水、 砂石

分离污水等其他污水。

2、 搅拌主楼路面应设置不小于1%的排水坡度， 搅拌主

楼四周设置宽度300mm ， 深度150mm （根据排水坡度

确定）的排水沟接入沉淀池内。

3、 砂石分离机周围的排水沟坡度应不小于1%， 并接入

沉淀池内。

4、 排水沟坡度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排水沟上方应设计

盖板， 如混凝土盖板、 钢盖板等。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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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建设

•5.4沉淀池污水收集

-1. 300

OOx 300过21s_口

口2

±0. 000 

L 

沉淀池建设示例 沉淀池平面示意图

说明： 1、 搅拌站应设置二级及以上的沉淀池。

2、 沉淀池一 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通过逐级沉淀， 将污水引入污水处理系统中。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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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污水处理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建设示例

建设中的污水处理系统示例

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建设

li 

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平面示意图

1, 2, 3, 5 一搅拌池：4一集水坑： 6, 7 一澄清池：8,9 一清水池：

10 一沉淀池污水出口：11 一沉淀池：12 一沉淀池污水入口：

13一砂石分离机：14 一排水沟：15 一砂石分离机出石口：

16一砂石分离机出砂口：17 一挡轮链：18一洗车台

说明：1、 搅拌站内各类污水经沉淀池汇入污水处理系统

①号搅拌池， 经过系统控制的间断搅拌装置， 逐级

进入②、 ③、 ⑤号搅拌池。 通过补水不断稀释， 再

依次进入⑥、 ⑦澄清池及③、 ⑨号清水池。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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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污水循环使用途径

生产污水

排水沟

沉淀出的固体废弃物

砂石分离机分离

彤、石分离污水、

车辆清洁水
-----n一一

排水沟

沉淀i也

污水处理循环系统

污水循环再利用流程图

场地清洁水、

雨水

排水沟

污水处理循环系统建设

污水循环再利用示例

说明：l、 经污水处理系统的多级沉淀净化， 清水池中的污水经检测合格后， 一部分用于混凝土生产， 一部分用于砂石

分离机， 其次可用于场地清洗等， 最终实现搅拌站厂区污水循环再利用。

2、 用于混凝土生产的污水及其用量， 应经过试验验证。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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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集中处理

第六章

废弃物集中处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庭泊、 需

废弃物集中处理点示例

废旧物资的

确认

废旧物资

处理单

废旧物资

出站
财务结算

废弃物集中处理流程示例

说明：1、 搅拌站应对废弃物进行集中处理， 如废渣、 废弃试块、 废油、 废弃轮胎等。

2、 废弃物集中处理过程应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1 ）、 制定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应符合企业管理要求：

(2 ）、 设立标识明确、 清晰的集中处理点， 具体方案根据企业管理要求确定：

(3 ）、 签约有资质的废弃物回收处理单位， 定期进行废弃物处理。

废弃物集中处理

确认回收

单位

装车

废旧物资处理统

计表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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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控制室建设

第七章

中心控制室建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中心控制室建设

Ml021 

C1512 

。的∞－u室制

M1521 

控

可恙
吕立

。的∞－u室由皿凋阴鸣
也
在

U
【，
N

搅拌站中心控制室示例

中心控制室平面示意图

说明：1、 新、 改、 扩建的商品混凝土搅拌站中控室应远离生产主楼， 宜采用远程

控制方式监控混凝土生产。

2、 中控室应至少包含调度室、 控制室， 宜设置在生产办公区域， 具体方案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Ill舍幢

撞” 主 幢

搅拌主楼与中控室分离平面示意图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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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绿化建设

第八章

厂区绿化建设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厂区绿化示例

说明：1、 为打造环境友好型企业， 搅拌站生产区、 办公区、 生活区应有效分开， 厂区围界应建围墙围挡。

2、 搅拌站生产区、 办公区、 生活区、 厂区围界应进行绿化， 且绿化率应不低于30% 。

3、 生产区及厂区围界绿化率宜高于其他区域绿化率。

厂区绿化建设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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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环保建设

第九章

其他环保建设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其他环保建设

•9.1 运输车辆限速、 禁鸣

运输车辆限速、 禁鸣建设示例

说明：1、 运输车辆鸣笛声尖锐， 应禁止其在厂区内鸣笛。

2、 搅拌站车辆多， 行驶面积有限， 为避免安全事故， 应合理控制运输车辆在厂区内的行驶速度。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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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环保建设

•9.2 运输车辆清洁

运输车辆清洗示例 运输车辆尾部清洁示例

说明：1、 为减少混凝土运输车辆对城市市容市貌的影响， 车辆出站前， 须使用清洁水全面冲洗。

2、 运输车辆应定期进行清理， 确保车辆外观整洁、 干净， 尤其要加强对车尾部及防
“

滴酒漏
”

装置的保洁。

3、 搅拌站应建设洗车台， 宜同建独立的沉淀池和排水系统， 并接入市政排污系统。

4、 洗车台宜建成半封闭式， 具体方案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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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环保建设

•9.3站内场地硬化及清洁

4 

厂区路面硬化结构示意图

1 穷实土基： 2 15cm级配碎石：

3-18cm 5%水泥稳定碎石： 4-30cm C30混凝土

厂区场地清洁示例

说明：l、 搅拌站内厂区路面应进行硬化， 面层应采用混凝土， 具体硬化方案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2、 为实现搅拌站生产文明形象， 搅拌站应制定相应清洁管理制度， 定期冲洗。

武汉市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绿色建设（标准化）示范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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