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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封闭条形煤场设计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承担单位和协助单位 

《港口封闭条形煤场设计规范》是根据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关于

发布 2019 年（第一批）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

（中水协字[2019]48 号）的要求，由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司承担，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协助。 

本规范为 12 章和 1 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主要包括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总平面、工艺、建筑、结构、控制、除尘通风、给水排水、电

气、消防等技术内容。 

本规范主编单位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参编单位

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本规范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1  总则：覃杰、刘汉东、卢永昌、黄旋 

2  术语：覃杰、廖向京、钟良生 

3  基本规定：刘汉东、卢永昌、廖向京、陈伟良、黄伟 

4  总平面：黄伟、王烽、连石水、刘堃  

5  工艺：刘庆辉、陈伟良、沈红宾、陈俊义 

6  建筑：许晔  

7 结构：方国华、廖向京、刘观发 

8  控制：汪作凡、钱龙、黄炎潮 

9  除尘通风：冯志强、赖志颖 

10  给水排水：钟良生、李彬 

11  电气：刘从山、郑新阳、杨亚宾 

12  消防：钟良生、李彬 

审查：卢永昌、刘汉东、覃杰、陈伟、张立平、丁少鹏、周道 



2、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标准编制计划通知的有关要求，项目承担单位组织专家和技术人

员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标准编制组成员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在项目工程

设计、相关课题研究、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编制组讨论并确定了开展

标准编制工作的原则、步骤和方法，于 2019 年 5 月形成工作大纲送审稿。 

2019 年 6 月 14 日，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在广州主持召开团体标准

工作大纲送审稿审查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本标准编制工作的必要性、

技术路线和主要技术内容，并对标准的章节结构和相关内容优化调整提出

了具体意见。 

标准编制组于 2019 年 7 月~2021 年 6 月，编写组经过充分的调研

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制形成了指南初稿。 

经多次内部审查和讨论，于 2021 年 8 月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1、编写依据 

（1）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5 

（2） 《火力发电厂总图运输设计技术规程》DL/T 5032 

（3）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4）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T 50046 

（5）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6） 《港口工程荷载规范》JTS 144 

（7）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 

（8）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9）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10）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1022 

（11） 《火力发电厂土建结构设计技术规程》DL 5022 

（12）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规程》JGJ 7 



（1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14）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 

（15）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16）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17） 《起重机设计规范》（GB/T 3811） 

（18）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规范》GB 50431 

（19）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 25201 

（2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21）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22）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GB 50064 

（23）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065 

（2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25）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2 

（2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27）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28）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 

（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防火设计规范》GB 50229 

（30）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3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3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33） 《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 50660 

（3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35）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36）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37）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38）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39） 《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2-2017  

（40） 《城市消防站设计规范》GB 51054 

（41）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388 

（42） 《建筑变形测量规程》JGJ 8 

（43） 《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GB50302 

（44） 《强风易发多发地区金属屋面技术规程》DJB/T-15-148 

（45） 以及其他行业相关的规章、规程、标准和规范 

2、编写原则 

（1） 统一性及协调性原则：应确保规范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避免与法

律法规、相关标准之间出现矛盾，给规范的实施造成困难； 

（2） 适用性原则：规范应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3） 先进性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国内外同类技

术标准的技术水平，在预期可达到的条件下，结合我国国情积极

参考、借鉴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规范标准，确保规范一定的先进

性； 

（4） 经济社会效益原则：规范应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和社会效益，利于

行业技术发展，并以满足实际需要出发，不一味地追求高性能、

高指标，避免造成经济浪费； 

（5） 灵活性原则：相关的工艺流程、设备设施的相关性能要求，有利

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能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并给设计、生

产、建设营运及技术发展留有一定的空间及自由度，具有一定的

灵活性，避免较严格的限制，如涉及应用专利技术的情况等，便

于掌握； 

（6） 可实施原则：规范的内容宜尽量明确，并可以被证实及可实施，

以利于推广、实施； 

（7） 安全环保原则。 



3、主要技术内容 

编制说明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总平面  

4.1 一般规定  

4.2 总平面布置  

5  工艺  

5.1 一般规定  

5.2 工艺方案  

6  建筑  

6.1 一般规定  

6.2 建筑设计及构造  

7  结构  

7.1 一般规定  

7.2 作用与作用组合  

7.3 结构计算  

7.4 材料  

7.5 结构设计及构造  

7.6 安装、制作与维护 

8  控制  

8.1 一般规定 

8.2 控制系统  

8.3 堆取料机控制系统  

8.4 带式输送机 



8.5 堆场洒水抑尘系统控制 

8.6 环境监测系统  

8.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8.8 智能化煤场  

8.9 通信与监控 

9   除尘、通风 

9.1 一般规定 

9.2 粉尘防治 

9.3 通风  

10  给水排水  

10.1 一般规定  

10.2 给水  

10.3 排水  

11  电 气  

11.1 一般规定  

11.2 照明  

11.3 防雷接地  

12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12.1 一般规定  

12.2 灭火系统  

12.3 消防设施  

引用标准名录  

三、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本规范的编制和实施，对工程建设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并为港口

行业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战略要求做出积极贡献，本规范的颁布实

施必将产生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未采用。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指南编写过程中比较了国内外标准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国内港口全

封闭煤场的实际情况，遵守《水运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与现行有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指南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建议 

本指南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八、标准实施建议 

本指南为团体标准，建议按照国家团体标准的管理规定，在协会会员

中推广，鼓励社会各有关企业自愿采用本指南。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