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食品工厂总平面设计 

           第一节 厂址选择 

    厂址选择是企业基本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到工厂建设顺利与否

和将来生产运行成本高低的关键大事。它对投资总额、建厂速度和将来的经营管

理条件、生产成本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对附近其他工厂的生产条件、居住

的生活卫生条件、职工生活方便与否起着很大的影响。一个工厂的厂址选择将对

建厂速度、建设投资，对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发挥，

对食品工业的合理布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厂址选择是

一项包括社会关系、经济、技术的综合性工作。 

    一、厂址选择的基本原则 
    食品工厂的厂址选择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国家和地方的长远规划

和行政布局、国土开发整治规划、城镇发展规划。同时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工

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远期与近期以及协作配套等各种关系，并因地制宜、节

约用地、不占或少占耕地及林地。注意资源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节约能源，节

约劳动力；注意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保护风景和名胜古迹；另外还要做到有利

生产、方便生活、便于施工，并提供有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比较和评价。厂

址选择的原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综合考虑。 
    1．生产条件 
   （1）从原料供应方面考虑   

食品工厂一般倾向于设在原料产地附近的大中城市的郊区。食品企业多数是

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企业，由于在加工中需要大量的农产品为原料，同时

食品生产是一个大宗的原料生产过程，因此选择原料产地附近的地域可以保证获

得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新鲜原材料。同时食品生产过程中还需要工业性的辅助材料

和包装材料，这又要求厂址选择要具有一定的工业性原料供应方便的优势。另外

从食品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看，食品生产的目的是提供高品质、方便的食品给消

费者，因此主要的消费市场是以人口集中的城市为主。因此选择食品工厂建立在

城乡结合地带是生产、销售的需求。但由于食品工厂种类的复杂性，在选择厂址

的时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是以选择原料的便利性为主，还是以销售的方便性为

主，不能一概而论。 
（2）从地理和环境条件考虑  
地理环境要能保证食品工厂的长久安全性，而环境条件主要保证食品生产的

安全卫生性。 
    l）所选厂址，必须要有可靠的地理条件，特别是应避免将工厂设在流沙、

淤泥、土崩断裂层上。尽量避免特殊地质如溶洞、湿陷性黄土、孔性土等。在山

坡上建厂则要注意避免滑坡、塌方等。同时也要避免将工厂设在矿场、文物区域

上。同时厂址要具有一定的地耐力，一般要求不低于 2×105N/m2

    2）厂址所在地区的地形要尽量平坦，以减少土地平整所需工程量和费用；

也方便厂区内各车间之间的运输。厂区的标高应高于当地历史 高洪水位约

0.5～lm，特别是主厂房和仓库的标高更应高于历史洪水位。厂区自然排水坡度

好在 0.004～0.008 之间。 



    3）所选厂址附近应有良好的卫生条件，避免有害气体、放射性源、粉尘和

其他扩散性的污染源，特别是对于上风向地区的工矿企业、附近医院的处理物等，

要注意它们是否会对食品工厂的生产产生危害。 
    2．投资和经济效果 
   （1）要有一定的供电、供水条件  

在供电距离和容量上应得到供电部门的保证。同时所选厂址，必须要有充分

的水源，而且水质也应较好。食品工厂生产使用的水质必须符合卫生部门颁发的

饮用水质标准，其中工艺用水的要求较高，需在工厂内对水源提供的水作进一步

处理，以保证合格的水质来生产食品。对一些饮料厂和酿造厂，对水质的要求更

高，而且需水量也很大，因此在选择厂址时要保证能得到充分、优质的用水。 
（2）运输条件  
所选厂址附近应有便捷的交通运输（靠近公路、铁路、水路），如需要新建

新的公路或专用铁路线，应该选择 短距离为好，以减少运输成本和投资成本。 
（3）生活条件  
厂址 好选择在居民区附近。方便职工生活，同时也可以减少企业建设宿舍、

学校等辅助设施的投资。 
    二、工作程序 
    1．选厂前的准备 
    厂址选择工作由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或投资单位支持和组织。工作组应由建

设、工程咨询、设计单位及其他部门组成。 
    根据设计项目的内容和要求，收集同类型食品工厂的有关资料，编制工艺布

置方案，确定工厂组成（包括主要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做出工艺、总平面方

案，初步确定厂区外形和占地面积（估算）。 
    对拟建厂的基本条件进行下列各项指标的估算： 
    l）职工总数（其中工人所占比例）。 
    2）总投资（其中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设备及安装所占比例，土建所占比例）。 
    3）原料和能源（包括水、电、汽、煤）耗用量。 
    4）原材料及成品运输量（包括运人及运出量）。 
    5）全厂占地面积（分列生产区、生活区、厂内外配套设施）。 
    6）全厂建筑面积（分列生产区、生活区、厂前区、仓库区）。 
    7）三废（包括废水、废气、废渣）排放量及其主要有害成分。 
    8）拟定收集资料提纲，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图、区域位置地形图、区域地质、

气象、资源、水源、交通运输、排水、供热、供汽、供电、弱电及电信、施工条

件、市政建设及厂址四邻情况等。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厂址选择的基本原则到现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

资料，具体落实厂址条件，以便判断该地区建厂的可能性。 
    3．编写厂址选择报告 
    根据现场调查和踏勘所取得的资料，在具体条件落实后，对可选的几个地址

进行综合比较分析，提出推荐的厂址方案，形成一个正式的厂址选择报告并向上

级部门呈报，以便依据此报告正式确认厂址。厂址选择报告内容一般包括： 
    （1）选厂依据及简况 说明选厂依据、指导思想、选址范围、内容和选址经

过、初步结论等。 
    （2）拟建厂的基本情况 包括工艺流程概述及对厂址的要求、排污状况、拟



建厂的基本  条件等。 
    （3）厂址方案比较  概述各厂址的地理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

境、建厂条件  及协作条件，列出厂址方案比较表，内容包括：技术条件比较、

建设投资比较、年经营费用比较、社会、环境影响比较等。 
    （4）厂址方案推荐 提出各方案综合论证与推荐方案论述。 
    （5）结论、存在问题和建议。 
    （6）附件 包括：厂址预选文件；选厂工作组成员表；各建厂地区规划示意

图；区域位置图、厂址地形图、各厂址方案总平面示意图；各厂址工程地质、水

文地质选址阶段的勘察资料；区域地质构造及地震烈度鉴定书；环境保护部门对

厂址要求的文件；有关协议文件及有关单位对厂址方案的讨论意见等。 
通过厂址选择报告的内容，可以比较详细、具体地比较各厂址的优劣，从而

确定 合适的厂址。以便为生产职工的生活和周围地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用

少量的投资取得生产时 大经济效果。 
 

                      第二节  厂区总平面设计 
    厂区总平面设计是对一个食品工厂的各个部分，包括各建（构）筑物、堆场、

运输路线、工程管网等进行经济合理的安排，使人员、设备与物料的移动能够密

切有效地配合，从而保证各区域功能明确、管理方便、生产协调、互不干扰。因

此总平面设计是否合理，不仅与建厂投资、生产管理、安全生产、降低成本直接

相关，而且也会对工厂实行科学管理和高效生产带来重大影响。 
    总平面布置图是将厂区范围内各项建筑物（包括架空、地面、地下）总体布

置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图。根据工厂的生产性质、规模和生产工艺流程等要求，对

厂区内所设置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车间、辅助设施和生活用房等不同使用功能的建

筑物按生产工艺、管理、生活等方面的要求，并结合用地条件进行科学全面的布

局，这个过程称之为食品工厂的总平面设计。 

    一、总平面设计的内容 
    总平面布置图内容一般包括： 
    （1）合理进行厂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工程设施的平面布置  确定区

域划分，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室外设施的相互关系及其位置，并注意与区域规

划相协调。 
    （2）厂内外运输系统的合理安排  选择厂内外运输方式，布置厂内运输系

统以及人流和货流组织等。 
    （3）结合地形合理进行厂区竖向布置  确定厂房的室外整平标高和室内地

坪标高，厂区防洪和排水等。 
    （4）协调室外各种生产、生活的管线敷设，进行厂区管线综合布置  确定

地上、地下管线的走向、平行敷设顺序、管线间距、架设高度和埋设深度，解决

其相互干扰。 
    （5）环境保护 三废综合治理和绿化安排。 

    二、总平面设计的基本原则 
    食品工厂总平面设计的基本原则如下： 
    ①总平面设计应按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总平面布置应



做到紧凑、合理。 
    ②建筑物、构筑物的布置必须符合生产工艺要求，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

互相联系比较密切的车间、仓库，应尽量考虑组合厂房，既有分隔又缩短物流线

路，避免往返交叉，合理组织人流和货流。 
    ③建筑物、构筑物的布置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和结合地形、地质、水文、

气象等自然条件，在满足生产作业的要求下，根据生产性质、动力供应、货运周

转、卫生、防火等分区布置。有大量烟尘及有害气体排出的车间，应布置在厂边

缘及厂区常年下风方向。 
    ④动力供应设施应靠近负荷中心。 
    ⑤建筑物、构筑物之间的距离，应满足生产、防火、卫生、防震、防尘、噪

音、日照、通风等条件的要求，并使建筑物、构筑物之间距 小。 
    ⑤食品工厂卫生要求较高，生产车间要注意朝向，保证通风良好；生产厂房

要离公路有一定距离，通常考虑 30～50m，中间设有绿化地带。 
    ⑥厂区道路一般采用混凝土路面。厂区尽可能采用环行道，运煤、出灰不穿

越生产区。厂区应注意合理绿化。 
    ⑦合理地确定建筑物、构筑物的标高，尽可能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并应保证

厂区场地排水畅通。 
    ⑧总平面布置应考虑工厂扩建的可能性，留有适当的发展余地。 

    三、总平面设计的具体要求 
    1．食品工厂建筑物的组成以及相互的关系 
    （1）食品工厂中主要的建筑物 食品工厂中有较多的建筑物，根据它们的使

用功能可分为： 
    l）生产车间：如榨汁车间、奶粉车间、实罐车间、饼干车间、饮料车间、

综合利用车间等。 
    2）辅助车间（部门）：中心实验室、化验室、机修车间等。 
    3）动力部门：发电间、变电所、锅炉房、冷机房和真空泵房等。 
    4）仓库：原材料库、成品库、包装材料库、各种堆场等。 
    5）供排水设施：水泵房、水处理设施、水井、水塔、废水处理设施等。 
    6）全厂性设施：办公室、食堂、医务室、厕所、传达室、围墙、宿舍、自

行车棚等。 
（2）建筑物相互之间的关系 食品工厂中各建筑物在总平面布置图中的相互

关系，可以用图解法来说明分析，图 3－1 是生产区各主要使用功能的建筑物、

构筑物在总平面布置图中的示意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食品工厂总平面设计一般围绕生产车间进行排布，也就是

说生产车间是食品工厂的主体建筑物，一般把生产车间布置在中心位置，其他车

间、部门及公共设施都围绕主体车间进行排布。不过，以上仅仅是一个比较理想

的典型，实际上由于地形地貌、周围环境、车间组成以及数量上的不同，都会影

响总平面布置图中的建筑物的布置。 
    2．各类建（构）筑物的布置 

建筑物布置应严格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和现行国家规程、规范规定，尤其遵守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要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备条件》、《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中的有关条文。 
    各有关建筑物应相互衔接，并符合运输线路及管线短捷、节约能源等原则。

生产区的相关车间及仓库可组成联合厂房，也可形成各自独立的建筑物。 
（1）生产车间的布置 
生产车间的布置应按工艺生产过程的顺序进行配置，生产线路尽可能做到径

直和短捷，但并不是要求所有生产车间都安排在一条直线上。如果这样安排，当

生产车间较多时，势必形成一长条，从而使仓库、辅助车间的配置及车间管理等

方面带来困难和不便。为使生产车间的配置达到线性的目的，同时又不形成长条，

可将建筑物设计成 T 形、L 形或 U 形。 
车间生产线路一般分为水平和垂直两种，此外也有多线生产的。加工物料在

同一平面由一车间送到另一车间的叫做水平生产线路；而由上层（或下层）车间

送到下层（或上层）车间的叫做垂直生产线路。多线生产线路是一开始为一条主

线，而后分成两条以上的支线，或是一开始即是两条或多条支线，而后汇合成一

条主线。但不论选择何种布置形式，希望车间之间的距离是 小的，并符合卫生

要求。 
    （2）辅助车间及动力设施的布置  锅炉房应尽可能布置在使用蒸汽较多的

地方，这样可以使管路缩短，减少压力和热能损耗。在其附近应有燃料堆场，煤、

灰场应布置在锅炉房的下风向。煤场的周围应有消防通道及消防设施。 
    污水处理站应布置在厂区和生活区的下风向，并保持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

同时应利用标高较低的地段，使污水尽量自流到污水处理站。污水排放口应在取



水的下游。污水处理站的污泥干化场地应设在下风向，并要考虑汽车运输条件。 
    压缩空气主要用于仪表动力、鼓风、搅拌、清扫等。因此空压站应尽量布置

在空气较清洁的地段，并尽量靠近用气部门。空压站冷却水量和用电量都较大，

故应尽可能靠近循环冷水设施和变电所。由于空压机工作时振动大，故应考虑振

动、噪声对邻近建筑物的影响。 
    食品工厂生产中冷却水用量较大，为节省开支，冷却水尽可能达到循环使用。

循环水冷却构筑物主要有冷却喷水池、自然通风冷却塔及机械通风冷却塔几种。

在布置时，这些设施应布置在通风良好的开阔地带，并尽量靠近使用车间；同时，

其长轴应垂直于夏季主导风向。为避免冬季产生结冰，这些设施应位于主建（构）

筑物的冬季主导风向的下侧。水池类构筑物应注意有漏水的可能，应与其他建筑

物之间保持一定的防护距离。 
    维修设施一般布置在厂区的边缘和侧风向，并应与其他生产区保持一定的距

离。为保护维修设备及精密机床，应避免火车、重型汽车等振动对它们的影响。 
    仓库的位置应尽量靠近相应的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并应靠近运输干线（铁

路，河道，公路）。应根据贮存原料的不同，选定符合防火安全所要求的间距与

结构。 
    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工厂各部门的管理机构、公共会议室、食堂、保健站、托

儿所、单身宿舍、中心试验室、车库、传达室等，一般布置在生产区的边缘或厂

外， 好位于工厂的上风向位置，通称厂前区。 
    3．竖向布置 
    竖向布置和平面布置是工厂布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平面布置的任务是

确定全厂建（构）筑物，露天仓库、铁路、道路、码头和工程管线的坐标。竖向

布置的任务则是反映它们的标高，目的是确定建设场地上的高程（标高）关系，

利用和改造自然地形使土方工程量为 小，并合理地组织场地排水。 
    竖向布置方式一般采用连续式和平坡式两种。连续式又可分为平坡式布置和

阶梯式布置。 
连续式布置（图 3－2）的场地是由连续的不同坡度的坡面组成，其特点是

将整个厂区进行全部平整。因此在平原地区（一般自然地形坡度＜3％）采用连

续式布置是合理的。对建筑密度较大，地下管线复杂，道路较密的工厂，一般采

用连续式布置方案。 



 
                                      
    重点式布置（图 3－3）的场地是由不连续的不同地面标高的台地组成，其

特点是仅对布置建（构）筑物的场地、道路、铁路占地进行局部平整。为此，在

丘陵地区，在满足厂内交通和管线布置的条件下，为了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可采

用这种布置。对建筑密度不大，建筑系数小于 15％，运输线及地下管线简单的

工厂，一般采用重点式布置。 
    在食品工厂设计中，采用哪种竖向布置方式，必须视厂区的自然地形条件，

根据工厂的规模、组成等具体情况确定。 
    4．管线布置 
    食品工厂的工程管线较多，除各种公用工程管线外，还有许多物料输送管线。

了解各种管线的特点和要求，选择适当的敷设方式，对总平面设计有密切关系。

处理好各种管线的布置，不但可节约用地，减少费用，而且可使施工、检修及安

全生产带来很大的方便。因此，在总平面设计中，对全厂管线的布置必须予以足

够重视。 
    管线布置时一般应注意下列原则和要求： 
    1）满足生产使用，力求短捷，方便操作和施工维修。 
    2）宜直线敷设，并与道路、建筑物的轴线以及相邻管线平行。干管应布置

在靠近主要用户及支管较多的一侧。 
    3）尽量减少管线交叉。管线交叉时，其避让原则是：小管让大管；压力管

让重力管；软管让硬管；临时管让永久管。 
    4）应避开露天堆场及建筑物的护建用地。 
    5）除雨水、下水管外，其他官线一般不宜布置在道路以下。地下管线应尽

量集中共架布置，敷设时应满足一定的埋深要求，一般不宜重叠敷设。 
    6）大管径压力较高的给水管宜避免靠近建筑物布置。 
    7）管架或地下管线应适当留有余地，以备工厂发展需要。 
    管线在敷设方式上常采用地下直埋、地下管沟、沿地敷设（管墩或低支架），

架空等敷设方式，应根据不同要求进行选择。 



    5．道路布置 
    根据总平面设计的要求，厂区道路必须进行统一的规划。从道路的功能来分，

一般可分为人行道和车行道两类。 
人行道、车行道的宽度，车行道路的转弯半径以及回车场、停车场的大小都

应按有关规定执行。在厂内道路布置设计中，在各主要建（构）筑物与主干道、

次干道之间应有连接通道，这种通道的路面宽度应能使消防车顺利通过。 
在厂区道路布置时，还应考虑道路与建（构）筑物之间的距离（见表 3－l）。 

 
 
    6．绿化布置 
    厂区绿化布置是总平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总平面设计中统一考

虑。食品工厂的绿化一般要求厂房之间、厂房与公路或道路之间应有不少于 15m
的防护带，厂区内的裸露地面应进行绿化。 
    在进行厂区绿化应注意下列的原则和要求： 
    l）绿化主要功能是达到改善生产环境，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等方

面的作用。因此工厂绿化一定要因地制宜，节约投资，防止脱离实际，单纯追求

美观的倾向，力求做到整齐、经济、美观。 
    2）绿化应与生产要求相适应，并努力满足生产和生活的要求。因此绿化种

植不应影响人流往来、物货运输、管道布置、污水排除、天然采光等方面的要求。 
    3）绿化布置应突出重点，并兼顾一般。厂区绿化一般分生产区、厂前区以

及生产区与生活区之间的绿化隔离带。 
    厂前区及主要出人口周围的绿化，是工厂绿化的重点，应从美化设施及建筑

群体组合进行整体设计；对绿化隔离带应结合当地气象条件和防护要求选择布置

方式；厂区道路绿化，是工厂绿化的又一重点，应结合道路的具体条件进行统一

考虑；对主要车间周围及一切零星场地都应充分利用，进行绿化布置。 
    4）进行绿化布置，一定要有绿化意识、科学态度和审美观点。缺乏绿化意

识，就不会重视绿化。缺少科学态度和审美观点，就不可能把绿化工作搞好。种

什么树、栽什么花，什么时间种，怎样进行栽，都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和审美

的观点。 
    总之，工厂绿化在工厂设计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诚然，绿化专业设计人员

理应负责，但工艺设计人员也责无旁贷。在整个工厂设计中，我们不仅要求设计

经济合理，技术先进可靠，还应在科学管理和文明生产的基础上为全厂职工创造

和提供一个安全、整洁的工作场所和舒畅、雅静的娱乐、休息、学习环境。 
    7．总平面布置的形式 
    （1）整体式  将厂内的主要车间、仓库、动力等布置在一个整体的厂房内。



这种布置形式具有节约用地、节省管路和线路、缩短运输距离等优点。国外食品

工厂多用此形式。 
    （2）区带式  将厂区建筑物、构筑物按性质、要求的不同而布置成不同的

区域，并用厂区道路分隔开。此类布置形式具有通风采光好、管理方便、便于扩

建等优点，但是也存在着占地多，运输线路、管线长等缺点。我国的食品工厂多

采用这种布置形式。 
    （3）组合式  由整体式和区带式组合而成，主车间一般采用整体布置，而

动力设施等辅助设施则采用区带式布置。 
    （4）周边式  将主要厂房建筑物沿街道、马路布置，组成高层建筑物。这

种布置形式节约用地，景象较好；但是需辅以人工采光和机械，有时朝向受到某

些限制。 

    四、总平面设计方案的评价 
    总平面设计将工厂不同功能的建筑物合理排布，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由于总

平面设计直接影响新建工厂的投资效果、生产和经济效益，故必须认真考虑，全

面衡量。评价一个总平面设计方案的优劣，主要从以下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分析。 
    1．建筑系数和土地利用系数 
    这个指标反映了总体布置是否合理紧凑，用地面积是否节省。 

建筑系数是指建筑物、构筑物和有固定装卸设备的堆场、作业区的占地面积

与厂区占地面积的百分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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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建筑系数（％）； 
      Z——建筑物、构筑物面积； 
      I——露天仓库、操作场地面积； 
      G——厂区总占地面积。 

土地利用系数是指有建筑物、构筑物、露天堆场、道路和地上、地下工程总

管线占地面积与厂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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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厂区场地利用系数（％）； 
      T——铁路、道路、绿化占地面积； 
      D——地下、上工程管线的占地面积。 
    建筑系数尚不能完全反映厂区土地利用情况，而土地利用系数能全面反映厂

区的场地利用是否经济合理。表 3－2 表明了不同类型食品工厂的建筑系数及土

地利用系数。 
    2．工程量指标 
    这个指标表示是否充分利用地形。 

工程量指标包括平整场地的土方工程量、修建铁路和道路的工程量、给排水

工程量和厂区围墙长度。 



 
 
    3．经营费用指标 
    这个指标反映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生产流程是否合理，设备选择和布置

是否得当，仓库和车间之间是否紧凑。当原料、燃料、产品的运输流向比较合理，

运输距离比较短，水、电、汽能耗较低时，经营费用指标就小，因而产品的总成

本也越低。 
    4．投资费用指标 

投资费用指工厂基本建设总投资额。在对不同方案的投资费用指标进行比较

时，可能出现甲方案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大，但预计工厂生产后的经营费用小；

而乙方案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小，但预计工厂投入生产后经营费用大。此时，要

评价一个方案的经济效果，需计算追加投资回收期指标（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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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1、K2——甲、乙方案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元）； 
      C1、C2——甲、乙方案的经营费用（元／年）； 
    ΔK、ΔC——基本建设投资和经营费用的节约或增加值。 

如部门的追加投资回收定额已经规定，也可用计算费用指标来比较不同的基

本建设方案的经济效果，计算费用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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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c——计算费用； 
      K——基建投资额； 
      τan——追加投资回收期定额（年）； 
      C——年产品总成本。 
如果考虑基建投资贷款的时间因素（贷款的利率为 i），则上式可推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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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设三个总平面设计方案，生产规模相同，费用指标：方案一的年产品



成本为 1600 万元，方案二为 1500 万元，方案三为 1400 万元。基建投资：方案

一为 500 万元，方案二为 550 万元，方案三为 600 万元。追加投资回收期定额为

4 年，年利率 14.4％，比较其经济效果。 
    解：按计算费用公式计算： 
    方案一：（160＋500／4）万元=1725 万元 
    方案二：（1500＋550／4）万元=1637．5 万元 
    方案三：（140＋600／4）万元=1550 万元 

如果考虑投资贷款利息，则代入公式得： 
方案一： 
C＝614.1 万元 
方案二： 
C＝610.5 万元 
方案三： 
C＝606.9 万元 

以上结果表明：方案三费用 小，所以经济效益 好。 
    5．定性分析指标 
    定性分析指标是指在进行设计方案比较时，不能用数值衡量的指标。例如总

平面设计中主要生产车间的通风和采光条件是否良好；行政区和生活区的环境条

件是否会受到工厂产生的废气污染；生产区与管理区、生活区的联系是否方便等。

这类指标，一般只能通过分析、比较来评价。 
    通过以上指标的比较，就能确认平面设计方案的优劣。 

    五、总平面布置设计实例 
    1．总平面图的绘制要求与图例 
    总平面布置设计的内容常包括总平面图和设计说明。有时仅有平面布置图，

图内既包括了建筑物、构筑物和道路等布置。又包括设计说明书，必要的时候还

要附有区域位置。具体的要求有： 
    （1）图的比例、图例及有关文字说明 总平面图上反映的范围面积很大，所

以绘制时都用较小的比例，如 1：500、1：1000、1：2000 等。总平面图上标注

尺寸，一律以米为单位，图中的图例和符号，必须按国标绘制，表 3－3 为国标

中规定的在总图中常用的几种图例。 



 
    在较复杂的总图中，还需要一些其他图例，如图 3－4 所示，该图中各图例

的含义如下： 
    1）风向玫瑰图。风向玫瑰图表示风向和风向频率。风向频率是在一定时间

内各种风向出现次数占所观测总次数的百分比。根据各方向风的出现频率，以相

应的比例长度，按风向中心吹描在 8 个或 16 个方位所表示的图线上，然后将各

相邻方向的端点用直线连接就形成了风向玫瑰图，由于图形类似玫瑰花所以称之

为风向玫瑰图。看风向玫瑰图时要注意： 长者为当地主导风向；风向是由外缘

吹向中心；粗实线为全年风频情况，虚线为 6－8 月夏季。 
在某些场合也可用风速玫瑰图代替风向玫瑰图使用，风速玫瑰图同风向玫瑰

图类似，不同的是在各方位的方向线上是按平均风速（m／s）而不是风向频率

取点。 
    在总平面布置图上标明风向玫瑰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明厂区的污染指数。

有害气体和空气中微粒对邻近地区空气的污染不仅与风向频率有关，同时也受风

速影响，其污染程度一般用污染系数表示： 
    污染系数＝风向频率／平均风速 
    它表明污染程度与风向频率成正比，与平均风速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一方向

的风向频率越大，则下风受到污染的机会就越多，而该方向的平均风速越大，则

上风位置有害物质很快被吹走或扩散，受到的污染也就越少。 
    食品工厂总平面布置时，应该将污染性大的车间或部门，布置在污染系数



小的方位，如南方地区将食品原辅料仓库、生产车间等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的上

风向，而锅炉、煤堆等则应布置在下风向。同时注意风玫瑰图的局限性，应该指

出，风玫瑰图是一个地区，特别是平原地区的一般情况，而不包括局部地方小气

候，因此地形、地物的不同，也会对风气候起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当厂址选择在

地形复杂位置时，也要注意小气候的影响，并在设计中善于利用地形、地势及产

生的局部地方风。 
    2）绿化图例。本例中表示乔木，同样也可用草坪、灌木等作为绿化。 
    3）总平面图一般是画在地形图上。而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则需绘出等高

线。图上每条等高线所经过的地方，它们的高度都等于等高线上所注的标高。地

形图通常说明厂址的地理位置，比例一般为 1：5000、1：10000，该图也可附在

总平面图的一角上，以反映总平面周围环境的情况。 
    4）指北针，在没有风玫瑰图时，必须在总平面图上画出指北针。指北针箭

头所指的方向为正北，由此来确定房屋的建筑方位。按照国标规定：指北针的圆

圈约 25mm 左右（视图纸、图形大小比例而定），指北针箭头下端的宽约等于圆

圈直径的 1／8。 
    （2）工程的性质、用地范围、地形地貌和周围环境情况  可以用文字说明

在总平面布置图的右边或右下方。 
    （3）原有建筑物、新建的和将来拟建的建筑物的布置位置、层数和朝向，

地坪标高、绿化布置、厂区道路等，按建筑标准绘制在总平面布置图上。 

    二、总平面布置实例 
    图 3－5 是年产 5000t 肉类食品罐头厂总平面布置图。在这个设计方案中，

生产、生活。管理区分开，生产区围绕实罐车间布置，动力车间和污水处理车间

均布置在主生产车间附近，布局合理。生活区与生产区间用绿化带进行隔离，保

证了各区域的相互独立性。 
无论食品工厂的新建、还是改建和扩建，工艺技术人员都要进行食品工厂工

艺设计，而食品工厂工艺设计必须对非工艺设计部分提供设计参数和要求。因此，

食品工艺技术人员，了解厂房建筑的基本知识，不仅有利于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

而且对工艺路线的合理安排。工艺方案的正确实施等方面都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