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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提出。 

本文件由山东省环保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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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堆场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要求及环境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企业、港口码头、露天矿山的堆场，以及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项

目弃土场产生扬尘的污染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393 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QC/T 29114 洒水车技术条件 

DB 37/T 4338 施工场地颗粒物（PM10）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堆场  storage yard 

工业企业厂区内各种工业原料、辅料、产品以及工业固体废物，港口码头散杂货，露天矿山开采产

生的土石方、矿产品的堆放场所；以及垃圾填埋场，建筑垃圾消纳场和建设项目弃土场。 

3.2  

堆场扬尘  dust from storage yard 

各种堆场由于堆积、装卸、传送等操作以及风蚀作用造成的扬尘。 

3.3  

露天堆场封闭  open storage yard closed 

对露天堆场设置完整围墙、顶棚与周围空间阻隔的措施，设置的门窗在非必要时应随时保持关闭状

态，以最大限度减少扬尘污染。包括封闭为条形（矩形）堆场、圆形堆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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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防风抑尘网（墙）  windbreak and dust suppression net 

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按照实施现场环境加工成一定几何形状、开孔率和不同孔形组合的挡风抑尘设

施。 

3.5  

开孔率  opening rate 

防风抑尘网所有网孔的总面积与板面总面积的比值，用百分率表示。 

3.6  

喷淋  spray 

将具有足够压力的水均匀地喷洒到料堆表面，有效地对堆场进行加湿、防尘、固尘的一种扬尘污染

控制措施。 

4 扬尘污染防治技术要求 

4.1 通用技术要求 

4.1.1 全过程污染防治 

堆场扬尘应从规范物料存储、运输、装卸、出入口和主要车行道扬尘防治措施要求，加强场内环境

管理等方面进行全过程污染防治。 

4.1.2 物料存储 

a）对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渣土堆、废渣等，在符合安全规定前提下，宜采用入棚、入仓方式进

行密闭储存，除不宜喷淋的物料外，棚内应设有喷淋装置。不能密闭储存的，可采用防风抑尘网、遮盖、

喷淋等措施控制扬尘。料棚的技术参数可按照表 1 执行；防风抑尘网的技术参数可按照表 2 执行；喷淋

的技术参数可按照表 3 执行。 

表 1  料棚的技术参数 

项目 技术参数 

地面 100%硬化 

喷淋设施 安装在料棚顶部，能覆盖料棚内所有料堆存放地面及作业面 

通道门 安装升降门，无物料输送时及时关闭 

高度 应满足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安全和散货堆垛高度，一般不低于5 m 

表 2  防风抑尘网的技术参数 

项目 技术参数 

平面布局 应在堆场四侧全部安装 

高度 一般为堆垛最高设计高度的1.1～1.5倍 

网面材质 
可使用镀锌钢板、镀铝钢板、不锈钢板、铝板等金属材料，或专用尼龙网、聚酯网、高密度聚

乙烯网等高分子复合材料，严禁使用彩布条及其他不符合强度要求的材料作为网面材料 

开孔率 设置在20%～5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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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技术参数 

挡墙高度 堆放物料高度≥2 m时，防风抑尘网下部设置1.2～1.5 m的实体挡墙，防止堆场内物料外溢 

表 3  喷淋的技术参数 

项目 技术参数 

喷淋范围 覆盖所有料堆存放地面及作业面，喷洒均匀 

喷嘴要求 
应采用雾化性能和节水性能好的水雾喷嘴或干雾喷嘴，干雾喷嘴的雾滴粒径宜小于10 μm，喷嘴

数量应能使产生的水雾有效抑制粉尘扩散 

喷淋频次 每天宜喷淋3次及以上，四级及以上大风天气和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应增加喷淋频次 

喷淋强度 2.0～3.0 L/m2·次 

料堆表面含水率 料堆表面含水率应根据物料性质达到相应的要求，应不低于4%，煤堆场应不低于8% 

喷淋系统具备的功能 
宜具备数据自动记录功能，能记录并储存喷淋频次、喷水量、喷射压力等技术参数，数据保留

时间不少于30天（不具备自动记录功能的，可人工记录） 

b）对于粉状、块状的原料、产品、废弃物，企业可使用吨包，采用重叠式、纵横交错式堆垛的方

式进行堆放，减少扬尘的产生。 

c）临时性废弃物堆、物料堆、散货堆场，应设置高于料堆最大高度 1.1～1.5 倍的围挡、防风抑尘

网或进行遮盖等。 

d）露天堆场坡面、场坪的硬化稳定措施按 HJ/T 393 的规定执行。 

4.1.3 物料运输 

a）粉状物料的运输车辆应采用密闭车斗或真空罐车。 

b）块状物料的运输车辆装载高度最高点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 40 cm，两侧边缘应当低于槽帮上

缘 10 cm。车斗应用苫布覆盖，苫布边缘至少要遮住槽帮上沿以下 15 cm，并进行固定。 

c）物料转运时转运设施应采取密闭措施，转运站和落料点配套抽风收尘装置。 

d）物料输送宜采用密闭传输带、封闭通廊、管状带式输送机。使用密闭传输带输送的，转载点和

卸载点也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采取抑尘措施。 

4.1.4 物料装卸 

a）物料装卸作业应尽可能在封闭、半封闭的空间内。 

b）物料装卸处应当配备喷淋、负压吸尘等防尘设施，并保持防尘设施的正常使用。 

c）在重污染天气时禁止开展装卸、倒运等产生扬尘的作业。 

4.1.5 出入口和主要车行道 

a）堆场出入口和场内主要车行道应进行硬底化，定期对路面进行冲洗和清扫，保持路面干净整洁，

路面范围内达到路见本色、基本无浮土，破损的道路应及时修复。 

b）出入口路面硬化厚度宜大于 20 cm。 

c）不具备硬底化条件的车行道，可采取铺设钢板、细石等措施，应定期喷淋或洒水保持表面湿润。 

4.1.6 洗车平台 

a）企业出口内侧应设置自动洗车平台，完善排水设施，防止泥土粘带。车辆驶离堆场前，应在洗

车平台清洗轮胎及车身，不得带泥上路。 

b）洗车平台四周应设置防溢座、废水导流渠、废水收集池、沉砂池及其他污染防治设施，收集洗

车以及降水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泥浆。 

c）进洗车平台方向设 5 km/h 的限速牌、行车和停车线。 

d）自动洗车平台技术指标可按照表 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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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不具备建设自动洗车平台条件的堆场出入口，应设置配备高压水枪的人工洗车平台，配备的高

压水枪压力不小于 8 MPa，流量不小于 50 L/min。 

表 4  洗车平台技术指标要求 

技术指标 要求 

外形尺寸 
长度 ≥8.0 m 

宽度 ≥4.0 m 

冲洗压力 ≥5.0 kg/cm2 

冲洗时间 ≥30 s/辆 

冲洗水量 ≥0.5 m3/辆 

启动方式 自动感应式/手动 

冲洗方向 三面冲洗（两侧及底面） 

高压喷嘴数 两侧及底面安装不少于 10 个/m2 高压喷嘴 

喷射角度 
侧面 宜与水平方向角为 20° 

底面 宜与垂直方向夹角为 6° 

喷射方向 每两排喷嘴喷射方向宜交叉设置 

流量 ≥60 m3/h 

 

4.1.7 场内环境管理 

a）场内宜安装自动喷淋装置，按要求进行喷淋。不具备条件的，应配置移动式喷淋装置。 

b）占地面积5000 m2及以上的堆场应至少配置1辆洒水车，对堆场出入口和场地内道路进行冲洗，

洒水车应符合 QC/T 29114的技术要求。 

c）堆场保洁应按照“先洒水、后清扫”的程序操作，每天清扫堆场内部、车辆进出口和场地内硬化

道路，并定时洒水降尘，确保堆场内外区域整洁、湿润、不扬尘。保洁频次可按照表5执行。 

表 5  堆场保洁频次要求 

保洁位置 冲洗频次 清扫频次 

堆场出入口 不低于2 次/天 不低于3 次/天 

场地内硬化道路 不低于1 次/天 不低于2 次/天 

4.2 工业企业堆场污染防治技术要求 

工业企业堆场扬尘污染防治按4.1规定执行。 

4.3 港口码头污染防治技术要求 

4.3.1 堆场与港区道路之间应设置隔离墙，并沿隔离墙在道路一侧设置排水沟。 

4.3.2 物料运输 

a）码头与堆场之间宜设置带式输送机。 

b）带式输送机应设防尘罩、密封罩等防尘设施，确保货物输送过程处于密闭状态。防尘罩、密闭

罩应采用钢板、玻璃钢、彩钢板或其他能满足强度要求的硬质材料，同时在落料、卸料处配备吸尘、喷

淋等防尘设施。 

4.3.3 物料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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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对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采用链斗式、斗轮式、螺旋式等卸船机。采用门座式起重机卸船时，

应在导料口、落料口等部位设置喷淋抑尘装置或吸尘装置。 

b）码头区内进行汽车装卸作业时，应安装固定式喷淋设施；无法安装的，可配备移动式远程射雾

器对装卸点进行喷淋。 

4.4 露天矿山污染防治技术要求 

4.4.1 推广采矿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减少固体废物堆放数量与堆放时间，通过构筑拦挡坝、挖穴

回填客土植树等技术，减少因固体废物裸露引起的矿山扬尘。 

4.4.2 成品料场四周可绿化区域应植树构建绿色防尘屏障。 

4.4.3 具备条件的矿山，成品料运输应采用皮带输送长廊，实行全密闭输送，并配备除尘装置。 

4.5 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项目弃土场污染防治技术要求 

4.5.1 消纳场、弃土场外围应采用施工围挡，实行封闭管理，围挡内侧上部宜设置喷淋装置，每两套

装置之间间隔不超过 4 m。 

4.5.2 对于长期堆放的废弃物，可在堆场表面及四周种植植物，通过植物生长来固定废弃物堆，减少

风蚀起尘。种植植物应因地制宜，结合堆场所在区位及周边环境，兼顾生态、景观需要，选择适宜的植

物种类和栽植方法。 

4.6 垃圾填埋场污染防治技术要求 

4.6.1 生活垃圾填埋前，应在垃圾转运站预先喷淋，同时实现抑尘除臭。 

4.6.2 填埋作业扬尘防治按 GB 16889 的规定执行。 

4.6.3 在垃圾堆体完成绿化土层覆盖后，应及时实施堆体绿化工程。 

4.6.4 生活垃圾填埋场周围应设置绿化隔离带，其宽度不小于 10 m。 

5 在线监测 

5.1 占地面积 5000 m2 及以上的堆场至少设置 1 个监测点位。 

5.2 在线监测系统需具备颗粒物（PM10、PM2.5）浓度监测、超限报警、数据本地存储、数据传输、视

频图像采集等功能。 

5.3 在线监测系统应与行业主管部门监控系统联网。 

5.4 在线监测系统数据存储保留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3 年。 

5.5 扬尘监测点位的设置，数据采集、传输与处理等应参照 DB 37/T 4338 中的要求执行。 

6 环境管理要求 

6.1 企业对各自的堆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负责，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责任、环

保操作规程、扬尘控制管理、扬尘控制考核、扬尘污染源档案等。 

6.2 企业应按照 HJ 944 的要求建立台账，记录堆场堆放物料的名称、堆存量、进出场等信息，扬尘治

理设施的运行事项与主要操作参数，扬尘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等。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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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企业应规范运行维护保养堆场扬尘治理设施。依据有关环保治理设施规定进行建设、验收、运行

和管理；对防尘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效果进行自行监测，并按照当地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上报。操作人

员和维修人员定期对扬尘治理设施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6.4 企业应在堆场入口处等显著位置设立扬尘防治告示牌，公示堆场类型、规模、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负责人和手机号码、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和监督电话等信息，向公众进行告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

牌样式及填写说明见附录 A。 

6.5 企业应制定堆场扬尘防治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并根据预案定期进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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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堆场扬尘污染防治公示牌 

表 A 规定了堆场扬尘污染防治公示牌的内容。 

表 A  堆场扬尘污染防治公示牌 

项目名称  

堆场类型  

堆场规模  

责任单位  负责人  手机号码  

监督管理 

主管部门 
 监督电话  

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