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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号文的要求 规程编制组在广

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外标准并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机动车清洗站工程的选址原

则 总平面布局及建筑设计技术原则 机动车清洗站工程的

设备 供电 供水及污水处理系统的技术原则 机动车清洗

站的施工 验收 及清洗设备的运行 维护和安全

本规程由建设部城镇环境卫生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上海市环境

卫生管理局归口管理 授权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是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号 邮编

本规程参加单位是 武汉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是 刘伯群 吴健平 张德盛 冯其林

鲁正铠 牟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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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使机动车清洗站工程的建设 施工 运行 维护 管

理做到实用 经济 安全 可靠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机动车清洗站新建工程

机动车清洗站的工程建设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站型与站址

机动车清洗站按日洗车能力分为小型和大型两种

日洗车量小于及等于 辆者为小型

日洗车量大于 辆者为大型

机动车清洗站选择站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必须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

必须符合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规划的要求

必须具有必要的电源 水源

交通便利 车辆进 出应方便

应远近期结合 具有近期建设的足够场地 并留有发展

余地

城市新建或改建停车场 车站 港口 机场时 机动车

清洗站应作为市容环境卫生配套设施统一规划与实施

小型机动车清洗站在满足本规程的前提下可附设在垃圾

中转站 停车场 加油站等设施内

大型机动车清洗站宜建在城郊结合的进城方向一侧



  

  

总平面设计

机动车清洗站总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总平面布局紧凑 合理利用地形 节约土地 节约投资

布局合理 分区明确 流程便捷 使用方便 满足清洗

站的使用功能

给排水及水处理系统应布局合理

机动车清洗站应有污泥和废油处置场地和设施

机动车清洗站车辆进 出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符合城市规划 交通管理的要求

应设置一定长度的引道

进 出口引道与干道不宜正交

机动车清洗站进出口应满足驾驶员视线要求 并应设立

醒目的标志

大型机动车清洗站进口处 应按进城机动车高峰流量与

洗车能力之差 设置候洗车辆泊位

大型机动车清洗站内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贯通全站的

车行道和宽度不小于 的人行道

机动车清洗站的建 构 筑物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处理系统建 构 筑物应按节省投资 减少占地 使

用方便 缩短管线的原则布置

泥砂干燥床 废油 渣 存放场应布置在与外界交通方

便的地方

办公和辅助用房应与洗车工作区分开 避免互相干扰



  

  

建 筑 设 计

一 般 规 定

机动车清洗站应由清洗间 洗车台 水处理系统和控制

室等建 构 筑物组成 各类建 构 筑物应根据清洗站的不同

规模和使用要求增减或合并

清洗间 洗车台的建筑设计

小型机动车清洗站的清洗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清洗设备宜设在室内

清洗间内净高不得低于

清洗间进出大型车辆的门 其宽度不应小于 进出小

型车辆的门 其宽度不应小于

清洗间内应设置内墙裙 其高度不得小于 应选用

防水 易清洗材料

清洗间内的人行通道宽度应大于

大型机动车清洗站的清洗设备设置在室内有困难时 可

设置在室外 室外洗车必须建洗车台和挡水墙

洗车台和挡水墙应符合下列规定

洗车台的高度不得小于

挡水墙的高度不得小于

清洗间地面和洗车台的设计荷载应按被洗车型确定 且

不得小于汽 级

水处理系统的建筑设计

水处理系统宜由隔油池 沉砂池 澄清池 清水池 加



  

  

药间和供水泵房等建 构 筑物组成 应根据清洗站规模 清洗

工艺和实际需要选择设置

隔油池应建油 渣分离栅栏

沉砂池宜优先采用水力旋流沉淀 采用水力旋流沉淀时

应设置气水分离井和排砂井 沉淀时间不宜小于 池内水

流上升速度应小于

澄清池应设有清除泥砂设施

采用污水循环使用工艺时 必须建清水池 其容积必须

大于 最大用水量

机动车清洗站必须建混凝土结构的污泥干燥床 其应有

良好的排水和污水收集设施 严禁对地下水和周边环境造成污

染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大于或等于

抗渗等级应大于或等于 钢筋保护层厚度应大于或等于

沉淀池 清水池必须安装安全防护设施

控制室的建筑设计

控制系统可设计为分区 分段控制 大型机动车清洗站

应设计为集中控制

大型机动车清洗站的控制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控制室内净高不得低于

应能观察工作区域

应通风 采光良好 振动小



  

  

清洗设备和供配电系统

一 般 规 定

清洗设备应包括冲洗装置 刷洗装置和烘 吹 干装置

上述装置根据清洗工艺确定 可单一设置 也可组合设置

清 洗 设 备

清洗设备及各工作部件的起动 工作 停止应采用自动

化控制

车辆到位后自动控制装置起动或关闭的时间允许偏差应

为

清洗设备应具有对车辆各部位的清洗功能

刷洗装置的刷毛应采用柔软 耐磨的材料 防止将车辆划伤

清洗车辆底盘和车轮宜采用 水压 清洗车

厢宜采用 的水压 刷洗车厢宜采用 的

水压

清洗设备的零件 紧固件应采用防锈材料或进行防锈处

理

供 水 管 道

供水管道应采用碳素钢管 其承压能力必须达到工作压

力的 倍

供水管道除主干管应装有总阀门外 每条分管道也应装

有分阀门

供水管道中必须装有调压泄荷阀门

供水管道中应在最低位置装有排空阀门



  

  

铺设水平管道应有 的坡度倾向排空阀门

埋设在地下的管道 除安装阀门处采用法兰连接外 其

它接口处 应采用焊接

管道的阀门 接口法兰均应安装在阀门井内

埋设在地下管道的深度 必须在当地冻土线 以下

供配电系统

机动车清洗站的用电负荷应为三类负荷

机动车清洗站的电器设备 应采用三相电器设备 当采

用单相或二相电器设备时 用电负荷应均匀分配在三相线路中

机动车清洗站的洗车工作区 处于潮湿场所 其低压配电

线路必须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并做好漏电保护装置的上下级配合

机动车清洗站洗车工作区的电器设备宜采用安全电压

向该工作区供电的线路必须采用绝缘等级为 加强绝缘的铜

芯电缆 移动式电器设备可采用 电压 非移动式电器设备

可采用 电压 并采用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 的电器设备

非安全电压的电器设备应置于洗车工作区之外

机动车清洗站的洗车工作区 其安全电压回路的带电部

分严禁与大地连接 严禁与其它回路的带电部分或保护线连接

用电设备非带电部分的金属外壳应作等电位连接

大型机动车清洗站的防火用电线路必须与清洗用电和生

活用电线路分开设置 防火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供电线路 该线

路应穿金属管保护并暗敷在非燃烧体结构内

非燃烧体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当必须明敷时 应

在金属管上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机动车清洗站洗车工作区和生活区室内外照明的照度应

符合下列规定

室内一般照明不宜低于

室外工作区照明不宜低于

室外生活区照明不宜低于



  

  

给水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

给 水 系 统

机动车清洗站的水源宜选用城镇自来水或地下水

机动车清洗站的生活用水的水压和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生活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 的规定

机动车清洗站的消防用水的水压和水量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有关规定

机动车清洗站的洗车用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洗车的用水量应根据洗车的用水定额及每日洗车数量计

算确定

洗车用水的定额应根据清洗设备 道路路面等级和污染程

度 按下列规定确定

小轿车 辆

大轿车 辆

洗车用水的压力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洗车用水的水质应符合表 的规定

洗车用水的水质 表

项目 色 混浊度 嗅味 值
悬浮物 生化需氧量

标准 度 度 无不快

项 目
化学需氧量

总大肠菌群
溶解氧

游离 石油类

标准 个



 

  

在大型机动车清洗站内 洗车用水必须循环使用

循环用水系统中应敷设一条补水管 补水量不应小于循

环用水总容量的

水泵的泵房不宜与办公用房毗邻 泵房内应设置消声和

减振装置

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

机动车清洗站的生活污水不得排入洗车循环用水系统中

生活污水可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管道

机动车清洗站的洗车污水宜采用明沟收集 沟上应加盖

板 沟底坡度应为

循环使用的洗车污水应根据污水的水质 水量 采用除

油 沉淀 过滤 消毒等工艺进行处理 水质应达到表 的

要求

循环使用的洗车污水水质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应符合附

录 的要求

小型机动车清洗站的洗车污水应经过沉淀 除油等处理

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的有关规定

后方可排入城市下水管道



  

  

施工及验收

施 工

建 构 筑物的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清洗设备的电器装置必须做防水处理 出线口和入线口

必须用密封件或密封胶密封

清洗设备的易锈蚀金属表面应涂刷二层防锈漆 二层面

漆

供水管道的防锈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易锈蚀明装管道应涂刷二层防锈漆 二层面漆

埋设在地下的管道应作防锈处理

在埋设地下管道的回填土工程中 管道上部 的回填

土中不得含有直径大于 的石块 混凝土块 以上的回

填土中石块 混凝土块不得集中

在埋设地下管道回填土夯实工程中 管道上部 内应

人工夯实 以上可机械夯实

在回填土工程完成以前 任何车辆 设备不得在管沟上

行走

供配电系统的施工应符合下列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验 收

机动车清洗站建 构 筑物的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清洗设备的试验和验收应符合本规程第 节的规定

供水管道必须做压力试验 压力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埋设在地下的管道 在回填土厚度不得小于 时 方

可做压力试验

管道的试验段长度不宜大于

管道试验压力应为系统工作压力的 倍

试验时 先将压力缓慢升至试验压力 保压观察

当压力下降不大于 管道 阀门和法兰等处未出现漏

裂 可将压力降至工作压力 无泄漏即为合格

供水管道的隐蔽工程必须在施工期间进行验收 合格后

方可进行下一道工程 验收合格后应有签证和验收报告

供配电系统的验收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大型机动车清洗站循环用水的水质按第 条的要求

进行验收

小型机动车清洗站排放的污水水质按现行国家标准 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 的规定进行验收

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的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采暖与卫生工程验收规范 的规定



  

  

运行 维护 安全

清洗设备在长期停用前应将易锈蚀部位 涂刷防锈漆和

面漆

供水管道在初次使用和长期停用再次使用前 应将阀门

喷嘴拆卸开 放水将管道中的杂物冲净

供水管道在长期停用前应打开排空阀门 将管道中剩余

的水排净

供水管道在长期停用前 应将阀门 喷嘴等易锈蚀部位

擦拭干净 涂敷油脂

供水管道在长期停用再次使用前 必须检查调压泄荷阀

门 该阀门应灵敏有效

供配电系统的运行 维护 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的规定



  

  

附录 机动车清洗站洗车污水

水质的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项 目 测 定 方 法 检测方法标准编号

色 铂钴标准比色法

浊 度 分光光度法

嗅 文字描述法

值 玻璃电极法

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悬浮物 重量法

总大肠菌数 多管发酵法

游离 硝酸汞容量法

溶解氧 碘量法

石油类 紫外分光光度法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 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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