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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啤酒生产车间建筑设计探析
王文霞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 100001）

摘　要　文章结合项目实例，对啤酒生产车间建筑设计的相关原则及其设计的要点进行探讨。以华润雪花啤酒有

限公司为例，该厂区地形坡度较大，总平面布置符合国家工程建设规范的基础。对于酒生产车间的建筑设计做到

“工艺先进、布局紧凑、节能降耗、环保安全、绿色清洁”的总体规划和设计思路。厂区的主要建筑为糖化车间、

发酵车间、灌装车间、动力车间等生产用房。该生产车间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通风条件，以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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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华润雪花啤酒（遵义）有限公司搬迁扩建 20万千

升 /年啤酒项目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特色轻工

产业园，由华润雪花啤酒以向茅台啤酒公司增资的方

式与贵州茅台合资组建。该地块海拔高度在 910-930

米之间，属于较为典型的丘陵地貌，周边水、电等配

套设施齐全。厂区东侧为遵龙快线，北侧为规划市政

道路，项目用地周边交通畅通。厂区用地地块为狭长

长方形地块，建设用地面积 200.05亩。厂区地形坡度

较大。

总平面布置在符合国家工程建设规范的基础上，

根据生产规模、工艺特点，使工艺流程顺畅、方便，

工程管线短捷、布置紧凑合理，节约用地，并按功能

需要结合竖向设计及运输等条件进行合理布置  [1]。总平

面布置主要设计指标见表 1。

2 建筑设计的原则

啤酒生产车间的建筑设计要做到“工艺先进、布

局紧凑、节能降耗、环保安全、绿色清洁”的总体规

划和设计思路 [2]。

根据生产工艺的需求及业主的要求，合理地划分

各功能分区。将各部分建筑有机的组合，在满足生产

的要求下节约用地，缩短管线，减少能耗，同时也形

成了优美的厂区建筑群。充分挖掘地段的地理环境特

点，通过有效的设计，为业主赢得最优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3]。

突出“绿色自然”和“创新”的理念，注重以人

文价值为主题的，内外各部分关联的空间形态的营造，

打造一个绿色、舒适、便捷、高效的厂区环境，充分

保证园区生产和生活的要求 [4]。

3 建筑设计要点

3.1 平面设计及空间布置

建筑外在形象是企业内部文化和企业精神的体现，

因此立面造型既要反映企业的内涵，也应与当地的气

候和地理条件等具体环境相适应。本方案建筑借鉴遵

义会址风格，通过建筑形体各部分点线面的穿插组合

形成丰富的建筑外观。细部处理上，建筑墙面精细划

分了不同的材质和分格，使之富有层次，尺度宜人。

建筑色调稳重和谐，形成有特点、简洁、淡雅的建筑

风格。在建筑单体设计中注重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特

点，并合理选用建筑材料，结合立面形式，达到节能

降耗、实用且经济的目的 [5]。

总平面布置根据厂区地形的特点，考虑到厂区沿

街建筑空间效果，在总平面布局中，在满足啤酒工艺

流程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将车间各工艺区块进行联合，

以原料车间、糖化车间、发酵车间为主的啤酒酿造区；

以空压、变配电、水处理为主的动力区和制冷站联合

布置，各区域管线通过管廊连接，整体布置在厂区的

中部，紧邻遵龙快线。以灌装车间成品库为主的啤酒

灌装区，布置在啤酒酿造区西侧。以贮存瓶箱堆场为

主的瓶箱堆存区，在灌装区的南面，便于机械化物流

的运输；以食堂、宿舍为主的生活辅助区，位于厂区

的北侧中部位置；在厂区西北角是厂区的污水处理。

设计中将各功能分区的建筑进行有效的整合，除了满

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外，还体现在建筑参观功能的要求

上，将企业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在厂区规划设计中

进行了有机的穿插，做到程序化、人性化、灵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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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颇具遵义建筑风格的办公楼与糖化车间、发

酵车间连接，且位于整个厂区的最东侧；与糖化、发

酵车间呼应，建筑整体协调一致，形体间交相辉映。

在满足厂区生产工艺流程需求的基础上，总体布

局和单体建筑造型力争反映出现代企业先进、环保、人

性化的特征，不但为企业创造美好的外部形象，亦给厂

区内的工作人员营造出一个舒适高效的工作环境 [6]。在

建筑单体设计中注重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特点，并合

理选用建筑材料，结合立面形式，达到节能降耗，实

用且经济的目的。

厂区的主要建筑为糖化车间、发酵车间、灌装车

间、动力车间等生产用房。糖化车间包括上料间、筒

仓操作间、原料处理间、糖化间。糖化间长 50.0米，

宽 16.5米，高度约 16.0米，室内外高差 0.3米。7.0米

楼层为操作平台，平台下面为管廊，所有工艺管路均

走在该平台下。立面采用实墙面和玻璃幕墙相结合。

发酵车间包括发酵辅助间和发酵罐区，长约 59.3

米，宽约 70.2米。发酵罐区及发酵辅助间采用钢筋混

凝土框架结构。发酵辅助间柱顶标高 8.0米；发酵罐区

层高为 6.0米，清酒罐区层高为 6.0米。发酵辅助间屋

面上设采光通风器，将阳光引入车间，增加车间内的

采光通风。

灌装车间包括辅助间、灌装间和成品库，灌装车

间长约 242.92米，宽度为 78.0米，采用轻钢结构。辅

助间为两层框架结构，一层高 6.0米，二层高 4米。包

装间高度约为 11.7米，成品库 9.7米。

动力车间长 36.0米，宽 40.0米，层高 7.0米，为

轻钢结构。

厂区高低层次分明，错落有致，通过实墙面和玻

璃幕墙的虚实对比，墙面竖线条的光影变幻，使建筑

物外立面形象丰富而娴静协调。

3.2 防火设计

主要生产车间的建筑等级和耐火等级均按二级进

行设计，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等规范，并根据联合厂房内各功能

房间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及建筑物的耐火极限，合理划

分防火分区，并用防火墙分隔。安排好疏散口，限定

疏散距离，采用适当的建筑材料，使设计符合防火规

范的要求：

上料间及筒仓操作间：火灾危险类别为丙类，设

防火墙将其与相邻房间分隔。

制冷站：生产火灾危险类别为乙类，与相邻的房

间设置抗爆墙，外墙上的门窗为泄爆口，泄爆面积满

足规范要求。

纸箱库：储存物品的火灾性类别为丙类，纸箱库

与其他房间之间设防火墙（防火门）。

其他部分的火灾危险性均为丁、戊类。

3.3 建筑标准及做法

所有建筑材料的选择、使用和细部做法均以符合

国家对食品卫生方面的有关要求为原则，为保证生产

产品的质量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尽量采用地方性的

安全、环保型材料，节约投资。

根据各房间的不同使用性质和美观要求，确定其

防水、防腐、保温、耐磨等相应功能，采用不同的材

料及做法，本工程中选用的材料有：

楼地面：环氧树脂、耐磨剂、磨光花岗石、架空

活动地板、普通瓷砖及防水防滑瓷砖、挤塑聚苯乙烯

保温隔热板等。

表 1 总平面主要设计指标表

序号 名称 用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数量 备注

1

建设用地面积 133368.3 200.05亩

其中

建筑用地 51778.12

道路用地 29300.0

绿化用地 26673.0

2 总建筑面积 87824.76

3 容积率 1.01

4 建筑密度（%） 38.8

5 绿化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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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墙面：内墙涂料、防霉涂料、乳胶漆、玻璃纤

维吸音板、瓷砖、彩钢板等。

顶棚：轻钢龙骨装饰石膏板吊顶、矿棉吸音板吊顶、

内墙涂料、防霉涂料、格栅吊顶等。

3.4 采光通风

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通风条件，以节约能源。在特

殊的区域，如高温、有蒸汽、潮湿、黑房间等，另作

特殊处理，尤其是关键生产部位，为保证车间内清洁

卫生，避免鸟虫、尘埃进入，防止交叉污染，采用屋

面平天窗采光及全人工通风换气系统，使采光均匀柔

和，并保证室内处于正压状态 [7]。

3.5 充分考虑结构形式对建筑物的影响

在建筑设计工作中，结构形式是设计时需考虑的

一个重点，结构形式的选择会影响到建筑的绿色性。

为达到绿色设计要求，在开展结构形式的选择时可根

据能源节约原则来选取，尽可能选用低耗轻质的结构

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钢网架、格构板式轻型建筑、

预应力穹顶结构、张拉膜结构、壳结构。为保障结构

形式的合理性，可从安全性、实用性、技术性、经济性、

节能环保性等多个角度分析。

根据建筑设计经验，要想提高建筑使用频率，延

长使用寿命，在结构形式设计中可考虑可变性因素，

如果所选择的结构形式具有可变性，便可满足多功能

的使用要求，同时后续改造、重建也会相对减少这些

工作开展时的成本消耗。此外，在选择建筑结构形式

时也需考虑受力特点，利用受力分析来保障所选择结

构形式的稳定性符合要求。对任何一种结构系统或者

建筑材料来说都有临界点限制，一旦选择的结构形式

临界点偏小，便很难在结构中形成支撑体系，导致局

部结构很容易被损坏。

3.6 科学有效地运用能源资源

在绿色建筑设计中对能源的科学运用可从节能设

计和节能使用的角度出发，其中，相关人员在开展设

计工作时，要遵循节能性、绿色性、低碳性的要求。

首先，建筑工程每个环节的设计都要遵循低消耗、

节能环保、低排放的理念，在设计工作中加大对先进

节能技术和工艺的应用力度。其次，在建筑工程的使

用周期内，为达到节能资源的目的，需提高各种资源

的综合利用率，从根本上减少能源消耗和资源浪费，

或加大对新能源的使用，如对地热能、风能和太阳能

的利用，以取代传统能源，减少稀缺能源的浪费，提

升能源利用率。

3.7 强化建筑行业的整体规划

现阶段，我国啤酒车间建筑设计行业虽然进入了

崭新的发展阶段，但部分地区的啤酒车间建筑设计行

业却依旧存在着整体规划不足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在

房地产行业不断向市场推进的过程中，其虽表现出蓬

勃发展的态势，但却暴露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房地产

开发商过于关注经济效益方面的内容，却对生态环境

保护不够重视，一些开发商对绿色建筑虽有充分且深

刻的理解，但在具体的项目实施中，却并未遵循绿色

设计和施工的有关规定。因此，在当前啤酒车间建筑

设计行业的发展中，为保障绿色建筑设计要求，就需

要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建筑行业发展的整体态势，做好

整体规划。

4 总结

综上所述，根据生产工艺的需求及业主的要求，

合理地划分了各功能分区，突出了“绿色自然”和“创新”

的理念，注重以人文价值为主题，内外各部分关联的

空间形态的营造，打造一个绿色、舒适、便捷、高效

的厂区环境，充分保证园区生产和生活的要求。要保

持建筑外在形象是企业内部文化和企业精神的体现，

因此立面造型既要反映企业的内涵，也应与当地的气

候和地理条件等具体环境相适应。该啤酒生产车间建

筑设计在满足厂区生产工艺流程需求的基础上，总体

布局和单体建筑造型力争反映出现代企业先进、环保、

人性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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