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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

包括：将建筑垃圾分为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

两类；将拆建废弃物中的含铁物和轻质物进行分

离；将装修废弃物中的杂土、含铁物和轻质物进

行分离；将预处理好的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

合并，并将其破碎成再生骨料；将再生骨料中的

含铁物和轻质物进行分离；将处理好的再生骨料

筛分为不同粒径范围的再生骨料。将拆建废弃物

和装修废弃物的分选流程合理结合，先将拆建废

弃物和装修废弃物各自经过不同的预处理工艺

使两者性质和成分相同，然后将两者破碎成再生

骨料，最后对再生骨料进行精选处理，使得再生

骨料的品质高；既保证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

的高分选效率和资源化利用率，又减少设备投资

和节约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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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

S1、将建筑垃圾分为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两类并按类堆放；

S2、将步骤S1中的拆建废弃物中的含铁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S3、将步骤S2中去除了含铁物的拆建废弃物中的轻质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S4、将步骤S1中的装修废弃物中的杂土分离，并分类堆放；步骤S4中将装修废弃物筛分

为粒径0＜D≤30mm、粒径30＜D≤100mm和粒径D>100mm三部分；粒径0＜D≤30mm的部分为杂

土；粒径30＜D≤100mm的部分进行步骤S5；粒径D>100mm的部分，将其破碎成粒径30＜D≤

100mm，然后进行步骤S5；

S5、将步骤S4中去除了杂土的装修废弃物中的含铁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S6、将步骤S5中去除了含铁物的装修废弃物中的轻质物分离，并分类堆放；步骤S6中去

除装修废弃物中的轻质物的方式为人工分拣、筛分和水选；将去除了轻质物的装修废弃物

进行脱水；

S7、经过步骤S3的拆建废弃物和经过步骤S6的装修废弃物合并，将其破碎成再生骨料；

S8、将步骤S7中的再生骨料中的含铁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S9、将步骤S8中去除了含铁物的再生骨料中的轻质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S10、将步骤S9中的去除了轻质物的再生骨料筛分为不同粒径范围的再生骨料，并分类

堆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S2前将拆建废弃物筛分为粒径D<100mm和粒径D≥100mm两部分；粒径D<100mm的部分进行步

骤S2；粒径D≥100mm的部分将其破碎成粒径D<100mm，然后进行步骤S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轻质物为木块、塑料、布料、包装袋、胶合板、纸张、加气混凝土或其中任两者以上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S3中去除拆建废弃物中的轻质物的方式为人工分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S9中去除装修废弃物中的轻质物的方式为筛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S10中的再生骨料被筛分为粒径0＜D≤10mm、粒径10＜D≤20mm、粒径20＜D≤30mm和粒径D>

30mm四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粒径

D>30mm的再生骨料返回步骤S7重新粉碎成粒径0＜D≤30mm的再生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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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垃圾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拆建废弃物是混凝土/砂浆骨料含量最高的一种建筑废弃物，其中再生骨料经提

纯后可代替天然骨料再次利用。中国房屋的结构主要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砖混结

构和砖木结构，钢筋混凝土和砖混结构的建筑结构拆除后，主要由混凝土、砖块和少量陶

瓷、玻璃、石膏、金属等成分构成。

[0003] 装修废弃物与其它种类的建筑废弃物不同，其组成成分最复杂，杂质含量最高，具

有容重低、体积大、占地面积大、成分复杂等特性。装修废弃物不属于生活垃圾，亦区别于普

通的拆建废弃物，装修垃圾的预处理工艺较为复杂。

[0004] 现阶段我国对建筑废弃物的分类理念尚不成熟，在拆迁、新建、改建过程中，常常

发生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被混合收集处理的现象。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的成分组

成和性质有所差别，如不加以分类、分别处理，会对其处理和资源化回收利用造成困扰。

[0005] 我国不具备将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合并处理的建筑废弃物处理技术，一般是

为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各设置一条生产线，占地面积较大，设备投资费用高，工艺流程

复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

化处理工艺，该工艺可以将拆建及装修废弃物合并处理。

[0007]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包括：

[0008] S1、将建筑垃圾分为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两类并按类堆放；

[0009] S2、将步骤S1中的拆建废弃物中的含铁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0010] S3、将步骤S2中去除了含铁物的拆建废弃物中的轻质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0011] S4、将步骤S1中的装修废弃物中的杂土分离，并分类堆放；

[0012] S5、将步骤S4中去除了杂土的装修废弃物中的含铁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0013] S6、将步骤S5中去除了含铁物的装修废弃物中的轻质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0014] S7、经过步骤S3的拆建废弃物和经过步骤S6的装修废弃物合并，将其破碎成再生

骨料；

[0015] S8、将步骤S7中的再生骨料中的含铁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0016] S9、将步骤S8中去除了含铁物的再生骨料中的轻质物分离，并分类堆放；

[0017] S10、将步骤S9中的去除了轻质物的再生骨料筛分为不同粒径范围的再生骨料，并

分类堆放。

[0018] 进一步地，步骤S2前将拆建废弃物筛分为粒径D<100mm和粒径D≥100mm两部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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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D<100mm的部分进行步骤S2；粒径D≥100mm的部分将其破碎成粒径D<100mm，然后进行步

骤S2。

[0019] 具体地，所述轻质物为木块、塑料、布料、包装袋、胶合板、纸张、加气混凝土或其中

任两者以上的混合物。

[0020] 具体地，步骤S3中去除拆建废弃物中的轻质物的方式为人工分拣。

[0021] 具体地，步骤S4中将装修废弃物筛分为粒径0＜D≤30mm、粒径30＜D≤100mm和粒

径D>100mm三部分；粒径0＜D≤30mm的部分为杂土；粒径30＜D≤100mm的部分进行步骤S5；

粒径D>100mm的部分，将其破碎成粒径30＜D≤100mm，然后进行步骤S5。

[0022] 具体地，步骤S6中去除装修废弃物中的轻质物的方式为人工分拣、筛分和水选。

[0023] 进一步地，将去除了轻质物的装修废弃物进行脱水。

[0024] 具体地，步骤S9中去除装修废弃物中的轻质物的方式为筛分。

[0025] 具体地，步骤S10中的再生骨料被筛分为粒径0＜D≤10mm、粒径10＜D≤20mm、粒径

20＜D≤30mm和粒径D>30mm四种。

[0026] 进一步地，粒径D>30mm的再生骨料返回步骤S7重新粉碎成粒径0＜D≤30mm的再生

骨料。

[002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8] 将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的分选流程合理结合，先将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

各自经过不同的预处理工艺使两者性质和成分相同，然后将其破碎成再生骨料，最后对再

生骨料进行精选处理，使得再生骨料的品质高；本工艺既保证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的

高分选效率和资源化利用率，又减少设备投资和节约占地面积，具有简化工艺流程和兼容

两种功能。

附图说明

[002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

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包括

以下步骤：

[0033] S1、分类

[0034] 将建筑垃圾分为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两类并按类堆放。

[0035] S2、除铁

[0036] 通过振动给料机将步骤S1中待处理的拆建废弃物筛分为粒径D<100mm和粒径D≥

100mm两部分；粒径D<100mm的部分通过皮带输送机输送至磁选设备中进行除铁；粒径D≥

100mm的部分通过皮带输送机输送至初级破碎机中将其破碎成粒径D<100mm，然后再通过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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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输送机输送至磁选设备中进行除铁，初级破碎机为颚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或双轴液

压破碎机等；磁选设备是永磁式除铁器，将含铁物分离出来，如钢筋等，并归类为金属类集

中堆放。

[0037] S3、去除轻物质

[0038] 通过人工分拣，将步骤S2中去除了含铁物的拆建废弃物中的轻质物分离，如木块、

塑料、布料、包装袋、胶合板或其中任两者以上的混合物等，并归类为轻质物集中堆放。

[0039] S4、重型筛分

[0040] 通过板式喂料机将步骤S1中待处理的装修废弃物输送至重型阶梯筛中，重型阶梯

筛将步骤S1中待处理的装修废弃物筛分为粒径0＜D≤30mm、粒径30＜D≤100mm和粒径D>

100mm三部分；粒径0＜D≤30mm的部分为杂土，将杂土分离，并归类为杂土类集中堆放；粒径

30＜D≤100mm的部分通过皮带输送机输送至磁选设备中进行步骤S5；粒径D>100mm的部分

通过皮带输送机输送至初级破碎机中将其破碎成粒径30＜D≤100mm，然后通过皮带输送机

输送至磁选设备中进行步骤S5，初级破碎机为颚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或双轴液压破碎

机等。

[0041] S5、除铁

[0042] 通过磁选设备，将步骤S4中去除了杂土的装修废弃物中的含铁物分离，磁选设备

是永磁式除铁器，将含铁物分离出来，如钢筋等，并归类为金属类集中堆放。

[0043] S6、去除轻物质

[0044] 首先，通过人工分拣，将步骤S5中去除了含铁物的装修废弃物中的木块、塑料、布

料、包装袋、胶合板或其中任两者以上的混合物等分离出来，并归类为轻质物集中堆放；

[0045] 然后，通过筛分设备滚筒筛分机，将人工没有分拣出来的的塑料、纸张、木屑或布

料等分离，并归类为轻质物集中堆放；

[0046] 接着，通过水选设备轻质物浮选机，将滚筒筛分机没有去除的塑料、纸张、木屑、布

料或加气混凝土等分离出来，这些物质漂浮在水面，通过刮除收集，并归类为轻质物集中堆

放；比重大于水的混凝土块或砖瓦块等会沉降在轻质物浮选机底部，混凝土块或砖瓦块等

排出轻质物浮选机后通过皮带输送机输送至脱水筛中；

[0047] 最后，通过脱水筛，将去除了轻质物的装修废弃物进行脱水，然后通过皮带输送机

输送至二级破碎机中进行步骤S7。

[0048] S7、破碎

[0049] 经过步骤S3的拆建废弃物和经过步骤S6的装修废弃物通过皮带输送至二级破碎

机处合并，然后将两者一起破碎成再生骨料，二级破碎机为反击式破碎机或圆锥破碎机等。

[0050] S8、除铁

[0051] 通过磁选设备，将步骤S7中的再生骨料中的含铁物分离，磁选设备是永磁式除铁

器，将其中含铁物分离出来，如钢筋等，并归类为金属类集中堆放。

[0052] S9、去除轻物质

[0053] 通过筛分设备滚筒筛分机，将步骤S8中去除了含铁物的再生骨料中的塑料、木材、

纸张、布料、加气混凝土或其中任两者以上的混合物等分离出来，并归类为轻质物集中堆

放。

[0054] S10、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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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通过振动筛分机，将步骤S9中的去除了轻质物的再生骨料筛分为粒径0＜D≤

10mm、粒径10＜D≤20mm、粒径20＜D≤30mm和粒径D>30mm四种，并分类堆放；粒径D>30mm的

再生骨料返回步骤S7重新粉碎成粒径0＜D≤30mm的再生骨料，然后依次进行步骤S8、步骤

S9和步骤S10。

[005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拆建及装修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工艺的有益效果在于：

[0057] 将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的分选流程合理结合，先将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

各自经过不同的预处理工艺使两者性质和成分相同，然后将其破碎成再生骨料，最后对再

生骨料进行精选处理，使得再生骨料的品质高；本工艺既保证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的

高分选效率和资源化利用率，又减少设备投资和节约占地面积，具有简化工艺流程和兼容

两种功能。

[0058] 拆建废弃物中的轻质物含量少，通过人工分拣、滚筒筛分足以使轻质物的分选效

率达到95％以上；装修废弃物中轻质物含量高、成分杂，人工分拣和滚筒筛分对装修废弃物

中轻质物的分选效率并不高，因此采用对轻质物分选效率能达到95％以上的水选设备轻质

物浮选机，将所有比重小于水的轻质物通过浮力分离出来，使轻质物的分选效率达到95％

以上。

[0059] 通过多次破碎和磁选流程，实现含铁物质99％的回收：将拆建废弃物中粒径D≥

100mm的部分通过皮带输送机输送至初级破碎机中将其破碎成粒径D<100mm，然后进行除

铁；将装修废弃物中粒径D＞100mm的部分通过皮带输送机输送至初级破碎机中将其破碎成

粒径30＜D≤100mm，然后进行除铁；将预处理好的拆建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通过皮带输送

至二级破碎机处合并，然后将两者一起破碎成再生骨料，在此破碎过程中，预处理好的拆建

废弃物和装修废弃物被破碎为粒径0＜D≤30mm的再生骨料，粒径D＞30mm的再生骨料返回

步骤S7重新粉碎成粒径0＜D≤30mm的再生骨料，此时夹杂在其中剩余的含铁物暴露出来，

再次进行除铁将剩余的含铁物分选出来，从而实现含铁物质99％的回收。

[0060] 再生骨料可替代砂和石等天然骨料，再生骨料还可作为再生环保产品的原材料，

再生环保产品可以是再生砂浆、再生混凝土、再生砖、环保预制件、水稳料、管沟、路基和基

坑回填料等建材产品，再生骨料的使用可大幅降低天然原材料的消耗，实现再生骨料的循

环利用。

[0061] 经上述工艺流程分选出的土类材料确定无害后，可采用余泥渣土处理技术方案，

经预处理、脱水、粉碎、拌合、造粒和装模成型等程序，制成城市雕塑和各种免烧砖，还可以

用作路基成型、管沟回填或基坑回填；经上述工艺流程分选出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可出售给

相关资源再生回收单位进行利用；经上述工艺流程分选出的轻质物，如纸张、木屑、包装和

布料等，为热值高的可燃物，可送至焚烧发电厂处理，将其转化为热能或电能加以利用；本

发明所采用的工艺流程，将装修废弃物中的各类材料分别分类，使所有材料都能物尽其用，

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以上。

[0062]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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