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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

包括以下工序：分拣工序，将建筑废弃物集中以

后，进行分类，分为剩余混凝土、骨料以及非骨

料；其中骨料进行就地处理；除铁工序，对含有金

属的骨料进行破碎，去除其中的铁杂质；破碎工

序，将不含铁杂质的骨料集中起来进行破碎处

理；筛分工序，对破碎后的骨料进行精筛分；再生

料处理工序，将再生料应用于路基路面建设。本

发明在传统的分拣工序以后，对建筑废弃物中占

比极高的骨料进行就地处理然后应用于路基路

面建设，与传统的对于废弃建筑物进行简单的填

埋处理相比，可节约运输成本，同时也降低了路

基路面建设的材料成本，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与

显著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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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工序：

分拣工序

将建筑废弃物集中以后，进行分类，分为剩余混凝土、骨料以及非骨料，骨料指的是旧

混凝土、砂浆等矿物材料，非骨料指的是木材、纸、金属等非矿物材料；其中骨料进行就地处

理；

除铁工序

对含有金属的骨料进行破碎，去除其中的铁杂质；

破碎工序

将不含铁杂质的骨料集中起来进行破碎处理；

筛分工序

对破碎后的骨料进行精筛分；

再生料处理工序

再生料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将不同级别的再生料进行处理后应用于建筑工上的路面

施工；

其中一级再生料、二级再生料与破碎鹅卵石按照质量比25-30:35-40:15-20进行混合，

作为路基原料；

三级再生料、水与水泥按照质量比45-50:45-50:25-30进行混合，作为路面原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拣工序中产生的

木材除了作为模板和建筑用材再利用外，通过木材破碎机，弄成碎屑可作为造纸原料或作

为燃料使用，或用于制造中密度纤维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拣工序中产生的

金属经分拣后送钢铁厂或有色金属冶炼厂回炼。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拣工序中产生的

废玻璃分拣后送玻璃厂或微晶玻璃厂做生产原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铁工序中剔除出

来的铁杂质经分拣后送钢铁厂或有色金属冶炼厂回炼。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破碎工序在

进行时应配备喷水装置或者抽风机，进行降尘或者抽尘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精筛分采用人工分

拣的方法，将骨料中的所有杂质分拣出去，并分门别类的存放，对应类别的杂质按照分拣工

序中的方法进行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料采用有机硅

树脂对再生料进行浸泡，使得再生料缝隙中的有机硅树脂固化成膜，堵住再生料表面的空

隙和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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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具体是一种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建筑业也同时快速发展，相伴而产生的建筑废弃

物日益增多，中国建筑废弃物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1/3以上。截至2011年，中国城

市固体生活垃圾存量已达70亿吨，可推算建筑废弃物总量为21亿至28亿吨，每年新产生建

筑废弃物超过3亿吨。如采取简单的堆放方式处理，每年新增建筑废弃物的处理都将占1.5

亿至2亿平方米用地。

[0003] 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高速发展时期，每年不可避免地产生数亿吨建筑废弃物。如

果不及时处理和利用，必将给社会、环境和资源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建筑废弃物的数量已占

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以500-600吨/万平方米的标准推算，到2020年，我国还将新

增建筑面积约300亿平方米，新产生的建筑废弃物将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然而，绝大部

分建筑废弃物未经任何处理，便被施工单位运往郊外或乡村，露天堆放或填埋，耗用大量的

征用土地费、垃圾清运费等建设经费，同时，清运和堆放过程中的遗撒和粉尘、灰砂飞扬等

问题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0004] 传统的做法是对建筑废弃物进行分拣，将其中的占比极高的矿物废物进行简单的

填埋处理，这样就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废弃物再填埋处理过程中还需要进行运输，综

合计算下来成本较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包括以下工序：

[0008] 分拣工序

[0009] 将建筑废弃物集中以后，进行分类，分为剩余混凝土、骨料以及非骨料，骨料指的

是旧混凝土、砂浆等矿物材料，非骨料指的是木材、纸、金属等非矿物材料；其中骨料进行就

地处理；

[0010] 除铁工序

[0011] 对含有金属的骨料进行破碎，去除其中的铁杂质；

[0012] 破碎工序

[0013] 将不含铁杂质的骨料集中起来进行破碎处理；

[0014] 筛分工序

[0015] 对破碎后的骨料进行精筛分；

[0016] 再生料处理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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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再生料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将不同级别的再生料进行处理后应用于建筑工上的

路面施工；

[0018] 其中一级再生料、二级再生料与破碎鹅卵石按照质量比25-30:35-40:15-20进行

混合，作为路基原料；

[0019] 三级再生料、水与水泥按照质量比45-50:45-50:25-30进行混合，作为路面原料。

[002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分拣工序中产生的木材除了作为模板和建筑用材

再利用外，通过木材破碎机，弄成碎屑可作为造纸原料或作为燃料使用，或用于制造中密度

纤维板。

[002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分拣工序中产生的金属经分拣后送钢铁厂或有色

金属冶炼厂回炼。

[002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分拣工序中产生的废玻璃分拣后送玻璃厂或微晶

玻璃厂做生产原料。

[002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除铁工序中剔除出来的铁杂质经分拣后送钢铁厂

或有色金属冶炼厂回炼。

[0024]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破碎工序在进行时应配备喷水装置或者抽风机，

进行降尘或者抽尘处理，从而满足环保需求。

[002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精筛分采用人工分拣的方法，将骨料中的所有杂

质分拣出去，并分门别类的存放，对应类别的杂质按照分拣工序中的方法进行处理。

[002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再生料采用有机硅树脂对再生料进行浸泡，使得

再生料缝隙中的有机硅树脂固化成膜，堵住再生料表面的空隙和裂纹。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8] 本发明在传统的分拣工序以后，对建筑废弃物中占比极高的骨料进行就地处理然

后应用于路基路面建设，与传统的对于废弃建筑物进行简单的填埋处理相比，可节约运输

成本，同时也降低了路基路面建设的材料成本，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与显著的实际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显然，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

护的范围。

[0030] 一种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工艺，包括

[0031] 分拣工序

[0032] 将建筑废弃物集中以后，进行分类，分为剩余混凝土(建筑工程中没有使用掉的混

凝土)、骨料以及非骨料，其中骨料指的是旧混凝土、砂浆等矿物材料，非骨料指的是木材、

纸、金属等非矿物材料；

[0033] 骨料进行就地处理；

[0034] 木材除了作为模板和建筑用材再利用外，通过木材破碎机，弄成碎屑可作为造纸

原料或作为燃料使用，或用于制造中密度纤维板；

[0035] 金属经分拣后送钢铁厂或有色金属冶炼厂回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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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废玻璃分拣后送玻璃厂或微晶玻璃厂做生产原料；

[0037] 除铁工序

[0038] 对含有金属的骨料进行破碎，去除其中的铁杂质，剔除出来的铁杂质同分拣工序

中的金属一样经分拣后送钢铁厂或有色金属冶炼厂回炼。

[0039] 破碎工序

[0040] 将不含铁杂质的骨料集中起来进行破碎处理，具体操作时，利用液压锤、液压剪等

设置将大块骨料破碎，破碎过程中应配备喷水装置或者抽风机，进行降尘或者抽尘处理，从

而满足环保需求。

[0041] 筛分工序

[0042] 对破碎后的骨料进行精筛分，精筛分的主要作用是将骨料中的细料分离出来，让

适量粒径的骨料进入再生料处理工序，其中精筛分宜采用人工分拣的方法，人工分拣是最

原始的方法，其效率较为低下，但效果确实最好的，其目的是尽可能的将骨料中的所有杂质

通过人工识别分拣出去，并分门别类的存放，对应类别的杂质按照分拣工序中的方法进行

处理；

[0043] 由于进入到再分料分级阶段的骨料中含杂物相对较少，筛分出来的成品料可直接

用作再生料，也可以进一步筛分进行分级，还可以再次进入破碎机，破碎后使用；

[0044] 再生料处理工序

[0045] 再生料按照下表进行分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0046]

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 

表观相对密度 ≥2.50 ≥2.35 ≥2.30 

吸水率(％) ≤3 ≤12 ≤15 

压碎值(％) ≤29 ≤32 ≤36 

洛杉矶磨耗值(％) ≤25 ≤32 ≤34 

砖瓦含量(％) ≤8 ≤20 ≤40 

[0047] 采用有机硅树脂对再生料进行浸泡，使得再生料缝隙中的有机硅树脂固化成膜，

堵住再生料表面的空隙和裂纹，从而降低再生料的吸水率。

[0048] 将不同级别的再生料进行处理后应用于建筑工上的路面施工。

[0049] 其中一级再生料、二级再生料与破碎鹅卵石按照质量比25-30:35-40:15-20进行

混合，作为路基原料；

[0050] 三级再生料、水与水泥按照质量比45-50:45-50:25-30进行混合，作为路面原料。

[0051] 与传统的对于废弃建筑物进行简单的填埋处理相比，对建筑废弃物就地破碎处

理，生产不同级别的再生料，并重新应用于道路建设中，可节约运输成本，同时也降低了路

基路面建设的材料成本。

[0052]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治，在路面应用领域，建筑废弃物再生料的优势明显，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与显著的实际意义。

[0053]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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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0054]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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