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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属于

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及再利用领域，包括以下步

骤：人工拣选、一级筛分、一级破碎、磁选、风选、

烘干、二级破碎、二级筛分、冲洗工序。本发明通

过对不同粒径的建筑垃圾进行不同程度的破碎

处理，处理后的建筑垃圾再经烘干工序，最后制

得的再生骨料，表面附着物少、粒径分布均匀。本

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所得再生

骨料的应用，所述再生细骨料在环保砖中的质量

百分比为5～20％，所述再生粗骨料在环保砖中

的质量百分比为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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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人工拣选：采用人工拣选的方式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

(2)一级筛分：经拣选后的建筑垃圾用筛子筛分成第一建筑垃圾、第二建筑垃圾，其中，

第一建筑垃圾的粒径小于第二建筑垃圾的粒径；

(3)一级破碎：经一级筛分后的第二建筑垃圾通过料仓进入振动给料机；第二建筑垃圾

通过振动给料机送入破碎机A内进行破碎，直至所有破碎后的第二建筑垃圾通过第一筛网；

其中，第一筛网的孔径小于或者等于第一建筑垃圾的粒径；

(4)磁选：将一级筛分后的第一建筑垃圾和经步骤(3)破碎后的第二建筑垃圾组成的一

级物料，通过磁选机，除去一级物料中的金属物料；

(5)风选：磁选后的一级物料送入风选机内，除去一级物料中的塑料、纤维；

(6)烘干：将经步骤(5)处理后的一级物料放入烘干器中烘干；

(7)二级破碎：将烘干后的一级物料送入破碎机B内破碎，直至所有破碎后的一级物料

通过第二筛网，得到二级物料；所述第二筛网的孔径小于第一筛网的孔径；

(8)二级筛分：二级物料送入圆振动筛，筛分出第三建筑垃圾、第四建筑垃圾，其中，第

三建筑垃圾的粒径小于第四建筑垃圾的粒径；第三建筑垃圾为再生细骨料；

(9)冲洗：将第四建筑垃圾冲洗，除去杂质，经过滤、干燥后得到再生粗骨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筛子的

孔径为200mm，所述第一建筑垃圾的粒径范围小于200mm，所述第二建筑垃圾的粒径范围大

于或者等于200mm；所述步骤(8)中圆振动筛孔径为5mm，第三建筑垃圾的粒径范围小于5mm，

第四建筑垃圾的粒径范围为5～4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第二

建筑垃圾经破碎机A破碎，破碎后未通过第一筛网的第二建筑垃圾再次破碎，直至所有的第

二建筑垃圾通过第一筛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烘干器

的工作温度为200～4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破碎后

未通过第二筛网的一级物料再次破碎，直至所有的一级物料通过第二筛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破碎

机A为颚式破碎机；所述步骤(7)中的破碎机B为反击式破碎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将经风

选后的一级物料通过输送带放入烘干器中，所述步骤(8)中二级物料通过输送带送至圆振

动筛中，所述步骤(6)、步骤(8)中的输送带正上方设有磁选装置，所述磁选装置包括支架、

磁选滚筒、电机，所述磁旋滚筒通过转轴转动连接于支架的顶端，所述电机固定于支架顶端

的一侧，所述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转轴连接，所述磁选滚筒的底端设有出料槽；所述步骤

(2)至(9)中的操作均在封闭场所进行。

8.采用如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所得的再生骨料的

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细骨料、再生粗骨料用于环保砖。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所得的再生骨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所述再生细骨料在环保砖中的质量百分比为5～20％，所述再生粗骨料在环保砖中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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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为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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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及所得再生骨料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及再利用领域，具体涉及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及所得

再生骨料的利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建筑业也得到了快速增长，由此产生了大量建筑

垃圾。绝大部分建筑垃圾未经处理，便被填埋或倾倒方式随意处理于郊外或乡村，不符合国

家提倡的环保政策，且此处理方式极易产生以下隐患：

[0003] 1 .建筑垃圾存在很多含有重金属以及油漆、涂料等垃圾，这些垃圾随着外界自然

环境的温差变化以及雨雪天气的侵蚀，极易发生化学反应，如石膏板中的硫酸根离子，在掩

埋过程中会产生硫化氢气体以及其他致癌物，部分粉尘类及化学类物质也将污染水源及空

气，造成PM2.5超标以及地表甚至地下水质灾害，对人居坏境产生极大破坏，危害人文健康。

[0004] 2.部分开发商缺乏管理，随意堆放，也极易发生崩塌现象，损害城市公共设施，导

致公路堵塞或者排水渠道的堵塞，导致排水、泄洪能力降低，乃至造成人员的伤害；造成占

用耕地时长过久，引起耕地土质的污染。

[0005] 3.建筑垃圾里也大量存在部分易燃物，在缺乏管理的情况下，恶劣天气里易发生

火灾，造成财物损失。

[0006] 因此，基于上述承陈述，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契合国家环保政策的建筑垃圾回收处

理及有效利用的工艺。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

及所得再生骨料的利用，经该工艺处理的再生骨料，表面附着物少、粒径分布均匀。

[0008]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

[0009] 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人工拣选：采用人工拣选的方式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

[0011] (2)一级筛分：经拣选后的建筑垃圾用筛子筛分成第一建筑垃圾、第二建筑垃圾，

其中，第一建筑垃圾的粒径小于第二建筑垃圾的粒径；

[0012] (3)一级破碎：经一级筛分后的第二建筑垃圾通过料仓进入振动给料机；第二建筑

垃圾通过振动给料机送入破碎机A内进行破碎，直至所有破碎后的第二建筑垃圾通过第一

筛网；其中，第一筛网的孔径小于或者等于第一建筑垃圾的粒径；

[0013] (4)磁选：将经一级筛分的第一建筑垃圾和经步骤(3)破碎后的第二建筑垃圾组成

的一级物料，通过磁选机，除去一级物料中的金属物料；

[0014] (5)风选：磁选后的一级物料送入风选机内，除去一级物料中的塑料、纤维；

[0015] (6)烘干：将经步骤(5)处理后的一级物料放入烘干器中烘干；

[0016] (7)二级破碎：将烘干后的一级物料送入破碎机B内破碎，直至所有破碎后的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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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通过第二筛网，得到二级物料；所述第二筛网的孔径小于第一筛网的孔径；

[0017] (8)二级筛分：二级物料送入圆振动筛中，筛分出第三建筑垃圾、第四建筑垃圾，其

中，第三建筑垃圾的粒径小于第四建筑垃圾的粒径；第三建筑垃圾为再生细骨料；

[0018] (9)冲洗：将第四建筑垃圾冲洗，除去杂质，经过滤、干燥后得到再生粗骨料。

[0019] 工作原理：

[0020] 建筑垃圾经人工拣选、筛分后，得到不同粒径的建筑垃圾。由于破碎导致物料表面

产生一些微裂纹，过多的微裂纹不仅会降低物料的硬度，而且会使物料的吸水率增大，影响

再生骨料的利用率，本发明针对不同粒径的建筑垃圾进行不同程度的破碎处理，有效控制

了物料表面微裂纹的数量。

[0021] 一级物料经热风烘干后进行二级破碎，烘干处理可弱化残留于一级物料中砂浆与

骨料的连接强度，有助于后续的破碎过程中砂浆从骨料表面脱落。

[0022] 有益效果：

[0023] 不同粒径的建筑垃圾经不同程度的破碎处理，可得到均匀程度较高的同一粒径范

围内的再生骨料，分选效果好，分工操作，节约人力物力；一级物料烘干后进行二级破碎，保

证了骨料的表面洁净度；将第四建筑垃圾冲洗，用以除去黏土、淤泥等影响强度的杂质。

[0024]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筛子的孔径为200mm，所述第一建筑垃圾的粒径范围小于

200mm，所述第二建筑垃圾的粒径范围大于或者等于200mm；所述步骤(8)中圆振动筛孔径为

5mm，第三建筑垃圾的粒径范围小于5mm，第四建筑垃圾的粒径范围为5～40mm。

[0025]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的第二建筑垃圾经破碎机A破碎，破碎后未通过第一筛网

的第二建筑垃圾再次破碎，直至所有的第二建筑垃圾通过第一筛网。

[0026] 优选地，所述步骤(6)中烘干器的工作温度为200～400℃。

[0027] 优选地，所述步骤(7)中经破碎机B破碎后，破碎后未通过第二筛网的一级物料再

次破碎，直至所有的一级物料通过第二筛网。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的破碎机A为颚式破碎

机；所述步骤(7)中的破碎机B为反击式破碎机。

[0028] 优选地，所述步骤(6)中将经风选后的一级物料通过输送带放入烘干器中，所述步

骤(8)中二级物料通过输送带送至圆振动筛中，所述步骤(6)、步骤(8)中的输送带正上方设

有磁选装置，所述磁选装置包括支架、磁选滚筒、电机，所述磁旋滚筒通过转轴转动连接于

支架的顶端，所述电机固定于支架的顶端一侧，所述电机的输出轴与所述转轴连接，所述磁

选滚筒底端设有出料槽；所述步骤(2)至(9)中的操作均在封闭场所进行。

[0029] 优选地，所述再生细骨料、再生粗骨料用于环保砖。

[0030] 优选地，所述再生细骨料在环保砖中的质量百分比为5～20％，所述再生粗骨料在

环保砖中的质量百分比为40～70％。

[0031] 工作原理：

[0032] 反击式破碎机是利用动能来破碎石料，而每块石料所具有的动能与该块石料的质

量成正比。因此，在碎石过程中，大块石料受到较大程度的破碎，但较小颗粒的石料，在一定

条件下则不被破碎。输送带上方的设有磁选装置，用于除去输送带上物料中的磁性物质。

[0033] 有益效果：

[0034] 经反击式破碎机破碎后的骨料接近立方体，表面裂纹少，且针片状含量少，均匀多

较好。输送带上方的磁选装置可进一步除去混杂于骨料中的磁性物质，进一步提高骨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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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

[0035] 优选地，步骤(2)至(9)中的操作均在均在封闭场所进行。

[0036] 有益效果：避免了灰尘扩散，有效避免各类环境污染，契合国家提倡的节能环保政

策。

[0037] 优选地，所述再生细骨料、再生粗骨料用于环保砖。

[0038] 优选地，所述再生细骨料在环保砖中的质量百分比为5～20％，所述再生粗骨料在

环保砖中的质量百分比为40～70％。

[0039]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40] 建筑垃圾经人工拣选、筛分后，得到不同粒径的建筑垃圾。由于破碎导致物料表面

产生一些微裂纹，过多的微裂纹不仅会降低物料的硬度，而且会使物料的吸水率增大，影响

再生骨料的利用率，本发明针对不同粒径的建筑垃圾进行不同程度的破碎处理，有效控制

了物料表面微裂纹的数量。

[0041] 一级物料经热风烘干后进行二级破碎，烘干处理可弱化残留于一级物料中砂浆与

骨料的连接强度，有助于后续的破碎过程中砂浆从骨料表面脱落。

[0042] 反击式破碎机是利用动能来破碎石料，而每块石料所具有的动能与该块石料的质

量成正比。因此，在碎石过程中，大块石料受到较大程度的破碎。但较小颗粒的石料，在一定

条件下则不被破碎。

[0043] 输送带上方的设有磁选装置，用于除去输送带上物料中的金属物。

[0044] 在封闭场所进行操作，避免灰尘的扩散。

[004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6] 不同粒径的建筑垃圾经不同程度的破碎处理，可得到均匀程度较高的同一粒径范

围内的再生骨料，分选效果好，分工操作，节约人力物力；一级物料烘干后进行二级破碎，保

证了骨料的表面洁净度；将第四建筑垃圾冲洗，用以除去黏土、淤泥等影响强度的杂质。

[0047] 经反击式破碎机破碎后的骨料接近立方体，表面裂纹少，且针片状含量少，均匀多

较好。

[0048] 输送带上方的磁选装置可进一步除去混杂于骨料中的磁性物质，进一步提高骨料

的纯度。

[0049] 在封闭场所进行操作，避免灰尘的扩散。

附图说明

[0050] 图1是实施例1中的建筑垃圾处理工艺的流程图；

[0051] 图2是实施例1中的建筑垃圾处理工艺中磁选装置的示意图。

[0052] 1、输送带；2、支架；3、磁旋滚筒；4、电机；5、转轴；6、出料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

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

例。

[0054]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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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一种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56] (1)人工拣选：采用人工拣选的方式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初次筛除建筑垃圾中塑

料、电线、玻璃、电线、纤维、钢筋；

[0057] (2)一级筛分：经拣选后的建筑垃圾采用200mm的筛子筛分，得到粒径小于200mm的

第一建筑垃圾、粒径大于或者等于200mm的第二建筑垃圾；

[0058] (3)一级破碎：经一级筛分后粒径大于或等于200mm的第二建筑垃圾通过料仓进入

振动给料机；通过振动给料机送入颚式破碎机内破碎。破碎后经第一筛网筛分后粒径大于

200mm的第一建筑垃圾再次破碎，直至第一建筑垃圾的粒径小于200mm；

[0059] (4)磁选：将经一级筛分后粒径为小于200mm的第一建筑垃圾和经一级破碎后粒径

小于200mm的第二建筑垃圾组成的一级物料，送入磁选机，除去一级物料中的铁、氧化铁、钢

筋；

[0060] (5)风选：磁选后的一级物料送入风选机，除去一级物料中残留的塑料、纤维；

[0061] (6)烘干：将经风选后的一级物料通过输送带放入烘干器中烘干，工作温度300℃；

[0062] (7)二级破碎：将烘干后的一级物料送入反击式破碎机内破碎，破碎后经第二筛网

筛分出粒径大于或者等于40mm的一级物料再次破碎，直至所有烘干后的一级物料的粒径小

于40mm，得到二级物料；

[0063] (8)二级筛分：二级物料通过输送带送入圆振动筛，筛分出粒径小于5mm的第三建

筑垃圾、5～40mm的第四建筑垃圾；粒径小于5mm的第三建筑垃圾为再生细骨料；

[0064] (9)冲洗：将粒径为5～40mm的第四建筑垃圾冲洗，除去杂质，经过滤、干燥后得到

再生粗骨料。

[0065] 进一步地，将经风选后的一级物料通过输送带放入烘干器中，二级筛分中二级物

料通过输送带送至圆振动筛中，风选步骤、二级筛分步骤中的输送带1正上方设有磁选装

置，磁选装置包括支架2、磁选滚筒3、电机4，磁旋滚筒3通过转轴5可转动连接于支架2的顶

端，所述电机4固定于支架的顶端一侧，所述磁选滚筒3底端设有出料槽6。输送带1传送建筑

垃圾的过程中，磁选装置同时旋转，磁选装置中的磁力将输送带1上的建筑垃圾吸附在磁旋

滚筒3表面，并将磁性物质旋转至出料槽6。

[0066] 进一步地，步骤(2)至(9)的操作均在封闭场所进行。

[0067]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

[0068] 通过人工分类，剔除大体积不可用于再生骨料的垃圾；通过将建筑物垃圾筛分成

不同粒径，根据不同粒径进行不同程度的破碎操作，减少人力劳力，控制再生骨料表面的微

裂纹；磁选机进一步剔除经颚式破碎机破碎后，混杂于其中的钢筋、铁、氧化铁。反击式破碎

机是利用动能来破碎石料，而每块石料所具有的动能与该块石料的质量成正比。因此，在碎

石过程中，大块石料受到较大程度的破碎，但较小颗粒的石料，在一定条件下则不被破碎。

垃圾在输送带上运输的过程中，磁选装置同时旋转，磁选装置中的磁力将输送带上的垃圾

吸附在磁旋滚筒表面，并将磁性物质旋转至出料口。

[0069] 本实施例的有益效果：

[0070] 人工分类，为后续筛分、粉碎提供优良条件；不同粒径进行不同的粉碎处理，降低

劳动成本，提高再生骨料的质量；建筑物垃圾经磁选、风选，进一步除去垃圾内的杂质；输送

带上的骨料，分布均匀，便于磁选装置的磁选分离，保证了分离的质量和效果；工艺操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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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均在封闭场所进行，有效避免各类环境污染，契合国家提倡的节能环保政策。

[0071] 实施例2

[007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烘干温度为200℃。

[0073] 实施例3

[007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烘干温度为400℃。

[0075] 实施例4

[007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烘干温度为350℃。

[0077] 实施例5

[0078] 一种环保砖，取实施例1制备的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骨料为主要成分，再生骨料砖

的各质量组分为：再生细骨料10份、再生粗骨料60份、水泥15份、水10份、颜料2份、减水剂3

份。

[0079] 其制备过程如下：

[0080] (1)称取：按比例称取再生细骨料10份、再生粗骨料60份、水泥15份、水10份、颜料2

份、减水剂3份；

[0081] (2)一次搅拌：将再生细骨料、再生粗骨料、水泥、颜料放入搅拌机内进行搅拌，使

之均匀混合；

[0082] (3)二次搅拌：将步骤(2)中混合物边搅拌边加入水和减水剂，再次搅拌均匀，得到

混凝土料；

[0083] (4)装模：将步骤(3)中的混凝土料装入模具内，混凝土料表面作抹平处理；

[0084] (5)压制：将步骤(4)中的装有混凝土料的成型模具放在压力机上进行加压，在

20MPa下保压10min，得到砖坯；

[0085] (6)养护：将步骤(5)制得的砖坯脱模处理，并置于养护室进行养护，养护温度70

℃、养护时间24h，之后移至常温养护室内养护3天，制成再生骨料砖。

[008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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