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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

法，属于建筑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人工

拣选、磁选、一级筛分、一级破碎、风选、表面改

性、浆料制备以及固化成型等步骤。本发明达到

了能够过将建筑垃圾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的效

果，应用于建筑垃圾的回收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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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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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选：将人工筛选后的建筑垃圾通过磁选机，除去物料中的金属物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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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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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风选：将第一建筑垃圾与经过一级破碎后的第二建筑垃圾送入风选机内，除去物料

中的塑料、纤维；

(6)表面改性：将风选后的物料按照质量份数取建筑垃圾粉料放入混合器中，加入水后

混合，使其保持潮湿状态；然后取硅烷偶联剂用无水乙醇稀释，在充分搅拌的情况下均匀滴

加到建筑垃圾粉料中；待建筑垃圾粉料与硅烷偶联剂溶液混合均匀后，置于60～80℃的干

燥箱中干燥1h，得表面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备用烘干；

（7）浆料制备：取经表面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备用；将质量份数的环氧树脂在60-80℃

温度条件下充分溶于有机溶剂后，搅拌条件下依次加入填料、硬脂酸盐或液体增塑剂、有机

纤维、硅油，搅拌均匀后，加入固化剂并搅拌均匀；然后逐步加入准备好的建筑垃圾粉料，并

用适量的有机溶剂调节浆料的黏度，搅拌均匀后即得建筑垃圾复合材料浆料；

（8）固化成型：将步骤（7）中的复合材料浆料300份、水2-3份、羟甲基甲基纤维素钠25份

混合搅拌均匀后，放置12小时，然后用搅拌机将上述混合物打散，之后加入粉煤灰60份、石

膏粉20份、熟石灰25份、硅烷偶联剂3-5份、无水乙醇13-17份、硅酸溶胶10份、硅酸钠20份、

过硫酸钙20份、高锰酸钾9份、水105份，投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不低于60分钟，搅

拌结束后送入压力制砖机中压力成型，压力为70-80KN，成型后的砖放入平板流化机升温至

160-200摄氏度并保温10-20皿，随后取出放入仓库中，在温度为20-30°条件下放置14天即

可出库；

所述建筑垃圾粉料为200目建筑拆迁工地垃圾；

所述硅烷偶联剂为KH-550、KH-560或KH-57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的有

机溶剂包括丙酮、苯、甲苯或乙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的填

料为酚醛树脂、聚氯乙烯、聚苯乙烯或废旧塑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的硬

脂酸盐为硬脂酸钙或硬脂酸锌；所述液体增塑剂为邻苯二甲酸二甲酯或邻苯二甲酸二丁

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的固

化剂为二乙烯三胺、六次甲基四胺或聚酰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加入

碱激发剂，碱激发剂为Ca(OH)2、Na2SiO3·9H2O、Na2SO4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中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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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浆料是由下述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而成：表面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1份；环氧树脂

25-35份；有机溶剂8-12份；填料13-17份；硬脂酸盐或液体增塑剂1-3份；纤维0.5-1.5份；硅

油20-30份；固化剂3-5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风选

后将第一建筑垃圾和第二建筑垃圾通过制砂处理，全部转化为粒径不大于5mm的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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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垃圾转化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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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垃圾

主要是红砖，钢筋混凝土及其混合物。这些建筑垃圾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被直接运到郊外

或乡村采用露天堆放或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堆放和填埋则需耗用大量的征地、垃圾清

运等建设投资，同时，清运和堆放过程中的遗撒和扬尘又加重了环境污染。在现代都市朝着

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的今天，大量工程建设产生的垃圾正威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发达国家较早就针对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实现建筑垃圾的资

源化是切实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良方。但迄今为止，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的相关工作相对

滞后，由此给社会、环境和资源带来种种不利的影响。

[0003] 因此，基于上述承陈述，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

法，其通过人工拣选、磁选、一级筛分、一级破碎、风选、表面改性、浆料制备以及固化成型等

步骤，能够实现建筑垃圾向建筑用砖的转化。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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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选：将人工筛选后的建筑垃圾通过磁选机，除去物料中的金属物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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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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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风选：将第一建筑垃圾与经过一级破碎后的第二建筑垃圾送入风选机内，除去物料

中的塑料、纤维；

(6)表面改性：将风选后的物料按照质量份数取建筑垃圾粉料放入混合器中，加入水后

混合，使其保持潮湿状态；然后取硅烷偶联剂用无水乙醇稀释，在充分搅拌的情况下均匀滴

加到建筑垃圾粉料中；待建筑垃圾粉料与硅烷偶联剂溶液混合均匀后，置于60～80℃的干

燥箱中干燥1h，得表面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备用烘干；

（7）浆料制备：取经表面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备用；将质量份数的环氧树脂在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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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条件下充分溶于有机溶剂后，搅拌条件下依次加入填料、硬脂酸盐或液体增塑剂、有机

纤维、硅油，搅拌均匀后，加入固化剂并搅拌均匀；然后逐步加入准备好的建筑垃圾粉料，并

用适量的有机溶剂调节浆料的黏度，搅拌均匀后即得建筑垃圾复合材料浆料；

（8）固化成型：将步骤（7）中的复合材料浆料300份、水2-3份、羟甲基甲基纤维素钠25份

混合搅拌均匀后，放置12小时，然后用搅拌机将上述混合物打散，之后加入粉煤灰60份、石

膏粉20份、熟石灰25份、硅烷偶联剂3-5份、无水乙醇13-17份、硅酸溶胶10份、硅酸钠20份、

过硫酸钙20份、高锰酸钾9份、水105份，投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不低于60分钟，搅

拌结束后送入压力制砖机中压力成型，压力为70-80KN，成型后的砖放入平板流化机升温至

160-200摄氏度并保温10-20皿，随后取出放入仓库中，在温度为20-30°条件下放置14天即

可出库；

所述建筑垃圾粉料为200目建筑拆迁工地垃圾；

所述硅烷偶联剂为KH-550、KH-560或KH-570。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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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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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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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建筑垃圾复

合材料表面硬度高、抗压抗折能力强、密度小，且具  有较好的耐水性、透气透水性，不仅可

以用来制砖，还可以将其应用于建筑物防震、城镇排水渠盖板、  山体滑坡地带表面硬化等

广泛的应用领域。

[0007] 较佳的：所述步骤（7）中的有机溶剂包括丙酮、苯、甲苯或乙醇。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丙酮、苯、甲苯或乙醇来源广泛，便于获取。

[0009] 较佳的：所述步骤（7）中的填料为酚醛树脂、聚氯乙烯、聚苯乙烯或废旧塑料。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酚醛树脂、聚氯乙烯、聚苯乙烯或废旧塑料来源广泛，便

于获取。

[0011] 较佳的：所述步骤（7）中的硬脂酸盐为硬脂酸钙或硬脂酸锌；所述液体增塑剂为邻

苯二甲酸二甲酯或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硬脂酸钙能够降低脱模难度，邻苯二甲酸二甲酯具有良

好的粘着性和防水性能，不仅能够提高建筑垃圾复合材料浆料的整体性，还能够提高固化

成型之后的砖的防水性能。

[0013] 较佳的：所述步骤（7）中的固化剂为二乙烯三胺、六次甲基四胺或聚酰胺。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加快建筑垃圾复合材料浆料的固化反应的速度，使

得建筑垃圾复合材料浆料的固化反应的速度能够更快的变稠，或者在使用者控制固化剂用

量的同时控制固化反应的速度。

[0015] 较佳的：所述步骤（6）中加入碱激发剂，碱激发剂为Ca(OH)2、Na2SiO3·9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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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2SO4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加快建筑垃圾粉料的水化反应，能够对建筑垃圾粉

料的水化反应起到催化作用，便于使用者控制建筑垃圾粉料水化反应的速度。

[0017] 较佳的：所述步骤（8）中的复合材料浆料是由下述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而成：表面

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1份；环氧树脂25-35份；有机溶剂8-12份；填料13-17份；硬脂酸盐或液

体增塑剂1-3份；纤维0.5-1.5份；硅油20-30份；固化剂3-5份。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增强复合材料浆料凝固后的强度，同时还能够使得

复合材料浆料具有良好的疏水性，使得复合材料浆料成型为砖之后的防水性能得到提高。

[0019] 较佳的：所述步骤（5）中，风选后将第一建筑垃圾和第二建筑垃圾通过制砂处理，

全部转化为粒径不大于5mm的骨料。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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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

骨料的表面洁净度，可以除去黏土、淤泥等影响强度的杂质。

[0021]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  通过人工拣选、磁选、一级筛分、)一级破碎、风选、表面改性、）浆料制备以及固化成

型等步骤，能够实现建筑垃圾向建筑用砖的转化。

[002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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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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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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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一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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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2)磁选：将人工筛选后的建筑垃圾通过磁选机，除去物料中的金属物料。

[002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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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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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5)风选：将第一建筑垃圾与经过一级破碎后的第二建筑垃圾送入风选机内，除去

物料中的塑料、纤维；风选后将第一建筑垃圾和第二建筑垃圾通过制砂处理，全部转化为粒

径不大于5mm的骨料，即建筑垃圾粉料。

[0029] (6)表面改性：将风选后的物料放入混合器中，加入水后混合，使其保持潮湿状态；

然后取硅烷偶联剂用无水乙醇稀释，并加入Ca(OH)2溶液，在充分搅拌的情况下均匀滴加到

建筑垃圾粉料中，；待建筑垃圾粉料与硅烷偶联剂溶液混合均匀后，置于60～80℃的干燥箱

中干燥1h，得表面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备用烘干。

[0030] （7）浆料制备：取经表面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备用；将环氧树脂在60-80℃温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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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充分溶于甲苯后，搅拌条件下依次加入废旧塑料、硬脂酸锌或邻苯二甲酸二甲酯、有机

纤维、硅油，搅拌均匀后，加入六次甲基四胺或聚酰胺并搅拌均匀；然后逐步加入准备好的

建筑垃圾粉料，并用适量的有机溶剂调节浆料的黏度，搅拌均匀后即得建筑垃圾复合材料

浆料。

[0031] （8）固化成型：将步骤（7）中的复合材料浆料300kg、水2-3kg、羟甲基甲基纤维素钠

25kg混合搅拌均匀后，放置12小时，然后用搅拌机将上述混合物打散，之后加入粉煤灰

60kg、石膏粉20kg、熟石灰25kg、硅烷偶联剂3-5kg、无水乙醇13-17kg、硅酸溶胶10kg、硅酸

钠20kg、过硫酸钙20kg、高锰酸钾9kg、水105kg，投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不低于60

分钟，搅拌结束后送入压力制砖机中压力成型，压力为70-80KN，成型后的砖放入平板流化

机升温至160-200摄氏度并保温10-20皿，随后取出放入仓库中，在温度为20-30°条件下放

置14天即可出库。

[0032] 建筑垃圾粉料为200目建筑拆迁工地垃圾。

[0033] 硅烷偶联剂为KH-550、KH-560或KH-570。

[0034] 复合材料浆料是由下述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而成：表面改性的建筑垃圾粉料1kg；

环氧树脂25-35kg；有机溶剂8-12kg；填料13-17kg；硬脂酸盐或液体增塑剂1-3kg；纤维0.5-

1.5kg；硅油20-30kg；固化剂3-5kg。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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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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