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4.工程弃土快速多级原位分离及高效资源化利用

技术依托单位：深圳申佳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发展阶段：推广应用

适用范围：该技术可用于在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和

盾构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挖掘出来的工程弃土

处理。主要有建筑工程施钻勘探挖掘弃土、建筑工程基础挖

掘弃土、建设场地平整挖掘弃土、盾构工程施工挖掘弃土等。

主要技术指标和参数：

一、工艺路线及参数

工程弃土快速多级原位分离及高效资源化利用，是采用

物理的方法，通过水洗分散弃土，利用物料的比重不同，经

过多级重力分选方法使弃土分离出建筑用砂、混凝土及砖块、

泥浆，再采用物理浓缩、板框压滤的方法将泥浆脱水成泥饼。

分离出的建设用砂可直接提供给混凝土及砂浆搅拌站使用，

混凝土及砖块可破碎加工成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骨料，泥饼

可加工成烧结新型墙体材料、建筑陶瓷坯体用粘土、发泡陶

瓷隔墙板、橡胶填料等。

二、主要技术指标

该技术能将所有工程弃土全部处理，处理效果能达到

99%以上。能使废弃的工程渣土加工成具有使用价值的原材

料，同时消除因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工程弃土而对环境污染的

问题，也极大地减少了为堆填工程弃土而占用的土地，为城



市建设解决一大难题。该技术在处理工程弃土过程中，采取

物理方法对弃土进行水洗处理，水回收利用，无排放，做到

零排放、零污染，有效地保持环境安全。

三、技术特点

一是能快速连续分离工程弃土，一次性将工程弃土中的

废混凝土块及砖块、砂、泥分离开来。二是采用水洗分选方

法，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的建设用砂。三是能将废混凝土块

及砖块制成再生建筑骨料，充分利用废弃资源。四是使产出

的泥浆充分均化，制成质量稳定的粘土。

四、技术推广应用情况

该技术正在应用于深圳申佳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深

圳市宝安区大铲湾港三期建筑工程弃土综合处理项目上。

第一期计划年处理工程弃土 1200 万立方米，共建 8 条生产

线，现已有 2 条线在正常运行，另有 4 条线已建成正在调试，

预计 2020 年 3 月份整个项目可全部完成。第二期计划在同

一地点延伸岸线上建设年处理工程弃土 1200 万立方米的项

目。同步在深圳市盐田港东港区拟建的规模也是年处理工程

弃土 1200 万立方米。预计明年可全部完成，届时总的年处

理工程弃土 3600 万立方米，将解决深圳市工程弃土的三分

之一处理量。

五、实际应用案例

案例名称 大铲湾港三期港区建筑工程弃土综合处理项目



业主单位 深圳申佳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金湾大道与西乡大道交汇处大铲湾港三期

工程规模 年处理建筑工程弃土 1200 立方米

项目投运

时间

项目于 2018 年 11月开始动工，目前已建成 6条生产线，

正常运行 2条生产线。另两条生产线正在建设，预计 2020

年 3 月全部完成投运。

验收情况 待验收

工艺流程

1、将汽车运来的弃土直接倒入喂料槽内，也可用挖掘机

投料，使用多方位的高压清水喷射弃土，让其进入滚筒

洗石机中再用高压清水喷射翻滚清洗，将大于 3.5 厘米

的混凝土及红砖大块料分离出来，作为制备再生粗骨料

的原料。

2、经过滚筒洗石机冲洗出来的泥浆自流进第一级螺旋除

砂机进行粗选分离，由螺旋片旋刮的粗泥砂浆自流进滚

筒洗砂机。将大于 5 毫米的混杂粗砂石筛分出来，此粗

砂石经除杂后，作为制备再生细骨料的原料。

3、通过滚筒洗砂机冲洗出来的泥浆直接自流进第二级螺

旋除砂机进行精选分离，将小于 5 毫米的中砂由螺旋片

旋刮出来，自流进入振动脱水筛。此砂经脱水后，作为

配制建设用砂的中砂。

4、经过 2 螺旋除砂机精选分离出来的泥浆，用泥浆泵送

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离，将大于 200 目的底流砂分离出

来，自流进入振动脱水筛。此砂经脱水后，作为配制建

设用砂的细砂。

5、将 3 与 4出来的中砂和细砂按国家 GB/ T 14684-2011

《建设用砂》标准进行混合配制，成为标准的成品砂。

6、将 4出来的溢流泥浆泵送至浓缩罐中进行浓缩，再送

至板框式压滤机进行压滤脱水，制成泥饼，作为烧结新

型墙体材料、建筑陶瓷坯体料、发泡陶瓷隔墙板、橡胶

填料的原料。

主要工艺

运行和控

制参数

1、弃土处理水电耗用参数：

耗用水：生产用水 2.00 m3 / m3 弃土，循环回收水 1.50

m3 / m3 弃土，实际消耗水 0.50 m3 / m3 弃土；耗用



电 15.0 kwh / m3 弃土。

2、弃土处理主要控制参数

① 建筑用砂含泥量≤3.0%

② 建筑用砂氯离子含量≤0.02%

③ 水力旋流溢流泥浆浓度 10-15%

④ 压滤泥饼含水率≤35.0%

3、弃土处理执行标准

① GB/T 50743-2012《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

规范》；② GB/T 51322-2018《建筑废弃物再生工厂设计

标准》；③ GB/T 25177-2010《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④ GB/T 25176-2010《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⑤

GB/T 14684-2011《建设用砂》；⑥ GB/T 26742-2011《建

筑卫生陶瓷用原料粘土》；⑦ SJG 37-2017《深圳市建筑

废弃物再生产品应用工程技术规程》；⑧ SJG - 2019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与综合利用设计规范》；⑨

2009.10.01《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条例》。

关键设备

及设备参

数

滚筒洗石机处理能力 500m3/h，螺旋除砂机处理能力 200

m3/h，滚筒洗砂筛处理能力 150 m3/h，振动隔渣筛处理

能力 100 m3/h，振动脱水筛处理能力 100 m3/h，泥浆泵

处理能力 320 m3/h，水力旋流器处理能力 40 m3/h，柱

塞泵处理能力 30 m3/h，程控压滤机处理能力 30 m3/h，

650 皮带输送机处理能力 130 m3/h，800 皮带输送机处

理能力 220 m3/h，1400 皮带输送机处理能力 350 m3/h。

污染防治

效果和达

标情况

该技术能将所有工程弃土全部处理，处理效果能达到99%

以上。能使废弃的工程渣土加工成具有使用价值的原材

料，同时消除因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工程弃土而对环境污

染的问题，也极大地减少了为堆填工程弃土而占用的土

地，为城市建设解决一大难题。该技术在处理工程弃土

过程中，采取物理方法对弃土进行水洗处理，水回收利

用，无排放，做到零排放、零污染，有效地保持环境安

全。资源化利用的产品标准：

① GB/T 14684-2011《建设用砂》

② GB/T 25177-2010《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③ GB/T 25176-2010《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④ GB/T 5101-2017《烧结普通砖》

⑤ GB/T 13545-2014《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

⑥ GB/T 13544-2011《烧结多孔砖和多孔砌块》

⑦ GB/T 26742-2011《建筑卫生陶瓷用原料 粘土》

⑧ JG_T511-2017《建筑装饰用发泡陶瓷保温板》

二次污染

治理情况

在利用弃土处理后的泥饼加工其它烧制产品时，采取目

前先进的除尘、除硫、除氟技术于生产过程中，能达到

国家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即 GB/T 29620-2013《砖

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GB/T 25464-2010《陶

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投资费用 28800 万元

运行费用
年处理弃土总费用合计 53301.60 万元

处理每 M³弃土费用 44.42 元

能源、资源

节约和综

合利用情

况

该案例年处理弃土 1200 万立方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建

筑工程弃土综合处理利用项目。其主要是采取水洗的方

法将弃土进行分离，制成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和原材料，

每年能为建筑行业提供建筑用砂 538 万立方米、碎石骨

料 91万立方米，为建筑陶瓷行业提供粘土 548 万吨。粘

土可用于烧结新型墙体材料、建筑陶瓷坯体料、发泡陶

瓷隔墙板、橡胶填料的原料。该案例水的循环利用率达

到 75%，资源利用率达到 99%。每年能减少开采粘土的用

地约 300 亩，减少开采石料的用地约 30亩，减少开采建

筑用砂的用地约 3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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