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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宁波建筑垃圾资源利用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其建筑垃圾产生量长期维持高位增

长， 资源化利用难度不断加大， 政策上难以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再生产品技术创新不足。 为
了破解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低问题， 提出完善和健全相关法规与政策； 加大科学技术研究，
延长产业链； 搭建信息化平台， 加强政府监督和宣传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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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Utilization Status of Construction Wast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Ningb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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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ivil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d the utilization status of construction waste resources in Ningbo. The produc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has maintained a high growth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is increasing. It is difficult to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society in policy, lacking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renewable produc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uti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the article proposed to improve and perfec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rov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
build information platform; strengthen government oversight and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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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建筑垃圾呈井
喷式增长。 据统计， 每万平方米建筑在施工过程
中将产生 500～600 t 建筑垃圾， 每万平方米旧建

筑拆除将产生 7 000~12 000 t 建筑垃圾 [1]。 预计
2020 年全国建筑垃圾将达到 26 亿 t， 许多城市
面临着建筑垃圾围城的状态。 如此庞大的建筑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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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 绝大部分以填埋和随意排放的方式进入自然

将持续增加， 且旧建筑物拆除垃圾比重将逐渐增

环境， 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也造成资源的巨大

加， 这必将导致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难度更大。

浪费， 更为严重的是日益堆放而形成的“建筑垃

1.2 建筑垃圾处置能力得到提升， 但资源化率低

[2-3]

。

建筑垃圾经过一定的工艺处理后， 大多可作

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是我国城镇化加快发展

为再生利用资源。 宁波市建筑垃圾资源中淤泥、

阶段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也是转变我国发展方

渣土处理后主要用于海洋围垦、 绿化用地、 基础

式、 构建“两型” 社会、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提

回填及制作烧结砖与陶粒； 旧建筑物拆除垃圾处

高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内容。 为此， 广州、 深

置途径较少， 主要通过破碎分拣处理后， 作为混

圳、 重庆及成都等地陆续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凝土砖的骨料。 近年来， 宁波市针对建筑垃圾资

圾山” 甚至会造成滑坡、 坍塌等突发事故

[4-7]

。 由于各地建筑业发展程度和建筑垃

源化利用， 开展了技术攻关， 处置水平得到了显

圾资源化现状存在差异，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不尽

著提升， 如： 引入泥浆固化技术， 实现建筑泥浆

相同。

就地处置， 将其分离成可回收利用的清水和可利

用的研究

本研究深入分析宁波建筑垃圾现状、 特征与

用的泥饼， 清水回流打桩， 泥饼固化后作为场地

利用条件， 明晰具有区域特色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土回填， 也可外运制砖， 这一资源化利用模式在

用的内涵要求， 寻找适应宁波市的建筑垃圾资源

宁波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中成功应用； 宁波振和新

化利用模式， 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引领行业践行

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利用清淤淤泥生产新型墙体

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材料， 淤泥经干化处理后掺入量 50%～70%[8]； 宁

1 宁波市建筑垃圾资源化现状

波胜达墙体材料厂对回收的建筑垃圾进行分拣

1.1

建筑垃圾产量巨大， 组分复杂

后， 将混凝土碎块制成石粉用作水泥砖原材料，

建筑垃圾是指建设、 施工单位或个人对各类

将木块用作燃料。

建筑物、 构筑物、 管网等进行建设、 铺设或拆

然而， 宁波建筑垃圾资源化率不足 5%， 与

除、 修缮过程中所产生的渣土、 弃料、 淤泥及其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高的城市相比仍有差距。

他废弃物， 还包括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

据统计， 欧美发达国家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已达

生的弃土、 弃料及其他废弃物。 建筑垃圾产量巨

75%， 日韩已达到 95%； 虽然我国目前建筑垃圾

大， 组成复杂， 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且受建筑物

资源化率不足 10%， 但先进城市， 如许昌已达

结构类型、 建筑工地及施工管理水平的影响。

到 95%。 此外， 宁波市具有建筑垃圾经营服务

2016 年， 宁波市主城区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总

资质的企业有 53 家， 设计产能每年可消纳建筑

量为 3 500 万 t 左右， 2017 年达 4 000 万 t， 同

垃圾 580 万 t， 但产量不高， 市场份额较低， 资

比增长 14.3%。 宁波市主城区建筑垃圾主要包括

源化产品单一， 未形成产业链。

建筑渣土、 建筑泥浆及旧建筑物拆除垃圾等， 其

1.3

宁波市建筑垃圾资源化相关政策

中， 建筑渣土约占 80%以上。 由于建筑渣土及

近年来， 宁波市相关部门陆续颁布了 《宁波

建筑泥浆主要是基础与道路开挖、 基础施工打桩

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宁波市 2016—2018 年

所产生的， 其成分往往单一， 再生利用较为简

河湖库塘清淤工作方案》 《宁波市淤污泥和建筑

单； 但旧建筑拆除过程所产生的垃圾， 成分较复

垃圾新墙材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等相关政策。

杂， 大多为混凝土、 砂浆、 砖石及装潢废渣， 回

这些政策规定， 明确了建筑垃圾处置应当遵循减

收利用复杂。

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 建筑垃圾产生者承担处

2013 年以来， 宁波市中心城区新建商品房

置责任和陆上消纳为主的原则； 市财政设立河湖

建筑面积进入相对稳定期， 但预计每年仍维持在

库塘清淤奖补助资金， 对各地河湖库塘清淤项目

2

1 500 万 m 的高量状态。 此外， 随着“名城名

进行以奖代补； 全市将选取 12 家企业作为循环

都” 建设， 诸如城市棚户区改造、 “三改一拆”

经济产业链示范企业， 并成为浙江省或宁波市淤

行动、 中心城区背街小巷综合整治工程等城市更

污泥和建筑垃圾新墙材资源化示范企业， 以推动

新计划的相继出台， 城市拆除面积将进一步增

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的发展。 建筑垃圾资源化正

加。 可见， 未来宁波市中心城区建筑垃圾产量仍

迎来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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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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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4.1 宁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建筑垃圾的处置办
法， 但实际可操作性不强
建筑垃圾收集、 运输、 利用的综合政策、 条
例及标准缺乏， 这给建筑垃圾的管理带来较大困
难。 且政策多停留在方向性指导方面， 难以指导
建筑垃圾资源化行业进行具体工作。 能够具体落
实和操作的地方配套政策始终脱节。
1.4.2

对企业扶持政策不足， 资金扶持力度不

够， 社会积极性普遍不高
现有综合绩效考评机制是以亩产论英雄， 导
致许多企业不但不能享受优惠政策， 在电耗、 水
耗以及成本方面高于其他企业， 所以难以调动企
业开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的积极性。 另外， 宣传
力度不够， 全社会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氛
围尚未形成。
1.4.3 企业自行收集的建筑垃圾来源不稳定
由于信息不对称， 90%以上企业的建筑垃圾
来源不固定， 需自行寻找收集， 供求不平衡， 建
筑垃圾平均利用率下降 50%以上。 这需要政府
部门统筹协调， 对建筑垃圾的供应提供保障， 形
成较完整的产业链， 多筹并举提高资源化率。
1.4.4 技术创新不足， 再生产品销路不畅
目前宁波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创新
不足， 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存在瓶颈。 企业没有深
加工技术， 仅能将较为洁净的建筑垃圾在建筑垃
圾破碎站破碎成骨料， 产品附加值低， 利润低，
资金回收慢。 虽然建筑垃圾再生建材产品被列入
行业或地方标准， 能满足相关建材的质量要求，
但由于现阶段市场对再生产品的认识不足， 建筑
垃圾再生产品售价虽比常规天然材料产品低， 但
销路仍就不畅[9]。
2 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的措施
2.1 完善和健全相关法规与政策， 推动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
2.1.1 完善和健全建筑垃圾资源化的相关法规
明确资源化利用的程序和监管范围， 确保建
筑垃圾源头收集、 存放、 运输及利用等环节链接
成一个有机整体， 构建适合宁波特色的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的产业链管理模式， 建立与完善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政府退出机制。
2.1.2 加大优惠扶持力度
从企业审批、 资金扶持、 基金化方面出台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扶持政策； 建设一批省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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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工程， 树立一批市级循环
经济典型企业、 园区等， 以绿色建筑、 示范工程
为载体引领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的发展； 政府引
导推广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大规模化应用， 提出
使用比例； 建立再生建材绿色采购制度。
2.1.3 建立综合绩效考评机制
将建筑垃圾分类存放和密闭储存的要求纳入
文明施工工地管理考核指标。 凡属政府投资的公
共建筑、 市政公用设施等工程项目， 在保证工程
质量和再生产品满足标准的前提下， 必须使用一
定比例的再生产品， 并将建筑垃圾资源化率纳入
考核指标。
2.2 加大科学技术研究， 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
2.2.1 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纳入政策法规
体系
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符合宁波市实际的建筑垃
圾资源化产业体系， 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产
业链管理模式， 来完善各种管理规定、 惩治违法
行为的制度规范， 增补相应的法律条文和规定；
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政府退出机制研究，
提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模型[10]， 制定建材绿
色评价、 认证与可交易制度， 出台建筑垃圾处置
费定价机制与标准。
2.2.2 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适宜技术的研究
依托科研院所、 高校， 实行产学研用相结
合， 制定建筑垃圾再生产品质量标准和应用技术
规程； 围绕源头减量—智能分类—高效转化—清
洁利用—精深加工—精准管控全技术链， 抓住海
绵城市建设、 地下管廊及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契
机， 加大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和应用研
究， 例如： 对于装饰装修过程中的废弃木材， 可
通过技术将其制成生物质颗粒用作燃料， 以减少
煤的使用； 对于废弃的混凝土块可通过相应手段
形成再生骨料、 再生掺合料； 对于开挖过程中的
淤泥， 可通过相应技术将其制成砌块、 烧结砖。
对于再生产品的强度、 经济性等要求则是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过程中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可通
过研发新技术与新工艺， 提升装备制造能力。 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可延伸至预拌混凝土、 预
拌砂浆、 道路水泥碎石稳定层、 透水层铺装和新
型墙体材料等领域。
2.2.3 开展适宜宁波特色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市场
化运作模式的研究
为了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宁波市建筑

2018 年第 3 期

陈锡芹

邱天皓

53

温小栋等 宁波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与对策

垃圾资源化市场应由政府引导逐步转向市场机制

及政策法规、 管理体制、 技术研发及产品推广，

调节， 开展政府退出机制的研究， 从建筑垃圾资
源化企业公司化、 特许经营、 可绿色交易等方

需政府部门宏观调控， 各部门联动， 积极引导扶
持建筑垃圾经营服务企业， 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

面， 提出适宜宁波地区的运作模式。
2.3 搭建信息化平台， 加强政府监督和宣传

策、 资金支持， 构建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链管理
模式， 建立全过程、 实时的监管体系， 形成政府

2.3.1 构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全过程物联网监
控系统和大数据管理平台
一是结合互联网、 卫星定位等现代高端技

引导、 企业参与、 全民监督的市场环境， 才能使
宁波市建筑垃圾走上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术， 对建筑垃圾资源化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
实时监控、 精准管理及数据分析， 实现建筑垃圾
的全过程智能化可追溯管控。 二是鉴于当前宁波
建筑垃圾排放量的 80%以上为建筑渣土， 这些
渣土在有填方需求时可直接利用。 因此利用大数
据管理平台对建筑渣土供求信息进行分析及调
剂， 在供需不平衡时进入消纳场。 三是对建筑垃
圾的环境属性及特征进行分析， 以便其进入最适
合的资源化利用途径； 也可对建筑垃圾排放者履
责进行绩效评价。
2.3.2 加强政策制度宣传， 强化监管对象的知法
守法意识
一是发挥广播电视、 微博微信及网络等新媒
体的作用， 宣传建筑垃圾处理渠道、 调配方法及
违法责任， 并及时曝光典型案例。 二是积极开展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普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基本知识， 提高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为
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3 结语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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