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砂石，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材料。之所以称之古老，

是因为早在公元前 1000 年，古希腊奥林匹亚人就用爱琴

海中的胶凝物和天然砂石建造建筑 ；称之现代，是因为

现代是通过先进技术和装备开采矿山并经加工而制成。

从国家发布的新城镇建设和轨道交通、公路、铁路

建设等计划看，未来几年砂石骨料的用量呈现快速增长

趋势。新环保法的发布，对资源和环境保护有了新的要

求。目前我国砂石行业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借

鉴其他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促进砂石骨料行业快速转

型升级。

砂石骨料的市场需求

目前我国砂石骨料最大的应用市场是 ：住房和新城

镇建设、轨道交通、公路、铁路等建设。

1. 住房和城镇化建设

从国际上看，房价大幅下跌与城镇化率有关。当一

个国家城镇化率超过 60% 时，房价大幅下跌就可能发

生。美国房价波动时城镇化率超过 70% ；日本房产泡沫

破灭是因为城镇化率超过 67% ；欧洲出现这种情况也是

城镇化率超过 65%。

中国大陆总人口 13.6 亿人，城镇常住人口 7.3 亿人，

2013 年城镇化率达到 53.7%。根据国家 2014-2020 年

新型城镇化规划，预计 2020 年城镇化率达到 60%。在

城镇化进程中，“三个 1 亿人”会带来住房刚性需求，由

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 42 万亿元。

1-4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2322 亿元，同比

增长 16.4%，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

住宅投资 15299 亿元，增长 16.6%，增速回落 0.2 个百

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68.5%。与去年同月

相比，70 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1 个，上涨

的城市有 69 个。4 月份，同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

13.6%，最低为下降 4.4%。 专家称 ：房地产市场将进入

平稳转换期。

5 月初，财政部会同住建部下拨 2014 年中央财政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1193 亿元，用于支持地方特

借鉴成功经验
促进砂石骨料行业快速转型升级
中国砂石协会　胡幼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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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中西部地区发放租赁补贴、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和实

施城市棚户区改造等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要求市县财

政部门按照工程进度及时拨付资金。

2.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到 2013 年底，全国有轨道交通的城市 19 个，预

计到 2020 年有轨道交通的城市将达到 50 个。据发改

委统计，目前获批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城市已达 36 个，

2014 年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将达到 2200 亿元，比去年增

加 400 亿元。

目前，我国地铁造价为每公里 5-8 亿元左右，轻轨

为每公里 2-3 亿元左右。

3. 公路建设

根据国家公路网规划，国家干线公路网络到 2030

年会实现首都辐射省会，省际多路联通，地市高速通达，

县县国道覆盖，1000 公里以内的省会、县可以当天到达，

东中部地区省会到地市可以当天往返，西部地区省会到

地市可以当天到达，区域中心城市重要的经济区，城市

群内外的交通，沿边沿海的公路也会贯通。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 -2030 年）》中，国家

公路网规划方案由普通国道和国家高速公路两个路网层

次构成，总规模约 40 万公里。普通国道由 12 条首都放

射线、47 条北南纵线、60 条东西横线和 81 条联络线组成，

总规模约 26.5 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由 7 条首都放射线、

11 条北南纵线、18 条东西横线，以及地区环线、并行线、

联络线等组成，约 11.8 万公里 ；另规划远期展望线 1.8

万公里，主要位于西部地广人稀的地区。

据测算，修建这些路共需资金量 4.7 万亿元，其中

普通国道 2.2 万亿元，高速公路 2.5 万亿元。

4. 铁路建设

在 2014 年初，中国铁路总公司安排今年固定资产

投资为 6300 亿元，之后第一次调整增加至 7000 亿元 ；

4 月 8 日由 7000 亿元增至 7200 亿元。4 月 30 日再度调

整，调整后的铁路投资总额将达到 8000 亿元以上，这是

今年不到 4 个月时间第三次向上调整铁路投资计划。中

铁总公司称，不排除未来还会有调整计划，2014 年中国

铁路总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有望超过 2010 年的极值

8426.52 亿元。

从目前规划来看，未来两年估计集中建设 2 万公里

的高铁路线，2015 年将建成“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

实现建成 12 万公里的通行里程，到 2020 年达到 16 万

公里。

5. 长江经济带建设

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经济带一

起成为一南一北两大重点区域发展典型。建设长江经济

带，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

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

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建设长

江经济带，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 11 个省市约 6 亿人的区域。

根据《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到 2022 年长江经

济带将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其中现代化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将率先建成。这一运输体系将以长江黄金水道为

主轴，以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为支撑，在保证长江干线

航道畅通高效的同时，全面建成沿江高速铁路和国家高

速公路，基本形成城市群轨道交通网络骨架，将为砂石

带来新的市场。

6.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

李克强 5 月 2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

快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会议确定，在今明

两年和“十三五”期间 (2016 年 -2020 年 ) 分步建设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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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规划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工程建成后，将实现新

增年供水能力 800 亿立方米和农业节水能力 260 亿立方

米，增加灌溉面积 7800 多万亩，使我国骨干水利设施体

系显著加强。

从以上建设及投资计划来看，未来砂石市场需求量

大，这为加快砂石骨料行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水泥的发展历程

水泥自 1824 年诞生以来，其生产技术是一个不断进

步、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水泥的生产过程可概括为“二

磨一烧”，即按一定比例配合的原料，先经粉磨制成生料，

再在窑内烧成熟料，最后通过粉磨制成水泥。在生产过

程中，窑是核心设备，水泥技术的发展以窑炉技术进步

来划分。

水泥自出现至今有近 200 年的历史，其生产先后经

历了仓窑（也称瓶窑，1824 年英国）、立窑（1884 年德国）、

干法回转窑（1895 年美国）、湿法回转窑（1912 年美国）

和新型干法回转窑（1932 年德国）等发展阶段，最终形

成现代的预分解窑新型干法（1971 年日本）。

1889 年，河北唐山开平煤矿附近设立了用立窑生产

的唐山“细绵土”厂。1906 年在该厂的基础上建立了启

新洋灰公司，年产水泥 4 万吨。我国从六、七十年代开

始“小水泥”蓬勃发展，1986 年 10 月，我国自主开发

设计的第一条日产 2000 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线在江西

水泥厂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水泥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1993 年，集中了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国家“八五”

期间重点工程——吉林双阳水泥厂日产 2000 吨新型干法

生产线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 2000 吨级水泥新型干法生

产技术基本成熟。2004 年 5 月 26 日，我国第一条日产

10000 吨生产线在铜陵海螺一次点火成功，标志中国水

泥工业的技术进步。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水泥大国，主流技术已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是集矿山开采、物流、仓储、自动化、

集成化、规模化为一体的现代产业。在环保方面，水泥

窑余热发电、协同处置工业废弃物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得到普遍应用。

砂石骨料的发展历程

1. 破碎机的发展历程

早在公元前 2000 多年就出现了最筒单的粉碎工

具——杵臼 , 公元前 200- 前 100 年演变为脚踏碓，公

元前 4 世纪发明了连续粉碎的畜力磨，稍晚时期出现

了辊碾连续粉碎破碎机械。公元 200 年之后，在脚踏

碓和畜力磨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水动连机水碓、水磨、

连磨等。这些机械除用于谷物加工外，还扩展到其他

物料的粉碎作业上。

随后出现了用蒸汽机驱动的辊式破碎机（1806 年），

破碎岩石的颚式破碎机（1858 年），具有连续破碎动

作的旋回破碎机（1878 年），能耗较低的冲击式破碎

机（1895 年）。

二十世纪 30-50 年代，相继研制出辊碗磨机、辊盘

磨机等立轴式中速磨机。到了 70 年代初期，已制造出每

小时产量为 5000 吨、最大给料直径达 2000 毫米的大型

旋回破碎机。进入 90 年代以后，能够生产 0.5-30 吨振

动破碎机、4-24 吨静碾破碎机等规格品种较全的系列产

品。随着科技的发展，破碎机械发展至今，已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

2. 砂石骨料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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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骨料的发展是伴随建筑技术的发展以及砂石骨

料生产设备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砂石

骨料的发展也因天然砂石的减少和禁采而逐渐向机制砂

石发展的过程。在砂石骨料的生产中，核心技术是“破

碎和筛分”，其生产过程可概括为“精破细筛”。

第一阶段 ：以人工开采天然砂石为主，砂石多为自

然风化、流水剥蚀而形成 ( ？ -1977 年 ) ；

第二阶段 ：天然砂石实现机械化开采，砂石质量逐

步提升 (1978-2001 年 ) ；

第三阶段 ：机制砂石骨料的比重快速增加，砂石骨

料行业技术标准逐渐完善，砂石是以开采矿山经过加工

而制成（2002-2012 年）；

第四阶段 ：砂石骨料的市场逐步细分，面向高性能、

耐久性混凝土骨料的比重逐步增加 (2013-2017 年 ) ；

第五阶段 ：城市建筑垃圾协同处置的二次加工技术

逐步成熟，城市矿山的概念得到认可 (2018-2020 年 )。

砂石骨料发展阶段的划分因素是 ：

我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 

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1949-1958 年——起步阶段；

1958-1965 年——大起大落阶段 ； 1966-1977 年——停

滞阶段； 1978-2000 年——发展阶段；2001-2013 年——

快速发展阶段。 2013 年房地产销售额和投资额都超过

8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超预期，城市房价上涨。进入

2014 年，从前 4 个月看，房价出现了波动。

砂石骨料的发展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率有关 ：改革开

放以后 ,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1978-2002 年，

城市数量从 193 个增加到 660 个 ；城镇人口从 1.7245

亿人上升到 5.0212 亿人，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也从

17.92% 上升到 37.63%。

工业化率是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到 20%-40%，为正在工业化初期 ；达到 40%-60% 为

半工业化国家 ；达到 60% 以上为工业化国家。2013 年

我国工业化率 47%。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工业化

和城镇率化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率达到 30% 时，

城镇化率可以达到 60% ；工业化率达到 40% 时，城镇化

率一般在 75% 以上。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为 47%，城

镇化率为 53.7%。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比例表明，城镇

化的发展空间很大。

砂石行业由早期的江河湖泊人工开采，到天然砂石

机械开采，再发展到当前的机制砂石规模化生产。最终

将发展成为矿山开采、加工、物料储运高度集成化、自

动化、规模化的现代产业。在环保方面，城市建筑垃圾

得到再生重复利用。

目前各地陆续新建万吨级规模的机制砂石生产线，

采取了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坚持生态优先、环保措施同

步到位，砂石骨料工业技术升级步伐明显加快。

水泥与砂石骨料工业技术进步比较

水泥工业技术进步的历程是 ：仓窑（也称瓶窑）—

立窑—干法回转窑、湿法回转窑—新型干法回转窑—预

分解窑新型干法—技术不断升级，生产效率和能耗不断

降低—余热发电、协同处置工业废弃物和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现代化的工厂。

水泥列为国家统计局工业产品统计范畴，国家在各

个时期都有相应的产业政策、科研经费和技改资金支持，

国家成立专门的研究设计院、检测机构负责技术研发和

质量检测，技术升级较快，标准、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健全。

获得过不少建材行业科技进步奖。

砂石工业的技术进步历程是 ：原始的天然砂石人

工开采—使用简单的机械开采—机械化开采—因天然

砂石禁采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机制砂石—机制砂石规模

化生产的现代化工厂（正在形成）—其技术在不断升级，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注重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最后

将发展为城市建筑垃圾再生重复利用的环保产业—现

代化的工厂。

砂石未列为国家统计局工业产品统计范畴，国家在

各个时期相应的产业政策较少 , 至今没有产业政策、科

研经费和技改资金支持，没有专门的科研设计院所、检

测机构负责技术研发和质量检测，技术升级较慢，标准少、

质量检验检测体系不健全。只有湖州新开元碎石公司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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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行业科技进步奖。

从以上水泥与砂石骨料工业的技术进步对比可以看

出，砂石骨料工业在基础研究、标准质量、检验检测的

等诸多方面速度远远慢于水泥工业，国家重视程度也有

较大区别。

提升砂石骨料工业的技术水平

砂石骨料和水泥工业在矿山开采、物料储运、自动化、

规模化、环境保护等方面有相近之处，借鉴水泥工业发

展的成功经验，加快砂石骨料行业技术升级，主要有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正确认识砂石产品和产业

传统的砂石产品主要是开采天然砂石资源而获得。

长期以来，采砂采石主要是挖掘、筛分、运输等，对采

集的砂石几乎不进行加工，或进行少量加工。由于传统

砂石生产简单，人们普遍认为所涉及的技术不复杂，将

其作为一项专门的技术来研究的人不多，导致砂石行业

技术进步相对滞后。由于各地政府对砂石的开采缺乏合

理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有些企业不按规定生产，给人

们形成了砂石行业脏乱差、破坏环境的印象。

近年来，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大多数地区已禁

止开采天然砂石，机制砂石不断发展成熟。机制砂石的发

展是合理利用资源、规范开采秩序、保护环境的需要，是

高性能混凝土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

机制砂石与传统的砂石生产不同，涉及系统的设计

和多项复杂的技术，要重视研究开发工作，要在行业的

技术水平和设计能力等方面不断提高。

目前，建设万吨级砂石骨料生产线的大企业不断增

加，这些生产线采取了先进的环保措施，引领砂石行业

快速转向工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绿色环保方向，行

业形象大为改观。砂石开始步入“大矿时代”，“砂石老板”

这一歧视性称谓伴随着开矿主体的重新洗牌而逐步淡出

人们视野。

砂石骨料行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需要行业同仁的共同努力。

2. 制定合理的开采规划和相应的政策，引导行业

发展

目前机制砂石的比重不断加大，是重要的转型时期。

各地政府应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和矿山资源的情况，对

砂石的开采进行重新规划和布局 ；需要对有关政策进行

梳理，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修改或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

引导和支持企业按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和环保要求进行开

采。政府应制定鼓励矿山开采后形成的建设用地、建设

公园等的政策和措施。

砂石企业也应重组联合，增强实力，增强环保意识，

增加在环保方面的投入。

3. 机制砂石的开采和加工要进行系统的设计

传统的天然砂石开采主要依靠人工，设备比较简陋，

往往只考虑满足生产要求即可，是局部设计或是部分或

单条生产线，一般产能较小，效率不高，环保措施跟不上。

国家发布的“机制砂石行业机制砂石发展指导意见”

和“建设用砂石矿山开采准入条件”，要求新建机制砂石

生产线应对矿山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对开采和生产线

进行合理布局，采用先进的生产装备和生产线，注重产

能和产品质量，重视高效、节能、环保、智能化以及资

源的综合利用，要求砂石生产过程中要降低粉尘排放，

对生产中的废水的和细粉进行回收再利用，达到清洁生

产，要求低碳和循环发展，实现砂、石、废水全部循环利用，

做到真正的零排放。

要对机制砂石生产系统、建设、运行管理、安全、

环保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设计。从石矿开采和加工、

物料储运、资源利用、能源消耗、粉尘、噪音、废水处

理与回收利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体现全方位绿色

制造、全系统实现智能节能的理念。

4. 组建砂石骨料研发和质检机构，制定行业标准

一个产业的发展，要有理论来指导，要有技术来支撑；

要保证产品的质量，要有检验检测机构。多年来人们对

砂石的开采和生产技术普遍重视不够，相关技术规范、

标准不多，目前国家和地方尚没有检验检测机构，通过

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几乎没有。

要加强研发体系和质量检测体系的建设，尽快建立研

企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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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检测机构，对砂石的开采、加工和装备技术、产品标

准、质量、检测等体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提升砂石

行业的技术研发、质量标准、检测等整体水平，制定各项

标准，推动砂石产业向工业化、规模化生产方向发展。

5. 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研究

随着国家对建筑、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质量要

求不断提高，需要高质量的砂石骨料。

要对石矿开采技术、矿石加工技术和机械装备的核

心技术进行研究 ；对砂石骨料的颗粒级配、颗粒形状、

表面特征、针片状颗粒含量、石粉含量、空

隙率、线膨胀系数以及骨料 - 浆体界面

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研发

新装备，提升装备水平，以满足不

断发展的需要。

6. 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修 订 后 的《 环 境 保 护 法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对

立法理念、监管机制及法律责任

等进行了修订，完善了环境保护的

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和过程管理，

对生态保护和补偿，对土壤保护，对区域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联防联治等急需解决的

问题都做了规定，授予各级政府、环保部门新的监管

权力，也规定了对环保部门自身的严厉行政问责措施。

支持企业节能减排等。

其中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增强环保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

环境保护的义务 ；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

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

2013 年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较差，平均达标天数比

例为 37.5% ；珠三角区域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76.3% ；

长三角区域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64.2%。有关专家称 ：

治理雾霾需要 20-30 年，至少需要 10-15 年。目前我

国工业化率 47%、城镇化率 53.7% ；发达国家工业化率

60% 以上、城镇化率 70% 以上。要治理现有污染、新

建设期带来的污染，任务艰巨！

石矿的开采和加工，主要涉及噪声、粉尘、废水、

清洁运输过和矿山复绿。砂石企业的生产要达到绿色矿

山的要求，重视矿山开采的生态保护和节能降耗，对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石粉、废水回收利用，达到“零排放”

的环保要求。

7. 注重废旧混凝土的回收和再利用

我国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每年要消耗约 120 亿吨砂

石骨料。城市老旧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改造，要产生大量

的建筑垃圾，其中废弃混凝土量最大，给资

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如不利用这些

废弃物，会增加环境的负荷，也是

对资源的浪费。目前世界各国都对

废弃混凝土进行处理，在重建工

程中用作再生骨料，既节约了天

然骨料资源，又对保护环境有利。

砂石行业对废旧混凝土的回

收和再利用具有显著的优势，对

落实资源循环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在行业同仁和各相关领域的共同努力

下，砂石产业将成为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循环

再利用和城市矿山的环保产业。

8. 建设机制砂石开采、加工、储运一体化的现代化

工厂

我国水泥、玻璃、陶瓷产业，从 80 年代初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经过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

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在科技、信

息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相关研究设计院、高校等

和砂石骨料企业已加大了研发力度，砂石骨料行业的转

型升级明显加快。

在各级政府和行业协会的支持下，通过借鉴其他行

业的成功经验，在行业同仁和广大企业的不懈努力下，

通过不断提升砂石骨料行业的技术水平，未来砂石骨料

的开采、加工、储运必然是高度集成化、自动化、规模化、

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工厂，也是城市建筑垃圾协同处置再

利用的环保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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