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动破碎站在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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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已成为社会发

展的主旋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提出“建设的现代化，必须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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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明确提出：

实行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充分合理
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
促进固体废物的充分回收和合理利用。

国家鼓励、支持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集
中处置固体废物的措施，促进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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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
年产生量约 35亿吨，利用率不到 5%，而
我国建筑垃圾正以8~10%的速度递增,未来
2/3的城市将被建筑垃圾包围

隧道渣
年产生量约42.4亿吨

尾矿（露天堆放）
年产生量约 13 亿吨，利用率仅 15%；

煤矸石
年产生量约6 亿吨，利用率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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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合资源再生固废

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建
设部在土壤污染防治、绿色制造工程实施、城
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和促进建材工业发展等工
作中要求。

鼓励企业整合砂石骨料用尾矿、废石、建
筑垃圾等资源替代自然资源，提高尾矿、废石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水平。

2、创新技术提高品质

住建部、工信部在制定机制砂石骨料工厂设
计规范和推广高性能混凝土工作过程中。明确了
机制砂石骨料的生产规范，要求企业要对石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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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体界面等进行系统的深
入细致的研究。不断提高砂石骨料产品的质量，
满足高性能混凝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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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是指在建筑物拆除、建设、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包括渣土、混凝土块、碎石块、砖瓦碎块、废砂浆、泥浆、沥青块、
废塑料、废金属、废竹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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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绝大部分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便被施工单位运往郊外或乡村，露天
堆放或填埋，耗用大量的征用土地费、垃圾清运费等建设经费，同时，清运和
堆放过程中的遗撒和粉尘、灰砂飞扬等问题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废弃
混凝土的细粉料和可溶性酚碱成分经风吹雨淋扩散至地下，会恶化土壤和地下
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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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中分选作业的产物中有用目标组分含量较低而无法用于生产的部分称为
尾矿。尾矿是有待挖潜的宝藏。专家认为，我国矿业循环经济当前的任务就是要
开发利用长期搁置的大量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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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矸石是采煤过程和洗煤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物，是一种在成煤过程中与煤
层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比煤坚硬的黑灰色岩石。包括巷道掘进过程中的掘
进矸石、采掘过程中从顶板、底板及夹层里采出的矸石以及洗煤过程中挑出的
洗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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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洞渣是指隧道掘进过程中开挖出来的石

料废渣。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和对环境保

护的重视，隧道在山区高速公路中的比重越来

越大，部分山区高速公路隧道占路线总长的比

例已突破40%。这些隧道开挖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产生大量洞渣，由于受施工工艺、施工组

织等因素的影响，大量隧道洞渣得不到合理利

用，常常需要建设专门的弃土场来废弃。洞渣

废弃既占用了土地资源，又影响了环境，有时

因处置不当还会形成安全隐患。2016年，交通

运输部印发了关于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指导意

见，要求公路建设要“零弃方、少借方”，要

将传统做法中的弃土加以保存和利用，变废为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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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nent utilization of solid waste and resources

我国目前和今后都无法继续
靠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推进现
代化进程，必须加快推进循环经
济发展，从源头减少能源消耗和
废物排放，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
循环利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因此，固废资源化利用
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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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特重工

固废资源化最佳的合作伙伴

以环保事业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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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of regenerative material mobile crushing equipment

•   无基础及配套施工需要，能拆迁现场就地加工便捷；

•   能够快速移动工位，消除倒料工序，降低再生成本；

•   不同工况下可灵活组合配套，降低投资成本；

•   设备操作保养简单，降低人员投资成本；

•   设备置配套隔音设备和去尘设备，进行防尘降噪处理，已达到国
家车间环保检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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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of regenerative material mobile crushing equipment

•   分拣：通过重型筛或者人工去除原料中大块的杂物；

•   除铁：去除中小型的钢筋、铁丝等杂物；

•   破碎：将大的骨料破碎成满足再生要求的粒型；

•   筛分：根据再生要求进行筛分分类；

•   风选：再次去除骨料中轻质杂物；

•   整个过程加以除尘技术：喷淋、雾炮、纳膜抑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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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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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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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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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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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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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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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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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eight

26



Kreat solution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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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generated materials for solid waste

破碎是固体废物的再生的一个重要工艺环节，而只有解决了破碎
后的材料的应用问题才真正实现固体废物再生的目的。

目前破碎后材料主要利用有：

1 破碎后作为建筑物基础垫层或道路基层，是最简

单的利用方法，也是最常用的再生利用方法 ；

2 破碎后生产混凝土砌块砖、铺道砖、再生透水砖

等砖制品；

3 代替部分天然砂石骨料制作再生骨料混凝土，这

是对废弃混凝土最有价值的处理方法，用再生骨料

制作的再生混凝土是一种绿色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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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generated materials for soli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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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generated materials for soli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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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generated materials for solid waste

31



Krea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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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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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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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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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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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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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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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Profile

星都国际总
部研发营销

中心

小石坝西南矿机部
件生产基地

杨林工业园区
总装工厂

• 云南凯瑞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集履带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

租赁及服务于一体的公司。

• 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工程建筑、土石方工程、道路建筑、城市基础设施等行业中的砂石

骨料破碎筛分作业，同时产品还应用于水泥混凝土道路、沥青路面、建筑垃圾等资源再生利用领

域的破碎筛分作业。 40



Kreat Profile

国际品质，追求卓越，信誉为本，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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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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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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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at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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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dition to innovation to integration

喂料机构

震动喂料机、喂料斗、震动电机等
反击式破碎机、颚式破碎
机、圆锥式破碎机、锤式
破碎机、制砂机、筛分机
等

皮带传输装置

给料皮带机、主皮带机、成品
皮带机、过渡皮带机、返料皮
带机等

履带行走动力总成、破碎
主机或筛分机动力总成

主破碎机或筛分机

动力总成给料皮带机、主皮带
机、成品皮带机、过
渡皮带机、返料皮带
机等

震动喂料机、喂料斗、震
动电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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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dition to innovation to integration

行走履带总成

液压马达及减速机、
液压泵、控制阀、液
压管件等

智能电控系统总成

履带行走控制装置、破
碎或筛分生产工作控制
装置（变频控制或软启
动控制）

其他选配装置

除铁装置、降尘喷淋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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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construction   

1、破碎材质为花岗岩或玄武岩或硬质鹅卵

石、矿石等坚硬物料。

适用颚破+圆锥破+3层筛分机，生产成品料

3-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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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construction   

2、破碎材质为石灰石或青石、风化石、混凝

土、沥青、等中硬物料。

适用颚破+锤破或反击破+3层筛分机，生产成

品料3-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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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construction   

3、破碎材质为建筑垃圾。

则适用颚破+反击破+筛分机：也可直接使用反

击破+筛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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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win cooperation

0871-63649992

滕秋丽
13529336034
0871-6364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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