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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房屋拆除工程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及
清运一体化管理模式
—— 以深圳市南山区康泰生物城市更新单元项目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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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选择，建筑业作为推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成分，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文章主要围绕房屋拆除工程中产生的建筑废弃物综
合利用及清运一体化展开分析和讨论，首先介绍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发展现状，房屋拆除工程产生的建筑废弃物种类、
数量和产品，然后分析采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清运一体化管理模式产生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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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废弃物组成成分复杂，来源较
广，导致对建筑废弃物的定义在各领域
未完全统一。住建部 2005 年 3 月颁布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
建筑废弃物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
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
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
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 [1]。深圳市
2009 年 10 月 1 日 起 实施 的《 深 圳 市 建
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条例》中建筑废弃
物的定义是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
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以及装修房屋
等施工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砖瓦、混凝土
块、建筑余土以及其他废弃物 [2]。
随着深圳市不断加快推进现代化创
新性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更新改造活
动中也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废弃物。据测
算，2017 ～ 2020 年深圳市将产生总量约
为 3.97 亿吨的建筑废弃物，年均产生量
约 9920 万平方米。其中政府投资工程弃
土约 6450 万平方米，社会投资工程弃土
约 2700 万平方米，拆建物料约 770 万平
方米 [3]。目前深圳市处理建筑废弃物的
主要渠道包括受纳填埋、工地回填、海陆
外运、围填海以及综合利用，其中依靠海
陆外运年处置建筑废弃物约 7800 万平方
米，占比达 82.7%[4]。一旦周边城市收紧
外运渠道，处置缺口将会急剧扩大。由于
原有的“先排放、后处置”模式已不可持
续，因此将建筑废弃物通过综合利用方式
转化为可用的建筑材料已是大势所趋。
1  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基
本情况
1.1  政策分析

目前，深圳市对建筑废弃物综合利
用的扶持和资助政策是依据《深圳市建
筑废弃物处置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市、区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生产、销售、
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优惠政策，
扶持和发展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鼓励企业利用建筑废弃物生产建筑材料
和进行再生利用”。深圳市南山区对辖
区内房屋拆除工程采用建筑废弃物综合
利用的企业进行政策扶持，根据《南山
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绿色建筑

分项资金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四项规定，
“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按项目建
筑废弃物综合处理量予以资助，建筑拆
除每平方米资助 10 元，单个项目最高资
助不超过 100 万元”[5]。
1.2  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
现状
在房屋拆建工程综合利用方面，截
止 2019 年 4 月底，深圳市南山区已备案
的房屋拆除工程项目共 16 个，均采用综
合利用方式处理拆除产生的建筑废弃物。
其中 2019 年南山区建筑拆除废弃物量为
15.61 万吨，生产再生骨料 14.85 万吨，
占比 95%；用于工程回填 1.05 万吨，占
比 5%。同时，深圳市南山区开展了茶光
工业园、南方科技大学校区等建筑废弃
物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建设。其中，南方
科技大学拆迁项目成为全国首个建筑废
弃物“零排放”项目，建筑废弃物资源
化再生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茶光工业
区作为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通过
在项目现场引进社会机构实施建筑废弃
物综合利用，实现了建筑废弃物的现场
再生利用处理。
虽然深圳市南山区在建筑废弃物综
合利用政策扶持及行业孵化等方面高度
重视，但相对实际需求来说，建筑废弃
物的资源价值还未得到充分发挥。深圳
市南山区目前有移动式建筑废弃物综合
利用企业 3 家，无固定厂式建筑废弃物
综合利用企业，与市场需求相差甚远。
1.3  推行房屋拆除与建筑废弃物综合利
用一体化管理模式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发布实施了《深圳市房屋拆除工程
管理办法》（深建规〔2017〕6 号），推
行房屋拆除、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清
运一体化模式，要求独立从事房屋拆除
工程的承包单位必须具有相应施工资质
及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能力，对不具备

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能力的拆除施工企
业，必须联合具备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
能力的企业共同承担房屋拆除工程 [6]。
2  南山区房屋拆除与建筑废弃物综合利
用及清运一体化项目实践
2.1  项目基本情况

康泰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拆除建筑面
积为 20310.71 平方米，临时性建筑面积
407.18 平方米。工程位于深圳市南山科
技园科发路 6 号，南临科发路、北临规
划路、东临科技路、西临科慧东路，周
边毗邻科技园金融基地、讯美科技广场、
东侧临近大冲村，项目概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深圳市南山区康泰生物城
市更新单元项目项目概况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深圳鑫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利用单位

深圳市华威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拆除施工单位

深圳永恒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鸿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 建 筑 废 弃 物 种 类： 根 据 现 场
勘查，拆除建筑物主要为框架结构和砖
混结构。全部拆除后，建筑废弃物堆料
中各组份按重量的比例：废弃混凝土块
60%、废弃砖石块 30%、废陶瓷和砂浆 5%、
废弃物钢材 3%、木屑塑料等有机杂质占
约 2%，如表 2 所示。
（2）建筑废弃物数量：根据测绘报
告，康泰城市更新单元项目共有建筑物
10 栋，建筑废弃物主要是砖混及混凝土
框架结构永久性结构组成，建筑物面积
测绘分栋汇总表如表 3 所示。
根据《建筑废弃物减排技术规范》
（SJG21-2011），拆除建筑废弃物产生
量指标为 1130 千克／平方米，由拆除建
筑的废弃物产生量估算公式：

表 2 拆除建筑废弃物组份构成
建筑废弃物组成
建筑废弃物 砖混结构
组成比例 框架结构

废混凝土块（%）碎砖石（%） 废钢材（%）废陶瓷、砂浆（%）可燃废料（%）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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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建筑物面积测绘分栋汇总表
建筑物
用途

基层面积
（平方米）

层数

编号

名称

01#

康泰生物

砖混

变电所

178.58

1

02#

康泰生物

砖混

锅炉房

186.67

1

186.67

／

186.67

03#

康泰生物

框架

厂房

522.69

2

1008.58

18.40

1026.98

04#

康泰生物

砖混

设备房

234.84

1

234.84

／

234.84

3  项目一体化处理模式成效

05#

康泰生物

框架

厂房

1237.64

3

3837.70

／

3837.70

3.1  节约土地，节省天然砂石的使用

06#

康泰生物

框架

厂房

3810.10

3

10042.87

41.65

10084.52

07#

康泰生物

砖混

门卫室

45.31

1

36.21

4.56

40.77

08#

康泰生物

砖混

办公

412.58

1

412.58

／

412.58

09#

康泰生物

框架

厂房

1336.31

3

4098.44

／

4098.44

10#

康泰生物

框架

厂房

209.64

1

209.64

／

209.64

汇总

／

／

／

8174.36

／

20246.11

64.60

20310.71

（1）
式中：Wc 为拆除建筑的废弃物产生
量，千克；Ac 为被拆建筑的建筑总面积，
平方米；Qc 为拆除建筑的废弃物产生量
指标，千克／平方米。
根据以上拆除建筑的废弃物产生量
估算公式，该项目拆除建筑的废弃物产
生量约为 2.295 万吨。
2.2  编写《建筑废弃物节能及减排综合
利用方案》
经过对现场实地勘查以及对工程施
工环境、运输条件等综合调研，结合企业
成熟的再生建材产品生产技术工艺、施
工工艺方法、科技成果及同类工程的处理
经验，编制了《康泰城市更新单元项目
拆除建筑废弃物减排及综合利用方案》。
2.3  及时办理拆除工程专项备案手续
康泰城市更新项目拆除施工开工前，
建设单位向深圳市南山区住房和建设局
办理了房屋拆除工程专项备案手续。深
圳市华威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与深圳永恒
工程开发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按照
《康泰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拆除建筑废弃
物减排及综合利用方案》采用拆除与建
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清运一体化模式开
展施工作业。
2.4  建筑废弃物现场资源化一体化循环
利用
康泰城市更新单元项目采用拆除和
现场资源化处理一体化模式，该项目综合
利用企业深圳华威环保建材公司投入履
带式移动（反击破）破碎站（由广西美
斯达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MC250I），设备处理能力为 250 吨 / 时。
（1）在建筑物拆除前，对项目产生
建筑废弃物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开展
建筑废弃物产量估算、建筑废弃物质量评
价及建筑废弃物的可资源化程度进行分
析，并对建筑物进行拆除前预清理，从源
头上对建筑废弃物进行分类管理，提高建
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率。（2）在建筑拆除
阶段，建筑物拆除与建筑废弃物循环利
用一体化施工。制定拆除方案时考虑后
期资源化利用，通过建筑拆除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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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建筑面积的建筑部位（平方米）

结构

全面积

半面积

合计

178.58

／

178.58

弃物综合利用处理信息进行统计并上报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四是监管项目现
场的施工处理工艺，要求综合利用企业
首先将建筑废弃物中的杂质通过预筛分
除去，再将建筑废弃物破碎成不同粒径
的再生骨料，最后进一步进行筛分得到
不同粒径的骨料 [7]。

提高建筑废弃物原料品质。（3）建筑废
弃物循环利用处理阶段，拆除后的建筑
废弃物经过机械和人工分拣后，根据项
目的实际情况和工期控制目标要求，现
场设置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设备，利
用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将混凝土块、
砖石等无机类惰性材料进行资源化处理，
制成各种不同级别的再生粗、细骨料。
2.5  主要产品及应用途径
本项目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主要生
产两种不同粒径的再生骨料，一是粒径
小于 10 毫米的细骨料约 0.918 万吨，占
骨 料 总 量 的 40%； 二 是 粒 径 为 10 ～ 30
毫米的粗骨料约 1.377 万吨，占骨料总
量的 60%。
本项目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生产的
骨料一是供给至附近的水泥制品企业，
用于生产环保水泥砖、预拌砂浆、再生
骨料混凝土等；二是用于本项目后期建
设及周边的建设工程的基坑回填管道填
埋、路基水稳层等；三是运往建筑废弃
物综合利用厂生产再生建材产品。
2.6  安全及环保措施
在施工现场拆除区域采用阻燃安全
网和钢管架围挡进行安全防护，并设置
醒目警示标志，施工人员进出施工现场
必须佩戴安全帽，实行全封闭施工。
现场配备粉尘、噪声等测试设备，
对现场噪声和扬尘等进行监测，设专人
对施工现场进行喷水降尘，环保部门定
期对各项环保指标（污水排放等）进行
测试。严格控制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减
少对周边的影响。
2.7  项目日常监管
南山区住房和建设局按照《深圳市房
屋拆除工程管理办法》（深建规〔2017〕
6 号）的要求，对该项目实施指导与监
管。一是督促项目现场落实噪音控制、
粉尘治理等措施，现场噪音排放不得超
过《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GB
12524-90）规定的标准；二是督促项目
现场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要求在现场设
置安全网围栏、警示标志，所有施工人
员必须佩戴安全帽；三是对项目建筑废

以受纳场填埋深度 5 米计算，本项
目可避免采用传统的填埋方式处理建筑
废弃物而所需占用的大量土地资源，可
节约土地约为 1333 平方米，通过对建筑
废弃物进行综合处理，生产再生骨料，
减少相应天然矿石开采量约 6 万吨。
3.2  减少环境污染
采用传统的填埋方式处理建筑废弃
物，建筑废弃物的塑料、涂料、石棉等
物质会对土壤及地下水体造成环境污染。
通过对项目建筑废弃物的直接综合利用，
实现了建筑废弃物的减量化，改变了传
统建筑废弃物直接填埋处置的模式，减
轻对城市水体、土壤、大气环境的污染，
使得现有填埋场地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
缓解了建筑垃圾围城的危害。还节省了
政府建设建筑废弃物填埋场所涉及的征
地、拆迁和管理等费用。
3.3  减少交通拥堵
将建筑废弃物转运至受纳场填埋或
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进行处理，需
使用载重泥头车进行转运，影响城市交
通，同时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本项目
通过在现场设置移动式破碎筛分等处理
设备，实现建筑废弃物就地资源化，避
免二次转运给城市交通造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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