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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针对储水式电热水器，以某一

采样周期提取用水时刻的流量、热水出水温度、

内胆温度及冷水进水温度；采用最小二乘线性拟

合方法分别计算出热水出水温度和内胆温度变

化率；将所述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内胆温度、冷

水进水温度、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和内胆温度变

化率作为神经网络输入量，经神经网络运算，预

估出剩余等效洗浴水量；根据热量守恒定律，依

据当前采样提取的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及冷水进

水温度，计算出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最后用预

估的剩余可用等效洗浴水量除以等效洗浴水量

用水率可得到剩余洗浴时间。本发明可准确预估

出剩余洗浴时间，以提高用户洗浴质量，增强用

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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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针对任一型号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以某一采样周期提取用水时刻的流量、热水出水

温度、内胆温度及冷水进水温度；

S2，依据当前及前若干秒内采样的热水出水温度和内胆温度，采用最小二乘线性拟合

方法分别计算出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和内胆温度变化率；

S3，将所述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内胆温度、冷水进水温度、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和内胆

温度变化率作为神经网络输入量，经神经网络运算，预估出剩余等效洗浴水量；

S4，根据热量守恒定律，依据当前采样提取的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及冷水进水温度，计

算出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

S5，用神经网络预估的剩余可用等效洗浴水量除以当前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以得到剩

余洗浴时间的预测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采

样周期设定为2～10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出

水温度及内胆温度的变化率计算采用过去10～30秒内数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等

效洗浴水量为某一热水出水量与适量的进水冷水充分混合后得到的水温为可洗浴温度的

水量；所述可洗浴温度的设置范围为38℃—4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神

经网络为多层前馈网络；其创建步骤为：①针对任一型号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依次进行多组

不同进水温度、内胆温度和进水流量条件下的用水实验，以所述采样周期得到加热—保

温—放水实验数据；②根据出水口温度大于40℃和流量不为零两个条件，剔除不满足条件

的数据，以提取出原始数据中的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内胆温度和冷水进水温度数据集；③

依据采样的出水温度及内胆温度，利用最小二乘线性拟合算法求出各自温度变化率，并连

同流量、冷水进水温度、热水出水温度及其内胆温度作为神经网络输入数据集，同时利用原

始数据中的各点流量、冷水进水温度和热水出水温度求取输入数据集对应的剩余等效洗浴

水量数据集，作为输出数据集；④按照各数据变量的最大最小范围，对整理后的输入数据集

和对应的输出数据集归一化；⑤依托神经网络工具箱，建立并训练六输入单输出的网络模

型，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隐层节点数下输出的剩余等效洗浴水量与实际输出数据集间的误

差，得到输出误差较小且运算量较小的神经网络结构；⑥获得所述神经网络结构的权值和

阀值数组，并编写成C语言函数，便可依据在线采集的用水数据，预估出当前剩余等效洗浴

水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用水

时设可洗浴温度为计算温度阈值，当热水出水温度低于该阈值时，剩余洗浴时间为零，反

之，则需预测剩余洗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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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的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热水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的预

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智能家居产业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智能家居的热潮。其

中，储水式电热水器作为重要的家用电器，其功能已在先前单一的加热、保温、用水之上加

入了多种诸如预约、定时、速热、3D、中保等多种高级应用。特别的，为了提高洗浴质量和用

户体验，近年来关于储水式电热水器的剩余水量或剩余洗浴时间的相关技术也已逐渐兴

起，若能在洗浴过程中，较为准确地预测剩余热水量或洗浴时间，则可使用户实时掌控洗浴

进度，并能及时应对热水浪费和洗浴水量不足的情况，这是一种较强的现实需求，也对增强

储水式电热水器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0003] 在众多现有技术中，比较新颖且有代表性的方法有：

[0004] 发明申请公布号CN  104112065  A，申请日2014年6月30日，申请公布日2014年10月

22日，发明创造的名称为热水器和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的计算方法，该案公开了一种热水

器剩余洗浴时间的计算方法，主要步骤有：①获取热水器的初始参数(几何、状态、设定和热

力学等)；②根据初始参数确定二维数据模型参数(如内胆垂直分层数量、每层能量块数量

和洗浴截止温度)以建立二维数据模型；③根据二维数据模型参数以及温度分布估计方法

估算热水器内胆的初始温度分布；④根据热水器内胆的初始温度分布采用温度迭代方法计

算热水器内胆内的实时温度；⑤根据热水器内胆内的实时温度和二维数据模型参数计算热

水器的剩余洗浴时间。本案基于热传导相关理论推导出实时温度和截止洗浴温度之间的时

间间隔，从理论性上看应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但其涉及影响因数较多、迭代运算量较大，

对电热水器数据处理单元要求较高。

[0005] 发明申请公布号CN  105202765  A，申请日2015年8月29日，申请公布日2015年12月

30日，发明创造的名称为预测热水器剩余热水量的装置和方法，该案公开了一种预测热水

器剩余热水量的装置和方法，将水箱体积沿垂直方向分成若干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内对

应设有一个温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并反馈对应子区域的温度，以准确预测水箱内剩余的热

水量。通过垂直细分电热水器储水空间，并分别计算各子区域剩余热水量，从理论亦可较为

精确地推导出总剩余热水量值。但为得到较好预测结果，必然使用较多的温度传感器，这不

但会增加电热水器的制造(硬件和软件)、维护等成本，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使用的可靠性。

[0006] 因此，综合考虑硬件成本、算法复杂度和预期目标，如何在尽可能不改变现有储水

式电热水器基本配置的情况下，设计出一种较精确的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7] 根据上述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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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方法，该方法利用电热水器的实验数据，通过创建适当的神经网络模型，以准确地预估

出剩余洗浴水量及洗浴时间，提高用户洗浴质量，增强用户体验。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于：一种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

测方法，包括用水数据采样提取，温度变化率计算，神经网络等效洗浴水量预估，等效洗浴

水量用水率计算和剩余洗浴时间计算共5个步骤，具体为：

[0009] S1，针对任一型号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以某一采样周期提取用水时刻的流量、热水

出水温度、内胆温度及冷水进水温度；

[0010] S2，依据当前及前若干秒内采样的热水出水温度和内胆温度，采用最小二乘线性

拟合方法分别计算出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和内胆温度变化率；

[0011] S3，将所述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内胆温度、冷水进水温度、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和

内胆温度变化率变量作为神经网络输入量，经神经网络运算，预估出剩余等效洗浴水量；

[0012] S4，根据热量守恒定律，依据当前采样提取的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及冷水进水温

度，计算出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

[0013] S5，用神经网络预估的剩余可用等效洗浴水量除以当前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以得

到剩余洗浴时间的预测值，即为用户提供可视化洗浴信息。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采样周期设定为2～10秒；所述出水温度及内胆温度的变化率计算

采用过去10～30秒内数据。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等效洗浴水量为某一热水出水量与适量的进水冷水充分混合后得

到的水温为可洗浴温度的水量。按照用户洗浴习惯，所述可洗浴温度的设置范围为38℃—

42℃，优选的是所述可洗浴温度设置为40℃。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神经网络为多层前馈网络，如RBF、BP神经网络等。

[0017] 所述BP神经网络的创建步骤为：①针对任一型号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依次进行多

组不同进水温度、内胆温度和进水流量条件下的用水实验，以某一采样周期得到加热—保

温—放水实验数据；②根据出水口温度大于40℃和流量不为零两个条件，剔除不满足条件

的数据，以提取出原始数据中的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内胆温度和冷水进水温度数据集；③

依据采样的出水温度及内胆温度，利用最小二乘线性拟合算法求出各自温度变化率，并连

同流量、冷水进水温度、热水出水温度及其内胆温度作为神经网络输入数据集，同时利用原

始数据中的各点流量、冷水进水温度和热水出水温度求取输入数据集对应的剩余等效洗浴

水量数据集，作为输出数据集；④按照各数据变量的最大最小范围，对整理后的输入数据集

和对应的输出数据集归一化；⑤依托神经网络工具箱，建立并训练六输入单输出的网络模

型，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隐层节点数下输出的剩余等效洗浴水量与实际输出数据集间的误

差，得到输出误差较小且运算量较小的神经网络结构；⑥获得所述神经网络结构的权值和

阀值数组，并编写成C语言函数，便可依据在线采集的用水数据，预估出当前剩余等效洗浴

水量。

[0018] 此外，在用水时设可洗浴温度为计算温度阈值，当热水出水温度低于该阈值时，剩

余洗浴时间为零，反之，则需预测剩余洗浴时间。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使用较少的传感器(1个流量传感器，3个温度传感

器，特别的在适当降低剩余洗浴时间预测精度的条件下冷水温度传感器也可节省)和较小

的在线数据运算量，在几乎不改变现有绝大多数储水式电热水器硬件配置的条件下，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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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较为精确的剩余洗浴时间预测，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流程图；

[0021] 附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实验参数A(进水温度、内胆温度和进水流量分别为5℃、65

℃和3L/min)时的用水过程实验数据图；

[0022] 附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实验参数B(进水温度、内胆温度和进水流量分别为10℃、65

℃和5L/min)时的用水过程实验数据图；

[0023] 附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图5和图6所述的实际剩余等效洗浴水量与神经网络预估等

效洗浴水量的比较图；

[0024] 附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隐层节点数为6的神经网络结构图；

[0025] 附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神经网络创建流程图；

[0026] 图中，11-实验参数A时热水出水温度；12-实验参数A时内胆温度；13-实验参数A时

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14-实验参数A时内胆温度变化率；15-实验参数A时实际剩余等效洗

浴水量；21-实验参数B时热水出水温度；22-实验参数B时内胆温度；23-实验参数B时热水出

水温度变化率；24-实验参数B时内胆温度变化率；25-实验参数B时实际剩余等效洗浴水量；

31-实验参数A时神经网络预估剩余等效洗浴水量；32-实验参数B时神经网络预测的剩余等

效洗浴水量；4-神经网络；41-输入层；42-隐层；421-输入层至隐层权值；422-输入层至隐层

阈值；43-输出层；431-隐层至输出层权值；432-隐层至输出层阈值；44-输出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一步清楚、

完整地描述。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与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的实施方式。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储水式电热水器剩余洗浴时间预测方法包括用水数据采样提取

S1，温度变化率计算S2，神经网络等效洗浴水量预估S3，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计算S4和剩余

洗浴时间计算S5共5个步骤，具体有：

[0029] 1)用水数据采样提取S1

[0030] 某次用水过程中需要采集的数据有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内胆温度和冷水进水温

度四个变量。如图2所示为实验参数A，即进水温度、内胆温度和进水流量分别为5℃、65℃和

3L/min时的用水过程实验数据图。在该实验中，采用所述60L容量的普通储水式电热水器，

并保持进水温度和进水流量恒定，以一定的采样周期分别采集热水出水温度11和内胆温度

12，如图2(a)所示。所述采样周期为5秒。

[0031] 如图3所示为实验参数B，即进水温度、内胆温度和进水流量分别为10℃、65℃和

5L/min时的用水过程实验数据图。在该实验中，采用60L容量的普通储水式电热水器，并保

持进水温度和进水流量恒定，以一定的采样周期分别采集热水出水温度21和内胆温度22，

如图3(a)所示。所述采样周期为5秒。

[0032] 2)温度变化率计算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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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依据实验采集的热水出水温度11和21以及内胆温度12和22，采用最小二乘线性拟

合方法求取实验参数A下的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13和内胆温度变化率14，以及实验参数B下

的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23和内胆温度变化率24，如图2(b)和3(b)所示。所述出水温度及内

胆温度的变化率计算采用过去15秒内数据。

[0034] 进一步地，采用累加计算的方式，可求取出在所述实验参数A和实验参数B时每采

样点下的实际剩余等效洗浴水量15和25，如图2(c)和3(c)所示。

[0035] 3)神经网络等效洗浴水量预估S3

[0036] 分别将所述实验参数A和实验参数B时的流量(3L/min和5L/min)、热水出水温度

(11和21)、内胆温度(12和22)、冷水进水温度(5℃和10℃)、热水出水温度变化率(13和23)

和内胆温度变化率(14和24)作为神经网络输入量，经神经网络运算，分别预估出实验参数A

和实验参数B时的剩余等效洗浴水量31和32，如图4所示；该图4(a)和4(b)分别表示了本发

明实施例图2和图3所述实验参数A和实验参数B时的实际剩余等效洗浴水量15和25与神经

网络预估的等效洗浴水量31和32的比较关系，不难看出，神经网络预估等效洗浴水量与实

际剩余等效洗浴水量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因此具有很高的预估精度。

[0037] 进一步地，所述等效洗浴水量为某一热水出水量与适量的进水冷水充分混合后得

到了的水温为可洗浴温度的水量。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可洗浴温度设置为40℃。

[0038] 4)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计算S4

[0039] 根据热量守恒定律，分别依据所述实验参数A和实验参数B时采样提取的流量(3L/

min和5L/min)、热水出水温度(21和31)及冷水进水温度(5℃和10℃)，计算出当前可洗浴温

度为40℃时的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

[0040] 5)剩余洗浴时间计算S5

[0041] 分别用所述实验参数A和实验参数B时某时刻得到的剩余等效洗浴水量25和35除

以当前等效洗浴水量用水率可得到剩余洗浴时间的计算值，即可为用户提供可视化洗浴信

息。

[0042] 特别的，如图5所示，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神经网络为3层BP神经网络4，包括6

节点的输入层41，6节点的隐层42和1节点的输出层43。按照神经网络运算规则，通过输入层

41与输入层至隐层权值421和输入层至隐层阈值422，以及隐层至输出层权值431和隐层至

输出层阈值432间的线性计算，可得到输出量44。

[0043] 进一步地，如图6所示为本实施例所述BP神经网络4的创建流程。其创建步骤为：①

采用所述60L容量的普通储水式电热水器，依次进行64组不同进水温度、内胆温度和进水流

量条件下的用水实验，设置采样周期为5秒，得到的加热—保温—放水实验数据S31；②根据

出水口温度大于40℃和流量不为零两个条件S32，剔除不满足条件的数据S33，以提取出原

始数据中的流量、热水出水温度、内胆温度和冷水进水温度数据集S34；③依据采样的出水

温度及内胆温度，利用最小二乘线性拟合算法求出过去10秒内的温度变化率S36，并连同流

量、冷水进水温度、热水出水温度及其内胆温度作为神经网络输入数据集，同时利用原始数

据中的各点流量、冷水进水温度和热水出水温度求取输入数据集对应的剩余等效洗浴水量

数据集S35，作为输出数据集；④按照各数据变量的最大最小范围，对整理后的输入数据集

和对应的输出数据集归一化S37；⑤依托BP神经网络工具箱，建立并训练六输入单输出的BP

网络模型S38，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隐层节点数下输出的剩余等效洗浴水量与实际输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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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间的误差S39，得到输出误差较小且运算量较小的BP神经网络结构；⑥获得所述BP神经

网络结构的权值和阀值数组S310，并编写成C语言函数S311，便可依据在线采集的用水数据

S312，预估出储水式热水器的当前剩余等效洗浴水量S313。

[0044] 此外，在用水时设可洗浴温度为计算温度阈值，当热水出水温度低于该阈值时，剩

余洗浴时间为零，反之，则需预测剩余洗浴时间。

[0045]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

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

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6352542 B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106352542 B

8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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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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