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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

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涉及空调智能控制技

术领域。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

局优化控制方法，其包括步骤A采集并输入系统

基础知识为系统基准模型，并设定优化目标、动

作及奖励参数；B读取系统当前运行状态参数；C

选定动作；D判断该动作是否满足系统知识限定；

E执行动作；F计算奖励总和值函数，并更新【状

态-动作-值】数据库；G动作转移后进行下一轮循

环优化。本发明利用现有系统的少量关键传感器

和能耗监测系统的数据，以自学习算法为指导，

根据输入参数的评估预测、决策设定参数执行，

记录运行收益，学习修正调控策略，总结经验数

据库及减少现场优化调试工作量，实现多设备联

合优化。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10836518 A

2020.02.25

CN
 1
10
83
65
18
 A



1.一种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A.采集并输入系统基础知识为系统基准模型，设定优化目标、动作及奖励参数；

B.读取系统当前运行状态参数；

C.选定动作；

D.判断该动作是否满足系统知识限定；

E.执行动作；

F.计算奖励总和值函数，更新【状态-动作-值】数据库；

G.动作转移后进行下一轮循环优化。

2.根据权利1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A.采集并输入系统基础知识作为系统基准模型，并设定优化目标、动作及奖

励参数，还包括如下步骤：

A1.所述明确该系统的基本信息：包括系统实际需求、系统设备特性、系统设计限制、极

限条件；

A2.所述确立优化目标，根据优化目标初始化优化算法，确立控制系统观察：

状态s，室外环境参数、室内环境参数、设备运行状态；

行动a，升降频率、增减台数；

奖励r，系统总功率或系统总效率；

A3.所述初始化【状态-动作-值】数据库，为各状态下任意一个动作被选择的概率均相

等。

3.根据权利1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B.读取系统当前运行状态参数：根据已确定的状态参数，通过空调系统传感

器、设备或BA智能系统读取当前时间点的状态参数。

4.根据权利1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C.选定动作还包括：

在当前状态参数下，查找【状态-动作-值】数据库，在状态s1下的所有行为a内，利用一定

规则选择一个动作a1；

该规则下，在学习初始阶段，系统随机选择动作，随着【状态-动作-值】数据库的更新，

引入一个选择系数ε，即在任一状态下进行动作选择时，有ε的概率选取【状态-动作-值】数

据库中奖励总和值最大的动作，剩余1-ε的情况下随机选择动作。

5.根据权利1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D.判断该动作是否满足系统知识限定：若该动作满足空调设定知识限定要

求，则进入下一步执行动作，否则直接进入奖励值综合函数计算。

6.根据权利1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E.执行动作，还包括如下步骤：

E1.执行选取的动作a1；

E2.执行动作后，当前状态为s2，同时得到了执行该动作后的奖励r1。

7.根据权利1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F.计算奖励总和值函数，并更新【状态-动作-值】数据库，还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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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动作转移后进行下一轮循环优化包括：状态更新后，系统在轮巡时间后进入下一次

优化，继续进行上述流程；

F2.奖励总和值的计算方法取执行动作后的奖励值r1加下一状态s2，的最大奖励总和函

数值乘以折扣因子；

F3.在计算完成动作后的奖励总和值后，更新【状态-动作-值】数据库；

用新的奖励综合值加上旧值和新值之差和学习率的积；

通过调整学习率保证搜索空间，最终提高数据库收敛的稳定性。

8.根据权利1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状态-动作-值】数据库表示为多状态和动作的表格：

在数据量较大的情况下，数据库对应关系可以用神经元网络形式表示：以状态和动作

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然后经过神经网络分析后得到动作的奖励总和值。

9.根据权利2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A2.在运行优化系统之前，需要确保系统内设备在稳定运行区间内正常运行，无

故障、损坏及应急情况。

10.根据权利7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F2.中折扣因子为计算奖励综合值中的一个概率常数，取值在0-1之间，乘上动作

后转移到的状态s2下数据库中呈现的最大奖励总和值，再加上s1动作后得到的奖励r1作为Q

(s1，a1)。

11.根据权利7所述的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F1.轮巡时间不小于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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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调智能控制技术领域，具体指一种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

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空调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在中央空调系统运行过程中，各设备性能、状态及负荷

等会随着时间、建筑需求或天气等因素变化，其最佳运行策略和工况也会随之变化，导致了

固定的运行策略难以满足空调系统动态变化的系统环境。公共建筑大量实际运行数据已经

可以被利用，但对于如何将建筑能耗监测实时数据和建筑控制运行结合从而优化建筑实时

运行效果、产生节能效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缺乏解决方案。针对大部分建筑空调系统运行

过程中依然存在严重依赖运行人员经验、仅考虑单一设备缺乏全局优化等问题，目前尚无

完备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失和不足，提出一种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

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在保证用户舒适性的前提下，提高整个中央空调系统的

能效。

[0004] 本发明具体步骤如下：

[0005] (一)、采集并输入系统基础知识作为系统基准模型并设定优化目标、动作及奖励

参数。在使用该优化方法之前，需明确该系统的基本信息。一般包括系统实际需求、轮巡时

间、系统设备特性、系统设计限制、极限条件等。同时确立优化目标，并根据优化目标初始化

优化算法，确立控制系统观察的状态(s，如室外环境参数、室内环境参数、设备运行状态)，

行动(a，比如升降频率、增减台数等)，奖励r(如系统总功率或系统总效率)，并初始化【状

态-动作-值】数据库，初始化使【状态-动作-值】数据库内各状态下任意一个动作被选择的

概率均相等。

[0006] (二)、读取当前系统运行状态参数s1。根据已确定的状态参数，通过空调系统传感

器、设备或BA等智能系统读取当前时间点的状态参数。

[0007] (三)、在当前状态参数下，查找【状态-动作-值】数据库，在状态s1下的所有行为a

内利用一定规则选择一个动作a1。该规则下，在学习初始阶段，系统随机选择动作，多次运

行后，随着【状态-动作-值】数据库的更新，引入一个选择系数ε，即在s状态下进行动作选择

时，有ε的概率选取【状态-动作-值】数据库中奖励总和值最大的动作，剩余1-ε的情况下随

机选择动作。为保证取值效率。

[0008] (四)、判断该动作是否满足系统知识限定。若该动作满足空调设定知识限定要求，

则进入下一步(五)，否则直接跳到步(六)，取该状态下的动作奖励r1为负无穷。

[0009] (五)、执行选取的动作a1。执行动作后，当前状态变为s2，同时得到了执行该动作后

的奖励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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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六)、计算奖励总和值函数，同时更新【状态-动作-值】数据库。在计算完成动作后

的奖励状态更新后，系统在轮训时间后进入下一次优化，继续进行上述流程。奖励总和值的

计算方法取执行动作后的奖励值r1加下一状态s2，的最大奖励总和函数值乘以折扣因子。

[0011] (七)、在计算完成动作后的奖励总和值后，需要对【状态-动作-值】数据库进行更

新。用新的奖励综合值加上旧值和新值之差和学习率的积。通过调整学习率保证搜索空间，

最终提高数据库收敛的稳定性。

[0012] 作为优选，在运行系统之前，需根据系统基本信息确立系统优化目标，进一步明确

系统需选用的状态参数、动作参数及奖励参数。

[0013] 作为优选，在运行优化系统之前，需要确保系统内设备在稳定运行区间内正常运

行，无故障、损坏及应急情况。

[0014] 作为优选，轮巡时间不宜过小，以免损坏设备。

[0015] 作为优选，单步动作步长应设置在合理范围内，以免损坏设备。

[0016] 作为优选，【状态-动作-值】数据库可表示为多状态和动作的表格。格式如下：

[0017]

[0018] 在数据量较大的情况下，数据库对应关系可以用神经元网络形式表示：以状态和

动作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然后经过神经网络分析后得到动作的奖励总和值。

[0019] 如上所述，本发明在常规机电系统控制的基础上，利用少量关键传感器和现有能

耗监测系统的数据，在特定物理边界条件下，以自学习算法为指导，根据输入参数对其运行

结果进行评估预测，决策设定机电系统控制参数并执行，记录反馈的运行收益，学习和修正

调控策略，最终总结出针对该建筑的规律经验数据库，持续优化机电系统的后续运行。该方

法同时可减少现场优化调试的工作量，并可实现系统中多设备的联合优化。同时以自学习

方法代替固守不变的传统控制方法，提高系统能效。

[0020] 本发明对冷却系统进行整体寻优，避免了单一优化过程中由于冷水机组和冷却水

泵、冷却塔的性能相互关联相互干扰的问题，达到了满足运行条件前提下能耗最低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流程框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冷却系统优化控制方法的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的描述

[0024] 本发明基于系统基础知识的自学习空调系统全局优化控制方法流程(如附图1所

示)，包括如下步骤：

[0025] A.采集并输入系统基础知识为系统基准模型，并设定优化目标、动作及奖励参数；

[0026] B.读取系统当前运行状态参数；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0836518 A

5



[0027] C.选定动作；

[0028] D.判断该动作是否满足系统知识限定；

[0029] E.执行动作；

[0030] F.计算奖励总和值函数，并更新【状态-动作-值】数据库；

[0031] G.动作转移后进行下一轮循环优化。

[0032] 本发明实施例，基本系统图(如附图2所示)。图中省略了冷冻水输配及末端侧。该

系统同时配备了室外湿球温度传感器、冷却塔进水温度传感器，同时冷却塔及冷却泵装有

变频设备。对于该系统优化控制来说，由于冷水机组和冷却水泵、冷却塔的性能相互关联相

互影响，较低的冷却水供水温度可以提高冷水机组的性能系数，进而使得在相同制冷量下

消耗较少的电。然而，较低的冷却水供水温度也要求较大的冷却水量和较大的风量来增加

冷凝器的排热能力，导致水泵和风机消耗更多的电能，因此，在此处将冷机、冷却水泵、冷却

塔风机统一列为冷却系统进行全局优化。

[0033] 本发明实施例，A，对于该系统，其优化目标设定为：在满足系统运行要求的基础

上，使得冷却侧总效率最高。观察变量设置为当前系统的制冷量q、当前室外湿球温度td，当

前水泵频率fp，当前冷却塔频率ft，当前冷却塔进水温度tt，以上参数通过系统传感器以及

设备通讯接口读出。系统动作主要有增加冷却塔频率1Hz，减少冷却塔频率1Hz，增加冷却泵

频率1Hz，减少冷却泵频率1Hz，维持现状5种，通过冷却泵和冷却塔变频器实现控制。奖励设

计为动作后的冷却系统总体效率减去动作前冷却系统整体效率。其中效率计算方法为当前

系统制冷量除以当前系统瞬时功率，瞬时功率数据从能耗监测系统中取得。轮巡时间设置

为10分钟，同时明确系统限制条件，即水泵及冷却塔的频率调节上限和下限以及冷却塔最

高允许进水温度限制。该实施例中，设定水泵及冷却塔的频率上限为50Hz，下限为30Hz，冷

却塔最高允许进水温度限制为39℃。

[0034] 其【状态-动作-值】数据库可表示为如下的表格：

[0035]

[0036] B，读取当前系统运行状态参数，例如系统此时全频率运行，当前状态s为(q1，td1，

fp1，ft1，tt1)。从系统中冷机设备、室外湿球温度传感器、冷却泵变频器、冷却塔变频器、冷却

水温度传感器读取状态参数。

[0037] C，系统开机并维持稳定一段时间后，根据【状态-动作-值】数据库，初始在a1-a5五

个动作中随机选择动作，运行一段时间后根据以90％的概率选择奖励总和值最大的动作，

10％的概率随机选择动作。

[0038] D，判断在该动作a后，频率超过高限值或者低限值，或者冷却塔进水温度高于最高

允许进水温度，如出现上述情况，则直接跳到F，取该步动作奖励r1为负无穷。

[0039] E，执行选取的动作a。执行动作后，当前状态变为s2，同时根据公式动作前系统整

体能耗-动作后系统整体能耗计算得到了执行该动作后的奖励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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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F，计算奖励总和值函数，同时更新【状态-动作-值】数据库。计算奖励总和值。在计

算完成动作后的奖励总和值Q*(s1，a1)后，需要对【状态-动作-值】数据库进行更新。

[0041] G，经过数轮学习后，数据库收敛，完成全部更新，数据收敛后，系统可根据当前状

态选择最优工况进行运行。避免了单一优化过程中由于冷水机组和冷却水泵、冷却塔的性

能相互关联相互干扰的问题，达到了满足运行条件前提下能耗最低的目的。

[0042] 综上所述，本发明在常规机电系统控制的基础上，利用少量关键传感器和现有能

耗监测系统的数据，在特定物理边界条件下，以自学习算法为指导，根据输入参数对其运行

结果进行评估预测，决策设定机电系统控制参数并执行，记录反馈的运行收益，学习和修正

调控策略，最终总结出针对该建筑的规律经验数据库，持续优化机电系统的后续运行。该方

法同时可减少现场优化调试的工作量，并可实现系统中多设备的联合优化。同时以自学习

方法代替固守不变的传统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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