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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为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

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根据历史数据获取室外

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系式；利用温度测量

模块获取用户户内温度t1；获取电调阀阀门开度

f，建立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的表达式；根据户内

温度变化量Δt1表达式对供热系统进行调控，当

实际温度变化量不处于用户所需的温度变化量

区间时，对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表达式进行修

正，并利用修正后的表达式对供热系统进行调

控。本发明的优点是：以室内温度为调控依据，可

以更精准地控制供暖效果；户外温度、电调阀阀

门开度和二次网供热温度的比率系数随着调控

结果变化，供热系统调控精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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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S1：根据历史数据获取室外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系式；

S2：利用温度测量模块获取用户户内温度t1；

S3：获取电调阀阀门开度f，建立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的表达式；

S4：根据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表达式对供热系统进行调控，当实际温度变化量不处于用

户所需的温度变化量区间时，对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表达式进行修正，并利用修正后的表

达式对供热系统进行调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

S4执行之后，若实际户内温度仍不处于预设温度区间内时，则重复步骤S4直至实际户内温

度处于预设温度区间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室外

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系式中的系数随着天气及时间段的变化而变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温度

测量模块包括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和室内温度传感器，所述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设于用户

常用窗户附近，所述室内温度传感器设于远离窗户处且与人等高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温度

测量模块在上传用户户内温度时若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远小于室内温度传感器

获取温度则放弃本次温度上传，若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与室内温度传感器温度相

近，则上传室内温度传感器温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温度测量模块在上传用户户内温度时，若室内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不处于该用户过去一段

时间内历史户内温度平均值的80％-120％区间内，放弃本次温度上传。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室外

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系式如下：

t2＝αt0

α为根据历史数据获得的比例系数。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户内

温度变化量Δt1的表达式如下：

Δt1＝γΔ(αt0)+βΔf

其中，γ和β为比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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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热网控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供热的形式主要分为直供站和间供站，前者是热源厂或锅炉直接供用户，主要存

在控制难、浪费多、污染重等问题。因此现在的主流为间供站，即在热用户与热源之间建立

换热站，热源到换热站一侧称之为一次网，换热站到用户一侧称之为二次网。换热站承担的

作用就是热源供应的一次网高温热量转化为二次网的热水供应到每家每户中，达到集中供

暖的目的。控制的原理主要是通过控制二次网电调阀的阀门开度来调整二次网的热水流量

和热量，进而间接影响用户户内的供热量。

[0003] 现在有热网控制技术主要由以下几种：

[0004] 手动控制，热力公司安排员工驻守在换热站，根据远程调度指令手动调节站内阀

门，达到调节二次网供水温度的作用。这种方式不仅人力成本非常高，还存在干扰因素多、

控制不精确等问题，逐渐被取代。

[0005] 远程控制，站内运行数据通过通讯上传至监控中心，实现远程监控。通过自控程序

或手动下发控制命令实现控制站内设备，最终达到控制二次网供水温度。这种方式因受到

气象影响以及管网质量等因素同样存在控制不精确的问题。

[0006] 基于气候的补偿控制技术，此技术是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站内控制参

数实现智能供热的方法，但是室外温度毕竟不能直观地反映户内供热效果，存在每户户内

温度不均匀，舒适性差，能耗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主要解决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通过对户内温度的监测，结合二次网用

户的管网顺序分布，以及原有的气候补偿、自控技术等，动态调整换热站控制参数，达到用

户实际期望的供暖效果的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

[000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根据历史数据获取室外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系式；

[0010] S2：利用温度测量模块获取用户户内温度t1；

[0011] S3：获取电调阀阀门开度f，建立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的表达式；

[0012] S4：根据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表达式对供热系统进行调控，当实际温度变化量不

处于用户所需的温度变化量区间时，对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表达式进行修正，并利用修正

后的表达式对供热系统进行调控。本发明基于室外温度调节二次网供温温度，根据电调阀

阀门开度、二次网供温温度与室内温度的关系建立室内温度变化量表达式，利用室内温度

变化量表达式进行温度调控，当调控出现误差时利用实际室内温度对相关比例系数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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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通过不断修正使室内温度变化量表达式越来越准确。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步骤S4执行之后，若实际户内温度仍不处于

预设温度区间内时，则重复步骤S4直至实际户内温度处于预设温度区间内。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室外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系式中的系

数随着天气及时间段的变化而变化。将天气、时间段考虑到室外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

系式中，使供热控制能够适应不同的天气和时间段。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温度测量模块包括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和室

内温度传感器，所述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设于用户常用窗户附近，所述室内温度传感器设

于远离窗户处且与人等高处。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通过温度骤降判断是否开窗，通过比较

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与室内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判断是否处于开窗状

态。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温度测量模块在上传用户户内温度时若开窗

检测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远小于室内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则放弃本次温度上传，若开窗检

测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与室内温度传感器温度相近，则上传室内温度传感器温度。排除主

动开窗的小众用户，采集大众数据使供热控制结果更符合大众需求。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温度测量模块在上传用户户内温度时，若室

内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不处于该用户过去一段时间内历史户内温度平均值的80％-120％

区间内，放弃本次温度上传。排除管网堵塞及泄漏的用户。

[0018]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室外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系式如下：

[0019] t2＝αt0

[0020] α为根据历史数据获得的比例系数。

[0021] 作为上述方案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户内温度变化量Δt1的表达式如下：

[0022] Δt1＝γΔ(αt0)+βΔf

[0023] 其中，γ和β为比例系数。

[0024] 本发明的优点是：以室内温度为调控依据，可以更精准地控制供暖效果；户外温

度、电调阀阀门开度和二次网供热温度的比率系数随着调控结果变化，供热系统调控精度

越来越高。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实施例：

[0028] 一种基于户内温度的供热系统调控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29] S1：通过查阅整理各换热站的历史供热数据，建立室外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

关系式模型，通过对一个换热站的历年数据分析可以获得室外温度t0与二次网供温t2的关

系式

[0030] t2＝α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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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α为根据历史数据获得的比例系数，在建立关系式时还需要考虑天气和时间段的

对比率系数的影响，α随着天气及时间段的变化而变化，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将天气(晴

天、雨天、阴天、多云天气等)和时间段(凌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晚上等)进行排列组

合，根据多种组合情况获得不同的比率系数α；

[0032] S2：根据一个完整的二次网管网环路，在管网前、中、后三个部分分别寻找一些用

户设置温度测量模块，利用温度测量模块获取用户户内温度t1，温度测量模块包括开窗检

测温度传感器和室内温度传感器，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设于用户常用窗户附近，室内温度

传感器设于远离窗户处的墙上，室内温度传感器设置高度随着用户家庭成员人均身高的变

化而变化，但最低不低于1.5m，最高不高于1.8m，使室内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值更接近

与用户的体感温度；温度测量模块在上传用户户内温度时若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

远小于室内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则放弃本次温度上传，若开窗检测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与

室内温度传感器温度相近，则上传室内温度传感器温度，同时，在上传用户户内温度时，还

需要与历史温度平均值进行比较，若室内温度传感器获取温度不处于该用户过去一段时间

内历史户内温度平均值的80％-120％区间内，放弃本次温度上传，两个判断条件为或的关

系，即有一个不满足则不上传温度。

[0033] S3：获取电调阀阀门开度f，通过调整二次网供温t2与电调阀阀门开度f，接收户内

温度t1反馈，建立二次网供温t2变化量、阀门开度f变化量与户内温度t1变化量的关系式

[0034] Δt1＝γΔ(αt0)+βΔf

[0035] 其中，γ和β为比例系数。

[0036] S4：根据当前户内温度t3和预期温度区间[tmin,tmax]计算用户所需的温度变化量

区间[tmin-t3,tmax-t3]根据户内温度变化量表达式Δt1＝γΔ(αt0)+βΔf，对供热系统进行

调控，当温度测量模块检测到的实际温度变化量 时，对户内

温度变化量Δt1表达式中的比率系数α、β和γ进行修正，在进行时，若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

tmin-t3且在调控时只改变了电调阀阀门开度f，则只需调整β，使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

[tmin-t3,tmax-t3]，在调控时若要将户内温度从低调到高，则减小β；若要将户内温度从高调

到低，则增大β；若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tmin-t3且在调控后电调阀阀门开度f达到最大时，则

需要增大比率系数α，使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tmin-t3,tmax-t3]；若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

tmin-t3且只改变了供热温度t2时，则只需调整γ，在调控时若要将户内温度从低调到高，则

减小γ；若要将户内温度从高调到低，则增大γ。

[0037] 若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tmax-t3且在调控时只改变了电调阀阀门开度f，则只需调

整β，使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tmin-t3,tmax-t3]，在调控时若要将户内温度从低调到高，则

增大β；若要将户内温度从高调到低，则减小β；若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tmax-t3且在调控后电

调阀阀门开度f达到最小时，则需要减小比率系数α，使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tmin-t3,tmax-

t3]；若实际温度变化量Δt6>tmax-t3且只改变了供热温度t2时，则只需调整γ，在调控时若

要将户内温度从低调到高，则增大γ；若要将户内温度从高调到低，则减小γ。在对比例系

数进行修正后，利用修正后的表达式对供热系统进行调控；

[0038] S5：若实际户内温度仍不处于预设温度区间内时，则重复步骤S4直至实际户内温

度处于预设温度区间内。

[0039]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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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

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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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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