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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

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立足于解决园区综合

能源系统中地源热泵在不同运行工况下的能源

输入输出关系准确刻画问题。本发明选择地源热

泵机组最核心的耗电量和地源侧回水温度为特

征变量，对运行量测数据进行了有效甄别和填补

处理，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地源热泵数据驱动模

型。即，考虑热力量测的特性对地源热泵历史运

行数据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地源热泵的多元

非线性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拟合，从而获取地源热

泵的数据驱动模型，能够有效刻画地源热泵在不

同工况下的能源输入输出关系，有效解决了目前

在进行实际地源热泵系统数据驱动建模时所存

在问题，为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精细化调度优化

提供依据。

[转续页]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13051737 B

2022.05.20

CN
 1
13
05
17
37
 B



(56)对比文件

崔治国等.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建筑能耗监

测数据预处理技术研究.《建筑科学》.2018,第34

卷(第2期),

Stephen Tangwe et al..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pplication to 

visualize the performance of retrofit 

heat pump water heater under first hour 

heating rating.《Renewable Energy》.2014,第

72卷

2/2 页

2

[接上页]

CN 113051737 B



1.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1)输入地源热泵系统设备参数、模型控制参数和历史运行数据，其中设备参数包括地

源侧额定回水温度ET、机组额定产热量EQ；模型控制参数包括地源侧回水温度上下限TH、TL，

机组额定产热量上下限QH、QL，工况相似度判定阈值Rs、异常值判定阈值RO；历史运行数据包

括各运行时段对应的机组耗电量W、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

2)对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若时段i数据 或 则将相应

的Ti或Qi分别标记为时段i地源侧回水温度缺失值和时段i产热量缺失值；

3)对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W、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分别进行min‑max标准化处

理，其中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某一时段的缺失值分别以地源侧额定回水温度ET、机

组额定产热量EQ临时代替，得到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

标准化产热量EQ，并标记其中由ET、EQ临时代替的值为缺失值；

4)基于历史相似工况数据，对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和标准化产热量EQ的缺失值分

别进行填补；

5)将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填补后的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填补后的标

准化产热量EQ′组成地源热泵运行工况数据集{EW,ET′,EQ′}；

6)基于改进的欧式距离，结合地源热泵运行工况数据集{EW,ET′,EQ′}，进行产热量异常

值检测；

7)判断步骤6)中的产热量异常值 是否由于热力量测采集数据不同步造成，若是，则

以产热量异常值 和相邻产热量异常值的平均值代替；否则将产热量异常值 标记为缺

失值，并按步骤4)所述进行填补；

8)将步骤7)修正得到的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和标

准化产热量EQ″，采用min‑max反变换还原为有名值数据，得到地源热泵机组的修正后耗电量

修正后地源侧回水温度 和修正后产热量 构成修正后的地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集

并计算各个时段的机组能效比 得到历史运行时段地源热泵机

组能效比数据COP；

9)基于修正后的地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集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地源热泵多

元非线性数据驱动模型进行参数拟合，得到最终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4)包括：

(1)采用得到的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标准化产热

量EQ，按缺失值所在时段的时间顺序，逐时段计算各缺失值所在时段与该缺失值所在时段

之前时段的工况相异度；设时段m的数据 为缺失值，其中U∈{T,Q}，表示缺失值的数据类

型；则时段j与时段m的地源热泵运行工况相异度Sj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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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表示{T,Q}中除U以外的另一数据类型； 分别表示EW和EV中第j个元素；

(2)计算从起始时段1到缺失值所在时段m间各个时间段的时间权重指标Tj：

其中，Tj表示时段j的时间权重指标；m表示缺失值所在的时段；

(3)选择其中工况相异度Sj小于工况相似判定阈值Rs的时段为相似工况时段，其数量表

示为k，在历史运行数据中对应的时段序号为{a1,a2,…,ak}，由下式计算所有相似工况时段

的综合权重值w：

其中 aj表示第j个相似工况时段在历史运行时段中所对应的时段序号；

wj为第j个相似工况时段的综合权重值；

(4)通过相似工况数据加权计算时段m缺失数据 的填补值

其中， 为缺失数据 的填补值，wj为第j个相似工况时段的综合权重值， 为EU中的

第aj个元素，U∈{T,Q}表示数据类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6)包括：

(1)对地源热泵运行工况数据集{EW,ET′,EQ′}，按顺序分别计算时段i与其他各时段j运

行工况之间的改进欧氏距离：

式中， 为时段i、j运行工况之间的改进的欧式距离， 为时段i、j运行工况之间的欧

式距离；Vi、Vj分别表示时段i、j运行工况到其他运行工况的欧式距离平均值；n为地源热泵

历史运行数据中总的时段数， Vi、Vj表达式如下：

其中A∈{W,T′,Q′}，表示数据类型； 分别为EA中第i和第j个元素；

(2)计算时段i运行工况到其他所有运行工况的改进欧氏距离之和pi：

(3)若pi>RO，则标记 为产热量异常值；其中，RO为异常值判定阈值， 为填补后的标

准化产热量EQ′中第i个元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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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在于，步骤7)包括：

(1)若时段i产热量数据为异常值，相邻时段j产热量数据不是异常值，则时段i产热量

数据异常值不是由热力量测采集数据不同步造成的，其中j＝i+1或i‑1；

(2)若时段i产热量数据为异常值，相邻时段j产热量数据也为异常值，则计算两者的工

况相异度SΔ和产热量均值 其中j＝i+1或i‑1：

若SΔ<Rs，且 则认为异常值是由于热力量测采集数据不同步造成，以 替

换相邻两个时段的原异常值 和 其中QH、QL为机组额定产热量上下限， 和

分别为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填补后的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

填补后的标准化产热量EQ′中的第i和第j个元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9)所述的地源热泵多元非线性数据驱动模型，具体形式为：

式中，QHP为地源热泵的产热量，CHP为地源热泵能效比，THP为地源侧回水温度，WHP为机组

耗电量；c1、c2、c3、c4为拟合系数，由最小二乘法根据修正后的地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集

拟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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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

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源热泵系统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通过输入少量的高品位能

源(电能)，地源热泵可以实现由低品位热能向高品位热能的转移，且地热能更为环保，因而

在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地源热泵的运行能效比(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COP)与其运行工况紧密相关，并随温度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给其有效

的运行调度带来了挑战。由于地源热泵的内部过程非常复杂，目前在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优

化调度中，对地源热泵输入输出能源转换关系多采用固定COP的等效的方式，未考虑地源热

泵COP在不同工况下的动态变化，与实际运行结果有较大偏差。因此，急需建立地源热泵在

不同工况下的输入输出模型，为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精细化调度提供支撑。

[0003] 对于地源热泵系统的动态建模，现有研究主要从地埋管和热泵机组两方面考虑。

地埋管传热方面主要通过对地下埋管中流体的运动建立偏微分方程组，以地埋管的尺寸、

管壁温度等为边界条件，建立了地埋管换热器的三维动态模型，通过有限元法、向前差分法

等方法利用计算机对偏微分方程组进行求解模拟。对于热泵机组，主要从热力学的角度，对

制冷制热循环过程中制冷剂的状态进行数学建模，对制冷剂在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中的

不同的焓值，结合能量守恒定律，得到热泵机组的产热量、COP的动态模型，但容积效率、制

冷剂的特性曲线等需要根据压缩机样本提供的参数进行数据拟合。因此总体来看，当前基

于物理机理的地源热泵系统动态建模所需参数多，许多参数不便于直接测量得到，且计算

量较大。

[0004] 不同于机理建模，数据驱动建模是通过采集海量的数据，将数据进行组织形成信

息，之后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整合和提炼，在数据的基础上经过训练和拟合形成模型。数据驱

动模型由于不关注实际系统的物理过程和各项参数，基于已有的历史运行数据便能构造出

输入输出间的关系模型，因此能较好地满足建立地源热泵变工况下输入输出模型的需要。

[0005] 在进行实际地源热泵系统数据驱动建模时，存在如下难点问题：1)在进行数据驱

动建模前，需要先进行模型所输入的特征变量的选择，防止输入过多的特征变量，彼此之间

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导致模型精度和泛化性降低；对地源热泵来说，地源侧供回水温度、用

户侧供回水温度都与地源热泵产热性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各个变量之间也存在较大的

相关性，需要准确选择模型特征变量，合理设计模型表达式；2)地源热泵的历史运行数据包

括多种类型的物理量，包括耗电量、温度、产热量，一般来说，电力、温度量测数据误差较小；

但热力量测由于其工作原理的限制，存在量测数据位缺失、量测采集数据不同步等情况，在

建模中需要重点考虑；3)实际地源热泵运行中，大部分时间地源热泵负荷差异不大，但在少

部分时间段高负荷期可能投入备用热泵机组，使最终统计得到的机组的耗电量和地源侧回

水温度等变量呈现出大部分正常值密集分布、少部分正常值分布稀疏的情况。在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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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容易将稀疏部分的正常值误判为异常值。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刻画地源热泵在不同工况下的

能源输入输出关系的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0007]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

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输入地源热泵系统设备参数、模型控制参数和历史运行数据，其中设备参数包

括地源侧额定回水温度ET、机组额定产热量EQ；模型控制参数包括地源侧回水温度上下限

TH、TL，机组额定产热量上下限QH、QL，工况相似度判定阈值Rs、异常值判定阈值RO；历史运行

数据包括各运行时段对应的机组耗电量W、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

[0009] 2)对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若时段i数据 或 则将

相应的Ti或Qi分别标记为时段i地源侧回水温度缺失值和时段i产热量缺失值；

[0010] 3)对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W、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分别进行min‑max标准化

处理，其中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某一时段的缺失值分别以地源侧额定回水温度ET、

机组额定产热量EQ临时代替，得到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

ET、标准化产热量EQ，并标记其中由ET、EQ临时代替的值为缺失值；

[0011] 4)基于历史相似工况数据，对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和标准化产热量EQ的缺失

值分别进行填补；

[0012] 5)将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填补后的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填补后

的标准化产热量EQ′组成地源热泵运行工况数据集{EW，ET′，EQ′}；

[0013] 6)基于改进的欧式距离，结合地源热泵运行工况数据集{EW，ET′，EQ′}，进行产热量

异常值检测；

[0014] 7)判断步骤6)中的产热量异常值 是否由于热力量测采集数据不同步造成，若

是，则以产热量异常值 和相邻产热量异常值的平均值代替；否则将产热量异常值 标

记为缺失值，并按步骤4)所述进行填补；

[0015] 8)将步骤7)修正得到的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

ET″和标准化产热量EQ″，采用min‑max反变换还原为有名值数据，得到地源热泵机组的修正

后耗电量 修正后地源侧回水温度 和修正后产热量 构成修正后的地源热泵历史运行

数据集 并计算各个时段的机组能效比 得到历史运行时段地源

热泵机组能效比数据COP；

[0016] 9)基于修正后的地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集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地源热

泵多元非线性数据驱动模型进行参数拟合，得到最终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模型。

[0017] 本发明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立足于解决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中地源热泵在不同运行工况下的能源输入输出关系准确刻画问题。本发

明选择地源热泵机组最核心的耗电量和地源侧回水温度为特征变量，对运行量测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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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效甄别和填补处理，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地源热泵数据驱动模型。即，考虑热力量测的特

性对地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地源热泵的多元非线性模型进行最小

二乘拟合，从而获取地源热泵的数据驱动模型，能够有效刻画地源热泵在不同工况下的能

源输入输出关系，有效解决了目前在进行实际地源热泵系统数据驱动建模时所存在问题，

为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精细化调度优化提供依据。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的流程

图；

[0019] 图2是训练集的模型值与实测值偏差百分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

驱动建模方法做出详细说明。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22] 1)输入地源热泵系统设备参数、模型控制参数和历史运行数据，其中设备参数包

括地源侧额定回水温度ET、机组额定产热量EQ；模型控制参数包括地源侧回水温度上下限

TH、TL，机组额定产热量上下限QH、QL，工况相似度判定阈值Rs、异常值判定阈值RO；历史运行

数据包括各运行时段对应的机组耗电量W、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

[0023] 2)对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若时段i数据 或 则将

相应的Ti或Qi分别标记为时段i地源侧回水温度缺失值和时段i产热量缺失值。

[0024] 3)对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W、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分别进行min‑max标准化

处理，其中地源侧回水温度T和产热量Q某一时段的缺失值分别以地源侧额定回水温度ET、

机组额定产热量EQ临时代替，得到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

ET、标准化产热量EQ，并标记其中由ET、EQ临时代替的值为缺失值。

[0025] 所述的Min‑max标准化处理的计算公式如下：

[0026]

[0027] 式中，数据类型U∈{W，T，Q}，U表示与数据类型U对应的数据集W、T、Q，Ui表示U中i

时段的值， 表示标准化后的值，[a，b]表示标准化后的数值区间，一般取[0，1]。其中T和Q

的缺失值分别以地源侧额定回水温度ET、机组额定产热量EQ临时代替，得到标准化地源热泵

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标准化产热量EQ。

[0028] 4)基于历史相似工况数据，对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和标准化产热量EQ的缺失

值分别进行填补；考虑到地源热泵的连续运行会导致地下土壤的热积累，与缺失时段时间

上相近的数据对缺失值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因此基于历史数据中的相似工况数据，对缺失

值进行填补，具体包括：

[0029] (1)采用得到的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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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热量EQ，按缺失值所在时段的时间顺序，逐时段计算各缺失值所在时段与该缺失值所在

时段之前时段的工况相异度；设时段m的数据 为缺失值，其中U∈{T，Q}，表示缺失值的数

据类型；则时段j与时段m的地源热泵运行工况相异度Sj表示为：

[0030]

[0031] 其中，V表示{T，Q}中除U以外的另一数据类型； 分别表示EW和EV中第j个元

素；

[0032] (2)计算从起始时段1到缺失值所在时段m间各个时间段的时间权重指标Tj：

[0033]

[0034] 其中，Tj表示时段j的时间权重指标；m表示缺失值所在的时段；

[0035] (3)选择其中工况相异度Sj小于工况相似判定阈值Rs的时段为相似工况时段，其数

量表示为k，在历史运行数据中对应的时段序号为{a1，a2，...，ak}，由下式计算所有相似工

况时段的综合权重值w：

[0036]

[0037] 其中 aj表示第j个相似工况时段在历史运行时段中所对应的时段序

号；wj为第j个相似工况时段的综合权重值；

[0038] (4)通过相似工况数据加权计算时段m缺失数据 的填补值

[0039]

[0040] 其中， 为缺失数据 的填补值，wj为第j个相似工况时段的综合权重值， 为

EU中的第aj个元素，U∈{T，Q}表示数据类型。

[0041] 5)将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填补后的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填补后

的标准化产热量EQ′组成地源热泵运行工况数据集{EW，ET′，EQ′}；

[0042] 6)基于改进的欧式距离，结合地源热泵运行工况数据集{EW，ET′，EQ′}，进行产热量

异常值检测；包括：

[0043] (1)对地源热泵运行工况数据集{EW，ET′，EQ′}，按顺序分别计算时段i与其他各时段

j运行工况之间的改进欧氏距离：

[0044]

[0045] 式中， 为时段i、j运行工况之间的改进的欧式距离， 为时段i、j运行工况之

间的欧式距离；Vi、Vj分别表示时段i、j运行工况到其他运行工况的欧式距离平均值；n为地

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中总的时段数， Vi、Vj表达式如下：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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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其中A∈{W，T′，Q′}，表示数据类型； 分别为EA中第i和第j个元素；

[0049] (2)计算时段i运行工况到其他所有运行工况的改进欧氏距离之和pi：

[0050]

[0051] (3)若pi＞RO，则标记 为产热量异常值；其中，RO为异常值判定阈值， 为标准

化产热量EQ中第i个元素。

[0052] 7)判断步骤6)中的产热量异常值 是否由于热力量测采集数据不同步造成，若

是，则以产热量异常值 和相邻产热量异常值的平均值代替；否则将产热量异常值 际

记为缺失值，并按步骤4)所述进行填补；包括：

[0053] (1)若时段i产热量数据为异常值，相邻时段j产热量数据不是异常值，则时段i产

热量数据异常值不是由热力量测采集数据不同步造成的，其中j＝i+1或i‑1；

[0054] (2)若时段i产热量数据为异常值，相邻时段j产热量数据也为异常值，则计算两者

的工况相异度SΔ和产热量均值 其中j＝i+1或i‑1：

[0055]

[0056]

[0057] 若SΔ＜Rs，且 则认为异常值是由于热力量测采集数据不同步造成，

以 替换相邻两个时段的原异常值 和 其中Q H、Q L为机组额定产热量上下限，

和 分别为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填补后的标准化地源侧

回水温度ET′、填补后的标准化产热量EQ′中的第i和第j个元素。

[0058] 8)将步骤7)修正得到的标准化地源热泵机组耗电量EW、标准化地源侧回水温度ET″

和标准化产热量EQ″，采用min‑max反变换还原为有名值数据，得到地源热泵机组的修正后耗

电量 修正后地源侧回水温度 和修正后产热量 构成修正后的地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

集 并计算各个时段的机组能效比 得到历史运行时段地源热泵

机组能效比数据COP；

[0059] Min‑max反变换和COP计算方式如下：

[0060]

[0061]

[0062] 式中，数据类型U∈{W，T，Q}，U表示与数据类型U对应的数据集W、T、Q。

[0063] 9)基于修正后的地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集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地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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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多元非线性数据驱动模型进行参数拟合，得到最终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模型。所述的地

源热泵多元非线性数据驱动模型，具体形式为：

[0064]

[0065] 式中，QHP为地源热泵的产热量，CHP为地源热泵能效比，THP为地源侧回水温度，WHP为

机组耗电量；

[0066] c1、c2、c3、c4为拟合系数，由最小二乘法根据修正后的地源热泵历史运行数据集

拟合得到，具体如下：

[0067] (1)设c＝[c1，c2，c3，c4]
T， 各个时段

实际测得的COP表示为y＝[COP1，COP2，...，COPn]
T；

[0068] (2)生成矩阵 X＝[x1，x2，x3，x4]；

[0069] (3)计算拟合系数：

[0070]

[0071] 本发明的一种考虑热力量测数据异常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建模方法，能够基于实

际量测得到的历史运行数据集建立地源热泵的数据驱动模型。

[0072] 下面给出具体实例：

[0073] 输入某园区2018年一、二月份的1350组历史运行数据，输入设备参数：地源侧额定

回水温度ET＝8℃、机组额定产热量EQ＝1125kWh/h；模型控制参数：地源侧回水温度上下限

TH＝9.5℃、TL＝6℃，机组额定产热量上下限QH＝2250kWh/h、QL＝400kWh/h，工况相似判定

阈值Rs＝0.3、异常点判定阈值RO＝1488。

[0074] 以前1215组运行数据为训练集，采用本专利方法建立地源热泵机组的数据驱动模

型。训练集中，各个时间段的COP模型计算值与实际测量值的偏差百分比如附图2所示。从中

可见，91.8％的时段偏差百分比在10％以内，83.8％的时段偏差百分比在5％以内，模型表

现出较高的精度。

[0075] 将后135组运行数据作为测试集，由地源热泵数据驱动模型计算得到的COP(模型

计算值)与实测COP的偏差百分比如附表1所示。从中可见，86.7％的时段偏差百分比在10％

以内，80％的时段偏差百分比在5％以内，可见本发明提出的地源热泵数据驱动模型能够有

效刻画地源热泵变工况下的能源输入输出关系。

[0076] 表1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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