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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从几个方面论述了供暖系统必然要实行热计量收费。提出了实行分户热计量收费后出现

的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提供了几种热计量装置及目前热价确定的办法, 给出了热计量供暖系统的
调控计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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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ting system ino lv es heat met ering. T he discussio n presents so lutions to problems in household heat metering
sy stem, pro vides sev eral heat meter ing devices and methods to derer mine cur rent heat pr ice, and also presents the co ntr ol
measurement solutions in heat meter ing heating sy st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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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集中供热从 20 世纪 50 年代 开始起

和装备水平相对滞后的现象, 制约了城市集中供热

步。到 1996 年底, 中国已有 286 个城市建设了城市
集中供热设施, 供热面积达 7. 34 109 m 2 , 三北
地区 集中供 热普及 率达 到 26% [ 1] 。从 1991 年 至

系统全面合理有效地利用热能。经验表明: 热用户

2

的节能潜力十分巨大,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000 年, 城镇集中供热面积从 27 651 万 m 增加至
2
2
110 766 万 m , 平均每年增加约 0. 8 亿 m 。从 2000
年至 2001 年, 城镇集中供热面积从 110 766 万 m 2
发展 至 146 328 万 m 2 , 平 均 每年 增 加 约 1. 5 亿
m 2 [ 2]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在城市集中供热系

1

统的规划、
设计、
施工、运行诸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
经验。目前, 各规划、设计、生产和行政主管部门对

发布了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 其中第五条规定:

热源和热网给予了高度重视, 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技

推行温度调节和户用热量计量装置, 实行供热计量

术政策和法规。相比之下, 对热用户的技术进步和
节能措施的重视尚不够, 出现了热用户的技术水平

收费 。第二十四条规定 自 2000- 10- 01 起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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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户热计量势在必行

1. 1 分户热计量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已于 1998- 01- 01
起实施。国家建设部于 2000- 02- 18 以 74 号部长令
新建居住建筑的集中供暖系统应当使用双管系统,

早在 1995 年, 建设部就发布了 建筑节能 九五 计
划和 2010 年规划 , 对集中供暖住宅分户热计量, 提
出了一个时间表: 1998 年通过试点取得成效; 2000
年在重点城市新建小区中推广; 2010 年全面推广。
到 2008 年底, 已有长春、大连、抚顺、天津、河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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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等省市, 先后由政府部门发布了新建住宅实行分
户热计量和旧有住宅逐步改造的强制性规定。
1. 2

新的分户热计量管理机制的需要
中国城市集中供热对热用户采取按供热面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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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 与窗上皮之 间距离不小于 150 mm, 水平
供回水干管的末端宜引至厨房或卫生间, 以便排气
和放水; 2) 下供下回单管式, 水平管置于地面上, 为

费的不合理价格机制以及福利供热的观念, 严重制

方便调节, 可根据具体情况在散热器上安装跨越管,
要注意管道的过门布置; 3) 下供下回单管式或双管

约了节能工作的全面推行。城市集中供热市场的组

式, 水平管置于地面垫层内, 管道采用交联聚乙烯管

成主体为热用户( 包括企事业单位、
公共服务设施和
居民) 、热能的生产和供应商( 包括热电厂、供热公

等, 垫层内管道不应有接头, 此做法减 少了房间的

司和热电公司等) , 它们之间在销售热能与消费热能

净高。
2. 2. 2 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

上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市场。这就要求为热用户积极

它的主要优点是: 1) 能很方便地实现按户计量;

创造条件, 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管理方法, 达到

2) 供暖效率高, 在相同的舒适条件下, 室内计算温度
一般可比 对流方 式低 2~ 4 , 总耗 热量可 减少

合理收费, 调动热用户的节能主动性和交费的自觉
性。通过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热量消耗计量和收
费体系, 利用价格机制 和市场经济规 律, 由供 热的

10% ~ 30% ; 3) 在辐射温度和对流温度的双重作用

2 个主体来推动节约能源。认真解决好长期困扰中
国城市的集中供热收费难导致供热部门运营困难的

连接管, 给用户增加了使用面积并利于室内家具布
置; 5) 地板辐射供暖因有分配器系统控制, 给水流量

被动局面, 建立城市集中供热的良性运营机制。

与流速可由用户根据不同的舒适要求、不同的节能

1. 3

下, 室温均匀, 环境舒适; 4) 室内不需安装散热器和

要求, 自行通过阀门调节。

其他原因推动实行分户热计量
城市集中供暖系统实施计量收费的其 他原因

是: 其一, 城市居民供电、供水、
供气都已实行计量收
费, 集中供热也应跟随改革步伐逐步实施计量收费,

2. 3 散热器的选用和布置及面积的确定
2. 3. 1 散热器面积的确定
散热器面积根据热负荷计算确定, 实行分户计

供热沿用的按面积收费的办法, 是福利型 包费制

量后, 由于用户可以自主地调节室内温度, 甚至关断
供热管道, 分户计量后的热负荷取值必然不同于传

的产物, 在热作为商品的条件下这种收费办法既不

统方法的计算结果。

把用热量多少的主动权交给热用户; 其二, 目前集中

科学, 也不合理, 更不公平。特别是在将供热企业推

京津地区一般采用在传统方法计算出的热负荷

向市场的情况下, 应按市场规律办事, 要适合供热商
品化的发展, 应按计量收费, 公平交易; 其三, 城市集

结果上附加 20% ~ 50% 。另一种方法是根据提高
2 室内设计温度后计算出的供暖热负荷确定散热

中供热不实施计量收费, 居民缺乏节能意识, 造成

器面积, 不再考虑因实施分户热计量而带来的户间

大量能源浪费, 也使企业成本提高; 其四, 热用户的

传热影响。
2. 3. 2 散热器的选用

热费不按实际消耗收取而按面积缴费, 影响了热用
户交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不少地方拖欠热费现
象十分严重。因此实施计量收费势在必行。

2
2. 1

实行分户计量, 有多种散热器可供选择, 总的选
用原则是结构紧凑、
工艺先进、
承压高、
质量轻、寿命
长、
功能与装饰效果统一、符合建筑节能要求、
价格
合理。对此, 各地各有所侧重。黑龙江推广应用高

分户热计量相关问题

频焊翅管散热器, 天津首选铜管铝串片对流器, 北京

热负荷的计算与围护结构的保温
热负荷计算是室内供暖系统设计的基础。分户

首选内腔无砂的灰铸铁散热器, 西安看好搪瓷钢制
柱型散热器。在用户对装修要求日益提高的今天,

热计量允许各户独立调控室温, 则必将使得各住户
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热传递。这时则需要在原有热负

如何尽可能缩短管路( 地板供暖除外) 并将管道隐蔽

荷的基础上附加负荷, 在实际生活中, 住宅供暖热负
, 不考虑因实

布置在窗下的传统做法。为了尽可能减少管道的长
度, 可考虑将散热器沿内墙布置, 传统的将散热器布

施分户热计量而带来的户间传热影响, 把解决方向

置在窗下的做法, 是为了尽快地加热由窗缝渗入的

荷计算可以提高室内设计温度 2
[ 4]

放在围护结构的保温上
2. 2

[ 3]

。

分户控制室内供暖系统方式

2. 2. 1 散热器采暖
管道布置形式包括: 1) 上供上回双管式, 要求梁

起来是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应考虑改变散热器

冷空气, 从而减少其对室内温度分布的影响。而现
在普遍使用的钢窗、铝合金窗等使空气的渗透量比
原来减少了 1/ 2~ 2/ 3, 大大降低了冷空气渗透对室
内温度分布的影响。同时文献[ 5] 指出: 试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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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墙安装散热器不仅提高了散热器安装位置的灵
活度, 而且可以使散热器的性能得到提高, 房间的热

确定。
实行计量收费不能忽视热传递。在热价的确定

环境也可由于对流次数的增加而得到改善。

上,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按照北京地区的供暖条件分

2. 4

供暖系统循环水的水质
热计量器具和控制器件要长期工作, 供暖管网

析和计算: 维持室温 5
18

的供热量, 已达维持室温

供暖量的 49% ; 维持室温 12

的供热量, 已达

的水质直接影响测控准确度。有些地方为了降低供

维持室温 18

供暖量的 69% 。根据有关人员的计

热成本, 把处理后的工业废水作为循环水使用。另
外有的地方怕群众盗用热水增加补水量, 而向热网

算和实测, 当周边正常供暖时, 不供暖房间由于户间

中加无腐蚀性染料。热网的循环水杂质多, 直接导
致热计量装置出现误差, 甚至损坏计量装置。作为

为任何用户应为维持建筑的总体热环境, 负担基本
供热费用的 70% 左右。普遍认为热费的收取应该

供热计量的热量表和温控阀, 本身应采用一些必要

保留相当的面积分配, 减小按热计量分配的比例。

的传热作用, 室温可达 12

[ 4]

以上。因此有理由认

的防堵塞、
防腐蚀的技术措施, 但供热管网循环水的

实行计量收费应合理考虑分户热计量的热费问

水质标准问题, 应由供热部门加以解决, 并需要有关

题。若全按用户用热量计量, 由于房间与外界的传

部门加强水质方面的立法和监督, 使供暖部门有章
可循, 有法可依。

热量要受到外围护结构面积大小、房间朝向等因素

3
3. 1

热计量装置和热价的确定
热计量装置
实行分户热 计量, 必须 使用热量表 和温控阀。

热量表主要由流量传感器, 进、
回水温度传感器和计
算器 3 部分组成。有国产的, 也有进口的, 户用热量
表每个在 1 000 多元至 2 000 元之内, 温控阀价格在
200 元左右。部分分户计量装置如下。
1) 清华同方 RH 系列热量表。由清华同 方人
工环境工程公司开发, 已通过中国计量科学院测试。
采用一体化设计, 把流量计、
进水温度传感器、回水
温度传感器和积分仪固定成一体, 简化了安装调试
过程。采用掩埋式温度探头、新颖的积分温度差算
法, 避免了窃能现象。采用旋翼多束流量计, 内置过
滤器, 极大提高了抗污水能力, 稳定可靠。

的影响, 即使房间的面积相等, 不同位置房间为维持
同一室温水平所需要的供热量也是不相等的。如果
按照 等量用热等量缴费 的原则进行收费, 则意味
着住在顶楼, 或朝向不佳, 或有山墙的用户为了达到
同样的室温必须比别人多付钱, 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 除可通过计算来确定建筑物内不
同位置房间的不同热价外, 还要考虑到住宅公共部
分消耗的热量、
公共干管的散热量及维持供暖系统
运行的费用。收费应分 2 部分, 一部分均摊, 一部分
按热计量值收费。分户热计量方式运行早期, 一般
均摊部分不宜过小, 可各占 1/ 2[ 3] , 随着条件成熟再
进行合理调整。

4

热计量供暖系统的计量方案

4. 1 分时供热
主要适用于用热时间集中、用热时间段相同的

2) 博大牌 RLB- A, B 型暖气计量表。由邯郸博

公共建筑, 这类建筑使用性质与住宅不同, 一般在晚

大人工环境工业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热能系共同研

上无人使用, 只需保证管道内水不结冻, 即保证值班

制开发, 有一体式和分体式 2 种。冷热两用; 精确计
量, 功耗低; 循环显示, 查询方便; 压损小, 防堵能力

供暖温度( 一般为 5~ 8

) 即可。根据供暖热负荷

强; 安装方便; 结构紧凑, 外观漂亮; 锁闭控制, 便于

与室外温度的变化关系, 控制换热站的供热量, 在此
基础上, 根据供暖建筑热环境的实际需求, 分时控制

管理; 防窃热性能强。

供热量, 即工作时间按设计热负荷 18

3) 丹麦丹佛斯的温控阀和热量表。

舒适的室温, 其他时间以及节假日实行防冻死供暖

4) 德国 ZENNER( 真兰) 公司的热能表和温控阀。

温度。

5) 法国 Schlumberger ( 斯 仑贝谢) 技术公司 的

4. 2 分建筑物供热

热量表。
6) 德国西门子公司的热量表。
7) 瑞安惠康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H WK- N
型温控阀。
3. 2

供暖, 达到

热价的确定
热价的确定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可视具体情况

主要适用于每栋建筑物用热时间不同时。每栋
楼回水处安装调节阀、控制器, 根据该栋楼用热时间
通过控制程序自动调节楼栋入口调节阀的开度, 调
节进入楼栋的循环流量, 达到分时控制室温的目的。
即工作时间按设计热负荷 18

供暖, 达到舒适的室

温; 其他时间以及节假日实施值班温度。为保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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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供热质量, 在用户入口安装相应压差控制装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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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用户相应的供热压力和流量( 见图 1) 。

分建筑物供热计量方案

F ig. 1 H eating acco rding to each building s need

5

结

语

1) 加大国产热计量装置的开发和研制力度, 提
高热计量装置的国产化率, 降低分户热计量供暖系
统的工程造价。
2) 分室控制、
按户计量的集中供热方式, 是节约

宜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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