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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关于作者关于作者关于作者：：：：

1、从事集中供热水力平衡技术研究与实践十余年，在《区

域供热》、《煤气与热力》、《中国制冷》等刊物发表供
热文章6篇，创办“供热平衡与节能技术网”，网址：
gongre114.w333.west263.cn。

2、掌握高低区直连供热技术、混水供热技术、分布式水泵

技术、水力平衡技术、供热综合节能技术。
3、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集中供热运行中的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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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一、供热的目的：

� 供热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对于老百姓来
说，满足适宜的室内温度。

基本温度是18+-2 ℃，

舒适温度 21~23℃。

考虑节能、减排的要求，现阶段控制在18~20℃。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二、供热存在的问题：
� 楼栋之间冷热不均、楼层之间冷热不均、不同居室冷热不

均。

� 用户意见大、不缴费、少交费。

� 工作人员维修量大，一冬在忙。

� 用户放水多，补水量大

� 锅炉、循环泵和管线投资过大、运行效率低。

� 循环流量大、供回水温差小 。

� 热源内阻大、外网压差小。

� 电能、热能耗费大。

� 供热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三、产生问题的原因：

� 热网失调。

� 水质差。

� 设备效率低、设备与负荷不匹配。

� 运行方法不正确。

� 没有明确、合理的流量、阻力、温度数据。

� 管理粗放。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四四四四、、、、热网平衡是正常供热和节能的基础热网平衡是正常供热和节能的基础热网平衡是正常供热和节能的基础热网平衡是正常供热和节能的基础

� 热网平衡是基础性工作，很乏味很少有人认真去做。热网
平衡是技术性工作，不懂平衡技术的人做不好。

� 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热网平衡的重要性。

� 热网平衡是一种控制方法，控制热网中各个回路、各个热
用户的流量按需供给，以最少能耗费满足用户供热舒适性。
不是安上流量阀不用调节就能实现的。

� 热网平衡规划包含：热源、管道、水泵、用户负荷的匹
配，用户流量的控制，当前供热与远期供热的统筹兼顾。



五五五五、、、、供热基本原理供热基本原理供热基本原理供热基本原理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围护结构耗热量公式：

Q3=Kw.Fw（tn-tw）

式中： Q3——围护结构的基本耗热量，W；

Kw——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W/

（m2.℃）；

Fw——围护结构的传热面积，m2；

tn——采暖室内计算温度，℃；

tw——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散热器散热量公式

Q2=Ks.Fs（tpj-tn）

tpj=（tg+th）/2

式中： Q2——散热器的散热量，W；

Ks——散热器的传热系数，W/（m2.℃）；

Fs——散热器的散热面积，m2 

tpj——散热器内热水平均温度，℃；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热水循环传热公式：

Q1=4187G（tg-th）/3.6

式中： Q1——热水传递的热量，W；

G——循环流量，t/h；

tg——供水温度，℃；

th——回水温度，℃；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供热规律：

� 房间的传热遵从Q1=Q2=Q3这个等式，也就是围护结构的
基本耗热量、散热器的散热量和热水循环传递热量是相等
的，

� 这三个公式告诉我们，在围护结构、散热器确定的前提
下，要保持人们需要的室内温度，热水的循环流量和供水
温度要与室外温度相适应。

� 为了适应室外温度的变化，循环流量和供水温度可以同时
调节（质、量并调）；

� 也可以流量固定，调节供水温度（质调节）；

� 还可以供水温度固定，调节流量（量调节）。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供热单位大多采用选择一个合适的流量加以固定，调节供
水温度适应室外温度的变化（质调节），因为这一方式比
较容易实现。

� 如果只给一间房子供热，确定一个合适的流量就很简单，

� 然而，我们的供热对象是千家万户，每个房间很难同时满
足所需的流量是很困难的，也就出现了冷热不均问题，

� 可见供热的难点是在流量分配上可见供热的难点是在流量分配上可见供热的难点是在流量分配上可见供热的难点是在流量分配上。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六、流量平衡与水力计算

� 流量的分配是控制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 热网先天存在近端流量大远端流量小的问题。

� 流量分配的其他影响因素。



热网先天存在近端流量大远端流量小的问题热网先天存在近端流量大远端流量小的问题热网先天存在近端流量大远端流量小的问题热网先天存在近端流量大远端流量小的问题。。。。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沿程阻力公式：

每米管长的沿程阻力(比摩阻)                                                      

G ----管段的水流量t/h

d  ----管的内径m

ρ ----水的密度Kg/m3

K ----管壁的当量绝对粗糙度 m,K=0.5×10-3m

mPa
d

G
KR /1088.6

25.5

2
25.03

ρ
−×=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局部阻力公式

Σζ----管道的总局部阻力系数

ρ ----水的密度Kg/m3 

v   ----水的流速m/s

Pa
v

Pj
2

2ρ
ζΣ=∆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热水管路的压降公式：

△P=RL+△Pj Pa

=R（L+Ld）

=RLzh Pa

L——管道实际长度m

Ld——局部阻力的当量长度

Lzh——管道的折算长度m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热网流体压降导出公式：

△P=R（L+Ld）=SV2       pa

S——网路计算管段的阻力数，Pa/（m3/h）2，它代表管
段通过1m3/h水流量时的压降；在已知水温参数下网路各
管段的阻力数S只和管段的管径d、长度L、管道内壁当量
绝对粗糙度，以及管段局部阻力当量长度Ld的大小有
关，即S值仅取决于管段本身，它不随流量而变化。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七、伯努利方程与水压图：

式中: P1、P2----断面1、2的压力，Pa；
Z1、Z2----断面1、2的管中心线离某一基准面的高

度，m；
v1、 v2----断面1、2的流体平均流速，m/s；
ρ ----流体的密度，Kg/m3；
ｇ ----自由落体的重力加速度，9 .81m/s2;   

ΔH1-2----流体流经管段1-2的压头损失,m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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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水压图举例：如下图一热网，5栋6层楼，每栋均为5万平
米，系统阻力为10米，热源阻力12米，楼间距均是500

米，试进行管径及设备选型，并画出水压图（局部阻力按
沿程阻力的0.3倍计算）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设计说明：

1.按4kg/h.㎡计算出各管段的流量；

2.根据各管段的流量，查比摩阻表，查出各管段管径及比摩

阻，并算出各管段的阻力；

3.画出水压图；

4.确定循环泵的参数：G=1000t/h  H=48.3m；



绘制水压图：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水压图分析：

因近端压差过大为31.7(32.6)m，是需要的3.17(3.26) 倍，
近端流量将是需要的 1.78 倍，近端将过热，远端流量将

不足，远端肯定不热，因此必须进行热网平衡，需在各栋
楼回水管上装流量控制部件（DN250的流量控制阀）。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安装流量控制阀后水压图安装流量控制阀后水压图安装流量控制阀后水压图安装流量控制阀后水压图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八、流量分配失衡是必然的：
8.1流量输配时受沿程阻力和局部阻力的影响，供热管

道近端压差大、远端压差小，从而产生近端流量大、远
端流量小的问题。无论我们设计的多么仔细和完善，都
不能彻底解决这一平衡问题，真正的平衡只能靠有效设
备的准确控制来实现。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8.2 管道锈蚀会大大增加管道的粗糙度，压力降将增加
40%~70%；



� 8.3 管道直径误差每1%引起的压力降计算误差为
5%；

� 8.4 水温在20~80℃ 时，管道压力降减少12-18%。

� 因此，系统水力平衡计算很明显是一项既具近似性系统水力平衡计算很明显是一项既具近似性系统水力平衡计算很明显是一项既具近似性系统水力平衡计算很明显是一项既具近似性
但又必须做的工作但又必须做的工作但又必须做的工作但又必须做的工作，，，，真正的平衡只能通过可靠的设真正的平衡只能通过可靠的设真正的平衡只能通过可靠的设真正的平衡只能通过可靠的设
备控制来获得备控制来获得备控制来获得备控制来获得。。。。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 每一栋楼每一栋楼每一栋楼每一栋楼、、、、每个单元每个单元每个单元每个单元、、、、每个住户每个住户每个住户每个住户、、、、每个房间散热器所需要每个房间散热器所需要每个房间散热器所需要每个房间散热器所需要
的热水流量是控制出来的的热水流量是控制出来的的热水流量是控制出来的的热水流量是控制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 根据不同的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位置安装流量控制设备并进行在不同的位置安装流量控制设备并进行在不同的位置安装流量控制设备并进行在不同的位置安装流量控制设备并进行
合理的调节合理的调节合理的调节合理的调节；；；；

� 工作人员要入室反复细调工作人员要入室反复细调工作人员要入室反复细调工作人员要入室反复细调。。。。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 九、水力平衡与节能

� 解决冷热不均、提高收费率、减少维护量、减少老百姓放
水、减少热损失。

� 节热能15~20%、节电20~50%、节水、多带面积。

� 为供热自动化控制、供热运行节能提供保证。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供热基础知识

流量与耗电功率的关系式:N1/N2=G1
3/G2

3

N 1、N2----平衡前后的耗电功率Kw

G1、 G2----平衡前后的循环流量Kg/h

流量10%的变化对耗电的影响：

将G1=1.1  G2=1 代入

N1/N2=G1
3/G2

3

得 N1/N2=1.33

即流量增加10%,则多耗电能33%

做好水力平衡，减少10%的流量是很容易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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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温度与能耗：

供热时，房间温度高于所需温度1℃将引起能耗增加，此增
加量可由以下公式估算（瑞典公式）：

式中：

tic ——房间设计温度， ℃；

tec——室外设计温度，℃；

ai ——内部得热影响房间温度，以温度值表示，2℃；

Sc  ——季节平均供热量与最大需热量之比，0.4;

S% ——房间温度升高引起的能耗增加量，以季节能耗的
百分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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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aitts
S

ecic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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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温度变化1 ℃对能耗的影响：

� 当房间温度18℃，室外温度-9℃（北京地区室外计算温度
为-9℃ ）

� 代入上式 S%=10%

� 即平衡以后，室内平均温度降低1℃时，在北京地区可节
约热能10%左右。长春可节能8%左右。

� 通过做好水力平衡，将过热用户温度降低2度是很容易做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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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阀

�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 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 自力式流量、压差两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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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静态平衡阀

1、静态平衡阀的特点

自身阻力比较小

可以关断

可以测量流量、压降

在压差稳定前提下，流量呈线性

可调节阀比普通调节阀、闸阀、蝶阀强

2、使用静态平衡阀调节管网平衡需要在支干线、支线、热

用户分别安装并调节，才能达到平衡目的。

3、静态平衡阀平衡调节的对象是环路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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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平衡阀
静态平衡阀结构图

4、静态平衡阀调节难度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

在供热系统中应用相对较少。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水力平衡设备水力平衡设备水力平衡设备水力平衡设备

静态平衡阀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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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力式流量控制阀（自力式阻力平衡阀）

1、分为两种：

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始终恒流量

自力式阻力平衡阀---调节过程中恒流量，调节完毕，可锁
定平衡状态满足变流量运行（相当于静态平衡阀）。

2、静态平衡阀的特点

自身阻力比较大、平衡效果显著

流量线性呈水平线（压差变化时保持恒流量）

2、只需在热用户安装并调节，即能达到平衡目的。

3、调节的对象是用户的流量。

4、平衡效果显著，在供热系统中应用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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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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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式流量控制阀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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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工作时不依靠外部动力，依靠压差为动力，在压差

控制范围内，保持流量恒定的阀门。

结构：由自动和手动两部分组成，自动部分由弹簧、膜片

和自动阀瓣等部分组成；手动部分由手动阀瓣、流量刻度
尺等部件组成，二者由一个公共的腔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原理：手动部分两边的压差通过导压管作用在膜片的两

侧，手动部分设定流量大小，自动部分保持手动部分两边
的压差不变，从而保持设定的流量不变。

当流量增大时，则手动部分两边的压差增大，膜片克服弹簧
的弹力带动自动阀瓣关小自动阀口，减小流量；反之，增
加流量，这样，就保证了设定的流量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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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1、包括：固定压差控制阀、可调压差控制阀。

2、功能：恒定管段的压差。

3、单独使用不具有平衡功能，只有和具有线性调节性的阀

门一起使用才能调节平衡。

4、定义：工作时不依靠外部动力，在压差控制范围内，保

持被控阻力件两边压差恒定的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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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自力式压差控制阀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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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理：被控阻力件两边的压差通过导压管作用在膜片的

两侧，当被控阻力件两边的压差增大时，膜片克服弹簧的
弹力带动自动阀瓣关小自动阀口，减小流量，从而降低被
控阻力件两边的压差；反之，增大被控阻力件两边的压

差，这样，就保证了被控阻力件的压差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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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调流量、压力控制阀

1、具有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和自力式压差控制阀的全部功

能，即可作为自力式流量控制阀使用，也可以作为自力式
压差控制阀使用。

2、按面积收费阶段按自力式流量控制阀使用，安热计量收

费后，按自力式压差控制阀使用。

3、一阀两用，一次投资永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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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流量压力两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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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动流量控制阀

1，流量可调、恒流量。

2、电动流量控制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电动驱动。

3、水力控制性能=电动阀+压差控制阀、流量稳定。

4、使用与电动阀相同的控制信号，便于远程调节各个控制

点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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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温控阀：

定义：是一个受控于膨胀元件的自力式自控阀门，它根据
温度设定值于室温的差值，逐渐进行开启和关闭；

功能：控制通过散热器的流量，从而控制散热器的散热
量，保持室内的温度不便；

结构：它由阀体、自动阀瓣、感温元件和弹簧等部件组
成；

原理：当室内温度高于给定的温度值时，感温元件热膨胀
增大，克服弹簧弹力，带动自动阀瓣，关小阀口，减小进
入散热器的流量，散热器的散热量自动减小，室温随之下
降；反之，室温随之升高。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水力平衡设备水力平衡设备水力平衡设备水力平衡设备

七、水泵

水泵的主要参数：流量、扬程、效率，次要参数电机功率。

循环泵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选泵看功率，不看流量、扬程：

循环泵的作用是向热用户送出一定流量的同时克服管网、
热用户的阻力。相同功率的水泵，其流量扬程存在很大差
异。如：45kw水泵，一台流量500吨，扬程26米；另一台
流量400吨，扬程32米。

误区二、水泵变频=省电：

一台75kw的水泵，变频后工作在55kw，其耗电量肯定大
于一台55kw工频运行的水泵。变频器本身有1kw左右的功
率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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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三、采购水泵重视价格不重视效率：

相同流量、扬程参数的水泵，不同厂家的产品效率是不同
的，有的效率达到85%，有的达到82%。对于90kw的水
泵，3%的效率一年电耗相差8000元左右。

误区四、水泵进出口与管道同口径：

水泵进出口的流速比较高，如果同口径安装，加上阀门、
软连接、弯头的局部阻力，将损耗很高的扬程。所以应根
据具体情况，将进出口的管径扩大1-2号，同时与母管连
接应采取弯头连接的方式。

误区五、扬程同的水泵并联运行

包括不同扬程水泵并联、同样的水泵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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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特性曲线



水泵的并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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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的变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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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与转速的关系式：

n=60ƒ（1-SN）/P

式中：n——水泵转速 r/min

ƒ——电流频率 Hz

P——电动机的极对数。

SN——电动机额定转差，即定子旋转磁场与转子转
速之差比值，一般为5%。



水泵流量、扬程和功率与转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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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泵：

循环泵作用：克服系统的阻力将供热管网中一定流量的水循
环起来，它的扬程与地势高度和建筑高度无关。

循环泵流量：根据热负荷（供热面积）确定。

循环泵扬程公式：H=H1+H2+H3+2～3

式中 H1—锅炉房内系统压力损失；

H2—外管网供、回水压力损失；

H3—最不利环路系统用户内压力损失，一般为2～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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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水泵：

补水泵的作用：保证最高点用户充满水、系统定压。

补水泵的流量一般是循环流量的1%-3%。

补水泵扬程公式：H=Hj＋△Hb－h       m

式中H—补水泵扬程m；

Hj—系统静压值,可按系统最高高度加2m计算；

△Hb—补水系统管路压力损失m；

h—补水箱位置与水泵位置高度差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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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化管理

1、什么是量化管理？

2、量化管理的基本内容

单位建筑面积耗热量？

单位建筑面积补水量？

单位建筑面积电耗多少？

单位建筑面积循环流量是多少？

热网总的循环流量是多少？

锅炉的额定流量应是多少？

锅炉的供、回水温度应是多少？

热网管径应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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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掌握的量化数据需要掌握的量化数据需要掌握的量化数据需要掌握的量化数据：：：：

热水锅炉的内阻一般是8～10mH2O，不要大于15mH2O。

锅炉流量变动范围为±10%，即是额定流量的90～110%；

板式换热器系统阻力正常范围应在5～7 mH2O；

供热采暖一次网供回水温差以40～50℃为宜，目前行业普遍
维持在20～35℃；二次网温差以20～25℃为宜，目前国
内行业运行水平在10～15℃; 

采暖单体流量合理范围应在2.5～3.5 kg/h.m2（ 节能建筑
1～2 kg/h.m2 ）。

主干线、支干线的经济比摩阻在30～70Pa/m为宜。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

民用建筑室内管道流速不宜大于1.2m/s；

室内系统最不利环路比摩租取60～120Pa/m为宜。

150℃以下的介质，降温不大于0.5℃/km；

室温变化1℃平均水温要变化2℃左右，热量变化10%左右；

室内采暖达标温度18~20℃；

建筑面积采暖热负荷40～60kcal/h·m2（45～70W/m2）；

热网的补水量应小于热网循环量的0.5% ---1%。

1（蒸）吨/时的热量可供1～1.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节
能建筑2～3万平方米）

每万平米建筑面积循环泵电机功率一般在4~5kw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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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力平衡的方法

1、水力平衡分类:

楼间的平衡：解决不同楼栋之间的失调。

单元间的平衡：解决不同单元之间的失调。

户间的平衡：解决不同楼层之间的失调。

居室的平衡：解决不同房间之间的失调。

换热站间的平衡：解决不同热力站之间的失调。

热源的平衡：解决不同锅炉之间的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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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采暖系统：无平衡设备，每平米循环流量会在4kg/h

以上，热网末端基本达到所需温度16℃；此时热网平均室
温20℃，采暖期热能费用20元/平米，循环泵耗电费用1.2

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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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间的平衡的方法：静态平衡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自力
式阻力控制阀。

此安装方案：在单体建筑热入口回水管上安装一个流量控制
阀或阻力平衡阀，按每平米循环流量3.5kg/h调节。此方
案节电33%，节电费0.4元/平米；室温平均降低0.5℃，节
热5%，节热费1元/平米；装阀投资0.5元/平米，一个采暖
期节能费减投资为0.9元/平米，即一个采暖期就可收回装
流量阀投资，并获利0.9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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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间的平衡的方法：静态平衡阀、自力式流量控制阀、自
力式阻力控制阀。

此安装方案：在每个单元热入口回水管上装一个流量控制阀
或阻力平衡阀，按每平米循环流量3kg/h调节，此方案节
电57.8%，节电费0.69元/平米；室温平均降低1℃，节热
10%，节热费2元/平米；装阀投资0.7元/平米，一个采暖
期节能费减投资为2元/平米，即一个采暖期就可收回装流
量阀投资，并获利2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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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间的平衡的方法：楼栋平衡（流量或压差阀）+分户平衡

阀。

在每户热入口回水管上安装一个流量阀或静态平衡阀，每栋
楼一个自力式流量控制阀或阻力平衡阀或压差控制阀，按
每平米循环流量2.5kg/h调节。

此方案节电75.6%，节电费0.91元/平米；室温平均降低
1.5℃，节热15%，节热费3元/平米；装阀投资1.4元/平
米，一个采暖期节能费减投资为2.51元/平米，即一个采暖
期就可收回装流量阀投资，并获利2.51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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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的平衡：单元平衡（流量或压差阀）+温控阀。

安装方案：在每户入口回水管安装一个锁闭流量阀，流量按
每平米1.5kg/h调节并锁闭；在每个散热器回水管装一个

均流阀，将流量调均。

此方案节电94.7%，节电费1.13元/平米；室温平均降低
2℃，节热20%，节热费4元/平米；装阀投资2元/平米，一
个采暖期节能费减投资为3.13元/平米，即一个采暖期就可
收回装流量阀投资，并获利3.13元/平米。





换热站间的平衡换热站间的平衡换热站间的平衡换热站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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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站间的平衡：电动阀+压差阀、电动流量阀。

热源的平衡：平衡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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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个热网供暖面积60万平米，L1、L2和L3均为
1000米,供、回水平均温度50℃，试分析不同的控制方式

产生的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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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平衡方案比较：

楼间 单元 户间 暖器间

流量（kg/h） 3.5         3            2.5         1.5

节电 33%     57.8%    75.6%    94.7%

节电费（元） 0.4        0.69      0.91      1.13

降低室温（℃）0.5       1              1.5       2.0

节热 5%       10%       15%      20%

节热费 （元） 1           2              3          4

投资（元） 0.5       0.7          1.4        2

当年效益（元）0.9       2             2.51     3.13



无控制无控制无控制无控制 楼楼楼楼 单元单元单元单元 户户户户 散热器散热器散热器散热器

4 3.5 3 2.5 1.5

55/45℃ 55.7/44.3℃ 56.7/43.3℃ 58/42℃ 63.3/36.7℃

28.65 29.46 35.7 32.9 35.5

646 620.28/0.96 519.58/0.80 505.1/0.78 368.8/0.57

191 171.9/0.90 178.6/0.93 137.1/0.72 78.8/0.46

2100/720x8/
30.8/140.46

1800/630x7/
45.4/107.54

1500/630x7/
31.5/107.54

          控制位置          控制位置          控制位置          控制位置

  类别  类别  类别  类别

单位流量单位流量单位流量单位流量kgkgkgkg////hhhh....㎡㎡㎡㎡

供供供供////回水温度回水温度回水温度回水温度

L1L1L1L1

800/478x7/
38.7/75

700/426x6/
55.1/62.14

900/478x7/
49/75

L2L2L2L2
1600/630x7/
35.8/107.54

1400/630x7/
27.4/107.54

600/426x6/
40.5/62.14

1000/529x7/
35.8/90.11

600/426x6/
40.5/62.14

2400/720x8/
40.1/140.46

1200/529x7/
51.5/90.11

N(kw)N(kw)N(kw)N(kw)

注解注解注解注解
2400/720*8/
40.1/140.46

2400为循环流量2400t/h  720*8为管径Φ720x8
 40.1为比摩阻40.1pa/m   140.46为管材单位长度重量

500/377x6/
59.4/54.89

300/325x6/
47.1/47.26

△P(m)△P(m)△P(m)△P(m)

MMMM((((tttt））））

L3L3L3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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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发现通过比较发现通过比较发现通过比较发现：：：：

热网平衡设备装的越细，节能效果越好，供热企业效益越
高;因此，根据实际条件热网平衡设备尽量细装，尽量装

全。单位面积的流量越小，管径可降一到两个规格，可节
约管材40%以上，同时运行成本也大大减少，可节电50%

以上。

做好水力平衡的关键做好水力平衡的关键做好水力平衡的关键做好水力平衡的关键：：：：

领导重视：有关领导要真正理解热网平衡的重要性，统一思
想，形成决议，共同大力支持这项工作。

组织落实：安排一到两个技术过硬、工作认真的员工专门进
行热网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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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记录流量阀的位置、所带面积、规格、所调流量、室

内温度、回水温度、有无漏装、有无堵塞、有无短路；

主管副职领导要适时监督检查，进一步完善平衡工作。

装细装全：：：：热网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全局去考虑，要从近
及远全部安装，不能有遗漏;

新接热网要及时补上;

流量阀要尽量装细，尽量装小阀，能装户上就装户上，不
能装户上就装单元，不能装单元就装单栋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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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细调、特别注意：调流量不可能一次到位，要根据室温、
回水温度反复细调，真正做到室温在18~20℃ 以内，回水
温度基本一致（相差3℃ 以内）。

发现不热问题，应先检查过滤器有无堵塞，其他阀门有无

问题，系统是否积气等，然后再考虑流量阀有无问题；

室温低1℃，节能10%，室温高1℃，多耗能10%，因此
应特别注意室温1℃变化对节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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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低热源阻力的方法：

作用1：解决热源内阻过大，提高水泵出力、改善供热效果

作用2：改善锅炉进、出水温度，提高锅炉效率，提高供回

水温差。

扬程与耗电功率的关系式:   

N1/N2=H1/H2        

N1、N2----平衡前后的耗电功率Kw

H1、H2----平衡前后的扬程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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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环泵的进出管过细：如一台流量100T/h的水泵,泵的进
出口径为DN100,此时的比摩阻为1800Pa/m,再加上阀门、

止回阀和弯头的局部阻力，泵的进出口管本身就产生了
5m左右的阻力，浪费电能10~15%。

减小阻力的办法是加大循环泵的进出口管径，根据流量，
按比摩阻小于100Pa/m选取合适管径即可（一般比泵进出

口大一到两个口径）。

（2）水泵出口、锅炉进口的单向阀，阻力很大。建议去掉。

（3）锅炉进出口的管径出厂时都比较小，应过大管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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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锅炉、换热器的流量过大：锅炉的正常阻力为
8~10m,板换的阻力为5~7m，根据△P=SV2，当流量增加
到正常流量的1.5倍时，则阻力增加到正常值的2.25倍
（特别是高温炉按低温运行，阻力增加更大）。锅炉流量
可用公式Q1=4187G（tg-th）/3.6计算

式中： Q1——热水传递的热量，W；

G——循环流量，t/h；

tg——供水温度，℃；

th——回水温度，℃；

减小阻力的办法是给锅炉加一根旁通管，旁通管上装一个平
衡阀，旁通管管径根据水力计算的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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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热源并联的旁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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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锅炉供/回水温度的方法：

提高锅炉供/回水温度，可提高锅炉效率5~10%左右。

锅炉额定供/回水温度一般是95/70℃ 、115/70℃ 和

130/70℃，额定温差25 ℃ 、45 ℃ 、60 ℃。

锅炉实际运行供/回水温度很少有达到设计要求的。我们

可利用锅炉加旁通管和泵的方法，将锅炉高温出水加压
回到锅炉进水，提高进水温度，控制锅炉的进出水温度
达到额定温度要求，锅炉炉温提高，可提高锅炉效率和
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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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锅炉供、回水管之间增设加压泵旁通管，将200t/h

锅炉出水，与400t/h外网回水混合，在进入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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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效设备、高效运行：

高效设备：

锅炉、循环泵、鼓引风机，第一步要选择效率高的产
品，第二部要通过调节是这些设备高效运行。

锅炉的额定最高效率55%---86%，水泵额定的最高效
率80---86%。

高效锅炉与低效锅炉的价差跟他们多消耗的煤价比九
牛一毛。

高效水泵与低效水泵的价差跟他们多消耗的电费比九
牛一毛。

所以，在购买设备时，第一要素就是设备的效率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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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运行：

额定效率高是节能的基础，运行效率高才是节能的关

键。通过合理的调节，使水泵、锅炉运行在高效区，以最
小的能源消耗，获得最大的出力。

锅炉的运行效率高低参考上一节内容。

水泵的运行效率高低：看水泵实际扬程是否工作在高

效区。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

七、混水供热

混水系统是热源送出高温水到混水站，二次网的回水

一部分作为一次网的回水，流回热源加热，另一部分回水
通过混水站加压与一次网高温供水混合变成二次网的供水
送到热用户。

混水供热优点：

热损耗较小，不存在因板换造成的热损失。

维护费用小，不用清洗。

初投资费用低。

与间供系统比，可以提高供热面积。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

常规混水 回水加压混水供水加压混水

常见混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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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水流量与温度的关系式：

U=              =     

U—混合比；

Gh—进入混水装置的回水流量m3/h；

G1g—混水装置之前热网供水流量m3/h；

t1g—热网供水温度℃；

t2g、t2h—混水装置后供、回水温度℃

则：t1g= t2g+u(t2g- t2h)。

G1g*(t1g-t2h)=Gh*(t2g-t2h)

1g

h

G

G

2h2g

2g1g

tt

t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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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水常见方式：

水泵旁通加压：适用于二次网所需的供、回水压力在一次网
供、回水压力之间。

水泵回水加压：适用于二次网所需的回水压力在一次网回水
压力以下。

水泵供水加压：适用于二次网所需的供水压力在一次网供水
压力以上。

热混水系统技术要求：

不倒空、不超压、混水量适量、总流量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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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水供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一定要将一次网和各站二次网水压图绘制好；

根据各站压力和流量情况及与一次网的关系，确定各站采取
哪种混水方案；

混水泵的出力要有富余，以弥补设计偏差和负荷变化造成的
系统不可调问题；

为了方便判断热网的调节及运行情况，各站的压力表和温度
计要装全；

一次供（或回）水管尽量装上流量控制阀，以方便平衡；

加压泵、混水泵尽量加变频，这样方便调平且更节电能；

对超压、欠压用户要有相应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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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分布式水泵：

分布泵系统是一种多泵供热方式，热源循环泵克服热源阻
力，外网各个热力站内设有循环泵，来克服热源到本热力
站的阻力。

优点：理论节电70%，实际可节电30%。

注意事项：

分布泵系统适合供热半径大和阻力偏大的供热大热网，且热
网负荷变动不宜过大；

应根据水压图确定循环水泵参数，扬程要留有足够余量。

循环水泵应加变频，系统应加流量控制阀，便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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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水泵水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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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一热网的供暖面积为200万平方米，分五个换热站，每个站
的面积40万平米，节点间的距离相等，均为800米，系统

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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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4 457.4 457.4 457.4 68.62400整个系统

传统形式

348.0 348.0 348.0 348.0 合计

100.0 152400热源内部

71.5 53.6480403.0 80028.7
426×1

0
480405

63.5 47.6480405.8 80055.7478×6960804

48.0 36480403.1 80029.4529×714401203

39.7 29.8480405.4 80052630×719201602

25.3 19480404.5 80043.5720×824002001

净功
率

（kw）

系统
阻力
mH2O)

单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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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³/h）

单体的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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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比摩阻
（Pa/m）

管径
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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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面积
（万㎡）

分布式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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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网接力泵：供热半径较长热网，如果整个系统的阻力都
用热源循环泵来克服，消耗循环泵的扬程太大，造成水泵
功率过大。这种情况下，可采用热源泵与末端热力站加压
泵联用方案。相当于简易的分布式水泵。

要点：末端站接力泵克服站内阻力，通过变频或流量阀控制
好末端流量避免抢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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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泵水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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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高低区直连供热高低区直连供热高低区直连供热高低区直连供热：：：：

在普通供暖系统中，出现少量高层建筑，或者在位差

较大的地区，为了在满足高区用户的供热的同时，保证低
区热力设备的安全，将一系列增加增压、减压设备组合在
一起成为高直连供热机组。

特点：保证高区供热效果，保证正常低区供热的运行安全。

无需建换热站，节约大量的资金投入。

减轻设计人员工作量，厂家提供合适的机组。

安装方便、控制灵活。

缺点:循环泵电耗比换热方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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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区直连
供热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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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直连供热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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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定点测温：

按需供热是供热管理的最高水平。对于目前按面积收费的系统来讲，就

是要达到室温18-20°C，不多也不少。这就需要能实时准确的知道用

户家里的真是温度。定点测温装置是理想的选择。该设备一次性投
资，自动定时采集用户温度。

定点测温盒 定点测温电话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供热节能技术

十一、分时供暖机组：

1.停开型：适用于室外温度较高的地区。用户流量为全开或
全关；

2.调节型：适用于室外温度较低的地区，用户流量为全开、
调节；

3.调节混水型：适用于室外温度很低的地区，用户流量不
变，供水温度分为正常和低温。

办公楼、学校教室及宿舍和厂矿车间等的采暖，有一半左右
的时间不用采暖，通过分时供暖机组，分时供热，这样
可节约30%左右的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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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开型、调节型分时供暖机组：

有控制箱和电动流量控制阀组成

控制箱可分时将电动流量控制阀调到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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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混水型分时供暖机组：

有水泵、控制箱、电动流量控制阀组成。

控制箱可分时控制电动流量阀和加压泵的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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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室外温度分段预测：

根据一天内不同时段的室外实际温度，进行供热温度

的调节，是提高供热效率减少热量浪费的有效方法。本人
根据多年经验，开发出一种根据当日最高最低温度，预测
当日4个时段室外温度的软件，经测试具有很高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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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自动排气

供热系统中的空气来源：管网维修存留、水温升温后溶解气
体溢出。

管道高点、热源、用户高点、散热器高点排气装置一定安装
齐全有效。

空气对供热的影响：有与气堵造成的完全不热、由于半管气
造成的温度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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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温空气溶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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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水质问题

水质问题包括：结垢、堵塞。

由于没有有效的水处理，造成锅炉、换热器、散热器、管道
结垢，影响散热，甚至锅炉爆管。有效的水处理方法：钠
离子软化、药剂法、电子除垢仪。

由于缺少除污器、过滤器造成设备阻塞，影响供热。除污器
应根据杂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除污器。对于泥沙含量高
的需要采用沉淀为主的除污器，颗粒较多的，采用过滤为
主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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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垢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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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网：户用过滤器网眼直径在0.5~1mm为宜，单体入口除
污器网眼直径在3~5m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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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热计量技术

热计量技术高了这么多年，到底节不节能？答案是肯定的。

热计量为什么能节能？

热计量系统具有用户主动调节室温、恒定室温的功能，减少
不必要的浪费，并有效利用阳光、灯光、家电散热等自然
热量。很多地方将由于外墙保温提高实现的节能算在热计
量上面，是荒谬错误的。

热计量的原理？

用多少热交多少费---热表法、通断时间面积法、流温法、热
分配法。

享受多少温度交多少费---温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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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计量推行缓慢的原因？

这是由国情、国力决定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阶段，发
达国家二十年前家家有汽车，八十年就有航母，对于我们
国家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

热计量方法哪种好？

我倾向于：新建系统一户一表法，老建筑温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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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连续供热：

在满足供热温度情况下，连续运行和间断供暖的耗热量是一
样的。

原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供热研究室1983年冬季进行了一台往

复炉排热水炉间歇运行测试，升温第一小时的锅炉效率为
57%，第二小时为64.5%，到第三小时后，效率才稳定在
76%。

实验证明：间断供暖热效率低于连续运行，提供同样的热量
将比连续供热消耗更多的燃煤。

间歇供热令设备频繁起停，降低锅炉、补偿器等寿命、造成
供热远近用户效果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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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自动化监控

自动化监控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实用性、可靠性得到很大
提升，一些地区实现了换热站的无人值守。

由于资金和现场等原因，自动化控制系统系统主要在锅炉房、
换热站得到应用。可以将现场的温度、压力、补水量、热
量、水泵频率远传到控制中心，也可远程控制热力站电动
阀的调节。

自动监控是手段，现阶段来讲，有效的调节还要靠科学的控
制策略、有效的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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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提供二次网温差的方法---楼前混水

供热现状：一级网（温差40-60度），二级网输（温差15-20

度）；而地热供热系统的温差只有10-12度。

低温差等于大流量，大流量等于循环泵大量的耗电。从节能
方面考虑，必须要降低供回水温差尤其是二次网。

我的想法是用楼前混水的方法，将100度高温水直接送到楼
前，通过小型混水设备，在楼前降低到60度后，进入用户

散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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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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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网循环水输送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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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前混水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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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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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前混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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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新建供热系统按高效节能集中供热循环系统设
计后产生的节能效果：

1）流量减小50%，

2）平均比摩阻降低(28.9-34.3)/34.3*100%=15.7%

3）节省管材消耗平均30.4%。

4）比摩阻降低了15，7%，也即水泵扬程减少15.7%，
节省水泵功率57.85%。

2，对于原有二级网系统改造直接改造为高效节能集中
供热循环系统后的节能成效：循环流量按降低50%，
轴功率降低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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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均匀、适量、高效供热系统

比较理想供热系统是供热均匀没有过冷过热现象、用户温度
在18-20之间、各种设备的运行效率都达到或接近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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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均衡供热，是让所用热用户室内温度均匀，杜绝冷热
不均。

均匀供热的方法：水力平衡。

楼与楼之间的平衡---消除水平失调

单元之间的平衡---消除水平失调

住户之间的平衡---消除垂直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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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平衡的设备

1平衡阀---按面积收费的定流量、变流量系统

2自力式流量控制阀---按面积收费的定流量系统

3自力式压差控制阀+平衡阀---按计量收费的变流量系统

4自力式流量压差两用阀---按面积收费的定流量、按计量收
费的变流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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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就是按需供热，送出的热量要和用户实际需要的热量
相符，不能过热超标，也不能不达标。这就要求必须知道
老百姓家中的实施室内温度。

相对于热计量系统温度采集，基于电话线的测温设备，可以
更方便的实时查看用户温度情况，这种设备是一次性投
资，没有后期费用。

用户测温装置选择、测温点设计。

根据用户室内温度进行热量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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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点测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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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设备额定效率高、运行效率高

1、锅炉、辅机电机、水泵、水处理、除尘器额定效率、板
换的换热效率

2、设备运行效率

锅炉的排烟、炉渣燃烧、锅炉运行效率、板换运行效率、各
种电机运行效率

3、设备匹配

锅炉、水泵、管道、供热面积是否配置合理，水泵变频后是
否工作在高效区、水泵与外网的流量扬程是否匹配、锅炉
鼓引风机运行是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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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核心：

1、实时室外温度反馈与预测供热温度、做好供热准备。

2、根据用户实际温度，重新建立供热负荷曲线

3、根据供热曲线+实时室内温度+室外温度预报，控制送出

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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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热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

1、系统必须充满水，不能有空气存在。

2、不能超压。

3、各种供热设备保证质量。

4、循环流量要满足。

二、供热节能的基本条件：

1、懂得供热技术的负责人。

2、负责认真的维修人员。

3、供热基本参数的检测到位。

4、运行参数的历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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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供热系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1、供热技术人员缺乏。

2、水质问题，表现在水处理不到位、楼前过滤器不到

位、施工过程中杂质、停运保养不到位。

3、水力平衡。

四、分户系统为什么有时楼上热，有时楼下热？

不同楼层住户循环水的流动受到自用压差和温差动力两
方面影响，当温差动力大于自用压差时，高层过
热，反之底层过热。往往由于户内阻力过低造成，

通过楼层间的平衡，适当增大户内阻力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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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温拉不开原因？

平衡不到位，靠大流量弥缓解调现象，流量过大造成温差拉
不开。

六、循环泵超流问题？

1，选型不当。

2，管网调节不到位，流量大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