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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信息 
 

江亿院士在第十一届国际绿色建筑大会上的主题演讲 

 

尊敬的仇保兴理事长，尊敬的各位来宾：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北方供热的一

些思考，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政策机制来促进北方

采暖的节能减排。中国北方绝大多数城市（包括镇）

都是大规模或者中规模的集中供热，热源厂和热网

公司之间存在两个结算点，这两个结算点如何结算，

对供热节能减排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就来重点

讨论一下这两个结算点，以及如何结算的问题。 

    刚才仇部长讲了北方建筑采暖是中国建筑节

能里的最主要部分，有最大的节能潜力。除了从能

源上看，另外一方面现在都在谈减少雾霾，其实采

暖又是冬季造成北方城市严重雾霾的一个重要的

污染源。因为热源很难远距离，在城市周围直接燃

烧，不论是烧煤还是天然气，都是直接排放，所以

节能，消除雾霾，都得在采暖上下功夫。下什么功

夫呢？实际是从两点来抓，一是进一步降低末端实

际消耗的热量，再是提高热源的效率，也就是单位

能源消耗的一次能源是多少。这两边都抓，就能把

采暖节能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 

首先是降低末端的采暖能耗。现在我国北方采

暖每平米平均需要的热量是 0.35GJ，需要的热量是

说要有这么多热量，就能把房子温度弄到 20 度以

上，但是实际上现在真实运行情况是，北方地区平

均每平米一冬天用的热量 0.4 到 0.45GJ。这就是供

大于需，过量供热，使得房间温度偏高，然后开窗

户。这些年抓围护结构的改造，建筑保温，但是越

是保温好的房子，由于调控不好，最后开窗热量都

跑出去了，造成巨大浪费。所以要降低末端热量的

消耗，一方面要继续把保温搞好，搞节能改造，同

时必须加大力度做好末端的调控，把过量供热问题

解决了，把开窗和散热解决了，这样才能够真正实

现我们节能的目的。给一些数据，比如内蒙古的一

个城市，热力站冬天平均每平米的热量差距很大，

为什么？多的那部分都是过量供热开窗散去的。北

京市一百多个热力站，冬天每个热力站平均单位面

积的能耗同样差别非常大，也有大约 25%的热量属

于过量供热。过量供热导致什么，这是一个地区统

计出来的冬天采暖室温的状况，12月份有 25%的房

间温度在 23 到 25 度，到了 4 月份有 52.8%的房间

在 25到 27度，还有 33%的房间温度在 23到 25度，

到 1月 2月基本正常，但是还有一些过热的，过量

供热导致房子过热。这是一些数据，横坐标是室外

温度，蓝的是供水温度，红的是回水温度，应该是

外温一高，这个温度应该降低，结果供回水温度不

太随着室外温度而变化，结果是外温热的时候多供，

导致室内过热。下面两个图是随着外温变化实际耗

热量的变化，都反映出调节的问题。所以要在目前

改善保温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抓的是减少过量供热

现象，解决室内过热的现象，解决过度开窗户的现

象，解决初末寒期供热量小不下来的问题。这三方

面问题，一方面靠热力公司的调节，更重要的途径

是要加强室温调控，通过激励机制，使得末端用户

能够逐步调控，避免过热。为了促进解决这个问题，

也正式设计热改，要按热量计量、按热量收费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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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通过这个能够把过量供热降下来。但是问题是，

十多年的热改，大量的财政投入跟老百姓的投入，

近 30 亿平米的北方房子分户已经装上热表了，但

是很不幸的是，现在几乎还找不到几个完整的真正

按热量收费的案例，找不到到底把这个过量供热给

它治了，能够起到节能的效果。甚至有的地方出现

了出租热表的现象，出租完了之后验收，验收通过，

热表拆走。大量安装的热表基本上没有取得预期的

效果。这种现象导致热改没有真正的实施开，这是

缺少政策机制吗？不是，我们的政策机制、各种激

励政策已经足够了，从上到下，财政机制跟其他的

各种政策，缺少什么？实际缺少是合适的技术路线，

末端该怎么做，为什么热改没达到预期效果，实际

的状况是什么？第一，实际对住宅楼来说，各户的

耗热量严重不匀，不同年代建筑保温水平不同，起

码能差出 1倍，等等。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搞步制

热价，这个比例该怎么走？面积给得多了，热量少

了，任何作用不起；热量部分给大了，这些矛盾就

出来了，所以这是两难的事。再说现在什么样的房

子能实行热改？节能改造之后的房子按热改走，没

节能改造的房子接着按面积收费，能耗高的按面积，

能耗低的按热量，两头一算只能使热力公司的收入

减少。所以反过来就要问，现在这个分户计量按热

量收费，非常适合中国的状况吗？这里有问题，因

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住宅不是欧美单独别墅的形式，

而是多户的、大的公寓楼，在公寓楼里，各户之间

的互相影响和各户之间的巨大差别，这是客观存在，

并且由于建造水平不同，保温水平不同，不同楼之

间差得更多，所以靠两步制热费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我们到北欧各国去看，到底他们怎么分户计量的？

经过大面积调查，按热量计量是对别墅式住宅，真

正的公寓楼尤其是芬兰有很多大规模的公寓楼，也

是单栋一个楼一个计量，然后各户分摊，并且有一

大堆机制，解决公寓楼里的住户之间的问题。所以

可能得重新想这事，怎么设计更简单、更实用、更

可操作的方法，最终解决末端过量供热问题。有几

个办法，比如分栋计量，按散热器，还有通断控制，

按照暖气的通断比等。再退一步，不分栋，是在热

力站上实行承包制，由管理者从热网买热，给老百

姓供热，按面积收费，之间的差价作为承包者的利

润，这样可以极大的推动最终末端调节管理人员，

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精心调节来省能，

恐怕比最后老百姓自己调效果还会好。如果采用这

种办法，怎么解决早期 80 年代初盖的一些保温差

的高能耗房子？如果按热量计费，它的费用就会特

别高。原因是当初房子盖得不是太好，在没做节能

改造之前可以由政府的补贴。在集中供热上的费用

补贴不要给热力公司，直接给到这些高能耗的房屋

住户上，通过这个最后逼着各方面做节能改造，这

样才能把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落在实处，改一个见

一个效。另一方面，除了住宅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

房子是非住宅建筑，办公楼、商场等等，也是节能

的重要一块。这些建筑做整体的计量热量，按热量

收费，困难小得多，应该作为重点抓起来，促进减

少过量供热。除了末端减少热耗之外，另一块是提

高热源效率。热电联产里还有一大块热量，中国有

大量的工业生产过程，最后的工业余热可以回收，

天然气电厂最后从烟囱走的那些烟气里出来的热，

几乎能和它热电联产出的热是一个数量级。现在北

方供暖季，可以利用的工业低品位余热，经过这几

年调查，有 25亿 GJ，再加上热电厂可以用的是 20

亿 GJ，北方的城镇建筑都加上之后需要多少，只需

要 30 亿 GJ，这就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把

集中供热的能耗降到每平米 8 公斤标煤，比现在降

低一半，关键是怎么把低品位余热用好。怎么用好？

共性问题是要回到热源厂的回水温度必须特别低

才行。比如，如果是燃煤热电联产，回水温度要是

30 度，所有冷却塔的余热都能很好的回收，要是回

水温度 50 度，就很难把那些热量回收回来，好多

都得顺着它跑。而现在的热网回水温度多少度，是

50 度，工业余热更是这样，要是回水温度 30 度，

好多余热都能回收，要是回水温度到 50 度了，回

水量只有一半了。回水温度能不能降低呢？实际上

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一个是把末端调节好，再一个

是加大散热面积等等。如果再在末端装一种吸收式

换热器，可以把回水温度降到 20 度，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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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都有在工程上应用的例子。比如末端换热器，

一个楼里的供水温度 90 多度，回水温度能够在 20

到 25度之间常年稳定运行。但是这么多的好法子，

热力公司没有积极性，因为要想把回水温度降低，

热力公司需要投很大的努力去调节，还得投资，装

末端的吸收式换热器等等。但是按照这样做，他有

没有收益呢？按照目前的计价方法，热网公司跟热

源厂之间是按热源结算，这样热力公司、热网公司

做的大量的工作没有任何回报，大量的投入找不到

回报，谁去干这事。所以问题就出在现在的结算方

式是热量乘回水温差，没有机制去激励热网公司降

低回水温度，甚至有些项目完全有条件把回水温度

降下来，但是热网公司不干这事，因为对他有什么

好处呢。结果导致最近五年几大发电企业都在投资

做发电冷凝热回收来提高热源效率，来节能减排，

但是多数效果很差，甚至投资无效，原因还是回水

温度太高。所以把回水温度降下来变成提高热源效

率的关键，怎么办？如果把热源厂跟热力公司之间

的结算改成不是按供回水温差，而是按供水温度减

40，这事都解决了。如果回水温度低于 40 度，40

度以下的热量给热网公司是免费的，如果回水温度

比 40 度高，现在热网大多数都 50 多度，50 多到

40 度这块热量，你没用，你也得出钱给热电厂。从

理论上看，这又符合热力学原理，因为热力学原理

讲我们对热量的价值不能光看热量多少，还得看温

度的品位，高温的值钱，低温的不值钱。通过这样

一做，可以使得热网热源之间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

比如说热网公司，如果他用普通换热器把换热占的

换热能力加大，精心调节，可以把回水温度降到 40

度，这样他经济上至少不用多花钱。要是改成都是

地板采暖，同时精心调节，可以降到 40到 30度之

间，这样他会收到一些经济效益，要是在末端装吸

收式换热器，就能到 25度、到 20度，这样通过两

年至四年就能把钱找回来，他就有积极性了。投资

两三年、三四年能得到回报，这事他就干了。反过

来热源厂也愿意干，因为除了烧煤锅炉之外，现在

不让烧煤锅炉了，其他各种热源都有一大块低温给

排掉了，如果回水温度够低，这些热量都能用上。

但是现在是 50 度，这些热量都白白排掉了。当然

热源厂如果想用这些低温的余热，需要投资装点回

热设备。结果他为什么不装，因为回热温度 50度，

装这个设备白搭，我不能投资闲置。但是如果有这

个减 40 的合约的话，他能够收热网公司的罚款，

所以他投资会有回报。同时即使只收这 40 多到 50

度之间的热费，他那个回收装置也是三年到五年就

可以回收。这样一个法子，双方的积极性都能够调

动起来，从而真把这回水温度降下来，把热源的效

率提高 30%到 50%，并且还有一个巨大的省水的效

益。那个量有多大，我们仔细算了算，跟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的一半差不多，所以巨大的一块工业用水

量还能节下来。到底是 40度、41度、39度，这可

以协商，但是用这个框架，就会推动双方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北方要加快进行集中

供热收费模式改革，包括热网公司和热用户之间，

也包括热源厂跟热网公司之间，这两个方面做得好，

就会推动我国供热节能的发展进程。末端收费和热

源结算存在巨大的节能空间，希望有关部门尽早开

启这方面的研究。 

（根据大会记录稿整理）

 

地方简讯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工作会议及 

2015 年度全体会员大会顺利召开 

 

为了总结年度工作成果以及表彰先进,明确协

会发展目标，共议协会发展大计，3 月 20 日，深圳

市绿色建筑协会在建科大楼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

四次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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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理事会总结了 2014 年度工作成果，审议

了协会经费使用情况及预算，通报会员发展情况并

讨论新入会申请，会议还评选出 2013-2014 年度优

秀会员单位、优秀个人会员及优秀联络员。 

协会会长叶青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她认为，

新型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协会要积极发挥行

业组织的力量，为会员提供更多的服务，为推动绿

色建筑产业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协会秘书长王向昱主持会议，并汇报了协会总

结及新一年工作开展计划，理事们就行业方向、协

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当天下午，2015 年度全体会员大会隆重举行。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节能科技与建材处处长刘昕

出席大会，并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刘处长表示，

在政府、企业、协会和广大从业人员、市民的共同

努力下，深圳已成为国内绿色建筑发展先锋型城市，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协会和协会全体会员的积极奉

献，鼓励协会全体会员在 2015年的工作中更加努

力，团结一心，推动深圳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水平

再上新台阶，继续争当全国绿色建筑发展的排头兵。

协会会长叶青做动员讲话，回顾了协会的发展历程

及成果，鼓励大家在市场低迷时抱团取暖，与协会

一起走出去，为深圳绿色建筑产业化发展贡献力量。

协会秘书长王向昱向全体会员汇报了协会 2014年

工作总结及 2015年工作计划，并通报上午理事会

审议通过的财务报告和表彰决定。协会副秘书长刘

志敏主持会议。 

叶青会长及几位副会长分别宣读表彰决定，大

会对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等 11个

“优秀会员单位”，鲁艺等 5名“优秀个人会员”，

戴汉卿等 5名“优秀联络员”进行了表彰，全场响

起热烈的掌声。 

为了宣传绿色建筑政策和技术，借全体会员聚

会的机会，协会还举办了以“穹顶之下，与绿建同

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发展趋势”为主题的

论坛。论坛由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俊跃

主持，深圳市建设科技促进中心推广科科长李蕾、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师室给排水专业副总工

王莉芸、汉能全球光伏应用集团大中华华南区域公

司副总裁兼华南区市场总监赵连友、深圳招商房地

产有限公司绿色技术总监林武生分别作了相关主

题演讲。 

会议期间，协会会员展开热烈的交流，场面简

朴而温馨。新春伊始，万象更新，在社会转型、绿

色建筑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协会将与会员携手并

肩，共同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供稿） 

 

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洽谈合作建设 

 

2015 年 3 月 31 日上午，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

地合作洽谈会在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会议

室举行。本次洽谈是由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重

庆大学国家级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和

奥雅纳工程咨询（香港）有限公司三方就西南地区

绿色建筑技术、展示、培训等方面工作而展开的第

二轮合作意向洽谈。参会代表围绕城市绿色低碳发

展、绿色建筑项目合作、技术人员培训交流等议题

充分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一致的合作意向，加深了

双方合作机制与模式，推动了合作深度。

     （绿色建筑西南基地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