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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建筑空调系统能耗拆分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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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能耗审计中获得空调系统能耗问题，从建筑空调负荷侧出发，建立了空调系统的能耗计算模型，探究

了负荷与能耗、能耗与效能 SCOP 的耦合关系，并将调研过程中无法测量的关键敏感参数作为调整对象，利用模拟
校验的原理，将这些参数在合理范围内离散化，代入模型计算，并用实际账单进行约束，求解出误差最小时的关键
参数值，从而得到与当前能耗相符合的能耗值．采用此方法拆分得到某实际办公楼的空调能耗，与实际监测的空调
能耗对比，相对误差在 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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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ergy Consumption Disaggregation Method for
Office Building HVA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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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Fuxin 123000，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in order to obtain HVAC system’s energy consumption in energy audit，a model of energy

consumption calculation of HVAC system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load side an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is explored
between load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s well as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fficiency system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SCOP). Then the key sensitive parameters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in the investigation are taken as the
adjustment targets，an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imulated verification，these parameters are discretized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and brought into the model calculation. The actual bill is applied to constrain to obtain the key parameters value when the error is minimum，thus getting the value of HVAC system energy consump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energy consumption. This method is applied to disaggregate an actual office building，and the
relative error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nd the monitoring data are within 5%.
Keywords：energy audit；HVAC system；energy consumption disaggregation method

目前，我国大型公共建筑具有能耗总量大、能源
效率低、节能潜力大的特点，其中办公建筑因其用电
特点更是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表明[1-4]，在美国、
英国、新加坡、西班牙及中国香港，空调系统能耗占
办公建筑能耗的比重分别为 48%,、55%,、56%,、52%,
和 68%,．因此，获得准确空调系统能耗数据将有助于
节能审计工作，有效降低能耗．
空调能耗的获得主要有 3 种方法：一是直接法，

通过计量系统直接读取数据，但实际情况中常因分项
计量系统成本高、安装维护困难等现状难以实现；二
是模拟预测，通过 TRNSYS、EnergyPlus 等工具及神
经网络等模型[5]的数据驱动进行预测计算，前者要求
输入参数的准确性，后者要求有足够的数据进行训练
才能获得相对准确的结果；三是间接法，通过不同的
拆分计算手段，从建筑的总能耗中获得分项能耗 [6].
例如，抓大放小的典型设备估算法[7] 、最优化能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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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算法 [8-10] 以及非嵌入式能耗监测法(non-intrusive
LoaMonitoring，NILM)[11]等．
我国大部分建筑能耗审计依赖于现场测试，其受
时间及现场测试条件限制的特点使得大批量建筑审
计工作更加耗时、费力．间接法克服了直接法在实际
过程中的困难，极大程度上扩展了能耗拆分的应用场
景．Detlef 等[12]给出估算空调系统部分设备能耗的经
验公式，从设计负荷密度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建筑类
型、空调系统类型以及设备满负荷运行有效小时数等
要素进行能耗计算；Farinaccio 等[13]在仅有总电表的
情况下，提出运用模式识别的算法，将住宅建筑能耗
拆分为主要末端能耗，但这种方法需提前对主要末端
安装仪表，进行为期一周的监测，以找到设备用电特
点；Robison[14] 最早提出利用能耗账单完成主要末端
能耗拆分的概念，但方法中同样需要进行短期监测；
Yan 等[15]基于账单拆分，利用电量和冷量平衡原理，
实现能耗拆分，提供了新的拆分思路．
不依赖于测试进行能耗拆分的方法研究较少，本
文在 Yan 等[15]研究的基础上，在保证精度的同时，进
一步简化计算模型，提出一种不依赖于现场测试的办
公建筑能耗拆分方法．该方法通过短期调研及建立
的空调系统能耗计算模型，以半经验＋半物理模型的
新模式，将调研过程中无法测量的关键参数作为调整
对象，迭代求解，并用账单进行约束，从而得到与当
前空调能耗匹配的拆分结果，该方法尤其适用于缺少
或无法安装计量系统的能耗审计工作，具有耗时少、
原理简单、计算方便及结果较为准确的特点．

1 空调系统能耗的组成
空 调 系 统 由 冷 热 源 、输 配 系 统 及 末 端 设 备 构
成．空调系统能耗即指这 3 部分能耗之和．
EHVAC = Esource + Epump + Etower + Eenduse

(1)

式中：EHVAC 为空调系统耗电量；Esource、Epump、Etower、
Eenduse 分别为冷热源、水泵耗、冷却塔、末端耗电量．
本文提出的方法基于账单，根据建筑物用电特
点，建筑物每月用电账单可表示为
Ebuilding = EHVAC + Einternal + Eother
Einternal = Elighting + Eequip

(2)
(3)

式中：Ebuilding 为建筑电耗；Einternal 为可转换为空调负
荷的内部负荷能耗，是照明电耗 Elighting 和设备电耗
Eequip 之和；Eother 为除空调、照明和设备之外的其他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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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调系统能耗拆分计算方法
本文建立空调系统能耗计算模型，通过 SCOP 计
算空调系统理论能耗，结合能耗账单计算空调系统实
际能耗，两方程中有 3 个未知量，此时利用空调系统
理论、实际能耗定义空调系统能耗误差，对未知参数
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离散，将误差最小时的参数返代回
方程，最终实现空调系统能耗从整个能源账单中的
拆分．
2.1 空调负荷计算
建筑负荷可以分为外部负荷和内部负荷两类.
外部负荷主要与室外气象环境及围护结构条件有关，
本文采用 BIN 法[16-17]简化计算；内部负荷主要与室
内照明、设备、人员、内热源有关，也与办公楼的性
质、办公楼级别、管理者的节能知识水平等因素有关.
对于夏季和冬季空调负荷，可由下式求得.
⎪⎧Qsummer = (Qenvelope + Qair + Qoccupant ) + Qinternal
⎨
⎪⎩Qwinter = (Qenvelope + Qair − Qoccupant ) − Qinternal
Qinternal = Elighting + Eequip

(4)
(5)

式中：Qsummer 为夏季空调负荷；Qwinter 为冬季空调负
荷；Qinternal 这一部分为内部设备能耗转换的空调负
荷，在这里，假定所有照明、办公设备的耗电量最终
均转换为热量，并且通过传热被建筑物吸收，全部转
化为建筑空调负荷．
2.2 空调系统理论能耗计算
通过上述 BIN 法可求得建筑空调负荷 Qsummer，
此处 Qsummer 为空调累计负荷，单位为 kW·h．空调
系统能耗即可通过下式计算．
′
EHVAC
=

Qsummer
Q
′
或 EHVAC
= winter
SCOP
SCOP

(6)

′
式中：EHVAC
为计算的空调系统理论能耗；SCOP 为空

调系统能效．
实际上，为获得 SCOP，不论是模拟计算还是短
期测量，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都较大，且不能保证计
算结果的准确性．所以这里对 SCOP 简化处理为系
统当前负荷率(PLR)的函数，即
SCOP = SCOPe × log α +1 (α + PLR)
PLR =

Qsummer
Qnominal

(7)
(8)

式中：SCOPe 为额定 SCOP(PLR＝1)；α 为待定系
数，α＞1；Qnominal 由冷机额定制冷量与对应月的时间
相乘得到．
如图 1 所示，3 条曲线分别为α＝1、α＝2、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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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曲线，3 条曲线的趋势不同，但均过 PLR＝1 和
SCOP＝SCOPe 这一点，且随着 PLR 的增加，SCOP
增加的趋势变小，与实际情况吻合，有一定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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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α 与 β 值的组合，计算这些组合下 Uannual 最小时
对应的α、β 值．
整个求解过程见图 2．

图 1 SCOP 曲线
Fig.1 Curve of SCOP

2.3 能耗误差定义
由空调系统实际能耗 EHVAC 的值与空调系统理
′
论能耗 EHVAC
的值，定义每个月的能耗误差，即
Um =

′
EHVAC − EHVAC
′
EHVAC + EHVAC

(9)

将每个月的能耗误差相加得到全年的能耗误差
12

U annual = ∑ U m

(10)

m =1

Uannual 由每个月空调能耗实际值 EHVAC 与理论值
′
EHVAC
之间的误差决定．

2.4 迭代求解
迭代求解步骤如下：
(1) 计算每月照明能耗、设备能耗；
(2) 基于 BIN 法计算建筑空调负荷 Qsummer ；
(3) 根据式(7)计算 SCOP，系数α 待定；
′
；
(4) 根据式(6)计算出空调系统理论能耗 EHVAC
(5) 根据式(2)计算空调系统实际能耗 EHVAC ，
Eother 未知．
根据以上步骤，上述方程中只剩余 3 个未知数
EHVAC 、Eother 、α ，由于 Eother 每个月使用条件趋于一
致，所以假定在全年内，Eother 每个月为定值，记为 β．
利用 trial-and-error 方法[15]，限定参数α 与 β 的
范围，见表 1，对α 与 β 进行离散化，通过假定范围内
表 1 待定参数α与β
Tab.1 Undetermined parameters α and β
待定参数

α

β

范围

1＜α＜10

0＜β＜min(Ebuilding-Einternal)m

初始值

α＝1

β＝min(Ebuilding－Einternal)m

离散精度

α＝α＋0.05

β＝β－0.01min(Ebuilding－Einternal)m

注：min(Ebuilding－Einternal)m 为 12 个月中求得的 Ebuilding－Einternal 的
最小值.

图 2 空调系统能耗拆分流程
Fig.2 Flow chart of energy consumption disaggregation
in HVAC system

3 案例验证
深圳某 26 层行政办公楼，建于 2005 年，面积
62,098,m2，于 2011 年进行改造，建立了能源管理工
作站，在用电计量方面可实现照明插座(即照明和设
备)、空调、动力和特殊服务 4 大系统的电量计量．通
过对现场进行调研走访，收集的主要建筑、设备信息
见表 2～表 4，其余参数采用规范值[18]，屋顶传热系
数为 2.91,W/(m 2 ·K)，墙体传热系数为 3.05 W/
(m2·K)，窗户传热系数为 6.17,W/(m2·K)，日射得
热系数 SHGC 为 0.81．
3.1 空调负荷计算
收集深圳 4—11 月份每月室外平均干球温度，通
过围护结构信息以及 BIN 法计算每月累计负荷(见
表 5) ．其 中 调 研 照 明 功 率 203,kW ，设 备 功 率
453,kW，同时使用系数取 0.5，人员为 1,200 人，人员
假设为全部在房间里，夏季发热为 134,W/人，冬季发
热为 117,W/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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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筑基本信息
Tab.2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
建筑面积/m2

夏季室内
设定温度/℃

空调运行天数

人员数量

渗透风量/m3

空调面积/m2

冬季室内
设定温度/℃

空调每天
运行时间/h

新风量/
(m3·h-1·P-1)

62,098

26

149

1,200

10,800

49,678.40

20

10

30

表 3 空调系统基本信息
Tab.3 Basic information of HVAC system
设备

冷量/kW

功率数

台数

制冷机组
冷却塔
冷冻水泵
冷却水泵

1,758.5
—
—
—

345
5.5
55
55

3
7
2用1备
2用1备

表 4 围护结构基本信息
Tab.4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 envelope
方位

窗面积 AGi/m

墙体面积/m

东向
南向
西向
北向
屋顶

1,560
2,745
1,920
1,665
—

2,440
1,755
3,080
2,835
1,900

2

2

表 5 每月累计负荷
Tab.5 Monthly accumulative load
月份 运行天数 月平均温度/℃
4
5
6
7
8
9
10
11

12
22
20
23
22
21
18
11

累计负荷/(kW·h)

PLR

152,757.8
390,484.9
430,278.8
494,820.6
473,306.6
425,440.3
319,487.7
140,028.0

0.362
0.505
0.612
0.612
0.612
0.576
0.505
0.362

22
26
29
29
29
28
26
22

由于围护结构热工系数现场缺失，这里采用规
[18]
范值 ．
3.2 迭代计算
1 ＜ α ＜ 10 ，0 ＜ Eother ＜ 89,737.39 ，Einternal ＝
140,094.6，求得当 α ＝1、β＝62,000,kW·h 时，总误
差 Uannual 最小为 1.068,245．
将 α 和 β 重 新 代 入 计 算 模 型 ，得 到 EHVAC 和
′
EHVAC
，取两者平均值的累积和作为最终空调系统年
能耗(见表 6)．

将累年空调能耗拆分结果 1,429,429,kW·h，与
建筑原有计量系统结果 149,000,kW·h 比较，计算得
到误差为 4%＜5%,．

4 结 语
区别于现有依赖现场测试的能耗审计方法，对计
算模型进行简化，以半经验＋半物理模型的新模式，
提出具有一定精度的办公建筑空调系统能耗拆分方
法．通过现场短期调研及关键参数 SCOP，建立空调
能耗计算模型，将难以测量的关键参数 α 作为待定变
量，其中 α 与不同建筑、空调系统形式、使用年限、管
理水平相关，利用迭代求解算法，最后运用账单进行
约束实现拆分．并将该方法运用于深圳某实际办公
建筑，空调系统能耗的拆分结果与分项计量实测值比
较，误差在 5%,以内．
该方法耗时少、原理简单、计算方便、结果较为
准确，尤其解决了受时间及条件限制依赖现场测试的
审计难题．同时，也为获取空调能耗提供了新的计算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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