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五届中国供热学术年会日程
时 间 内 容

8 月 22 日上午
1.开幕式：领导、嘉宾致辞

2.主论坛：大会主题报告

8 月 22 日下午

分论坛 1：

城镇清洁供热规划研究与实践

协办单位：北京市热力工程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

分论坛 2：

多热源联网智能化运行与调节

协办单位：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8 月 23 日上午

分论坛 3：

储热保温及锅炉相关技术

协办单位：欧保(中国)环境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

分论坛 4：

智慧供热之数字化信息化管理

协办单位：山东普赛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23 日下午

分论坛 5：

供热应急抢修及供热管道技术

协办单位：唐山兴邦管道工程设

备有限公司

分论坛 6：

智慧供热之负荷预测与模型研究

协办单位：丹佛斯(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8 月 24 日上午

分论坛 7：

长输供热技术之吸收式热泵

协办单位：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

备有限公司

分论坛 8：

减少过量供热的二网平衡与调节技术（一）

协办单位：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24 日下午

分论坛 9：

长输供热技术及余热利用

协办单位：河北同力自控阀门制

造有限公司

分论坛 10：

减少过量供热的二网平衡与调节技术（二）

协办单位：青岛海威茨仪表有限公司

8 月 25 日上午

分论坛 11：

供热工程设计与施工

协办单位：北京德安源环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分论坛 12：

优化运营管理与节能降耗的途径(一）

协办单位：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8 月 25 日下午
分论坛 13：

可再生能源供热

分论坛 14：

优化运营管理与节能降耗的途径(二）

协办单位：乐沃(天津)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8 月 26 日上午

分论坛 15：

人工智能与室温调控研究

协办单位：北京硕人时代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分论坛 16：

农村清洁供热技术

8 月 26 日下午 闭幕式：颁奖典礼与总结



2022 第五届中国供热学术年会

2022 年 8 月 22 日上午

开 幕 式

主持人：刘荣 协会副理事长 教授级高工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际能源署中国执委

08:30-08:35 介绍会议安排并致欢迎辞

08:35-08:40
大会主席致辞 江 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副理事长 技术委员会主任

08:40-08:4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领导致辞

主论坛：双碳目标下的供热低碳转型

主持人：刘荣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副理事长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际能源署中国执委

08:45-09:30

国家双碳战略与供热低碳转型

报告人：康艳兵 国家节能中心 副主任 研究员

09:30-10:15

双碳形式下建筑节能的发展

报告人：倪江波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原一级巡视员

10:15-10:55

中国城镇供热 2022 年度发展报告

报告人：牛小化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副秘书长

技术委员会委员 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0:55-11:00 公布 2022 年度中国供热能效领跑企业排行榜

11:00-12:00

双碳目标下的供热热源替代

报告人：江 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副理事长 技术委员会主任

12:00-12:30 讨论答疑

12:3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分论坛 1：城镇清洁供热规划研究与实践

主持人：段洁仪 北京北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原总经理 教授级高工 协会技术委员会委员

夏建军 清华大学副教授 国际能源署中国执委 协会技术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13:30-13: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13:45-15:00

1. 中国北方清洁供暖余热总量估算方法

对比研究

赤峰学院资源环境与建筑工

程学院 丛龙胜
15 分钟

2. 核能热电联产系统多维度经济量纲综

合评价模型的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

赵金玲
15 分钟

3. 提高城市热电供需协同度的途径分析 燕山大学 赵权 15 分钟

4. 北方地区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循

环水余热向周边采暖供热的可行性分析

天津市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卢迪
15 分钟

5. 分布式低背压采暖型热电联产——解

决北方清洁采暖最有效方法之一

河北冀电电力工程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 安庆林
15 分钟

15:00-15:45 提问与讨论 45 分钟

15:45-16:05 区域供热系统能源消耗探析
北京市热力工程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 耿海洋
20 分钟

16:05-17:05

6. 伊宁市多能互补清洁供热规划方案与
效益分析

燕山大学 马懿峰 15 分钟

7. 非国家强制供暖区供热规划实践—以

徐州市为例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孙纪康
15 分钟

8. 双碳目标背景下郑州市低碳供热路径
的思考与探索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李登峰
15 分钟

9. 基于减碳思路下的北京市中心热网承
载潜力分析

北京市热力工程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 赵杨阳

15 分钟

17:05-18:00 提问与讨论 55 分钟

18:0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分论坛 2：多热源联网智能化运行与调节

主持人：王雅然 天津大学英才副教授 研究员 协会能源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

樊 敏 太原市热力集团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13:30-13: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13:45-15:00

1. 基于“一城一网”的供热运行模式探索

研究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王晓红
15 分钟

2. 多热源联网调峰运行工况模拟仿真技术

及应用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倪景宽
15 分钟

3. 基于仿真模型计算的供热系统预测性调

控方法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王童
15 分钟

4. 基于室外温度修正的大型热网一次平衡

群控策略研究与应用

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

赵睿
15 分钟

5. 集中供热系统提前启动的优势研究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张传坤
15 分钟

15:00-15:40 提问与讨论 40 分钟

15:40-16:00
城市级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及多热源联网技

术方案和应用

河北工大科雅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齐承英
20 分钟

16:00-17:15

6. 基于水力分析对优化东北郊电厂供热区

域优化运行方案的研究

天津能源集团供热调度客服

中心 张可
15 分钟

7. 高新隔压能源站多能互补复合式能源应

用系统调节控制策略分析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潘国宏
15 分钟

8. 瑞景多热源联网调峰系统智能调控策略

应用研究

天津市津安热电有限公司

刘哲先
15 分钟

9. 供热中天然气负荷预测及消纳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王铸
15 分钟

10.热电联产供热管网和燃气锅炉房联网

运行的应用及探讨

天津市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杨帆
15 分钟

17:15-18:00 提问与讨论 45 分钟

18:0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分论坛 3：储热保温及锅炉相关技术

主持人：高建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导

李春林 中元国际工程公司能源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级高工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8:30-8: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8:45-9:45

1. 现状储热技术在热电联产供热系统中

的应用探讨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晶晶
15 分钟

2. 一种新型管道式相变储热器的研究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董岁具
15 分钟

3. 基于化学发热材料的生活热水低碳应

急替代系统研究

北京热力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张连鑫
15 分钟

4. 架空蒸汽热网保温性能变化规律及恶

化机制研究

浙江浙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申轶
15 分钟

9:45-10:20 提问与讨论 35 分钟

10:20-10:40 双碳目标下的欧保 EBICO
欧保（中国）环境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张其锋
20 分钟

10:40-11:55

5. 浅谈生物质与燃煤混烧对锅炉运行的

影响

吉林省春城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邵晨
15 分钟

6. 利用吸收式热泵回收燃煤锅炉烟气余

热运行问题诊断分析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康佳月
15 分钟

7. 浅谈北方地区燃煤锅炉烟气污染物

“超低排放”改造思路
吉林省春城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宋杨

15 分钟

8. 链条锅炉试烧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应用

研究

济南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张现晨
15 分钟

9. 碱度在线监测设备在燃气蒸汽锅炉的

应用
吉林省春城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费巍巍

15 分钟

11:55-12:30 提问与讨论 35 分钟

12:3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3 日上午
分论坛 4：智慧供热之数字化信息化管理

主持人：钟 崴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 博导 协会技术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8:30-8: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8:45-9:45

1. 智能语音导航技术在供热企业客服热

线中的应用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吕婕
15 分钟

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分布式变频供热控

制系统应用与研究

淄博市清洁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邹卫梁
15 分钟

3.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粗粒度数据样本补

全方法研究

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

罗政
15 分钟

4. 基于热力信息化数据平台的数据清洗

策略研究

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程涛
15 分钟

9:45-10:20 提问与讨论 35 分钟

10:20-10:40 二次网精细化节能运行与调控整体方案
山东普赛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陈冬岩
20 分钟

10:40-11:25

5. 基于水力平衡和“数字孪生”的供暖

系统仿真

廊坊洁兰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赵庆亮
15 分钟

6. 基于末端全动态节能的温度面积法热

计量分摊系统

山东琅卡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丛华成
15 分钟

7. 智慧供热提升企业节能减排能力和管

理水平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严志强
15 分钟

11:25-12:00 提问与讨论 35 分钟

12:0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分论坛 5：供热应急抢修及供热管道技术

主持人：张立申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专家库专家

鲁亚钦 吉林省春城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正高级工程师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13:30-13: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13:45-15:00

1. 供热一级网应急抢修区域局部自降温

法应用实践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公司 韩佳桥
15 分钟

2. 智慧供热基础上大型热网安全运行保

障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申鹏飞
15 分钟

3. 基于‘负压波’监测技术的供热管网

泄漏监测系统建设

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

李田凯
15 分钟

4. 基于数据分析的二次网故障诊断预警

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

张杰
15 分钟

5. 基于泊松分布定理计算维修人员数量

及报修电话概率

天津市热力有限公司

马艳良
15 分钟

15:00-15:40 提问与讨论 40 分钟

15:40-16:00
智慧供热-管道节能降耗与监测预警应用

实践

唐山兴邦管道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 王帅
20 分钟

16:00-17:15

6. 新型预制带压堵漏快速抢修装置的研

究与应用

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

李阳
15 分钟

7. 旋转气流法管道非开挖修补技术的应

用
吉林省春城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李民

15 分钟

8. 大管径供热管道补偿器泄漏在线抢修

方案研究与应用

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

段军
15 分钟

9. 浅谈孔网钢带聚乙烯复合管应用
吉林省春城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吴丹
15 分钟

10. 供热用球墨铸铁管道应用及实验平

台研究

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李文惠
15 分钟

17:15-18:00 提问与讨论 45 分钟

18:0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分论坛 6：智慧供热之负荷预测与模型研究

主持人：周志刚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热能工程系副主任 教授 博导

牛小化 协会副秘书长 教授级高工 技术委员会委员 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13:30-13: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13:45-15:00

1. 供热系统热负荷预测分析及应用
北京硕人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王少驰
15 分钟

2. 混合式电热互补供暖系统建模与仿真

分析研究

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

张俊伟
15 分钟

3. 基于线性回归的居住建筑日耗热量模

型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人居环境与建筑

工程学院 高鑫羽
15 分钟

4.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供热系统负荷预测
大连海心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王延敏
15 分钟

5. 热力站动态运行鲁棒稳定性分析的频

域方法
天津大学 何志豪 15 分钟

15:00-15:50 提问与讨论 50 分钟

15:50-16:10 双碳背景下的北欧智慧供热解决方案
丹佛斯(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吴炜杰
20 分钟

16:10-17:10

6. 两种基于气象参数的供热负荷预测模

型对比

北京华大智宝电子系统有限公

司 张一帆
15 分钟

7. 红外热成像的建筑热负荷测试方案比

较

赤峰学院资源环境与建筑工程

学院 王怡明
15 分钟

8. 集成奇异谱分析与神经网络的热力站

负荷预测算法盒子

天津北洋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宋子旭
15 分钟

9. 基于机器学习的供热平衡状态及控制

研究

天津能源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夏青
15 分钟

17:10-18:00 提问与讨论 50 分钟

18:00 会议结束



8 月 24 日上午
分论坛 7：长输供热技术之吸收式热泵

主持人：付林 清华大学教授 协会城市能源规划委员会主任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8:30-8: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8:45-9:45

1. 末端吸收式换热器的供热运行测试与

比较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和安分

公司 顾路政
15 分钟

2. 楼宇式吸收式换热器性能的优化研究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和康分

公司 祝冰
15 分钟

3. 基于实验台对现有吸收式换热机组模

拟运行测试

内蒙古富龙供热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张梦予
15 分钟

4. 吸收式换热器的性能测试分析
内蒙古富龙供热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孙萌
15 分钟

9:45-10:15 提问与讨论 30 分钟

10:15-10:35
吸收式换热技术在大温差长输供热领域

的应用

北京华源泰盟节能设备有限公

司 杨巍巍
20 分钟

10:35-11:20

5. 电动压缩式大温差机组运行性能实测

与分析

天津大学中低温热能高效利用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苗青
15 分钟

6. 横流喷淋技术在燃气吸收式热泵机组

烟气余热回收中的应用分析

济南热电集团有限公司 李新

义
15 分钟

7. 楼宇式吸收式换热器应用效果的研究
赤峰学院资源环境与建筑工程

学院 吕慧栋
15 分钟

11:20-12:00 提问与讨论 40 分钟

12:00 会议结束

http://www.baidu.com/link?url=wilM8yTXYX3BQxjxzBrzTt-Xp6nGpvq-UqCNbELPS2W


2022 年 8 月 24 日上午
分论坛 8：减少过量供热的二网平衡与调节技术（一）

主持人：黄 维 西安瑞行城市热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研究员

方 豪 内蒙古供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8:30-8: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8:45-9:45

1. 前三门 8 号站新加区二次管网平衡调

节研究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城分公司 刘一洋
15 分钟

2. 利用物联网温度平衡阀实现二网自动

平衡调整的应用分析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智勇
15 分钟

3. 关于庭院供热管网智能平衡模式的探

析

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

贾鹏
15 分钟

4. 浅析喷射泵在实际供热调节中的应用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城分公司 张维
15 分钟

9:45-10:20 提问与讨论 35 分钟

10:20-10:40
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水力平衡系统与传统

平衡阀的区别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匡萃芃
20 分钟

10:40-11:40

5. 基于管网结构改变的供热系统水力工

况优化项目

天津市城安热电有限公司
王维

15 分钟

6. 楼栋独立调控在供热节能中的实践应

用

西安瑞行城市热力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来婷
15 分钟

7. 电动调节阀在集中供热系统中的优化
使用

包头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周浩

15 分钟

8. 单元电动调节阀在二次网平衡调节中

的应用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和光分
公司 杨文坤

15 分钟

11:40-12:20 提问与讨论 40 分钟

12:2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4 日下午
分论坛 9：长输供热技术及余热利用

主持人：李永红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协会城市能源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

贾 震 北京市煤气热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专业总工 教授级高工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13:30-13: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13:45-14:45

1. 直连长输热网与市区热电联产并网实

践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鹏
15 分钟

2. 浅谈太古热网“一分二、二分八”应

急措施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飏
15 分钟

3. 多级泵组长输热水管网停泵水击事故

分析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

限公司 梁玉辉
15 分钟

4. 长输供热系统泵站多台水泵信号丢失

原因分析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荆剑
15 分钟

14:45-15:30 提问与讨论 45 分钟

15:30-16:50

5. 长输供热管网较大口径 6S 焊接球阀

研发设计与应用

河北同力自控阀门制造有限公

司 冯洪波
35 分钟

6. 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在长输供热管网

中的应用研究

北京京能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华

源分公司 王丙强
15 分钟

7. 迁西低品位工业余热供暖研究
赤峰学院资源环境与建筑工程

学院 丛龙胜
15 分钟

8. 数据中心余热供暖技术分析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陈大为

15 分钟

16:50-17:45 提问与讨论 55 分钟

17:45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4 日下午
分论坛 10：减少过量供热的二网平衡与调节技术（二）

主持人：王 芃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于黎明 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13:30-13: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13:45-14:45

1. 减少供热过量的技术及二次网水力平

衡与调控

北京市热力集团朝阳第一分公

司 高健
15 分钟

2. 集中供热系统二次网参数修订分析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公司 柏志强
15 分钟

3. 二级网平衡调节方式对比及案例分析
同方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杨子文
15 分钟

4. 二次热网系统的不热用户分析及改造

方案应用

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李华
15 分钟

14:45-15:30 提问与讨论 45 分钟

15:30-15:50 数字化供热二次网平衡系统
青岛海威茨仪表有限公司

姚永胜
20 分钟

15:50-17:05

5. 碳减排趋势下的供热行业二次网平衡

调整及案例分析

天津市热电有限公司

郭敏
15 分钟

6. 供热二次管网水力平衡调节在热力站

运行中的实际应用案例分析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城分公司 袁晓冬
15 分钟

7. 供热系统差异化运行改造调节方法及
应用分析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公司 郭晓涛
15 分钟

8. 基于区域气象站的换热站实时精细控

制

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张帆
15 分钟

9. 区域气温差异化精准供热的探究
泰安市泰山城区热力有限公司

崔海龙
15 分钟

17:05-18:00 提问与讨论 55 分钟

18:0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5 日上午
分论坛 11：供热工程设计与施工

主持人 ：王 淮 中国市政华北院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协会技术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张玉成 北京市热力集团输配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高级工程师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8:30-8: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8:45-9:45

1. 不同地区采暖调节曲线对 PE-RTⅡ管
设计环应力影响的分析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
限公司 韩志

15 分钟

2. 区域锅炉房供热系统一次网分布式变
频改造工程可行性分析

吉林省热力工程设计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 刘玲玲

15 分钟

3. 利用数据中心余热为集中热网补热的
技术研究

天津市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王广海

15 分钟

4. 智慧供热技术在供热工程改造中的应
用

北京市热力工程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霍志杰

15 分钟

9:45-10:15 提问与讨论 30 分钟

10:15-10:35
污水资源化利用趋势下，供热行业集中

补水解决方案

北京德安源环境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向文鉴
20 分钟

10:35-11:35

5. 直埋热水管道管土作用模型综述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
限公司 高明旭

15 分钟

6. 界面胶凝材料对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劈
拉强度的影响试验研究

吉林省热力工程设计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 朱闯

15 分钟

7. 应用建筑物箱式基础建造地下平流沉
淀池的经验

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
王健

15 分钟

8.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优化设计
天津市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孙淑慧

15 分钟

11:35-12:15 提问与讨论 40 分钟

12:15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5 日上午
分论坛 12：优化运营管理与节能降耗的途径（一）

主持人：李 锐 北京建筑大学 教授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樊 敏 太原市热力集团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8:30-8: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8:45-9:45

1. 集中供热补水系统设计优化及改进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武政

15 分钟

2. 换热站板式换热器物理清洗法应用实
践分析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公司 赵晶巍

15 分钟

3. 供热企业常用水处理方式的技术经济
分析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淀分公司 刘瑀彤

15 分钟

4. 热电联产生产系统中减温减压器应用
分析

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

秦长清
15 分钟

9:45-10:15 提问与讨论 30 分钟

10:15-10:35 集中供热行业高效水泵解决方案
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李华明
20 分钟

10:35-11:35

5. 基于 ARMA-MOMEDA 的鼓风机轴
承复合故障诊断研究

太原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景泰

15 分钟

6. 双碳目标下热网循环泵改造提效的捷
径

北京京海人机电泵控制设备有

限公司 徐庆东
15 分钟

7. 换热站运行电耗控制方法与策略分析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杰
15 分钟

8. 循环泵节电技术之四 循环泵的参数与
变频调整

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
于贵山

15 分钟

11:35-12:20 提问与讨论 45 分钟

12:2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5 日下午
分论坛 13：可再生能源供热

主持人：袁闪闪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供热中心主任 正高级工程师 协会城市能源规划委员会委员

罗永焕 济南热力集团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协会可再生能源供热供冷委员会秘书长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13:30-13: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13:45-14:45

1.关于济南市华山片区污水源热泵供热

的分析研究

济南和茂能源热力有限公司
李超

15 分钟

2. 一种多功能地源热泵空调系统的实验

研究

西安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惠芳芳
15 分钟

3. 北京地区既有燃气锅炉耦合可再生能

源热泵技术的研究与分析

北京市热力工程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郭立良
15 分钟

4. 新疆南疆地区 A 县 42 万㎡低温空气

源热泵供热项目运行研究
新疆昌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马贵东

15 分钟

14:45-15:30 提问与讨论 45 分钟

15:30-15:40 休息 10 分钟

15:40-16:55

5. 空气源热泵 COP 值随室外气象参数

变化的预测模型研究与应用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思然

15 分钟

6. 郑州城区污水源热泵技术供热应用分

析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孙超锋

15 分钟

7. 基于总成本分析的北京市再生水源热

泵应用推广途径探讨
北京市热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李敬波

15 分钟

8. 雄安新区多能耦合综合智慧能源应用

案例分析
中国雄安集团智慧能源有限公
司 张义超

15 分钟

9. 中水源热泵+燃气锅炉调峰供热系统

的应用与分析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朔

15 分钟

16:55-17:50 提问与讨论 55 分钟

17:5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5 日下午
分论坛 14：优化运营管理与节能降耗的途径(二）

主持人：刘 荣 协会副理事长 教授级高工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际能源署中国执委

王向伟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 高级工程师 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13:30-13: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13:45-15:00

1. 大型城市供热保障企业稽查工作的

实践与探索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孙德刚
15 分钟

2. 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融资模式

研究

燕山大学河北省建筑低碳清洁

供热技术创新中心 刘绍轲
15 分钟

3. 供热企业生产管理信息化通用业务

方案初探

联美控股三六六移动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 费强
15 分钟

4. 集中供热新入网用户的验收标准
临汾市热力供应有限公司

杜博宁
15 分钟

5. 某区域集中供热系统能耗分析及不

同供热方式对比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

李雪
15 分钟

15:00-15:40 提问与讨论 40 分钟

15:40-16:00 楼宇换热模式应用场景探索与研究
乐沃（天津）新能源技术有限

公司 孙强
20 分钟

16:00-17:15

6. 热电联产非采暖期能效分析
牡丹江热电有限公司

秦长清
15 分钟

7. 关于如何科学建立换热站理论温度

台账的研究

天津市津能滨海热电有限公司

方剑
15 分钟

8. 二次网串联降低一次网回水温度方

法的应用研究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供热公司 高帅
15 分钟

9. 浅谈供热计量收费对居民行为节能

的影响

洛阳热力有限公司

白玉
15 分钟

10.车到山前本有路，只因一叶障耳目-

---供热计量改革 20 年再思考

威海弗瑞斯流体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 王杰礼
15 分钟

17:15-18:00 提问与讨论 45 分钟

18:0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6 日上午
分论坛 15：人工智能与室温调控研究

主持人：郑忠海 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 高级工程师 博士

端木琳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8:30-8: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8:45-9:45

1.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以室温为目标的一

种新型换热站调控方式浅析

北京硕人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何乐
15 分钟

2.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智慧供热控制模

型及系统

天津能源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夏青
15 分钟

3. 关于室温反馈用于热力站控制的探索

与实践

洛阳热力有限公司

郭佳肖
15 分钟

4. 浅谈室内温度双温监测的研究与应用
河南华表仪控科技有限公司

娄和万
15 分钟

9:45-10:25 提问与讨论 40 分钟

10:25-10:45 基于人工智能的全网智慧供热解决方案
北京硕人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何乐
20 分钟

10:45-11:30

5. 基于数字孪生的室温控制智慧供热研

究

西安交通大学动力工程多相流

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明涛
15 分钟

6. 浅谈空置率对用户室温的影响及解决

措施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吴海南
15 分钟

7. 浅谈如何有效利用室温监测数据做好

供热二级网平衡调节

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宋振旺
15 分钟

11:30-12:00 提问与讨论 30 分钟

12:0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6 日上午
分论坛 16：农村清洁供热技术

主持人：杨旭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教授 长江学者 协会农村清洁供热委员会主任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时间

8:30-8:45
会议预热 10 分钟

主持人致欢迎辞 参会嘉宾介绍 5 分钟

8:45-9:10 主题报告一：河南农村清洁供暖简介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栾景阳
25 分钟

9:10-9:35
主题报告二：户式太阳能供暖的关键技

术与示范
北京怡远科技 李穆然 25 分钟

9:35-10:35

1. 北方农村清洁采暖系统改造及效果分

析——以宁夏吴忠地区某农村为例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

杨松
15 分钟

2. 吉林地区农村屋顶光伏与电地板辐射

供热系统实测与研究

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贾欣
15 分钟

3. 临淄区农村典型住宅燃气壁挂炉采暖

温度与耗气量分析

山东建筑大学

韩国钊
15 分钟

4. 生物质捆烧在北方乡镇集中供热的应

用

吉林省春城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费巍巍
15 分钟

10:35-11:30 提问与讨论 55 分钟

11:30 会议结束

2022 年 8 月 26 日下午
闭 幕 式

主持人：牛小化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副秘书长 教授级高工

14:00-14:10 争做“供热探路人”线上宣传活动

14:10-14:20 介绍会议征稿及论文评选情况

14:20-14:40 2022 第五届中国供热学术年会颁奖仪式

14:40-15:10 获奖人员发言

15:10-15:30
2022 第五届中国供热学术年会总结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副理事长、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江亿

15:30 大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