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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

的热量表及其计量方法，包括中央处理模块，及

分别与该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电源管理模块、按

键模块，中央处理模块包括供热状态判断单元，

及分别与该供热状态判断单元连接的采暖期管

理单元、实时时钟单元、热量计量单元、试运行期

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以及计量收费热量累积和

存储单元。本发明的该热量表可以设定供暖期和

试运行期，计量时首先判断当前的供热状态，试

运行期的累积热量和流量将不计入表具总体的

累积热量和流量，而是单独保存在独立的存储单

元，解决了试运行期间用热量不应收取却错误纳

入计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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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包括中央处理模块，及分别与该中央处理

模块连接的电源管理模块、按键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包括供热状态判断单

元，及分别与该供热状态判断单元连接的采暖期管理单元、实时时钟单元、热量计量单元、

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以及计量收费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其中

所述采暖期管理单元用于设定和存储采暖期的起止时间并输出到所述供热状态判断

单元；

所述实时时钟单元用于计算表具当前的时间并输出到所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

所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根据所述采暖期管理单元和实时时钟单元的输入信号判断当

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或非预供热状态：如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时，则所述热量计量单元

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所述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如当前状态是非

预供热状态时，则所述热量计量单元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所述计量收费热

量累积和存储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所

述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显示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通讯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讯模

块采用红外通讯、MBus通讯、射频无线通讯或蓝牙通讯。

5.采用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热量表进行计量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所述采暖期管理单元设定和存储采暖期起止时间并输出到所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

2)所述实时时钟单元计算当前的时间并输出到所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

3)所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根据所述采暖期管理单元和实时时钟单元的输入信号判断

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或非预供热状态：如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时，则所述热量计量单

元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所述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如当前状态是

非预供热状态时，则所述热量计量单元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计并存储于计量收费热量

累积和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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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及其计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集中供热分户热计量领域，一种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及

其计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我国北方地区城市居民取暖方法中，集中供热是主要的一种。集中供热有三

种收费方式，一种是根据使用的采暖季时间和面积进行收费，简称为按照面积收费，这是传

统上常用的方式；第二种是按照实际使用热量进行计量收费，需要用到热量表，对于热用户

实际消耗的热量进行计量，然后根据计量的热量多少进行收费，称为一部制供热计量收费；

第三种是结合前两种方式，一部分费用按照计量热量，另一部分费用按照取暖面积计算，称

为两部制供热计量收费。

[0003] 传统上我国北方地区的集中供热采用按照面积收费的方式，这种方式导致用户用

多用少一样计费，没有节能的动力，浪费严重。所以近年来，我国正在强制推行供热计量改

革。已经实施供热计量改革的热用户，绝大多数采用两部制收费，通常按面积收费部分原来

占改革前按面积收费费率的30％，其余部分转成按照计量收费。

[0004] 在集中采暖期开始之前若干天，通常要进行系统的点火试运行，在点火试运行中，

用户的供热质量没有保证，通常这段时间的供热不应纳入计费范围。对于按照面积收费的

用户，这是很容易操作的，因为计费的时间就是按照采暖期，而试运行阶段是不计费的。

[0005] 然而对于供热计量用户却存在问题，因为供热计量用户的计费依据(全部或大部

分)是热量表，具体而言是热量表上存储和显示的累积用热量。用热结算是根据累积用热量

的差值作为用热的依据。当前热量表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这样由于试运行期间的用热也被

计入了累积用热量之内，导致了用热结算时错误地增加了用户的用热计费用量。可能造成

用热用户和热力公司之间的纠纷。特别是由于在试运行阶段，房屋处于预热的过程，这一过

程的热量消耗功率较大，这更导致了潜在的矛盾尖锐化。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带有供热试运行热

量修正的热量表及其计量方法，该热量表可以设定供暖期和试运行期，计量时首先判断当

前的供热状态，试运行期的累积热量和流量将不计入表具总体的累积热量和流量，而是单

独保存在独立的存储单元，从而解决了试运行期间用热量不应收取却错误纳入计费的问

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解决：

[0008] 本发明的一种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包括中央处理模块，及分别与

该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电源管理模块、按键模块，所述中央处理模块包括供热状态判断单

元，及分别与该供热状态判断单元连接的采暖期管理单元、实时时钟单元、热量计量单元、

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以及计量收费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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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采暖期管理单元用于设定和存储采暖期的起止时间并输出到所述供热状态

判断单元；

[0010] 所述实时时钟单元用于计算当前的时间并输出到所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所述供

热状态判断单元根据所述采暖期管理单元和实时时钟单元的输入信号判断当前状态是预

供热状态或非预供热状态：如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时，则所述热量计量单元的瞬时热量

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所述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如当前状态是非预供热状态

时，则所述热量计量单元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计量收费热量累积和存储单

元。

[001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0012] 本发明的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还包括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

显示模块；还包括与所述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通讯模块；所述通讯模块采用红外通讯、MBus

通讯、射频无线通讯或蓝牙通讯。

[0013] 本发明还提出采用以上的热量表进行计量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所述采暖期管理单元设定和存储采暖期起止时间并输出到所述供热状态判断

单元；

[0015] 2)所述实时时钟单元计算当前的时间并输出到所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

[0016] 3)所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根据所述采暖期管理单元和实时时钟单元的输入信号

判断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或非预供热状态：如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时，则所述热量计

量单元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所述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如当前状

态是非预供热状态时，则所述热量计量单元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计量收费

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

[0017] 由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本发明的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及其计量方

法，该热量表中计量收费热量累积与存储单元中存储的数据，作为计费依据，相比于传统热

量表的热量累积数据，自动排出了预供热期热量的数值，从而避免了对于与预供热期间的

热量消耗，纳入到热计量收费的统计之中，保障了供热计量的公平性。而且用户可以在热量

表上查询累积热量的变化情况，保障了用户的知情权，避免了认为进行修正所产生的暗箱

抄作等隐患。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现有技术的热量表的结构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热量表的结构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一实时例的电路原理图。

[0021] 图中：

[0022] 1，热量计量单元；2，热量累积与存储单元；3，电源管理模块；4，按键模块；5，显示

模块；6，通讯模块；7，采暖期管理单元；8，实时时钟单元；9，供热状态判断单元；10，试运行

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11，计量收费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根据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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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带有供热试运行热量修正的热量表，包括中央处理模

块，及分别与该中央处理模块连接的电源管理模块3、按键模块4、显示模块5、通讯模块6，中

央处理模块包括供热状态判断单元9，及分别与该供热状态判断单元9连接的采暖期管理单

元7、实时时钟单元8、热量计量单元1、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10以及计量收费热量

累积和存储单元11；其中采暖期管理单元7用于设定和存储采暖期的起止时间并输出到供

热状态判断单元9，该采暖期的起止时间也可以通过通讯模块由上位机来设定；实时时钟单

元8用于计算当前的时间并输出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9，表具出厂时会与标准时间同步，在

使用的过程中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时钟校准，若有校准，就是通过通讯模块将新的标准时间

设定；若没有校准，长时间使用后，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会达到小时级别，表具当前时

间，就是表具内部实时时钟的时间；供热状态判断单元9根据采暖期管理单元7和实时时钟

单元8的输入信号判断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或非预供热状态：如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

时，则热量计量单元1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

10；如当前状态是非预供热状态时，则热量计量单元1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

计量收费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11。

[0025] 通过以上本发明的热量表进行计量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在采暖期管理单元7设定和存储采暖期起止时间并输出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9；

[0027] 2)实时时钟单元8计算当前的时间并输出到供热状态判断单元9；

[0028] 3)供热状态判断单元9根据采暖期管理单元7和实时时钟单元8的输入信号判断当

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或非预供热状态：如当前状态是预供热状态时，则热量计量单元1的瞬

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10；如当前状态是非预供热

状态时，则热量计量单元1的瞬时热量消耗数据将累积并存储于计量收费热量累积和存储

单元11。

[0029]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电路原理图。中央处理模块由单片机电路、热

量计量单元外围电路和实时时钟单元外围电路构成。单片机采用TI公司的超低功耗

MSP430F448；采暖期管理单元7，供热状态判断单元9，试运行期热量累积和存储单元10，计

量收费热量累积与存储单元11，由单片机嵌入式程序实现；实时时钟单元8由单片机程序结

合实时时钟外围电路实现，实时时钟电路的核心是实时时钟芯片PCF8563；热量计量单元1

由单片机程序和热量计量单元外围电路实现，热量计量单元1的核心是ACAM公司的GP21，通

过GP21对于超声换能器、温度传感器进行交互，实现热量计量。

[0030] 该实施例除了中央处理模块外还包括电源模块、显示模块和通讯模块。电源模块

采用了3.6V的锂亚电池，结合稳压芯片HT7133，输出恒定的3.3V直流电压，给单片机等其它

电路供电。通讯模块包括红外通讯接口和Mbus通讯接口，Mbus通讯接口基于TI公司的

TSS721A实现。显示模块采用LCD显示器。

[0031] 但是，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只是示例性的，是为了更好的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

理解本专利，不能理解为是对本专利包括范围的限制；只要是根据本专利所揭示精神的所

作的任何等同变更或修饰，均落入本专利包括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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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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