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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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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

发展中心等 9 家单位共同编制了《户式空气源热泵供暖应用技术导则（试行）》

（以下简称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室外机布置、设计与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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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longshu@sina.com），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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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户式空气源热泵供暖应用的室外机布置、设计与选型、施工与验收、

运行与维护以及运行效果评价，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技术先进、保证工程

质量和应用效果，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采用户式空气源热泵进

行供暖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 

1.0.3 户式空气源热泵供暖系统的室外机布置、设计与选型、施工与验收、运行

与维护以及运行效果评价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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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空气源热泵机组（air-source heat pump unit） 

以空气为低位热源，运用逆卡诺循环原理，由电动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制冷循

环，实现热量从低位热源转移至高位热源的设备。 

2.0.2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air-source heat pump water heating unit） 

以空气为低位热源，通过制冷剂-水换热装置制取热水的热泵机组。 

2.0.3 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组（air-source heat pump air heating unit） 

以空气为低位热源，通过制冷剂-空气换热装置制取热风的热泵机组。 

2.0.4 户式空气源热泵供暖系统（household air-source heat pump heating system） 

采用空气源热泵制取热水或热风，满足单独用户（含住宅用户、小型商户等）

供暖需求的系统。 

2.0.5 空气源热泵机组制热性能系数（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of air-source heat 

pump unit）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制热量与热泵主机的耗电量的比值。 

2.0.6 空气源热泵系统制热性能系数（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of air-source heat 

pump system）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制热量与系统中所有设备耗电量的比值。 

2.0.7 缓冲水箱（heat storage tank） 

以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为热源的系统中，为降低热泵除霜的影响、避免热泵

频繁启停、提高系统稳定性而设置的储热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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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选择应与当地气候条件、建筑类型、用户使用、施工安

装、运行维护等相匹配，并进行技术经济性分析。 

3.0.2 采用空气源热泵供暖系统的工程，在技术经济性合理的前提下，应兼顾夏

季制冷和全年生活热水的需求。 

3.0.3 空气源热泵供暖系统可采用热水机组或热风机组、直接冷凝式机组。对于

需连续供暖的建筑，宜选用热水机组。 

  



4 

4 室外机布置 

4.0.1 对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室外机，应统筹规划安装位置，确保运行的安全、舒

适、节能和高效。 

4.0.2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室外机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

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条件： 

1 校核设备运行使用对屋面结构荷载和墙体承重能力的影响，确保安装条件

安全可靠； 

2 确保进风和排风的通畅，避免进排风之间气流短路； 

3 避免受污浊气流的影响； 

4 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噪声污染，安装位置不宜靠近对声环境、振动要求较

高的房间； 

5 便于对室外机进行维修维护； 

6 室外机上部设置遮雪设施； 

7 对室外机化霜水有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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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与选型 

5.1 负荷计算 

5.1.1 供暖室内设计温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计规范》GB 50736 和《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规定。 

5.1.2 供暖室外设计计算温度应选取室外空调计算温度，主要城市的室外空调计

算温度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采用。 

5.1.3 供暖系统的设计应对每一个房间的热负荷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5.1.4 空气源热泵供暖系统应用前，应对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计算： 

1 当达不到国家现行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和《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T 

50824 的规定时，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条件下，应实施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2 当不具备条件实施围护结构全面改造时，宜实施更换或加装外窗等效果较

为突出的改造内容； 

3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JGJ/T 129、《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 176 和《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GB/T 50824 的规定。 

5.1.5 空调冷负荷的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5.1.6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耗热量的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规范》GB 50015 的规定。 

 

5.2 供暖末端 

5.2.1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供暖末端应根据使用模式、热舒适性等因素综合确定。 

1 运行模式： 

1）间歇运行时：供暖末端的优先级宜为直接膨胀式空调室内机、风机盘管、

散热器、热水地面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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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续运行时：供暖末端的优先级宜为热水地面辐射、散热器、风机盘管

和直接膨胀式空调室内机。对于单层住宅建筑或建筑首层，采用热水地面辐射时，

应控制地面的向下散热量，减少热损失； 

2 热舒适性：供暖末端的优先级宜为热水地面辐射、散热器、风机盘管和直

接膨胀式空调室内机。 

5.2.2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所配置的供暖末端的工作温度应与空气源热泵的供水

温度相匹配，且不应超过空气源热泵在当地设计工况下能够达到的最高水温。 

5.2.3 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

程》JGJ 142 的规定。 

5.2.4 散热器宜选择低温型散热器。确定散热器数量时，应根据其连接方式、安

装形式、组装片数、热水流量以及表面涂料等对散热量的影响，对散热器数量进

行修正。散热器的计算和校核方法可按《空气源热泵供暖工程技术规程》T/CECS 

564 的规定执行。 

5.2.5 风机盘管的选择应根据房间热负荷、设计供回水温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并

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风机盘管机组》GB/T 19232 的规定。当风机盘管仅用于供

暖时，宜选用供暖型风机盘管。 

 

5.3 机组选型 

5.3.1 设计工况下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制热量可按下式计算： 

1 2hQ K K Q                   （5.3.1） 

式中，Qh —设计工况下机组的制热量（kW）； 

Q —产品标准工况下的制热量（kW）； 

K1 —使用地区室外空气调节计算干球温度的修正系数，按产品样本

选取； 

K2 —机组融霜修正系数，应根据厂家提供的数据修正。 

5.3.2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选型应根据建筑的功能需求进行确定，可按下列要求进

行选型： 

1 当仅用于冬季供暖时，应满足在设计工况下热负荷对应制热能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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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用于冬季供暖且夏季制冷时，应满足热（冷）负荷对应制热（冷）能力

的较大值要求，并校核较小值的工况需求； 

3 当用于冬季供暖且全年供生活热水时，应优先满足供暖负荷对应制热能力

的需求； 

4 当用于冬季供暖、夏季制冷且全年供生活热水时，应满足供暖负荷对应制

热能力与制冷负荷对应制冷能力的较大值要求，并校核较小值的工况需求。 

5.3.3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5.3.4 经校核空气源热泵机组不能同时满足多种工况需求时，应设置辅助能源。 

1 在冬季寒冷、潮湿的地区，当室外设计温度低于当地平衡点温度，或对于

室内温度稳定性有较高要求的系统，应设置辅助热源； 

2 空气源热泵系统设置辅助热源后，应防止空气源热泵机组冷凝温度和蒸发

温度超出机组的使用范围； 

3 设计工况下辅助热源的制热量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f l hQ Q Q                      （5.3.4） 

式中，Qf —设计工况下辅助热源的制热量（kW）； 

Ql —设计工况下建筑的热负荷（kW）； 

Qh —设计工况下机组的制热量（kW）。 

5.3.5 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前提下，空气源热泵系统鼓励与太阳能、工业余

热、燃气锅炉等能源进行耦合应用，实现多能互补。当多能互补设计时，应因地

制宜地选择系统耦合的方式方法，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优先与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耦合应用； 

2 在有燃气供应、冷热电联产系统或工业余热等热源的地区，根据实际需求，

可引入燃气锅炉、余热利用等； 

3 对于暂无区域能源供给且可再生能源受地理气候条件无法保证时，或负荷

峰值常出现在电网低谷时段时，可与电加热结合，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

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5.3.6 空气源热泵机组在选型时应根据建筑实际负荷的变化特性，优先选择负荷

可调节的变频机组、多压缩机机组或多台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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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输配系统 

5.4.1 空气源热泵系统应进行水力计算，且任意两个并联环路间（不包括共用段）

的压力损失相对差值不应大于 15%。当不满足时，宜采用控制环路半径、调整管

径、设置水力平衡措施等手段。 

5.4.2 根据空气源热泵系统的水力平衡及噪声等级等要求，室内热水供暖管道中

热媒的最大流速不宜超过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的规定。 

5.4.3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循环水泵应根据系统的流量、阻力以及水泵特性曲线进

行选择。在选型过程中，宜按下列步骤进行计算： 

1 循环水泵选型前，应分别对冬季供暖水系统的流量和阻力进行计算；当冬

夏合用水泵时，可选择冬季供暖循环流量和夏季空调循环流量的较大值进行计算； 

2 当采用制冷剂-水换热装置与室外主机一体放置在室外的机型时，添加防

冻液的水系统可根据防冻液浓度和性质对系统循环流量和阻力进行修正； 

3 循环水泵的出水量应为冬季供暖循环流量；当冬夏合用水泵时，可选择

冬季供暖循环流量和夏季空调循环流量的较大值； 

4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总阻力可按下式计算：  

 1 2 31.1H H H H                    （5.4.3） 

式中，H —循环水系统总阻力（mH2O）； 

H1 —制冷剂-水换热器的水侧阻力（mH2O）； 

H2 —冬（夏）季的循环管道总阻力（mH2O）； 

H3 —冬（夏）季的室内换热器总阻力（mH2O）。 

5 根据计算得到的循环流量、水系统阻力以及厂家样本，选择循环水泵。大

型系统循环水泵宜采用变频水泵。 

 

5.5 其他设备 

5.5.1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补水、定压和膨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的规定。 

5.5.2 与室外机分离的制冷剂-水热交换装置宜设置在环境温度不低于 5℃的房间

内。当条件受限存在冻结危险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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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户式空气源热泵热水供暖系统宜设置缓冲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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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施工与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

规范》GB 50738、《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303 的规定。 

6.1.2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施工应满足设备安装说明书等产品技术资料的要求。 

6.1.3 空气源热泵机组及其施工所用的管材、管件及防冻剂的运输、存放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的规定。 

 

6.2 机组安装 

6.2.1 空气源热泵的室外机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位置以及安装基本要求应符合本导则 4.0.2 的规定以及设备厂家的安

装说明； 

2 不应损坏建筑物结构，不应破坏屋面防水层和建筑物的附属设施； 

3 设备应安装在经过设计、有足够强度的水平基础之上，且设备和基础之间

应牢固连接； 

4 安装在屋顶上时应采取抗风及防雷措施。 

6.2.2 空气源热泵系统应采取消声隔振措施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空气源热泵机组安装时宜采用垫橡胶减振垫置于基础上，用螺栓固定，调

整机组安装水平度； 

2 空气源热泵机组进、出水口安装不锈钢波纹管或橡胶软连接； 

3 水泵进、出水口应使用橡胶软连接，水泵底座应安装在减振基础上； 

4 管道每隔一定距离应设置隔振吊架或隔振支承。管道的支吊架和管道间应

设置减振器或弹性材料垫层。 

6.2.3 空气源热泵机组与管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机组与管道连接应在管道冲（洗）合格后进行； 

2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进口应安装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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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进出口应安装压力表和阀门。 

 

6.3 系统施工 

6.3.1 供暖系统的水平管道的敷设应有一定的坡度，坡向应有利于排气和泄水。

供回水支、干管的坡度宜采用 0.003，不得小于 0.002；立管与散热器连接的支管，

坡度不得小于 0.01；当受条件限制，供回水干管（包括水平单管串联系统的散热

器连接管）无法保持必要的坡度时，局部可无坡敷设，但该管道内的水流速不得

小于 0.25m/s。 

6.3.2 供暖系统的管道应有补偿管道热胀冷缩的措施，宜采用自然补偿。当自然

补偿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补偿器。 

6.3.3 水泵、电磁阀、阀门的安装方向应正确，水泵、电磁阀前应安装活接，方

便检修。水泵、电磁阀等设备安装在露天场所时应采用防雨保护措施。 

6.3.4 空气源热泵热水供暖系统应在系统最高点或向上凸的管道上安装排气阀，

在系统最低点或向下凹的管道上安装泄水装置。 

6.3.5 除地面下敷设的供暖输配管和加热管外，空气源热泵系统的制冷剂管道、

膨胀水箱、水系统管道等在室外或不供暖房间设置时，应采取绝热防腐的措施。

绝热防腐的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和《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的规定。 

6.3.6 设置在室内的制冷剂-水换热装置、水箱、水泵等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的规定。 

6.3.7 室内管道和供暖末端等设备的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

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JGJ 142 的

规定。 

6.3.8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电气系统应采取单独回路供电，宜设置计量装置。 

6.3.9 所有电气设备和与电气设备相连的金属部件应做接地处理。 

6.3.10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电气与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GB 5134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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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系统调试 

6.4.1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试运行和调试，应在施工完毕后且具备正常供暖和供电

的条件下进行，并应包括水压试验、冲洗试验、系统设备单机试运行和调试、系

统联合试运行和调试。 

6.4.2 水压试验可分为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包括分区域、分段的水压试验和

整个管道系统的水压试验。水压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和《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的

规定。 

6.4.3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冲洗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

范》GB 50738 的规定。 

6.4.4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设备单机试运行和调试、系统联合试运行和调试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43 的规定。 

 

6.5 工程验收与交付 

6.5.1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和《建筑节能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的规定。 

6.5.2 工程验收通过后，应在交付过程中进行技术交底或使用培训。 

6.5.3 对自行采购安装空气源热泵系统的用户，宜根据产品资料对系统的安装质

量、运行效果等情况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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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与维护 

7.0.1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检修与维护应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 

7.0.2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供暖前，应对水系统进行排气。 

7.0.3 在室外环境温度低于 5℃时，空气源热泵系统运行中若遇断电等突发情况，

应做好防冻措施；对于仍存在冻结危险的，应进行排水、泄压，防止损坏管道和

设备等重要部件。 

7.0.4 空气源热泵系统冬季使用频率较低时，应以防冻模式运行或在系统中充注

防冻液。 

7.0.5 空气源热泵系统宜每年进行检查与维护，并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空气源热泵系统的电源和电气系统的接线的牢固程度、电气元件的灵

敏度等。如有异常，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2 对空气源热泵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 

3 对过滤器进行清理，避免空气源热泵因过滤器脏堵而造成损坏； 

4 检查空气源热泵的管路接头和充气阀门，确保机组制冷剂无泄漏；  

5 检查机组、水泵、水换热器等管道接口，确保管道接口无渗漏； 

6 采用防冻液的空气源热泵系统，应检查防冻液有效性，及时更换或补充防

冻液，防止水系统的冻结； 

7 检查暴露在室外及非供暖区域的水系统管路的绝热防腐措施，避免脱落、

老化； 

8 在检查与维护后应对系统运行效果进行验证。 

7.0.6 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组的室内机的过滤器宜每年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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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效果评价 

8.0.1 空气源热泵系统投入使用后，宜由专业机构进行运行效果评价。 

8.0.2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运行效果评价宜在长期监测的基础上，测试周期不宜少

于 1 个自然年，并应验证下列内容： 

1 室内平均温度； 

2 机组制热性能系数； 

3 系统制热性能系数。 

8.0.3 空气源热泵系统的运行效果评价方法可按《空气源热泵供暖工程技术规程》

T/CECS 564 的规定执行。 

8.0.4 空气源热泵系统应采用长期测试的系统性能系数进行级别评价，可按《空

气源热泵供暖工程技术规程》T/CECS 564 的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