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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智慧供热”助力打造“四个高地”
——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纪实

河南省委工作会议提出锚

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以创新

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为首

的“十大战略”。如春风为中原

大地再次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省委着眼全省大局、把握

发展规律，对郑州提出当好国

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

化的目标定位。创新即是引

领，是牵引发展的源头与核心

竞争力。

一路走来，郑州热力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热

力”）始终牢牢把握“创新为第

一生产力”的根本，实施“智慧

供热”，推动供热智慧化蜕变。

今年 8月，第四届中国城

镇供热协会学术年会以线上

直播的形式成功举办。郑州

热力的分时段供热研究成果

再次获得好评，事实上，从第

一届中国供热学术年会征稿

开始至今，郑州热力均展现出

了极高的学术水平和技术研

究能力：

作为中国城镇供热协会的

会员单位，累计向协会投送论

文70余篇，累计被年会收录论

文 30 余篇，10 人受邀在年会

上登台演讲。以2021年为例，

选送29篇论文参与投稿，最终

10篇论文被收录，4篇论文荣

获“优秀论文奖”、1篇论文荣获

“优秀论文金奖”，并连续三年

蝉联“优秀组织奖”。

收获来自耕耘，荣誉始于

奋进。

郑州热力多年坚持科技创

新驱动战略，依靠科技改善供

热，始终走在行业技术最前

沿，最终进入全国供热行业第

一梯队。

十年，郑州热力用创新

“画”出了发展的上扬线：市内

集中供热面积平均每年新增

1000 万平方米，增幅 10%。

2020—2021采暖季实际供热

面积首次突破一亿平方米，进

入“亿平方米”供热面积城市俱

乐部。2021—2022采暖季预

计供热面积将突破 1.1 亿平方

米，入网面积预计 1.94亿平方

米，供热规模居全国第二。

建设“四个高地”，引领打

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

增长极，助力郑州在“确保高质

量建设现代化河南、确保高水

平实现现代化河南”中走在前

列，郑州热力奋力前行！

“十三五”期

间，累计新建供热

管网 398.39×2

公 里 ，改 造 老 旧 供 热 管 网

129.68×2公里，建成区集中

供热普及率90%以上。

郑州热力“数字”档案

到 2020 年

底，集中供热入网

总面积达 18286

万平方米，同比“十二五”末增长

87.18%；实供总面积10051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87.87%。

截 至“十 二

五”末，郑州热力

集中供热入网总

面积9769万平方米，实供总面

积5350万平方米。

本版图片均由郭峥提供

郑州市集中供热事业正处在时代进程
和城市建设大发展中，迎来了多年的飞速
发展。

十年来，郑州市集中供热面积平均每年
以 10%的速度递增，2021年供热面积更突
破 1.1亿平方米，入网面积 1.8亿平方米，供
热规模居全国前列。

城市供热系统不断建设完善，主城区集
中供热全覆盖，形成全国唯一城市供热系统

“一城一网”供热格局。四大“引热入郑”长
输管网、九座燃气锅炉房共同发力，支撑起
郑州市清洁供热发展热源布局。

另一方面，国家能源环保政策不断收

紧，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城市热源配置和供热
管理模式。供热企业受到热源需求压力和
能源环保政策双重影响，又有“大气污染防
治”要求、“碳达峰、碳中和”远景目标要求，
促使供热部门必须解决好热源与发展之间
的矛盾，解决好供热质量提升与节能减排之
间的矛盾。

摊子大了，肩上的担子也重了。传统
的粗放式、分散式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已
经远远跟不上城镇供热系统的复杂化和供
热生产的动态性，一场新的技术变革迫在
眉睫。

“十三五”以来，郑州热力领导班子大胆

开拓、长远布局，启动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多
个全国领先、行业前沿的新技术新项目开启
建设之路，短短数年即结出累累硕果，为企
业发展带来源源不断新动能。

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之风自上而下刮
向基层，公司内部迅速形成你争我赶、轰轰
烈烈的技术研发氛围，一项项小发明、小创
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篇篇论文在专
业期刊发表。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助力郑
州热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向全国集中供热
事业发展最前沿。可以说，郑州城市供热的
发展史，也是一部热力人勇于探索、力争上
游的技术创新史。

2017年，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与浙
江大学握手合作，共同开发郑州市智慧供热
系统。站在智慧城市建设的风口，郑州热力
智慧供热之船扬帆远航。

在全球互联网领域蓬勃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是供热企业创
新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供热领域
智慧化建设，实现集中供热的精细化运行和
智能管理，是供热部门在新城建下低碳发展
的主流思路。

2010 年起，郑州热力对所有热源、热
网、热力站全面进行自动化设备改造，开发
出热网监控系统，实现了热网的实时监测和
调节控制。以热网监控系统为起点，公司不
断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累计投资超过 2
亿元，打造多个信息化线上平台：自主研发
了集热网监控、管理于一体的热网调度系

统，针对用户热线、故障报修、工单处理等功
能的客户服务系统，针对新户申请、变更、缴
费等功能的经营收费系统。在“互联网+”
背景下，郑州热力集团信息化平台建设如火
如荼、遍地开花，共同构筑了郑州市智慧供
热的雏形。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临近，郑州热力集
团在信息化建设之路上更近一步，先后启动
与浙江大学合作的“智慧供热”项目及与阿
里巴巴合作的“城市大脑”项目，着手打造智
能化、集成化的智慧化供热体系。

“智慧供热”项目脱胎于“智慧城市”概
念，结合郑州热力现有的信息化硬件设施
和浙江大学理论成果，致力于建立郑州市
供热系统仿真模型，基于负荷预测并通过
实时负荷预测和逻辑分析，给出用户能量
平衡调控策略，实现供热系统“自感知、自
适应、自调节”，构建智慧供热仿真分析与

调度控制平台。
“城市大脑”系统依托在线化、数据化、

智能化等新技术能力，以热力智能数据中台
为枢纽，基于领导驾驶舱做数据可视化展
示，集成智能客服、智能调度、智能营收三大
部门核心诉求，打造智能化、一体化、可扩展
的热力大脑综合平台。

集团公司项目组在高技术项目攻坚上
展现出非凡的韧劲和创造力，经过多年建
设，“智慧供热”和“城市大脑”已初步成型并
逐渐融合。

2019年 10月，住建部邀请九位国内权
威专家齐聚郑州，听取了项目组对郑州市智
慧城市供热系统仿真分析与调度控制平台
的验收汇报。专家团一致认为，智慧供热项
目基于GIS的供热系统全过程仿真建模及
算法，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对于推进城市供
热系统的智慧化升级具有示范意义。

在 2019 年的一次供热工作会议上，
热电厂电力调峰波动问题被提上议程。
在环保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热电厂
调 峰 已 成 为 严 寒 期 热 源 保 障 的 头 号 威
胁。在讨论解决方案时，公司负责人创
新性地提出以长输供热管网充当蓄热罐
的新理念，成为未来长输管网蓄热技术
的开端。

得益于公司“引热入郑”工程建设布局，
郑州市在这一年实现了“煤电清零”。三大
热电厂全部自城市外围引入市区供热，同时
配套的长输供热管网批量建设，先后建设了
四条大管径、长距离的输热管网。

2020 年投运的裕中二期长输管网长

33.9公里，管径DN1600,更是全国最大管径
的供热管网。一边是电厂供热量的大幅波
动，一边是长距离输热管网硬件基础，“长输
管网蓄热”将两者完美融合，成为郑州热力创
新力、创造力和行动力的集中表现。

2019 年 12月，天气逐渐进入严寒，供
热系统开始火力全开保障全市供热。调度
中心技术人员紧张地翻阅国内外管网蓄热
方面的论文，不时激烈讨论。在集团公司
蓄热理念提出以后，调度中心蓄热研究团
队反复斟酌、充分推演，最终在严寒期来临
前拿出一份科学可行的《郑州市长输管网
蓄热实施方案》，迅速将长输管网蓄热技术
付诸实践。

经过3个月的蓄热试验，调度中心技术
团队和分公司运行人员彻底摸清管网蓄热
技术的操作细节和运行效果。实践证明，蓄
热操作起到削峰填谷作用，各大电厂调峰波
动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2020 年以来，郑州热力集团在长输
管 网 蓄 热 技 术 方 面 的 实 践 迎 来 丰 硕 成
果。2020 年 10 月，《长输供热管网蓄热
在热电解耦的应用》论文在权威期刊发
表。2021 年，长输供热管网蓄热技术项
目被评为郑州市建设科技示范项目。由
此衍生的“分时段供热调节”项目同样大
获成功，成为 2021 年公司技术创新亮点
项目。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此为企业发展
永恒不变的真理。

当前，供热企业仍面临错综复杂的
供热形势，供热规模仍在持续扩张，大
气污染防治要求常态化，碳达峰碳中和
远景目标要求已然落地。唯有手握核
心技术，才能在年复一年的供热保卫战
中立于不败之地。

纵观郑州热力发展历程，始终依靠
科技创新提升供热系统，始终站在供热
技术最前沿，形成企业独特的科技创新
氛围，形成企业高速发展的强劲动力。

在公司层面，集团公司掌舵人大刀
阔斧，从公司实际出发，以新技术新项
目开新局立新章，在一个个供热困局前
不断打开新道路。在全市供热一盘棋
的要求下，“五大格局”横空出世，省内
率先推行多热源联网运行模式；在大气
污染严格管控的时期，“煤改气”项目迅
速展开，形成了全市 9座燃气锅炉房的
热源格局；在市区燃煤电厂纷纷关停的
紧要关头，“引热入郑”开天辟地，解了
市区热源紧张的燃眉之急；面对热需求
超出管网承载能力的状况，吸收式热泵
大温差机组、分布式变频技术等项目迅
速展开设计调研。

在职工层面，广大热力职工更是展
现企业创新力量的主力军。集团公司
一年一度的“五小”创新项目评选记录
了热力一线职工立足岗位、敢想敢干、
力争上游的海量技术成果。从管道机
器人到锅炉房智能VR技术，从管网堵
漏技术到换热器保温措施，从供热气
温研究到故障影响度判定，从热源考
核机制到二次网调节策略，一项项发
明创造和创新变革如雨后新叶，萌生
于郑州热力供热技术的参天大树之
上。

百 舸 争 流 千 帆 竞 ，乘 风 破 浪 正
当时。

“十四五”开局，郑州热力在创新之
路上继续阔步向前！

时不我待开启创新发展引擎

双核驱动实现供热智慧蜕变

新理念新实践开创全新局面

同步创新
提升核心竞争能力

科技创新引领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大调度智慧供热系统

南水北调桥管网建设 保障供热兢兢业业 管网维护井下“听诊” 郑州热力心系百姓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