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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在建筑节能中的应用研究
王忠锋张连领李力刚黄剑龙
（中国科学院沈辟ｌ自动化研究所，沈拜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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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缺乏相应的建筑能耗监测和控制手段，是导致我国建筑能耗一直居高不下的霞受洲素。本文所设计的基于物联网的
建筑能耗测控系统，ｉ叮实现建筑能耗的实时监测与控制，对于提高建筑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建筑能耗的细粒度的监测，推进
建筑：仃能减排＝｝￡臼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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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别是随着通信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用于获取物理
世界信息的传感技术日趋成熟，传感器节点的成本

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已占到全社会终端能耗的

己降低到可大规模推广应用阶段。在建筑节能领

２７．５％，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相同气候地

域，应用物联网技术实现信息的采集、传输和数据

区发达国家的２至３矧¨。我国现有城乡建筑面积

融合处理，对于提高建筑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建筑

４００多亿平方米，９５％左右都是高耗能建筑，尤其是

能耗的细粒度的监测，推进建筑节能减排具有重要

大型公共建筑能耗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目前我国有

意义。

５亿ｍ２左右的大型公共建筑，耗电量为
７０～３００ｋｗｈ／ｍ２·年，不到４％的建筑面积却占全国城

２

镇建筑总能耗的２２％。这些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其
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等方面消耗的能量已占中
国总能耗的三成左右。缺乏相应的建筑能耗监测和
控制手段，是导致我国建筑能耗一直居高不下的重
要因素之一１２１。
以感知和智能为特征的新技术的出现和相互
融合，使得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由人类信息主导的
互联网向物与物互联信息主导的物联网转变。物联
网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提高人与物理世界交互的

能力，将会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特

建筑节能技术发展趋势
国际上对建筑节能比较通用的定义是：提高建

筑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即建筑使用过程中对采暖、
空调、热水供应、炊事、照明、家用电器等方面能
耗的节约１３】。其中，空调系统、照明与动力系统在
建筑的使用能耗方面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如图ｌ所
示。
目前针对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应用较为广泛
的是楼宇自动化系统【４Ｊ。通过楼宇自动化系统来保
证建筑内共机电设备的正常运行，所采用的主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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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包括ＬｏｎＷｏｒｋｓ，ＢＡＣｎｅｔ（楼字自动化和控制网
络的数据通讯协议），ＥＩＢ（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基于物联网的建筑能耗测控系统

３

Ｂｕｓ，

欧洲设备安装总线协议），分别得到了如

在建筑能耗测控系统中采用物联网技术，可以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Ｓｉｅｍｅｎｓ、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ＫＭＣ、ＡＢＢ以及

实现建筑能耗多尺度、细粒度、针对多种运行参数

Ｊｈｏｎｓｏｎ等闲外大公司的．支持。虽然楼宇自动化系

的监测，并基于这些与能耗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

统应用的较为广泛，但其主要功能是针对建筑内电

形成建筑能耗优化运行系统。

气设备的监控，山于布线成本较高，且存在安装不

基于物联网的建筑能耗测控系统包括５个子

方便等问题，该类系统难于实现针对建筑能耗的细

系统：中央空调控制子系统、照明控制子系统、电

粒度ｊｌ｛ｃ测，无法获取建筑能耗的全－向．ｊＩ｝ｆ测数据，导

梯控制子系统、电力抄表子系统以及综合分析子系

致建筑内耗能系统１ｉ能处于最优的运行状态。因

统。具有全Ｍｅｓｈ路由功能、支持犬规模组网的物

此，存建筑节能领域，亟待一种低成本、低功耗、

联网通信系统为整个建筑能耗测控系统提供技术

大规模组网、易维护的网络通信技术出现。

支撑，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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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建筑节能技术领域
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物联网技术具有低成本、低

图２基于物联网的建筑能耗测控系统

功耗、支持节点对规模组网的特点，通过无线通信
３．１用于建筑能耗监测的物联网通信系统

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的结合，能够组建大规模的测控

在建筑能耗测控系统中，大量节点属于数据采

网络。
在美国，由美国能源部支持的多家研究机构，

集节点，即系统中的终端节点。终端节点可周期性

如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ＬＢＮＬ），ＤＵＳＴ

采集监测数据，如环境温度、电能表电量等等，或

Ｎｅｔｗｏｒｋ已经开始着手物联网技术在建筑节能领域

通过中断方式采集数据，如电梯启停动作。由于终

的应用技术研究，并推出了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技

端节点大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因此可采用电池

术的照明控制实验室原型系统。在由Ｄｕ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供电。

提交的实验报告中指出，通过在照明系统中增加基

终端节点所采集的数据，需要由特定的设备转

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的控制节点，照明系统的能

发到监控中心，此类转发节点属于路由节点。对于

耗可以降低３０％左右【５ｌ。一些较小的公司，如

采用主供电方式的终端节点，由于不用考虑休眠的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公司，已经推出了一整套基于无线
传感器网络的照明控制产品，可以实现照明系统的

问题，因此也可作为路由节点。

远程控制和自动控制，进而降低照明系统能耗。

集的数据均通过数据采集网关汇聚到监控中心综

在监控中心需要布设数据采集网关，系统中采
合分析子系统软件，用于数据的融合处理和统计分

国外一些大的公司，如Ｈｏｎｅｗｅｌｌ、Ｊｏｎｓｈｏｎ、
Ｔｒａｎｅ以及Ｓｉｅｍｅｎｓ等，也开始了基于物联网的应

析。另外，监控中心的控制命令也通过数据采集网

用技术研究，目前产品正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如

关发送到各监控子系统。
用于建筑能耗监测的物联网通信系统的网络

Ｊｏｎｓｈｏｎ公司的无线室内温度采集系统，Ｓｉｅｍｅｎｓ公

结构如图３所示。

司的室温采集与控制系统，Ｔｒａｎｅ公司的无线中央
空调控制系统等。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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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近轧７采集．ＪＢ成电＾抄表ｒ系统，实现电能表
敛｛ｃ《的ｎ动采焦和远稃传输。
综合分忻子系统除了可Ｈ蛮时统计建筑的能
耗状况．井遥行优化控制策略，】１】于运科控制中央
空嘲、照岍、电梯∞系统的远行．最夫毗Ｊ韭的降低

建筑的使川能耗和运行成本。
４结

论

ｎ前，我国屑Ｋ和公０Ｅ建筑的能源综台钟呼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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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刊器

平ｌ｝常落后。秉州物联网技术，船台并娄传感器可
Ｍ

晰嘲

ｅⅣ

＾．％’ｍ叫＾线ｉ测
Ｈ美术端控制＊

方便的统计并域的照明和空调使ＨＪ情况，配台对人
员位置和周吊环境的检测，可以更有效的控制｝吼１日
及空调参数．从而竹约大越的能源。

最ｑ、∞

终端设蔷
目３物联月通信系统目络结目

建筑口能是物Ｉ。｛网技术廊川的热点领域，将『Ｉ－

据未米物联网应川主要的市场份额，相美产－铺与服
务的国内外市场容量可达数干亿＾比币，对于促进
我国Ｉ业、建筑等领域的节能降耗，提高产品质量，

３，２建筑能耗测控系统功能划分
中央空调监控子系统包括空调墙控器、温澎度

政善企业效益等目标的实现，ｊＦ带动我国仪表行业

采集器和人员位置采集器纽成。温湿度采集嚣负责

的经济增Ｋ点。

产品升级换代，占领新的产业浪潮制高点，培育新

采集该区域的渝度和湿度，并将信息发送给空调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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