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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集中式新风系统变风量控制方式探讨
季汪艇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上海  200000）

【摘  要】  从实际运营角度分析了办公建筑集中式新风系统的部分新风量需求，介绍了四种能够实现合理分

配和整体风量调节的控制方式，通过定性比较自控系统初投资，给出应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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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ed the variable volume need of fresh air system in office buildings, and introduced four control methods 

that could accomplish optimized distribution and total air volume control. By comparing capital invest of BA system, application 

suggestion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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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现代办公建筑中，新风己成为建筑中必不可

少的重要环节。随着现代建筑的密闭性加强，室外

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新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新风系统主要有三大作用：稀释人群本身和活动所

产生的污染物，保证人员对空气品质的要求；补充

室内排风量；保证房间的正压[1]。

许多研究人员对办公建筑的室内参数进行实

测，发现办公人员反馈空气品质较差，感觉不适[2],
新风的指标性参数，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经调

研发现办公区新风系统经常不开或间歇开启的情

况普遍，实测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1200ppm，超过

1000ppm 限值[3]。

追溯风机盘管+新风系统的办公区新风系统未

按照要求运行的原因，新风高能耗是其中一个重要

经济因素，在空调负荷中，新风负荷所占的比重达

到了 20％以上。在室内外焓值相差比较大的地区，

新风负荷的比例高达 60％以上[4]。国家节能规范[5]

和许多研究已关于新风的热回收利用[6,7]做了较充

分的讨论和研究，关于新风送风温度的优化已有成

熟研究和技术[8]，送风温度与电动水阀的优化控制

等方面有现成成熟的控制策略[9]。但关于部分新风

需求的风量自动调节和控制，相关规范[10]、设计手

册[11]未明确具体做法；设计图集[9]明确当送风机为

变频风机时，设置变频器的相关监控点位，但未明

确频率控制的依据；有研究人员[12]提出根据房间内

二氧化碳浓度调节风阀开度，风机频率根据相应管

道压力进行定静压调节；有研究者[2]指出根据房间

使用情况打开或关闭新风阀，风机频率根据相应管

道压力进行定静压调节。本文将通过分析办公集中

式新风系统的部分新风需求，探讨各种变新风量方

式的优缺点，为工程应用及物业运营提供建议。

1  办公建筑集中式新风系统的部分新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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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随着办公使用人员对室内噪声敏感度的提   

升[3]，分散式吊装的小型新风机组已较少见到，许

多项目将新风处理机组集中在楼层一处；当业主对

楼层得房率要求的提升，新风机组在满足国内节能

规范的前提下集中在屋顶或地下室。

同时，办公建筑内部的新风需求一致性不明显，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办公租户空置率

较高。尽管我国官方未有明确空置率的官方定义，

但亚洲平均的 12.5% 空置率[13] 是进行系统设计时

不得不考虑的；（2）大型办公项目建成至完全招

租，依笔者在上海的几个甲级写字楼项目经验，时

间不小于 2~3 年；（3）办公租户退租或到期不续，

前后的重新装修空置期，一般在 2~3 个月；（4）
工作日 8 小时之后的加班和周末的加班已成为常

态，根据《上海青年报》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报

道，“八成白领加班是常态，其中每周加班 3 小时

以内的白领最多，每周加班 10 小时及以上的超

20%。从不加班的白领仅占 18.05%”。
以上各个情况会带来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新

风需求调整。不论是对于办公人员的工作效率还是

物业运营的能耗，新风整体风量调节和合理分配变

得至关重要。

2  变风量控制方式
新风机组主要由过滤段、表冷/ 加热器及风机

组成，本文仅讨论由于新风量需求变化带来的变风

量控制。笔者总结目前见诸文献和工程实践中的四

种控制方式，如表 1 所示。这四种控制方式通过各

自的控制逻辑，都能实现新风的按需分配和节能利

用；方式二，能够根据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进一步降

低新风供给，对于一些高人员密度且人员变动比较

大的场所有较好的节能潜力[14]。

表 1  四种方式自动控制简介

Table 1  Introduction of Four Auto Control Ways

楼层/房间

新风电动阀

立管压力控

制

二氧化碳

浓度控制
风机控制 电动旁通阀

方式一
开关阀

根据房间使用情况启闭

风机1/3处

设定静压值
无

变频

风机频率根据风管压力定静压

调节

无

方式二
调节阀

根据二氧化碳浓度调节

风机1/3处

设定静压值

根据需求

设定注1

变频风机频率根据

风管压力定静压调节
无

方式三
开关阀

根据房间使用情况启闭
无 无

变频风机频率根据开启

的阀门数量调节注2
无

方式四
开关阀

根据房间使用情况启闭

风机1/3处

设定静压值
无 定频启停控制

根据风管管道压力

进行定静压调节

注 1：对于人员密度波动较大的房间或楼层，比如会议功能，当室内 CO2 浓度低于安全限值（例如 500ppm）时，电

动调节阀调至最小新风量（阀位开度需要现场调试时确定）；当室内 CO2浓度升高（例如范围在 500-800ppm）时，电动调

节阀开度为设计风量的开度（阀位开度需要现场调试时确定）；当室内 CO2浓度范围超过设定上限（例如 800ppm）时，电

动调节阀开度为 100%全开状态。

注 2：需要投入使用前进行完善调试，并将满足新风量的阀门开启数量对应风机频率设定于自控软件内。

为便于讨论，选择一个典型集中式新风系统将

上述四种控制方式绘制如图 1 所示。

整理各种方式对自动控制的需求如表 2 所示。

从表中统计可以看出，除方式三采用二氧化碳浓度

控制方式外，其余三种方式的自控点位数量差别不

大。除了自控点位成本外，方式二的电动调节风阀

及其执行器相比其他三个方式的电动开关风阀成

本高出不少；方式四由于采用定频风机，因此当风

机无法变频时，可以作为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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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种控制方式示意图

Fig.1  Schrmatic of Four Control Ways

表 2  四种方式的自控需求点位表

Table 2  Control Points of Four Auto Control Ways

总计楼层/房间

电动风阀

立管

压力控制

二氧化碳

浓度控制
风机控制 电动旁通阀

分项 总项

方式一
DI*n注1

DO*n
AI*1 /

AO*1

AI*1

DI*4

DO*1

/

AO*1

AI*2

DI*(4+n)

DO*(1+n)

8+2n

方式二
AI*n

AO*n
AI*1 AI*n

AO*1

AI*1

DI*4

DO*1

/

AO*(1+n)

AI*(2+2n)

DI*4

DO*1

8+3n

方式三
DI*n

DO*n
/ /

AO*1

AI*1

DI*4

DO*1

/

AO*1

AI*1

DI*(4+n)

DO*(1+n)

7+2n

方式四
DI*n

DO*n
AI*1 /

DI*3

DO*1

AI*1

AO*1

AO*1

AI*2

DI*(3+n)

DO*(1+n)

7+2n

注 1：n 为楼层/房间数。

3  结论
（1）办公集中式新风系统有许多时段和使用

状况的部分新风量需求，系统设计时需考虑该运营

需求；

（2）本文总结的四种新风量控制方式，都能

实现新风的按需分配和节能利用；

（3）考虑初投资及简单可靠，建议推荐方式一和

三作为首选；若新风机组无法变频，可考虑

方式四。

（4）若需要完全挖掘新风节能潜力且初投资充足，

可采用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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