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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供暖用户疑难解答

集中供暖由哪家公司提供？品牌实力如何？

答：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是我国节能环保领域最大的科技型服

务型产业集团。目前，中国节能拥有各级子公司419家，上市公司5家，

分布在国内近 30 个省市及境外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节能始终专注于节能环保领域，致力于能源节约，致力于环境

保护，致力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致力于资源循环利用；依托节能环保

综合服务，打造节能环保全产业链；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为客户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和一体化服务 ,积极打造节能环保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

一流的科技型服务型产业集团。是国内践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

末端地暖

什么是地暖及其技术原理是什么？

答：地面供暖是以整个地面为散热器，通过地板层下的热媒，均

匀加热整个地面，利用地面自身的蓄热和热量向上散发的规律由下至

上进行传导，来达到取暖的目的。由于在室内形成脚底至头部逐渐递

减的温度梯度，从而给人以脚暖头凉的舒适感。地面供暖符合中医“温

足而顶凉”的健身理论，是目前最舒适的采暖方式，也是现代生活品

质的象征。

供热方式说明？

答：地面供暖按照供热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低温热水地面供暖和

发热电缆地面供暖。

低温热水地面采暖是以不高于 60℃的热水作热媒，在埋置于地面

填充层中的加热管内循环流动，加热地面，并通过地面以热量散发方

式向室内供热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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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电缆地面供暖是以低温发热电缆为热源，加热地板，并通过

地面以热量散发的方式向室内供热的供暖方式。常用发热电缆分为单

芯电缆和双芯电缆。

地暖供暖技术的优点？

答：①舒适、卫生、保健：地面供暖是最舒适的供暖方式，室内

地表温度均匀，室温由下而上逐渐递减，给人以脚温头凉的良好感觉；

不易造成污浊空气对流，室内空气洁净；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②节约空间、美化居室：室内取消了暖气片及其支管，增加使用

面积，便于装修和家居布置。

③高效节能：地暖供暖方式较其他供暖方式热效率高，热量集中

在人体受益的高度内；传送过程中热量损失小；低温地面供暖可实行

分户分室控制，用户可根据情况进行调控，有效节约能源。

④热稳定性好：地面供暖地面层及混凝土层蓄热量大，热稳定性好，

室内温度持续稳定。

⑤节能效率高：较其它供暖设备节能 20%, 可充分利用低温热水资

源，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

⑥使用寿命长：低温热水地面供暖中塑料管材埋入地下，不结垢、

不腐蚀，无人为破坏，使用寿命与建筑物同步。较其他供热方式节约

维护和更换费用。

地暖使用保修年限是多久？

答：保质期为 3年

（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第

80 号文件第 7 条明确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房屋建筑工程的最低

维修保修期限，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保修期从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因此，地暖工程质保期应为2个采暖期，

加热盘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为 50 年。）

安装地暖后，冬季采暖是否对家具有影响？

答：不会有影响。地板上尽量不要铺大面积的饰物（如地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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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最好选择“有腿”的，类似那种床厢下可以存放被子等物品的床

容易阻碍热量的散发，会减少有效散热面积以及热空气流动，从而导

致热效应减弱，建议不要选择。

地暖中的水是什么水？

答：净水。而且为防止采暖设施结垢，地暖末端采暖系统中的水

是经过化学处理的软化水，其中为延长系统寿命，还添加了火碱等防

腐剂，手感光滑，有异味，不可以直接使用。

地暖安装注意事项

地暖安装进场提示

1、施工房屋需通水、通电；

2、施工前需与施工人员确定集分水器与温控开关位置并标示清楚；

3、集分水器位置预留 220V 电源；

4、水、电管线必须开槽走管，水电改造完后管槽需找平，不能影

响地暖管线的安装；

5、所有安装区域内场地平整，应在同一水平内，无明显凸起或凹陷；

6、安装区域内地面无杂物及垃圾；

7、室内布局需改造的，应先改造完成并达到上述施工条件。

外部施工单位进场施工要求

1、集分水器应设置于利于排水的地方；

2、分水器前应装置过滤器；

3、管壁厚度应大于 2毫米，局部楼层应大于 2.3 毫米；

4、地暖盘管一个回路应为一根整管，不能有接头；

5、设计图纸应交由供暖企业审核合格后才能施工；

6、设计图纸应交由供暖去也及物业管理公司留底存档；

关于外部施工单位安装地暖的声明

1、外部施工单位施工前图纸应交由我公司审核，施工完后应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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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对现场情况是否与图纸一致。

2、外部施工单位安装的分水器前未安装过滤装置所造成的任何问

题由施工单位承担与我公司无关；

3、外部施工单位擅自增加铺装面积后所造成的任何问题由施工单

位承担后果与我公司无关；

4、外部施工单位安装的集分水器位置如处于排水不利位置，所造

成的任何问题与我公司无关；

5、外部施工单位所使用的所有材料未符合技术标准及要求的，所

造成的任何问题与我公司无关；

6、由无施工经验及相应资质的外部施工单位进行地暖安装所造成

的任何问题与我公司无关。

地暖安装后，装修需注意的问题 ?

答：①施工地面层时，不得剔、凿、割、钻和钉填充层，不得向

填充层内楔入任何物件。

②地面层的施工，必须在混凝土强度和干燥度达到要求后才能进行。

③地面层 ( 石材、面砖 ) 在于墙、柱等交接处，应留 5-8mm 宽伸

缩缝（最后以踢脚遮挡），木地板铺设时，应留大于等于 14mm 伸缩缝。

④以木地板作为地面层时，木材必须经过干燥处理，且应在填充

层和找平层完全干燥后，才能进行地板粘帖。

⑤ 瓷砖、大理石、花岗岩面层施工时，在伸缩放处宜采用干贴。

地暖使用寿命是多长 ?

答：地暖系统使用寿命主要讲是埋管的使用寿命，因为地上部分

可以更换，因此，地暖选管是使用寿命的关键。现在用于地暖系统的

符合标准的管材，设计寿命都可达到70年，实际寿命超过都超过50年，

可以认为：地暖系统基本与建筑物寿命相当。

方舟用的是什么地暖 ?

答：未来方舟项目采用的是低温热水地面采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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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暖所用材料是什么 ?

答：从产品的性能指标上看，PE-X、PE-RT、PB、铝塑管等管材都

能满足地暖的要求，从综合性价比来看，PE-X、PE-RT 管更适合地暖市

场的应用要求。铝塑复合管是经过多年市场使用验证的优秀地暖管材，

强度高、耐温好，弯曲不反弹，中间铝层能有效隔绝氧渗透，杜绝氧腐蚀，

但价格很高。

安装地暖后，地板选取什么材料？

答：地暖系统要求地面装饰材料热阻小、吸水率低、膨胀变形小。

瓷砖类地面材料尤其适用，其次选地暖专用实木复合类地板。

安装地暖后，选择木地板应注意什么 ?

答：复合实木地板，尺寸宜薄宜窄宜短，要环保性能好，耐热性好。

最好选用地暖专用纸地垫，不能使用普通泡沫地垫（铝箔泡沫垫、EPE

发泡膜、珍珠棉）。

安装地暖后，地板需如何保养 ?

答：地暖的地面温度一般≤ 32℃，这个温度与夏天大多数的室内

温度几乎没有多大区别，并没有超出室内正常温度的变化范围，不会

增加地板甲醛的释放量，也不用担心水分散失而产生变形。严禁使地

面承受 2 吨 /m² 以上的荷载。地暖时家具不宜紧贴地面布置 , 这样对

传热不利 , 可能会引起房间温度达不到设计值。家具底面应高出地板

5cm 左右。其他的保养维护方式同普通地板。

地暖布管铺设方式 ?

答：有直列型（平行型）、螺旋型（回转型）和往复型（双平行型）。

实际设计往往是三种布管形式的组合。但要注意盘管旋向利于施工方

便，也尽量避免穿墙。

集中供暖采用的水源是如何？是污水还是净水？

答：是市政自来水水源净水。而且为防止采暖设施结垢，地暖末

端采暖系统中的净水是经过化学处理的软化水，其中为延长系统寿命，

还添加了火碱等防腐剂，手感光滑，有异味，不可以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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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安装费用是多少？

答：公司选择市场上有实力的施工方，为用户统一安装，价格为

成本价，分为两个价格档：120 元 / 平米（按实际铺设面积计算）及

150 元 / 平米（按实际铺设面积计算），用户也可以自行选择安装。

供暖会不会对业主造成人身安全问题？

答：完全不会。地暖的采暖方式是在室内形成脚底至头部逐渐递

减的温度梯度，从而给人以脚暖头凉的舒适感。地面供暖符合中医“温

足而顶凉”的健身理论，是目前最舒适的采暖方式，也是现代生活品

质的象征。

末端材质（包含管子、阀门等是什么材料）

答：1. 地暖盘管目前我公司暂定为国内最好的 3 个品牌。均为

PERT S4 级管（伟星、日丰、金牛），3家地暖盘管管件的导热系数和

阻氧性是全国最好的。集分水器品牌为欧文托普（德国进口），曼瑞德（中

德合资）

施工工艺原理

答：1. 地暖盘管之下铺设 EPS 保温层，一楼住户保温层为 3 公分

厚，2楼以上用户保温层为 2公分厚，保温层之上铺设 2毫米反射膜，

反射膜之上铺设钢丝网，钢丝网之上铺设地暖管网。

施工流程

答：1. 地暖盘管之下铺设 EPS 保温层，一楼住户保温层为 3 公分

厚，2楼以上用户保温层为 2公分厚，保温层之上铺设 2毫米反射膜，

反射膜之上铺设钢丝网，钢丝网之上铺设地暖管网。

末端的维护及注意事项；质保期后若有问题由哪方负责？

答：1.关于末端维护我司会进行一年一次的整个系统检测与维护。

质保期为 3年，3年后若出现管件问题或人为损坏系统，管件等情况，

我公司将酌情按照成本价收取费用。

施工方的公司名称以及实力背景；由几家施工单位？

答：目前暂定两家全国实力较强的施工单位。（陕西宝鸡环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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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有限公司、山东淄博早春空调安装有限公司）

管子是否质保 50 年？

答：质保 3年，盘管寿命 50 年

管网安装密度是多少？

答：关于未来方舟集中供暖末端施工标准图纸由第三方设计院设

计存档。根据贵阳气候条件我司也建立和进行逐时模拟，确保末端的

安全和有效性。

是否每个房间均有独立温控阀？温控及阀门装的位置，是否有安

全隐患？

答：每室有独立温控面板，无安全隐患，电压保持在 36V 以下安

全电压，对人体无害。温控阀如果业主无特殊要求将安装在进门开关处。

管道的定期维护时间是多久？

答：我公司每年会进行一次整个系统的检查和维护。

施工期多长？

答：施工期为半个月至一个月之间，用户安装可提前 1 个月预约

或者立即缴费我司立即安排工期。

安装末端装修方面注意哪些事项？

答：业主自行安装末端图纸需经过我司审核，安装后需经过我司

检验，若未经我司验收私自排管我司将不负责检修及维护等相关服务，

且因为末端安装影响供暖效果，我司概不负责。

用户协议

集中供暖的恒定温度？供暖时点是如何的？

答：住宅冬季供暖时间是 11 月 15 日 - 次年 3月 15 日

卫生间和厨房是否能够铺设地暖末端？

答：卫生间和厨房不能铺设地暖末端，首先；地暖需要和四面墙壁保持弹性间

隙，防水工艺不容易实现。其次；地暖引起的热涨冷缩容易破坏防水结构。再

次；卫生间及厨房面积较小，地下通常布置（排）水管，而一般卫生间地面要

低于外部地面，且留有排水坡度，施工不方便实现；最后；由于热能具有传导

性，如果您家里其他房间地暖开启，卫生间和厨房室温也会随着热传导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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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采暖室内热环境设计指标，应符合：卧室、起居室室内设计

温度不低于 18 ℃；

住宅用户协议第四条第一点提及的“缴费费率标准暂定为 32-36

元 / 米”, 怎么界定具体费用？

答：最终价格以贵阳市价格主管部门正式核定并批复的价格为准，

多退少不补。价格正式批复之前我司按照32元 /平米收取能源使用费。

为何不使用供暖还要缴纳基本供能保障费？

答：①供热价格的制定依据是供热成本。供热成本中能耗成本、

人工成本、维护成本、折旧成本等属于固定成本，这部分成本是依据

供热区域整体负荷需求发生的，也就是说，集中供暖系统一旦运行，

无论用户是否用热，固定成本都要产生，即形成基本供能保障费（热

能损耗费 /基础热费）。

②“热能“作为特殊商品有别于水、电、燃气等，由于热能具有

传导性，那么对停热用户收取基本供能保障费是为了保障大部分业主

的合法利益，避免耗能成本转嫁给大部分用热业主。

③《物权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

有部分，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

④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青岛、银川等已经多年实施集中

供暖的地区在省市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均对收取基础热费（基本

供能保障费 /热能损耗费）做出规定。

开通不足 60% 的组团不予供能，那已开通的用户缴纳的供能费

及末端安装费怎么办？已缴费用户还能否在 3 年期限内供暖？如若开

通 3 年后缴费率不足 60%，公司是否对已缴费用户供能？

答：该条款我司已取消

如果市政停水，停电，是否会影响供暖

答：我们的系统采用双回路供水供电，可以有效避免系统停水停

电现象。



·用户疑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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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供暖计费标准为何按照建筑面积计算？

答：采暖费标准依据房屋采暖热负荷的供应成本，成本不变，采

暖费不会变。每㎡单价是将采暖费分摊到面积单位后形成的。如按套

内面积计算，会受房屋装修、结构变化、阳台封闭及测量误差等影响，

易造成相同建筑面积却产生很多种缴费额度的问题，引发纠纷。我们

按房管部门确权的房屋建筑面积作为计费基础，比较规范公正，可操

作性强，也是集中供暖地区普遍采用的计费方式。

供暖的温度能否自己调节呢？

答：我司现在属于集中供暖系统，温度是根据最适应人体舒适度

标准来设定的。可调控，有温控调节装置，温度从0°～ 30°均可调节。

32-36 的价格为何价格没有经过市物价部门听证确定？

答：未来方舟可再生能源集中供暖在贵阳市属于试点示范项目，

目前供暖价格仍在核定并批复过程中，最终价格以贵阳市价格主管部

门正式核定并批复的价格为准，多退少不补。价格正式批复之前我公

司按 32 元 / 平方米向用户收取能源使用费。

如果交房之后，前几年没有居住计划，为何要缴纳基本供能保障费？

答：我司现针对延迟入住的业主，有缴免同步的政策，按照 32 元

/平米单价标准预先足额缴纳一定年限（小于等于 3年）能源使用费的

同时，可以自交房之年起同步免除相同年限的基本供能保障费。

优惠政策

如果房屋暂时不装修，供暖优惠政策是否可以延期享受？

答：公司促销政策的制定，是为了引导业主能更早的体验到集中

供暖的好处，故优惠政策是不能延期的。

能否按每年 15/ 平米价格，一年缴纳一次？

答：很抱歉，我司制定的促销政策是在保证用户享受优惠的同时，

也需要满足我司系统的正常运行及维护，还忘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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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供暖办理有什么优惠？

答：我司供暖是从业主实际交房的第二年 11月 15日开始，现缴费

可以享受每年15元/平米一个供暖季的优惠，需一次性缴纳两年的费用。

供能系统

什么是可再生能源？

答：可再生能源是指从持续不断地补充的自然过程中得到的能量

来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如：浅层地热能、太阳能、风能、

生物质能、水利等。未来方舟供热系统就是利用浅层地热能中的地表

水源温差能（江、河水）提取热源集中供能。

我司集中供能的系统是怎么运行操作的？

答：可再生能源集中供冷供热系统是指利用城区污水、南明河水

中蕴含的热能，通过投资建设区域能源中心及管网，采用水源热泵机

组“泵取”热能，在区域能源中心集中制备冷热水或冷热风，并通过

能源输配管网集中供给，以满足特定区域内建筑群落供冷、供热需求

的高端配套服务。

五种采暖方式的对比分析是怎么出来的？

答：我司根据国家常规能源消耗技术部门测算及测试得出：空调，

电暖炉，小太阳具有受热及采暖不均匀，热效率低，能耗高等缺点，

且费用很高，对您的身体和健康也不利。而天燃气锅炉采暖相对我司

集中供能而言，增加了不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的费用及消耗，因此它的

费用是高于我司集中供能的，并且不利于生态环保。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备注

2014 不供 15 15 32-36 32-36 32-36 32-36
装修期
如需供
暖，可
提前申
请

2015 - 装修期 15 15 32-36 32-36 32-36

2016 - - 装修期 15 15 32-36 32-36

2017
（不含 j区，
暂无供暖考虑）

- - - 装修期 15 15 32-36

供暖季
交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