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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密切,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越来越多的智

能化产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如手机、计算机等等。在实际的生活中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我们长时间的运用到电梯,因此,
本文将主要针对现阶段的电梯空调智能化进行概念解释,同时提出电梯空调智能化控制技术的特点,最终详细阐述电梯空
调智能化控制技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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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的来说, 电梯智能空调是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空
调。电梯空调通过提前安装一个温度感知系统,来实现判断

出一些判断并做出准确的合乎情理的执行结果, 即获取信
息 - 思考 - 执行效果的过程。

实际温度和外界气候条件来达到空调温度的调节, 这样做

本文中我们探讨的智能更加趋向于“智慧”的意思。其

就可以做到恒温系统,甚至是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同时,一

实随着科学水平的发展,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智

些智能化控制技术中还添加了相应的湿度判断、空气污染

能手机”、
“智能家居”,这些产品中智能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度判断等,根据这些指标形成智能的问题解决措施,如果电

空调智能化控制技术作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居智能产品,

梯内空气太干就自动开启除湿模式, 如果空气质量太差就

现阶段不但运用于各大公共场所, 还运用于个人住宅甚至

打开新风系统。除了这些功能外,现阶段一些先进的电梯空

是电梯内部,这些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让我们

调品牌企业还开发了一些如智能功能,比如说远程控制、智

的出行感受更加舒适。

能调节、天气预报、用户互动、手机遥控器等等。这些智能功

2 电梯空调智能化控制技术的特点

能都让我们的生活变的更加丰富多彩, 也让我们在使用电

智能空调和普通空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使用起来舒

梯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加舒适与贴心。

适度和便利度也不一样。我们之所以说一个产品是智能的,

1 智能的概述

肯定是因为它有更加便利的部分, 能让我们的生活有所进

什么叫智能, 智能是指个体对客观事物进行合理分析,

步。

判断及有目的地行动和有效地处理周围环境事宜的综合能

2.1 使用便捷

力。简而言之就是家居产品会帮你去思考并给出一些解决

智能空调的所谓智能之处,表现在拥有自动识别、自动

方案。例如有人进屋后自动开启温控系统,照明系统等等。

调节以及远程控制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它能够根据外界

某一些敲一下就弹出个柜子的那叫功能不叫智能。个人觉

气候以及室内温度情况进行自动识别, 然后对温度进行控

得要称智能, 就得做到产品会根据不同的变量自动分析做

制调节。有些智能空调就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操控,在升

都未必能够保证结构安全。我国现阶段正处在高速发展的

水平,合理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房屋质量检测系统,和弘扬

阶段,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更好的

一个公开透明的检测风气。为房屋建筑和社会大众提供精

实现房屋监管,可以将新兴技术运用到房屋监管中,加上现

准的检测数据,加强对房屋检测质量的监管,这个主体不仅

在新兴绿色建筑的兴起, 传统的监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

仅是检测机构自身, 更需要其他关注建筑工程质量的人参

在市场上房屋的监管力度。这就需要改革和创新新型技术,

与进来。希望通过对房屋工程质量检测的监管,能提高人民

将新兴技术运用到房屋监管中, 保证可以有效的监管市场

居住和其他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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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空调性能的同时,通过将智能空调、路由器、手机或 ipad

者在电梯内感觉温度的设施不合理的时候, 不必担心不能

等终端设备连接在一起,实现手机智能控制。手机端下载对

调节,也不用掏出手机给物业打电话,直接跟空调对话即可

应 APP 后,通过一键配置并注册完成手机与空调互联,从而

实现大部分已有功能,包括开关机、调整模式、调整风量、调

随心控制电梯空调启停、温度、情景模式等功能。从而让用

节温度等等。另外,我们可以设计 wifi 智能空调方案,结合串

户享受到智能空调的人性化、现代化服务。这样,即便工作

口 wifi 模块开发技术和 APP 应用, 用户可以通过智能终端

人员不在控制室或者是空调出现了紧急情况, 智能调节系

（PC、安卓设备、苹果设备）,即可随时随地观察和控制 wifi

统失灵的时候,就可以用手机将空调开启,并设定好需要的

智能空调的工作状态。同时强化保障系统,如果 wifi 智能空

温度等等预设数据。

调工作不正常,它自行发出警报通知用户及时处理,并且自

2.2 温度调节

动切断电源。

电梯空调智能化控制技术中最基础的一项就是智能温

总的来说,智能空调的远程控制可以分三种,一是软件

度调节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电梯内部的温度感知系统就

安装式的控制,二是网页式的控制,三是通过 GSM 卡来实现

会自动判断出相应的温度, 并且基于人体结构和气温的关

发信息或打电话来控制。软件安装控制是在电脑或者手机

系找出一个温度的平衡点, 及时的对电梯内部的温度进行

上,安装对应的控制程序,当要使用的时候,直接点击远程控

调节。当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智能控制系统就会主动送出

制的图标,运行该程序就可以了。网页式的控制是当要控制

暖风,但是温度并不会特别的高,因为在冬天大家的衣着服

智能空调的时候,登录网页,输入主机的地址,才能登陆到主

饰都注重保暖,如果温度太高就会引起不适,甚至在离开电

机界面中,控制智能空调的使用。

梯以后还会因为温差过大而感冒。同时,在北方的冬天都存

3.3 智能节能控制技术

在恶劣的雾霾天气,空气质量十分差,这时候电梯空调就需

近些年,节能减碳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许多行业

要智能判断出当天的 PM2.5 指数, 从而选择是否进行新风

都以绿色低耗作为主要方向, 大力研发相应的智能节能控

系统的供应。这样,就可以保证用户在电梯内部不受到雾霾

制技术,在电梯空调的研发设计当中,节能也被作为首要关

的侵害,从而提高使用的满意程度。

注点。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以电梯内温度和出风口温度作为

3 电梯空调智能化控制技术解析

被调参数来进行对新风机组的控制。DDC 控制器是根据电

3.1 智能清洁控制技术

梯温度传感器和出风口温度之间比值的偏差, 并用 PID 规

在实际的电梯空调拆机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一

律冷热水调节阀来对系统扰动量的控制, 来保持电梯内温

部电梯空调连续使用超过了两年, 那么其实在空调内部是

度。除此之外,对调节系统的扰动量是室外温度的影响,可以

非常脏的,甚至吹出来风都带着一股异味,这还是在每年拆

采取前馈补偿的手段来降低新风温度变化对系统输出带来

机清洗一次的前提下发生的, 何况现在大部分公共电梯空

的影响。例如：在电梯外,新风温度降低时,就会导致新风温

调的维修人员其实并没有清洗空调的意识。

度测量时测量值的降低。在电梯内外温度差距小时,可以在

普通空调清洁的办法大概就是拆机清洗, 如果由物业
拆的话基本只是看起来能干净一些, 不仅没有真正达到杀
菌消毒的效果,而且十分费力。找专业清洁人员的话才能彻

设定值允许范围区间进行温度调节, 或者停止对温度的调
节,实现节约能源的目的。
4 结束语

底清洁干净, 但是相对来说想要做到电梯空调的绝对清洁,

智能产品的开发不是一朝一夕, 产品的开发需要通过

保证卫生那么价格相对就昂贵一些。自清洁空调应该是近

可行方案的验证, 遥控器和控制器这些都可以在产品方案

几年才比较流行的产品,简单来说就是像小智柜机,只不过

中找到开发的答案。智能空调关键的两个字是“智能”,智能

多了一个智能双清洁的功能, 也就是启用这个功能空调内

空调的所谓智能之处,表现在拥有自动识别、自动调节以及

外机就都自动给你清洁干净, 这样一算按每年清洗一次来

远程控制的功能。

说其实在清洁方面, 带自清洁功能的智能空调反而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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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钱。空调不清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较常见的危害有造
成空气污染、耗电量增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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