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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网报装流程

一、开户申请的条件：

1、需要当年用热的单位和居民，应当以法人为单位于 5 月 31 日

前提出用热申请，散户居民以楼宇为单位提出申请。

2、新建节能小区需同时提出热计量安装申请，并提供热量表安

装管线供回水说明、供暖管线分户平面图（加盖公章）。

二、用户需提供的资料

热力公司收悉用热申请后，1 个工作日对用热单位进行现场勘查，

需用热单位提供以下资料：

1、7 个工作日提交与现场相符的成套采暖图纸（包含设计说明，

平面图、系统图、高低连设备及工艺图纸等）、院落平面图、建筑平面

图、电子版及蓝图各一份。

2、7 个工作日提供测绘报告原件、不同户型的房产证原件及复印

件。

3、30 个工作日提供用户基础信息资料（见附件 1）。

三、热力站建设

用热申请

现场

勘查
按供热规

划可入网

热计量申请

测量

面积

签订入网协议

缴纳配套费

签订建站协议

水电协议

签订热计量装置

安装合同缴纳费用

设施

验收

并网

供热

管网设计

施工预算

签订管网建设

合同缴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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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供热规划，用热单位需与热力公司签订建站及水电协议，提

供热力站设备用房及配套电源、水源（见附件 2）。

四、面积测量

用热单位提供测绘报告原件、不同户型的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后，

热力公司组织进行现场测量。必须入户测量的，用热单位提前通知不

同户型的住户在场。面积测量完成后，供用热双方确认面积。

五、费用缴纳

（一）签订入网协议、缴纳供热基础设施配套费

根据《滨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工作的通知》（滨政办字[2020]69 号）规定，热力公司依据《施工图审

查合格书》审核确定缴费面积及金额。用热单位与热力公司签订入网

协议，用热单位持热力公司开具的非税票据至银行缴纳供热基础设施

配套费。

缴费标准：50 元/平方米。

（二）院内管网建设费

用热单位院墙至换热站的院内高温水管网，因供暖期间高温水温

度达到 110 度，施工质量直接影响供热管网的安全运行，因此由用热

单位出资，热力公司负责建设。热力公司负责勘查、设计和工程费用

预算。用热单位对勘察设计成果和预算费用无异议的，到热力公司客

服大厅签订建设合同，并缴纳建设费用。

（三）热计量专项费用缴纳、热计量装置安装

1、根据双方确认的安装费用，用热单位与热力公司签订热计量安

装合同，缴纳热计量专项费用。5 月 31 日前缴纳热计量专项费用的，

当年采暖季前安装完毕。5 月 31 日之后缴纳的，因热计量表招标、采

购、市场监管局检测时间较长，为不影响当年正常供暖，下一个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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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前安装完毕。

缴费标准：房屋建筑面积小于 100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供热计量

和温控装置的购置安装费用为 2000 元/户；大于 100 平方米的住房，

供热计量和温控装置的购置安装费用为 2500 元/户，独栋住宅或联排

住宅，供热计量和温控装置的购置安装费用为 5000 元/户。

2、热力公司负责热计量装置的安装工作。楼内采暖立管开口前，

用热单位请及时联系热力公司提供现场技术支持，并严格按照（附件 3）

进行施工，样板间施工完成后及时通知热力公司进行验收。

3、经双方验收合格后，热计量设施（热量表、温控装置、远传采

集设备）移交至用热单位。用热单位负责提供热计量系统的设备运行

电源,保障热计量系统的安全,热力公司负责热计量系统的运行管理。

（四）热费

收费标准：执行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滨州市财政局、滨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继续执行〈关于城区集中供热价格有关问

题的通知〉的通知》（滨发改价格[2021]325 号）文件规定。（如遇政策

政策调整，按新文件执行。）

1、居民及教育（财政拨款）： 22 元/㎡；

2、商用及办公：32 元/㎡（按建筑面积）；

3、低保户：15 元/㎡（按建筑面积；持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证）。

六、供热设施验收

1、用热单位设计前需咨询热力公司相关供热参数和技术标准,设

计完成后将图纸交热力公司审核。

2、热力公司 5 个工作日完成图纸审核。图纸审核合格的，电话告

知用热单位按图施工，也可委托热力公司全资下属子公司（鑫源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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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行施工；图纸审核不合格的，热力通过工作联系函明确告知

需变更内容，用热单位一周内提交变更图纸，直至审核合格。

3、供热设施验收

①小区地埋供热管线回填前，用热单位第一时间联系热力公司，

我们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过程验收或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

隐蔽工程才能进行回填施工，以免造成二次开挖。

②对供热设施验收不合格的，热力公司在验收单上注明需整改内

容，并详细告知整改方案，请用热单位一周内完成整改，热力公司也

将安排专人进行跟踪整改情况，并及时组织二次验收工作。

4、供热设施及热计量系统安装完成后，用热单位联系热力公司进

行综合验收，验收合格后，热力公司在《综合验收备案表》上签字盖

章。供热设计、验收技术标准（见附件 4）。

七、并网供热

用热单位接到收费通知，在规定时间缴纳热费后，热力公司在 2

个工作日内开阀供热。

如需供热咨询请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邮箱:bzxykefu@163.com

电话：968111

生产运营中心技术办电话：2198218

附件 1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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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站建设技术要求

一、热力站建设

（一）供热站位置与尺寸

1、位置：小区院内，必须为地上建筑物。

2、尺寸：（以小区楼宇全部为 6 层楼宇，供热能力 15 万的站点为

例）

供热站尺寸为 25*10 米，梁下净高至少 4 米；配电室尺寸为 4*4.5

米，配电室门尺寸为至少为 1.2*2 米；供热站门宽至少为 1.5 米，高

度为常规尺寸。

（二）土建施工要求

1、用热单位提供供热站设备用房。

2、供热站建筑物需安装好防盗门和防盗窗，配电室安装向外敞开

式防火门。配电室窗户需加装不锈钢防护网，网孔尺寸应不大于

10mm*10mm，通往室外的开启式窗户应装有纱窗。

3、供热站需要预留值班室,供冬季运行人员值班用。

4、供热站房顶需做防水处理。

5、供热站内地面需硬化平整(硬化面厚度不低于 100mm), 配电室

地面采用高标号水泥抹面压光处理。一、二级网进站管道处做好预留,

等施工完成后做好回填及地面的硬化处理工作。

6、供热站内排水沟按照图纸施工,做好排水沟盖板,将供热站内排

水连接到院内市政排水管道中。

7、站内地面和设备基础按照要求做好分层回填夯实,防止地面开

裂和设备基础下沉。

8、配电室内进线电缆井（制作尺寸根据电缆使用情况）由乙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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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砌筑并封盖（盖板用加筋钢盖板）；

9、供热站内安装照明系统（含应急照明），保证足够的亮度。照

明标准为配电室 5 W /平米、值班室 8W/平米、设备间 3-4W/平米。

10、设备间和配电室安装通风装置，室外通风口安装百叶窗，防

止雨雪、小动物等进入。

11、内墙做刷漆处理，配电室顶和内墙应抹灰刷白。

12、工期要求:5 月底之前完成土建建设。

(三)电源和水源

用热单位负责提供供热站运行所需的水源、电源,并根据热力公司

提供的负荷量引至站内指定位置, 电缆敷设至进线柜处并预留不少于

3 米长度。配电室内应设有等电位联接箱，或在配电室墙壁处预留不低

于 40 厘米、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姆的接地极。

水、电结算及产权依据双方签订协议为准。

二、高低直连供设备

1、小区内无供热站且用户楼宇超过七层时，采暖设施需要高、中、

低分区，高、中区需要用户自行安装高低直连供设备，推荐厂家为呼

和浩特高层供暖技术有限公司和辽宁直连高层供暖技术有限公司。

2、小区内有供热站时无需安装高低直连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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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热计量安装样板间示意图

附件 4

供热管网设计要求

1.集中供热模式为二级换热站间接供热。

2.小区二网采暖设计参数：运行水温为 60℃/45℃（暖气片），50℃

/40℃（地暖）。管线比摩阻选取范围为 30-70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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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外采暖系统类型建议选用异程式系统；室内采暖系统类型（暖

气片）住宅选用加跨越管单管串联系统。

4. 小区内无供热站且用户楼宇超过七层时，采暖设施需要高、中、

低分区，高、中区需要用户自行安装高低直连供设备；小区内有供热

站且用户楼宇超过十二层时，采暖设施需要高、中、低分区，各分区

设独立供回水系统引至供热站。

5.暖气片和地热供暖模式单独设计，两种采暖系统相互独立。

6.室内装修不建议使用木地板，木地板导热性能差，影响供暖效

果。

以上为热力公司供热的基本参数，如需其他资料，请联系热力公

司生产运营中心技术办。

供热管网验收

热力公司对用热单位的采暖设施进行分段验收和综合验收，其中

隐蔽工程必须经热力公司现场验收后，方可进行隐蔽施工。用热单位

根据施工进度，请及时联系热力公司。

主要验收内容如下：

1、供热管网的管材、管径、变径位置；室内散热器数量和型号；

室内地暖盘管和分水器等，必须与设计图纸相符。特别是室内采暖设

施为地暖的用户，须铺设地暖管完成后，留存现场正在测量地暖盘管

间距的影像资料，资料中测量的间距尺寸要清晰可见，再进行垫层施

工。

2、室外直埋采暖管网采用聚氨酯预制保温管，焊接节点采用现场

聚氨酯发泡保温，管道采用热缩带封闭处理。管道焊口保温前需进行

除锈防腐处理。进入建筑物的直埋管线，其管材及保温做法应与室外

直埋保温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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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沿街商铺的控制阀门需设置在室外，住宅用户的入口装置预留

热量表安装空间。

4、建筑物总热力入口和单元入口装置应与图纸相符。除污器所示

的水流方向应与管道内热媒流动的方向一致。建筑物内的水平干管、

公用立管、分层支干管及入户前支管的管材应采用热镀锌钢管。公用

立管最高点应设置集气罐和排气阀门，排气罐应高于顶层采暖系统高

度。建筑物内所有管线及热力入口处的阀门、除污器和仪表等均应安

装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保温。

5、采暖系统安装完毕后需进行系统水压试验，打压试验应按照符

合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进行系统打压试验，并且打压现场需要通知供

热单位到现场验收。

未尽事宜，参见《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28-2014

的相关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