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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确的负荷预测对于电力系统的有效调度和安全运行至关重要. 本文提出基于改进的随机森林(IRF)和密
度的聚类 (DBSCAN) 的频域组合预测方法. 首先, 采用经验小波变换 (EWT) 分解负荷, 得到不同的固有模态分
量 (IMFs); 其次, 根据各分量特征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预测. 其中, 低频、中频分量采用 IRF 预测; 高频分量使用
DBSCAN 根据气象因素温度和湿度聚类, 再根据每类的样本特性选择处理方法. 最后, 叠加各分量的预测值, 获取
负荷预测值. 根据某地市现场负荷数据进行实验, 预测结果分别与EWT–IRF, EWT–随机森林(RF)、经验模态分解
(EMD)–IRF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提出的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 反映了实际负荷的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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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urate load forecast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ffective scheduling and safe operation of power systems. A frequency domain combined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random forest (IRF) and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 (DBSCA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empirical wavelet transform (EWT) is
used to decompose load to obtain different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s). Secondly, a reasonable method is used for
predic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omponent. Among them, the low frequency and intermediate frequency
components are predicted by IRF. The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 is clustered using DBSCAN according to the meteorological factor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then we select the processing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sampl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lass. Finally,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respective components are superimposed to obtain the total prediction
result.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measured load data of a certain city.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EWT–IRF, EWT–random forest (RF), and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IRF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has higher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reflects the randomness of the actual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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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
电网, 导致功率波动、电压升高, 给电网安全稳定带来
了隐患, 为此, 对电能的合理调度显得愈发重要[1] . 对
负荷进行精确预测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电能, 节约用
电成本[2–4] .
目 前, 在 短 期 负 荷 预 测 中 已 有 多 种 预 测 方 法,
如时间序列法[5] 、线性回归分析法[6] 、人工神经网
络 法[7–8] 、支 持 向 量 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9–10] 等. 其中, 时间序列法和线性回归法依赖于
数学方法建立预测模型, 不能解决天气等与负荷之间
的非线性问题. 反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 BP)等人
工神经网络对于复杂非线性函数具备较好的拟合
能力, 自学习能力很强, 但是采用经验风险最小化
(empirical risk minimization, ERM)进行训练, 易陷入
局部最优解, 基于统计学习理论, SVM可以减少有限
训练样本集的过度拟合, 但对于大量训练样本集,
由于计算复杂性显著增加, SVM[10] 模型的收敛速
率较慢, 其优化过程复杂.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11–12] 算法因其良好的泛化能力和快速的计算速
度而应用于负荷预测领域. 但是单一的预测模型对于
具有复杂变化及随机特性的负荷序列, 预测难以获得
理想的精度.
近年来, 许多研究者投身于组合预测方法. 其中,
先分解负荷再进行预测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小波分
解[13] 、经验模态分解[14] 、局部均值分解[15] 等方法将
原始信号进行有效分解, 然后再结合预测方法进行预
测, 以经验模态分解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16] 为主的分解方法能够体现出原信号的典型
动态信息, 但是, EMD分解方法难以避免模态混叠
现 象 产 生, 得 到 虚 假 固 有 模 态 分 量 (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 针对此问题, Gilles J[17] 提出了经验
小波变换(empirical wavelet transform, EWT), 确保分
解后得到的分量的数目更少, 降低计算难度. 而经过
EWT分解后的高频分量随机性强, 波动幅度大, 需要
进一步处理提升其预测精度. 通过对具有不确定性的
负荷序列聚类, 实现同类别的数据最大同质化, 不
同类别的数据最大异质化, 最终达到合理分组的效
果[18] . 基于密度的聚类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 DBSCAN)能 将 高密 度
点区域划分成簇, 但该算法[19] 依赖于邻域半径Eps和
邻域密度阈值M inP ts的选取. Sunita等[20] 根据数据
集在每个维度的密度分布, 对Eps进行动态设置, 但
仍需手动输入M inP ts.
为 了 进 一 步 提 高 负 荷 预 测 精 度, 本 文 提 出 基
于改进的随机森林 (improved random forest, IRF) 和
DBSCAN的短期负荷频域预测方法. 首先, 利用EWT
将原始负荷分解为低中频和高频分量, 其中, 高频分
量无规律且随机性强, 不利于直接预测. 然后, 引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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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确定Eps 的方法, 并结合轮廓系数确定M inP ts,
对DBSCAN算法进行了改进, 以减少人工选取参数带
来的误差, 并用于对高频分量分析聚类处理, 得到噪
声样本、大样本和小样本. 接着, 利用提出的IRF算法
对低频、中频以及聚类后的样本进行预测, 对IRF的改
进如下: 为了提升 RF 算法的学习效率, 将训练方法
Bagging(bootstrap aggregating)替换为Subagging(subsample aggregating); 为降低其泛化误差, 预测过程实
行加权投票方法实时更新. 最后, 将各个分量的预测
值 相 加, 与EWT–IRF, EWT–RF, EMD–IRF模 型 的 预
测结果进行对比, 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的精度更高.
[21]

2
2.1

经验小波变换理论
经验小波变换

本文引入的EWT[22] 算法, 是一种全新的处理负荷
信号的自适应分析方法. 其关键思想在于提取出具有
紧凑支撑特性的傅立叶谱的调幅—调频(amplitude
modulation-frequency modulation, AM–FM) 分 量. 使
用EWT得到不同模态, 既可以解决EMD存在的模态
混叠问题, 同时分解后得到的分量的数目更少, 进而
降低计算的难度. 定义细节系数wfσ (n, t)和近似系数
wfσ (0, t)的公式与传统的小波变换类似, 如式(1)−(2):

wfσ (n, t) = ⟨f, ψn (t)⟩ =
w
f (τ )ψn (τ − t)dτ = F −1 (fˆ(ω)ψn (ω)),
wfσ (0, t)
w

(1)

= ⟨f, ϕ1 ⟩ =

f (τ )ϕ1 (τ − t)dτ = F −1 (fˆ(ω)ϕ1 (ω)),

(2)

ψ̂n (ω), ϕ̂1 (ω)分别为经验小波函数ψn (t)和经验尺度
函 数ϕ1 (t)的 傅 立 叶 变 换(Fourier transform); F (·)和
F −1(·)分别表示Fourier transform及其逆变换; ψ̂n (ω),
ϕ̂1 (ω)的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假设将傅立叶(Fourier)
支撑区间分割成N 个连续的部分, Λn = [ωn−1 , ωn ],
N
∪
Λn = [0, π]. ωn 为各分段的边界, 定义一个以ωn
n=1

为中心点的过渡区域Tn (宽为2λn ), 如图1的阴影部分.

图 1 傅里叶轴的分割
Fig. 1 Segmentation of the Fourier axis

定义经验小波为每个连续分段上的带通滤波器.
根据构建Littlewood-Paley and Meyer’s wavelets[23] 的
思想, 对于任意n > 0, 得到经验尺度函数和经验小波
函数的计算公式(3)和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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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n (ω) =

 1, |ω| 6 (1 − γ)ωn ;






1
π

 cos[ β(
(|ω| − (1 − γ)ωn ))],
2 2γωn




(1 − γ)ωn < |ω| 6 (1+γ)ωn ;




 0, 其他,

(3)

ψ̂n (ω) =

1, (1 + γ)ωn 6 |ω| 6 (1 − γ)ωn+1 ;







1
π


(|ω| − (1 − γ)ωn+1 ))],
cos[ β(



2 2γωn+1







(1 − γ)ωn+1 < |ω| 6 (1+γ)ωn+1 ;
(4)


π
1



sin[ β(
(|ω| − (1 − γ)ωn ))],


2 2γωn








(1 − γ)ωn 6 |ω| 6 (1+γ)ωn ;




0, 其他,
式中: β(x) = x4 (35 − 84x + 70x2 − 20x3 ); ∀x ∈ [0,
ωn+1 − ωn
, λn =
1]; γ 为系数且γ ∈ [0, 1], γ < min
n ωn+1 + ωn
γωn .
由此, 原始信号f (t)为

f (t) = wfσ (0, t) ∗ ϕ1 (t) +

N
∑
n=1

(5)

n=1

式中ŵfσ (0, ω),

ŵfσ (n, ω)分别为wfσ (0, t),

wfσ (n, t)的

Fourier transform 形式. EWT 的分解与 EMD 类似, 原
始信号f (t)分解的结果如下式:

f (t) =

N
∑

等式右边称为阈值), 其中α对应于相对振幅比. 可能
会出现两种情况:
1) M > N , 此时取前N −1个最大值;
2) M < N , 信号的模态个数少于理想的情形, 保
留所有检测到的最大值并将N 重置为适当的值.
N 为大于阈值的局部最大值的个数, 两个连续的
局部最大值的中心定义为每个段的边界ωn . 在这组边
界的基础上加上0和π , 总共得到N +1个边界.

3 DBSCAN
DBSCAN[19] 是一种基于密度的典型空间聚类方
法, 核心思想在于按照密度高低情况对数据集进行聚
类, 找到其中的高密度集合. 因此, 适用于随机性强的
序列聚类, 进一步提升预测精度.
该算法有两个重要参数, 分别为Eps和M inP ts.
参数Eps和M inP ts值的选取决定了聚类结果的好
坏.
确定Eps传统的方法是将计算得到的k -dist值进
行升序排列, 并画出 k -dist图. 然后通过观察图中k dist值急剧变化的点来确定Eps参数. 这种方法操作
繁杂, 并且依赖人工观察来选取, 导致得到的Eps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通过计算每个点与下个点之
间的差值(这里称为斜率)来寻找k -dist图中急剧陡升
的点. 点ī的斜率定义为第ī个点的k -dist值与ī + 1个
点的k -dist值之间差的绝对值, 计算公式如下:

wfσ (n, t) ∗ ψn (t) =

F −1 (ŵfσ (0, ω) ∗ ϕ̂1 (ω) +
N
∑
ŵfσ (n, ω) ∗ ψ̂n (ω)),

fi (t),

(6)

i=0

每个fi (t)是一个AM–FM函数, 可以写成

fi (t) = Fi (t) cos(φi (t)), Fi (t), φi (t) > 0,

(7)

式中: 函数 Fi (t) 为第 i 个IMF分量fi (t)的幅值, φi (t)
为相角. 根据式(6), 可得到

f0 (t) = wfσ (0, t) ∗ ϕ1 (t),
fi (t) = wfσ (n, t) ∗ ψn (t).

(8)

2.2 傅里叶谱的分割以及N 的确定
分割傅立叶谱的目的是分离频谱中与模式相对应
的不同部分, 例如以特定频率为中心和紧凑支撑. 为
了找到N + 1个边界ωn , 需要对傅里叶幅值进行检测,
找出其局部最大值Mj (j = 1, · · · , M ), 然后将其降
序排列(0, π 不包含在内). 假定算法找到了M 个局部
最 大 值, 且 Mj 满 足 Mj > MM + α(M1 − MM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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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 |k -dist(ī) − k -dist(ī + 1)|.

(9)

确定最优Eps的步骤如下:
1) 按照式(9)计算各点的斜率并滤除斜率为零的
点.
2) 计算剩余点的斜率的均值和标准差.
3) 第1个大于均值与标准差和的斜率对应的k dist值, 即为所求的Eps[21] .
本文对DBSCAN进行了改进, 具体如下:
为了更好地确定邻域密度阈值M inP ts, 在得出
最 佳 的 Eps 后, 引 入 聚 类 有 效 性 指 标 轮 廓 系 数
(silhouette coefficient)来找出最优的M inP ts. 样本轮
廓系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2):
b(j ′ ) − a(j ′ )
s(j ′ ) =
,
(10)
max{b(j ′ ), a(j ′ )}
式中: a(j ′ )是第j ′ 个样本与同一类别中其余样本之间
的平均距离, 而b(j ′ )是第j ′ 个样本与不同类别中样本
之间的平均距离的最小值.
1) s(j ′ ) → 1, 说明样本聚类合理.
2) s(j ′ ) → 0, 样本处于两类的边界.
3) s(j ′ ) → −1, 则此时样本的分类错误.
具有复杂变化特性的高频分量采用DBSCAN根据
温度湿度进行聚类. 具体步骤如下:
1) 输入待聚类数据集D的气象因素温、湿度,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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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各样本点的k -dist值并按升序排列.
2) 按照式(9)计算每个点所对应的斜率, 然后计算
斜率不为零的点的斜率的均值和标准差.
3) 找出第1个大于均值与标准差和的斜率, 其对
应的k -dist为Eps.
4) 根据得到的Eps, 运用轮廓系数确定最好的
M inP ts.
5) 对于D中的样本点进行聚类.

4 负荷预测模型
4.1

整体预测框架

原始负荷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 而经过经验小波
变换的分解, 可以获得较少的负荷序列, 部分尺度上
的序列会呈现出规律性, 有助于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本文提出的整体预测模型如图2所示.

上述5个分量, 根据其具有的特性, 采用不同方法
建模预测. 将5个部分预测结果重构, 即为预测日的预
测结果.

改进的随机森林

4.2

作为决策树的理论扩展, RF[11] 是一种分类和回归
树的集成学习方法. 该算法具有预测精度高、计算速
度快以及调节参数少等优点, 可有效避免“过拟合”,
对未知样本和异常数据的鲁棒性强, 适用于各种数据
集的运算. 为了进一步提高预测模型的泛化能力和效
率, 本文提出了IRF方法, 而不是训练样本和特征变量
无监督的双随机抽样过程, 具体的改进如下.

4.2.1

Subagging方
方法

传统的RF模型则采用Bagging方法生成训练子集,
能够有效缓解子模型的预测波动现象. 然而, 可替换
的随机取样, 易导致Bagging方法计算效率偏低, 耗费
时间. 针对此问题, 本文引入一种Subagging的集合技
术作为 Bagging 的替代方法. 该方法可由 Bagging 导
出, 通过从原始负荷训练集中随机提取样本而不进行
替换来构建每个单独的模型. 由于在回归中使用每个
单独模型的较少样本来进行装袋, 这种Subagging策
略在计算时间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能够增强鲁棒性.
具体采样过程如[24] .

4.2.2

图 2 负荷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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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预测过程

由于不同的决策树对于预测所起到的作用不同,
在RF模型的加权投票过程中, 应用与每个树相关的合
理权重来提高全局预测精度, 减少生成错误. 测试数
据的每个样本由RF模型中的所有决策树预测, 预测结
果是所有决策树的加权平均值.加权回归结果定义为
k
∑
wqp yqp
p=1
Yq = k
,
(11)
∑
wqp
p=1

Fig. 2 Load forecasting model

低中频分量具有明显的规律, 曲线平滑, 采用IRF
建模预测, 输入为历史负荷数据. 高频分量由于规律
性差、波动幅度大, 不平稳, 采用DBSCAN算法根据
气象因素温度、湿度进行聚类, 得到噪声样本、大样本
集合以及小样本集合. 对于噪声样本, 本应该直接去
除. 考虑噪声样本含有少量预测点, 又由于其数目较
少, 数值与原始负荷相比很小, 故不作处理. IRF训练
速度快, 所需调节的参数少, 泛化能力强, 具有很强的
抗过拟合能力以及抗噪能力, 能够处理非线性问题,
同时适用于解决小样本数据下机器学习问题, 故对大
样本、小样本集合负荷进行预测. IRF模型的输入为历
史气象因素和历史负荷, 根据时间点先后合成高频分
量的预测结果.

式中: wqp 为第q 个样本上的第p个决策树的权重, yqp
是第q 个样本上的第p个决策树的预测结果, Yq 是第

q 个样本的最终预测结果. 本文中的误差函数定义为
Err = 0.5 × (yqp − Yq )2 .

(12)

更新决策树的权重采用随机梯度下降, 公式如下:
∂Err
=
∆wqp = η
∂wqp
k
k
∑
∑
wqp yqp
−
yp
p=1
p=1
2
], (13)
η(yqp − Yq ) × [
k
∑
( wqp )2
p=1

wq,p+1 = wqp − ∆wqp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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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RF的
的预测模型

2261

案例分析
试验选取了2017年7月10日到31日共22天的某地
市负荷实测数据. 采样间隔为15 min, 每天96个采样
点, 预测后4天的电力负荷. 其中图3为原始负荷序列
曲线图.
5.2

综上所述, 分别运用IRF对各分量进行建模预测,
步骤如下:
1) 对于训练样本S0 , 通过Subagging方法采样得
到训练样本子集Sr (r = 1, 2, · · · , k).
2) 基于随机子空间理论, 从训练样本中随机选择
一些特征变量以帮助形成决策树, 使其从根到叶生长
并达到预期的大小. 假设特征变量的数量是m, 则每
棵树的节点分裂过程是2m. 而决策树的个数k 根据预
测结果进行合理调整.
3) 所有这些决策树构成IRF. 将不同的IRF模型分
别应用于低中、高频分量的预测.
4) 对每个决策树的预测结果使用式(11)计算最终
预测结果, 然后根据式(13)−(14)实时更新每个决策树
的权重. 最后, 组合每个决策树的结果, 得到负荷预测
结果.

5 实验仿真
图 3 原始负荷曲线
Fig. 3 Original load curve

5.1 性能测试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 IRF 的优越性, 将其与传统
RF, SVM, BP进行对比. 选取安徽省某一地市2017年
6月16日到6月30日的负荷数据进行仿真, 预测最后3
天的负荷. 表1为4种方法的参数设置, 具体结果如表
2. 其中, 式(15)的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指标
可以用来评估不同模型的泛化能力.
表 1 4种方法的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four methods
不同方法

参

数

IRF
k = 80, m = 2
RF
k = 80, m = 2
SVM
核函数是径向基函数, 其惩罚参数为C = 1
BP 隐含层节点数为50, 采用Levenberg-Marquardt优化

5.2.1

EWT的
的分解结果

运用EWT对原始负荷数据进行分解, 图4给出了
分解结果. EWT将负荷仿真信号准确分解, 得到的分
量信号更为平滑, 分量的频率特征较为明显. 选取
的params.globtrend =‘poly’, 用于从信号f 中消除
全 局 趋 势; 多 项 式 插 值 次 数 params.degree = 10;
params.reg =‘none’, params.reg用于选择想要的
正则化方式,‘none’为不需要进行正则化. 检测方法
params.detect设置为尺度空间, 想要的阈值检测方法
为empiricallaw函数, 该函数可以得到有意义的边界.
经过分解得到最佳的分量个数为4.

表 2 4种方法的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four methods
不同方法

IRF

RF

SVM

BP

MAPE/%
模型训练时间/s

2.58
0.53

3.05
0.83

3.33
1.95

8.78
0.18

由表2可得, BP神经网络在模型训练时间方面具
有很大优势, 但是其预测误差远远高于其他3种方法,
并且数值稳定性最差. 4种方法当中, 本文提出的IRF
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小, 泛化能力最佳, 数值稳定性相
对较好. 模型的训练时间稍长, 优势显而易见. 因此,
对于短期负荷预测, IRF算法相对于其他3种算法具有
更好的适用性.

图 4 EWT分解结果
Fig. 4 Results of EWT decomposition

2262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采用EMD分解原始负荷, 结果如图5所示. 由这两
种分解方法得到的结果曲线可知, 两者的分解结果存
在明显差异. EWT的分量个数为4, 而EMD为9. 显然,
EWT可以有效的减少分量个数, 降低预测难度. 两种
分解方法得到的IMF 分量均表现出低频到高频的变
化规律, 并且经EWT进行分解后的IMF0曲线十分光
滑, IMF1具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故这两个分量均能取
得接近100%的准确度. IMF2较IMF1波动较大, 但仍
具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规律, 预测精度很高. 剩下的高
频分量随机性强, 波动幅度大, 采用DBSCAN对其相
应的气象因素聚类, 再分别对得到的每类负荷进行预
测. 而 EMD 分解得到的分量存在虚假分量. 高频分量
IMF1, IMF2不仅波动幅度大, 随机性强, 而且两者共
占原始负荷幅值的12%, 很大程度上降低预测精度.
基于上述分析, 证明了EWT分解负荷序列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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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MD分解结果
Fig. 5 Results of EMD decomposition

5.2.2

预测分析

对以上得到的IMF0, IMF1, IMF2分量构建IRF预
测模型. 决策树数目k 以及特征数目m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预测结果以及泛化能力. 经过多次试验, k, m分
别取为100, 2. 采用交叉验证方法寻找IRF算法的最优
权重.
高频分量 IMF3 波动较大, 且随机性较强, 采用
DBSCAN根据温度、湿度进行聚类. 计算非零斜率的
均值为 0.0013, 标准差为 0.0242, 二者之和为 0.0255.
第1个大于0.0255的斜率对应的k -dist值为0.38, 即为
Eps. M inP ts的确定采用Silhouette coefficient(所有
样本点silhouette coefficient的平均值), silhouette coefficient 越接近于 1, 表明聚类效果越好. 表 3 为不同
M inP ts值的silhouette coefficient.
表 3 不同M inP ts的silhouette coefficient
Table 3 Silhouette coefficients of different M inP ts
M inP ts

分类个数

轮廓系数

12
36
46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2
3
3
4
4
4
4
3
3
3
3

0.405
0.524
0.515
0.709
0.713
0.721
0.721
0.892
0.843
0.831
0.831

由表3可得, M inP ts为12时的聚类结果最差而
M inP ts为76时 的Silhouette coefficient为0.892, 与1
最为接近. 因此, 最优参数Eps, M inP ts分别为 0.38,
76. 图6为IMF3的聚类结果. 此时, 聚类得到159个噪
声点, 一个大样本集合(1830个点)以及一个小样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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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123个点)一共3类. 对于噪声样本, 是异常点, 本应
该直接去除. 考虑噪声样本含有32个预测点, 又由于
其数目较少, 数值极大部分不超过10 MW, 与原始负
荷幅值相比很小, 故不作处理, 直接作为预测值. 加入
温度、湿度, 和负荷作为输入, 采用IRF方法对大样本
集合负荷进行预测. 同理, 对小样本集合的负荷使用
IRF方法预测. 按照时间点合成IMF3的预测值. 聚类
之前 IMF3 的 MAPE 为 22%, 聚类后的IMF3的MAPE
为4%, 极大地提高了预测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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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将4个部分的预测值相加. 为了体现出本文
组合预测方法的优越性, 将基于IRF和DBSCAN的频
域预测模型(模型1)与 EWT–IRF 预测模型(模型2)、
EWT–RF预测模型(模型3)、EMD–IRF的预测模型(模
型4)进行对比. 图7给出4种方法的结果.
由图7可知, 基于IRF和DBSCAN的频域预测模型
得出的结果与实际原始负荷值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
相比于没有对高频分量进行处理的EWT–IRF, 本文提
出的模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预测精度, 验证了对IMF3
采用DBSCAN算法聚类再分别预测的可行性. 对于
EWT–RF, EMD–IRF, 本文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负
荷的实时变化规律更为一致. 因此, 本文模型具有
更佳的预测效果. 本文采用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APE)和均方根误差(RMSE)两种误差指标分析模
型, 其公式如下:
K
Pti − Pprei
1 ∑
(|
| × 100%), (15)
K i=1
Pti
√
K
1 ∑
2
RMSE =
(16)
(Pti − Pprei ) ,
K i=1

MAPE =

式中: Pti 为功率实际值, Pprei 为功率预测值, K 为数
据数量.

图 6 聚类结果
Fig. 6 Clustering result

图 7 各种方法的预测结果比较
Fig. 7 Prediction performance among different methods

表4为4种模型的误差指标. 将第2种模型与第4
种模型进行对比, 预测效果在两个误差指标的均值
上分别降低了83%, 76.1%, 验证了EWT分解的有效
性. 然后, 将本文提出的模型与第2种模型进行比较,
相应误差指标分别降低37.5%, 34%, 体现出文中二
次处理方法的可行性. 之后, 再与第3种模型进行比
较. 本文提出的预测模型的平均 MAPE 值相对于

EWT–RF模型降低了68.7%, 本文提出的预测模型
的平均RMSE值相对于EWT–RF模型降低了69.4%,
验证了IRF算法的预测准确性.
4天预测日中的4种方法误差指标的箱线图见图8,
横坐标标签1, 2, 3, 4分别表示本文方法、EWT–IRF,
EWT–RF和EMD–IRF. 选择MAPE来对4个预测方法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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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误差指标统计
Table 4 Error indicator statistic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日期
MAPE/%

RMSE/MW

MAPE/%

RMSE/MW

MAPE/%

RMSE/MW

MAPE/%

RMSE/MW

7.28
7.29
7.30
7.31

0.38
0.37
0.24
0.22

5.59
5.12
3.56
3.29

0.54
0.60
0.50
0.29

7.67
8.09
7.03
3.86

1.12
0.98
0.72
1.02

16.49
14.26
10.61
15.69

2.92
2.54
3.30
2.81

45.58
41.05
45.65
43.07

均值

0.30

4.39

0.48

6.66

0.96

14.33

2.89

43.83

从图8中可以看出, 虽然本文提出的方法和第2种
方法中位数接近, 但是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更低的
MAPE且提供更稳定的预测性能. 相比与第3, 4种方
法, 本文提出的方法中位数、MAPE均为最小, 预测性
能得到显著改善.

[3] WANG Y L, NIU D X, LI J. Short-term power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IVL–BP neural network technology. Systems Engineering Procedia, 2012, 4: 168 – 174.
[4] TANG Conglan, LU Jiping, XIE Yingzhao, et al. Improved data
stream on-line segmentation based ultra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4, 38(7): 2014 – 2020.
(唐聪岚, 卢继平, 谢应昭, 等. 基于改进数据流在线分割的超短期负
荷预测．电网技术, 2014, 38(7): 2014 – 2020.)
[5] ELERA P, ANDRES K, ALEXANDER P, et al. Forecasting degradation rates of different photovoltaic systems using robust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ARIMA. IET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2017, 11(10): 1245 – 1252.
[6] TASCIKARAOGLU A, SANANDAJ B M. Short-term residential
electric load forecasting: A compressive spatio-temporal approach.
Energy Buildings, 2016, 111: 380 – 392.
[7] CARLO C, JANUSZ K, PAWEL R, et al. A novel RBF training algorithm for short-term electric load forecasting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2015, 62(10): 6519
– 6529.

图 8 预测日MAPE的箱线图
Fig. 8 Box plots of forecast days MAPE

6 结论
为了提高预测精度, 从数据平稳化的角度, 本文采
用经验小波变换方法分解原始负荷序列. 之后, 根据
各分量的具体特征有针对性地选用合适的预测方法.
结合IRF, 对规律性强的低频和中频分量进行预测. 对
于波动性较大的高频分量, 采用DBSCAN先依据温
度、湿度聚类, 再根据分类结果分别采用考虑气象因
素的IRF建立预测模型, 噪声样本集合无需进行预测.
将各个子模型的结果叠加, 获得负荷预测值.实验结果
表明, 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和有效性,
对研究短期负荷预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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