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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历史数据和深度学习的负荷预测已广泛应用于以电能为中心的综合能源系统中以提高预测精度, 然
而, 当区域中出现新用户时, 其历史负荷数据往往极少, 此时, 深度学习难以适用. 针对此, 本文提出基于负荷特征
提取和迁移学习的预测机制. 首先, 依据源域用户历史负荷数据, 融合聚类算法和门控循环单元网络构建源域数据
的特征提取和分类模型; 然后, 利用该模型提取当前待预测目标域小样本的特征及其类别信息, 进而给出基于特征
相似度和时间遗忘因子的特征融合策略; 最后, 依据融合特征, 给出基于迁移学习和特征输入的负荷预测. 将所提
算法应用于卡迪夫某区域的高中和住宅用电预测中, 实验结果表明了该算法在综合能源系统小样本电力负荷预测
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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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learning-based load forecasting with large size of historical data has been successfully used in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However, when new users join in the system, the historical
load data is often very rare, and deep learning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Motivated by this, we propose a forecasting mechanism based on load feature extraction and transfer learning. Firstly, the feature extra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odels of
source domain data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optimal clustering and gated recurrent unit (GRU) training. Then, the trained
GRU classification model is used to extract the features and category information of small samples in the target domain to
be predicted. A feature fusion strategy based on feature similarity and time forgetting factor is propos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usion characteristics, the load prediction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 and feature input is given.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the electricity load forecasting of high schools and buildings in Cardif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in power load forecasting with small size of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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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日前电力负荷精准预测在电力系统调度与能量管
理中至关重要, 当前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1] . 近年来,

融合冷热电等多种能源的综合能源系统成为电力系
统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2–3] , 其中, 基于精准的日前负
荷预测设计高效的综合能源管理是系统有效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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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综合能源系统一般以电力能源和负荷为核心,
因此, 对综合能源电力负荷的预测是基础. 与传统电
网相比, 综合能源系统用能用户规模相对较小, 单用
户用能行为的变化会对系统整体电力负荷产生更加
明显的影响; 此外, 系统中电热水冷气等多能协同互
补, 冷热电负荷相互耦合和影响, 进一步使得电力负
荷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和随机性, 导致综合能源系统电
力负荷日前精准预测难度进一步增加[4] . 针对综合能
源系统电力负荷上述特性, 在进行日前负荷预测时,
已有研究常利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对造成负荷波动的
关键特征进行剖析, 结合天气、环境、节假日等信息,
采用与传统电网负荷预测相似算法, 通过寻找历史相
似日数据, 使用经典预测方法或智能预测方法, 实现
对综合能源系统电力负荷的预测[5] . 显然, 有效提取
影响负荷波动的特征, 并基于该特征实现对综合能源
电力负荷的精准预测是上述研究思路的核心.
针对综合能源系统电力负荷的强波动性和随机性,
利用深度学习提取负荷波动特征的负荷预测方法由
于自身的强学习能力和非线性映射能力, 引起了诸多
关注. Jatin Bedi等[6] 根据历史数据, 提出了基于长短
期记忆(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网络的算法
框架, 将数据聚类应用于原始数据以获得关于季节的
分段数据, 实现基于移动窗口的自适应预测; Wang Yi
等[7] 提出一种基于弹球损失的LSTM回归概率负荷预
测模型, 通过结合LSTM与分位数回归的优势, 增强了
负荷动态行为特性的捕获能力; 陆继翔等[8] 提出使用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提取历史负荷数据、气象数据、日期信息以及峰谷电
价等数据的特征, 采用LSTM网络进行短期负荷预测,
有效提高了预测精度; 而Junhong Kim等[9] 以GoogLeNet提出了一种提升LSTM网络隐层状态向量可信度
和预测精度的递归初始卷积神经网络, 并通过实验
验 证 了 特 征 提 取 的 有 效 性; Mengmeng Cai等[10] 对
Binkowski等[11] 提出的双通道门控CNN预测模型进
行多组改进, 并在与季节性自回归算法和门控RNN
模 型 的 对 比 中 确 定 了 性 能 最 优 的 GCNN24 模 型;
Aleksandra Dedinec等[12] 考虑电价激励措施因素的
影响, 建立了基于深度信念网络 (deep belief network,
DBN) 短期负荷预测模型; Fu[13] 将经验模态分解和
DBN结合, 对负荷序列进行分解与分层训练操作, 削
弱了不确定性对预测精度的影响; 而岳有军等[14] 针对
模态混叠的优化问题进行研究, 提出了集成自适应噪
声的完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样本熵和DBN的短期负
荷预测框架, 进一步提升了预测精度. 基于深度学习
提取综合能源电力负荷波动特征的预测方法虽然可
以提高综合能源系统电力负荷预测精度, 但是, 已有
研究通常建立在大规模历史数据基础上[15–17] , 对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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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系统的用户端, 在历史样本规模极小时(仅有一个
月历史负荷数据甚至更少)难以适用, 目前相关研究较
少.
虽然针对新用户接入综合能源系统电力负荷日前
预测的相关研究较少, 但是, 考虑特定情况下用户历
史数据欠缺的负荷预测, 已有部分利用迁移学习实现
相关预测的工作[18] . 张乔榆等[19] 提出一种面向节假
日的样本迁移策略, 通过迁移与节假日相似的休息日
数据构建相关因素矢量, 有效提高了假日预测精度.
王毅星[20] 提出利用迁移学习和最大均值差异从源域
中迁移与典型负荷曲线相似的用户数据, 提高了预测
模型的泛化性. Mauro Ribeiro等[21] 针对目标建筑物
数据量不足的情况, 建立了基于季节和趋势调整的时
间序列多特征回归预测模型; Fanyue Qian等[22] 将负
荷模拟与迁移学习相结合改进了全年建筑物冷、热负
荷的预测; Cheng Fan等[23] 为了验证迁移学习在短期
建筑能源预测中的价值, 在不同的学习场景下多次
实验来调查不同实施策略下迁移学习的潜力; Wen
Huang等[24] 将灰色关联和模糊聚类应用于相似日负
荷集合的构建, 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完成预测模型的整
合, 提高模型的整体精度; Yulan Shen等[25] 考虑模型
的时效性, 通过寻找相似日的方式实现数据约简, 建
立了一种基于粒子群优化和深度信念网络 (PSO–
DBN)的短期负荷预测方法; Liao Xiaoqun等[26] 则以
相关系数特征图为基础, 进行相似日负荷样本的采集,
并采用XGBoost模型提升了预测框架的有效性. 已有
基于迁移学习弥补数据不足的研究均直接通过衡量
数据相似性进行迁移, 忽略了电力负荷波动隐含的关
键特征因素, 往往导致迁移数据的噪声含量大, 带来
负面迁移, 反而会降低预测模型的准确性; 此外, 已有
研究没有针对新接入用户, 不再简单适用.
综上所述, 考虑深度学习在综合能源系统电力负
荷日前预测时, 可更好地处理其更强的波动性和随机
性, 但对于新接入用户由于历史数据不足难以适用,
而已有基于数据的迁移学习忽略了电力负荷波动性
和随机性特征且未针对新接入用户的问题, 本文提出
基于特征提取和迁移的日前负荷精准预测算法. 算法
采用门控循环单元(gated recurrent unit, GRU)提取负
荷数据波动的隐含特征并进行融合, 利用该融合特征
集进行源域的样本迁移, 以克服现有基于数据迁移学
习导致的负迁移问题; 然后在获得可信度高的训练样
本后, 构建基于极限学习机(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ELM)的负荷预测模型, 实现新用户小样本下综合能
源系统日前电力负荷的精准预测. 为此, 研究基于源
域和目标域的负荷数据隐特征获取机制、基于特征的
迁移学习, 以及高效的负荷预测模型构建. 为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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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数据的隐含特征, 首先将聚类和分类相结合, 构
建面向负荷时序数据分类的GRU模型, 以提取其隐含
特征; 对于待预测目标域数据, 利用上述模型进行分
类和特征提取后, 对同类数据的隐含特征进行融合,
给出基于融合特征的特征迁移策略; 基于迁移特征对
应负荷数据, 采用ELM进行时序数据的快速拟合, 实
现对新用户小样本情况下日前电力负荷的精准预测.

2 算法框架
随着专家学者们对电力负荷预测问题的深入研究,
如今已有诸多如回归预测、趋势外推、神经网络等一
系列非常成熟的算法框架[1, 6] , 其核心思想是: 根据待
预测日的天气、季节、节假日类型等人为选择的参考
特征, 从历史负荷中选择与这些特征变化相近的相似
日负荷样本, 利用这些数据构建相应预测方法的模型.
对于电力负荷小样本问题, 基于相似日数据迁移的迁
移学习是主要解决方法, 其核心仍是基于人为选择的
参考特征, 确定相似数据, 迁移该数据至小样本集合
中, 利用含有大量迁移样本的集成数据集构建预测模
型.
本文针对新接入用户历史数据极少的情况, 考虑
综合能源电力负荷更强的波动性和随机性特征, 从利
用深度学习模型提取丰富的隐含特征以进行相似特
征数据迁移的角度给出本文算法架构, 包括3个主要
模块, 如图 1 所示, 分别是基于K –means聚类的GRU
隐特征提取, 基于遗忘因子的特征融合迁移机制和基
于特征迁移的ELM预测模型. 其中: 第1部分实现对
负荷时序数据内在特征的提取, 第2部分给出基于特
征融合的特征迁移学习, 最后完成基于特征迁移的日
前负荷精准预测. 各模块具体内容将在下一节给出.

3 特征迁移学习的小样本日前电力负荷预
测算法
3.1 基于 K-means聚
聚类的GRU隐
隐特征提取
用户负荷曲线为时序数据, 其变化反映了用户的
用能偏好以及前后相邻时间内的关联性, 传统基于经
验的人为特征筛选难以挖掘出隐藏在不同时段内负
荷数据变化的所有特征, 而这些特征是负荷预测的关
键因素. 此外, 当负荷数据严重不足时, 选择具有相似
隐含特征的时序数据对其进行扩充, 将可有效避免传
统迁移学习中的负样本问题, 从而提高预测精度. 为
此, 本文针对日负荷数据, 提出一种基于K –means聚
类和GRU时序数据分类模型的用户耗能行为隐特征
提取策略.
为了有效避免由于特征差异过大带来的负迁移,
这里首先选择与目标域用户规模相近且用能相似的
具有大量历史数据的用户作为源域, 基于源域数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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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能隐特征. 借鉴深度学习进行特征提取然后再进
行分类器构建的思路, 当分类精度满足一定要求时,
则分类器的输入即为提取的有效特征. 电力负荷数据
没有明显的类别标签, 若采用分类策略提取其特征,
则需首先添加类别标签. 不难理解, 对源域用户所有
日负荷数据进行聚类, 可获得具有明显类别差异的用
能规律, 然后为属于同一类变化特性的负荷数据添加
相同标签, 如记为类别1, 2, 3, · · · , 那么, 电力负荷数
据可转化为分类数据, 进而可采用深度学习策略, 设
计基于该类别标签信息的GRU分类器, 在分类器精度
较高时, GRU隐层单元的输出即为对应输入数据的特
征.
记源域共有n天, 每天m个数据采样点的日负荷曲
线数据集为XS = {xij |i = 1, 2, · · · , n, j = 1, 2, · · · ,
m}, 这里采用式(1)所示基于轮廓系数的K –means聚
类策略, 使用轮廓均值式(2)确定最优K 值.
dic (xi. ) − din (xi. )
Sil(xi. ) =
,
(1)
max{dic (xi. ), din (xi. )}
n
1 ∑
Sm =
(2)
Sil(xi. ),
n i=1
其中: din (xi. )为第i天负荷数据xi. 到同类其他所有对
象的平均距离; dic (xi. )为xi. 到其他类所有对象的平
均距离的最小值; Sm ∈ [−1, 1], 该值越大, 表明类内
距越小, 类间距越大, 聚类效果越好. 最优聚类的类数
选自Sm最大时对应的K 值.
聚类后将n天数据分割为K 类, 设第k 类有nk 个样
本, 其相应数据集为XSk = {xki. |i = 1, 2, · · · , nk }, 此
时将该类所有样本点的标签记为k , 那么, 源域样本集
则成为具有标签值的数据集XS = {(xki. , k)|i = 1, 2,
· · · , n, k = 1, 2, · · · , K}. 基于该数据集, 将各类每
天的负荷数据输入GRU网络, 对时序数据集进行分
类, 当分类测试精度较高时, 则GRU网络的隐层节点
输出即为隐特征, 特征维度与隐层节点数相同记为h.
提取后第k 类用电数据的隐特征集为FSk = {fijk |i =
1, 2, · · · , nk , j = 1, 2, · · · , h}. 模型结构见图1中的
“提取能源模式隐特征”, 这里不再赘述.

3.2

基于遗忘因子的特征融合迁移机制
设目标域用户当前的小样本负荷数据集为

XT = {xij |i = 1, 2, · · · , nT , j = 1, 2, · · · , m},
这里假设nT 6 31, 即小样本数据. 将XT 数据集的xi.
输入基于源域数据构建的GRU网络, 则可获得该用户
当前用电数据的隐特征, 记为 FT = {f cij |i = 1, 2,
· · · , nT , j = 1, 2, · · · , h}, 同时可得出XT 的类别标
签, 为便于说明, 记目标域第 k 类日负荷曲线数据集
的 特 征 集 为FTk = {f ckij |i = 1, 2, · · · , nkT , j = 1, 2,
· · · , h}, k = 1, 2, · · · , K . 其中nkT 为目标域用户的
第k 类数据集规模, 且依据用能日期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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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特征迁移学习的算法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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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负荷预测时, XT 所有数据均具有重要价值,
但规模过小, 为了提高模型训练精度, 这里基于源域
和目标域提取出的用户用电数据隐特征, 给出一种基
于目标域特征集成的迁移策略. XT 所有数据为时序
数据, 对于负荷预测, 一般认为与当前待预测日期越
近的数据价值越大. 鉴于此, 对于第k 类特征集, 该类
最 近 日 期 的 特 征 向 量 为 f cknkT = {f cknk j |j = 1, 2,
T

· · · , h}, 依据该特征向量, 对用户各类特征融合, 进而
每类采用一个特征向量来表示, 然后, 从源域中迁移
出与融合得到的各类特征向量相似的特征及其对应
负荷数据.
首先, 计算FTk 中各特征f cki. 与f cknkT 的余弦相似度
dfik , 如式(3)所示:
h
∑
f ckij ∗ f cknk j
T
j=1
k
√
dfi = √
.
(3)
h
h
∑
∑
k 2
k
2
(f cij ) ∗
(f cnk j )
j=1

T

j=1

余弦相似度越大, 说明此负荷曲线特征与该类最
近特征越相似, 则其对特征融合贡献度越大. 因此, 基
于上述余弦相似度, 可得FTk 融合特征向量为
nT
∑
i=1

dfik · f cki.
∑
nk
T

i=1

.

(4)

dfik

进一步的, 考虑该类别中数据的时序关系, 这里利
用前7天数据, 再次对其进行含时间遗忘因子的特征
融合, 如式(5)所示:
7
1∑
(
si · i · f ci. ) + f ck
7 i=1
f ckF =
,
(5)
7
1∑
(
si · i) + 1
7 i=1

得到待预测天预测负荷值,

为了验证所提模型的可行性, 本文选取平均绝对
百 分 误 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和
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衡量模型
性能, 两值越小越好.

4 算例分析
为了充分说明算法性能, 将其应用于英国卡迪夫
某区域综合能源系统的负荷预测中, 考虑两类具有明
显不同用能特征的负荷类型―高中和住宅. 中学用能
具有明显的节假日、季节等特性, 且其用能高峰出现
时段与住宅也明显不同. 该实例提供了两所高中和两
栋住宅楼的电力负荷数据, 根据迁移学习源域和目标
域应具有较高相似性, 因此选择高中+高中, 住宅楼
+ 住宅楼的源域目标域方式. 算例1中, 高中A获得自
2012年4月2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历史电力日负荷
数据, 高中B为待预测小样本; 算例2中, 住宅楼A获得
自2014年7月3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历史电力日负
荷数据, 住宅楼B为待预测小样本. 日负荷采样点间隔
均为半小时, 因此每天有48个采样点数据, 即m = 48.

4.1.1

算例1—–高
高中小样本预测
基于轮廓均值的K–means聚
聚类结果

首先, 设定K 值变化范围为3到10, 计算聚类的轮
廓均值, 以确定最优聚类数, 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
知, K = 4时, 轮廓均值最大, 即聚类性能最优, 相应
的聚类结果如图3所示, 类中心如图中黑实线所示. 将
各类类中心单独取出, 结果如图4所示.

其中si ∈ {0, 1}, 即当f ci. ∈ FTk 时, 取值为1, 否则为0.
最后, 计算f ckF 与源域特征集所有特征向量的余
弦相似度, 选择余弦大于设定阈值α的特征及其相应
日负荷曲线数据, 作为迁移对象, 记为FTs 与XTs .

3.3 基于特征迁移的ELM预
预测模型
记由第2.2节获得的学习样本为XTr = XT ∪ XTs ,
其相应特征集合为FTr = FT ∪ FTs , 采用ELM网络构
建负荷预测模型, 具体过程如下:
1) 确定输入输出及网络结构: 输入为特征集向量,
输出为负荷集向量, 则ELM网络输入节点数为h(隐特
征维度), 输出节点数为m(日负荷曲线采样点个数).
2) 训练ELM网络: 从学习样本集中随机选择p个
样本作为训练集, 其余为测试集; 训练ELM网络, 直至
满足精度要求.
3) 负荷预测: 根据新用户的小样本数据的聚类情
况分析待预测日的电力消耗模式, 将对应模式的融合

67

完成预测.

4.1

k

f ck =

特征f ckF 输入ELM模型,

图 2 基于轮廓均值确定最优聚类数
Fig. 2 Optimal clustering number based on
silhouette-coefficient mean

(a) 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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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别2

别偏高; 3) 类别2相较于另外3类波动幅度很小甚至无
波动, 而类别3, 4 的峰谷时间相同, 且均较类别1提前
一个小时, 但是类别3比类别4耗能水平高; 4) 进一步
结合各类别负荷数据所属的年份、月份和工作日与否
以及卡迪夫当地气候变化规律等信息, 发现类别1多
出现于较寒冷季节工作日, 类别2则是节假日及周末
的用电方式, 类别3, 4同属较温暖季节工作日. 由上述
分析可知, 负荷具有不同的变化形式, 进一步说明, 依
据简单的环境等特征迁移数据可能造成负迁移.

4.1.2

(c) 类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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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RU的
的隐特征提取

首先对源域高中A 2012−2018年日负荷数据进行
归一化处理, 然后从聚类后的数据集中分别选择80%
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训练单层 LSTM、双层 LSTM
和GRU网络, 以说明本文选择GRU网络的合理性. 网
络结构参数设置如下: 输入层节点数为日负荷曲线的
采样点个数48, 隐含层节点数设为15, 输出层节点数
由最终选定的聚类数K 确定, 这里为4, 学习率设定为
0.001, 迭代500次. 3类网络训练时间、损失函数(Loss)
值, 以及分类精度如表1所示.
表 1 3种模型性能对比
Table 1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three models
网络
单层LSTM
双层LSTM
单层GRU

(d) 类别4
图 3 日负荷曲线聚类结果
Fig. 3 Clustering results of daily load curve

训练时间/min Loss值 分类精度/%
39.6
34.7
22.5

0.021
0.019
0.023

98.25
98.26
98.29

由表1可知, 3类网络分类精度和损失函数(Loss)
值相近, 但是GRU网络训练速度最快, 可有效提高负
荷预测的效率, 因此, 选择GRU网络进行特征提取更
合理.

4.1.3

多场景预测结果分析

为了充分说明本文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结合第
4.1.1节实验结果, 从高中B随机选择了2018年11月4
日至12月4日(I)、2015年6月13日至7月13日(II)、2013
年 5 月18日至 6 月18日(III), 以及 2016 年 7月29 日至
2016年8月29日(IV)各一个月的数据, 分别针对这些
数据预测其后续一日的电力负荷.
图 4 日负荷曲线聚类中心
Fig. 4 Cluster centers of daily load curve

从图4可以看出, 所分析源域高中的负荷数据具有
如下特点: 1) 算例1集中于白天用电, 日负荷峰值段分
布在正午, 且负荷曲线由中心向两侧按时间顺序呈递
减趋势; 2) 类别1有两峰一谷, 峰值时间分别对应10点
半与12点, 谷值时间为11点半, 整体负荷量较其他类

首先, 分析这些数据K –means聚类和GRU分类结
果的一致性, 以说明本文提取的目标域特征的可靠性;
然后, 给出各场景下特征迁移后的样本规模; 最后, 比
较本文算法分别利用式(5)和式(4)两种特征融合的迁
移学习 (方法1, 方法2)、传统基于相似月份数据迁
移的GRU(方法3)和ELM(方法4)算法, 以及无数据迁
移 的GRU(方 法5)和ELM(方 法6)的 预 测 结 果, 通 过
MAPE和RMSE 值, 说明本文算法预测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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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4个月数据进行K –means聚类和基于GRU
分类的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其中,“待预测前日聚类/
分类”指待预测日前一日数据的特性, 该数据特征将
对待预测日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 这里特别给出其特
性. “分类准确率”为基于聚类结果的对比, 分类和聚
类数据完全一致的比例.
表 2 目标域聚类/分类效果
Table 2 Clustering/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K = 2时, 待预测 待预测

预测数据

轮廓
均值

前一日 前一日 分类准确率/%
聚类
分类

I
II
III
IV

0.82
0.94
0.92
0.99

类别 1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2

类别 1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2

(b) 数据集II预测结果

83.3(25/30)
90(27/30)
90.3(28/31)
100(31/31)

由表2可知: ① 对于随机选择的4个月份的数据,
在K = 4时, 其聚类轮廓均值皆较大, 表明聚类效果
优良; ② 待预测前日的聚类和分类结果一致, 且分类
与聚类数据的对比即分类准确率较高, 说明基于源域
构建的聚类和分类模型, 对于目标域具有良好的适用
性; ③ 分类准确率较高, 保证了基于分类的特征提取
的可靠性, 因此, 基于GRU模型提取目标域特征是可
行的.

(c) 数据集III预测结果

2) 上述4个数据集, 采用式(5)所示策略进行特征
融合、迁移, 余弦相似度阈值设定为0.99, 则4 个数据
集相应的迁移样本规模分别为1344, 805, 421和943.
3) 在此基础上, 比较6种算法的预测结果. 方法3
至方法6均采用滑动窗口模式进行预测, 这里设定时
窗窗口长度为7, 即利用前7天的历史日负荷数据预测
第8天, 迭代循环; 本文所提方法1和基于式(4)的方法
2, 在进行预测时, 以融合特征作为输入, 网络输出为
预测结果. 算法预测日所得数据曲线如图5所示, 其具
体MAPE和RMSE结果如表3所示.

(d) 数据集IV预测结果
图 5 4种场景下负荷预测结果对比
Fig. 5 Comparisons of load forecasting in four scenarios

表 3 6种预测算法精度比较
Table 3 Forecasting accuracy of six methods
本文方法 方法2 方法3 方法4 方法5 方法6

(a) 数据集I预测结果

I

MAPE
RMSE

4.49
3.10

6.34
3.53

11.61
6.56

8.85
4.85

8.24
8.76

7.03
6.51

II

MAPE
RMSE

4.98
2.35

5.57
4.02

9.22
3.74

9.05
4.17

5.75
3.45

8.26
6.09

III

MAPE
RMSE

3.38
1.95

5.17
2.27

8.28
4.98

8.35
4.69

5.27
3.25

6.17
4.08

IV

MAPE
RMSE

4.43
0.90

5.12
0.95

7.32
1.49

6.59
1.31

7.90
2.13

7.0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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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和表3可知:
1) 除场景IV外, 本文所提算法与待预测日真实数
据拟合度最高;
2) 场景IV较其他场景属于低耗能状态, 且节假日
负荷峰值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 本文所提方法在
场景IV拟合度有偏差且集中在峰值段, 但是, 结合表3
最后两行数据可知, 本文方法仍明显优于其他方法;
3) 对于4种场景下的预测, 本文所提算法的MAPE
均未超过5%, 即本文所提算法精度不低于95%, 特别
是对于场景III, 本文算法精度为96.62%, 比其他有数
据迁移的 GRU(方法3)和 ELM(方法4)高出 4.90%和
4.97%;

(b) 类别2
图 7 日负荷曲线聚类结果
Fig. 7 Clustering results of daily load curve

4) 比较本文方法和方法2, 即基于式(5)和式(4)两
种特征融合的特征迁移和预测, 发现方法2适用于对
预测精度要求稍低的情况, 同时考虑特征相似性和时
间遗忘因子融合策略的算法预测精度更高;
5) 比较基于传统相似日数据迁移策略, 其用于
GRU和ELM网络的拟合精度均相对较低, 进一步说明
传统数据迁移极有可能引入负迁移, 从而影响负荷预
测的精度.

4.2
4.2.1

图 8 日负荷曲线聚类中心

算例2—–住
住宅楼小样本预测
基于轮廓均值的K–means聚
聚类结果

首先, 对住宅楼A的日负荷曲线进行聚类, 聚类的
轮廓均值如图6所示, 当K = 2时均值最大, 聚类效果
如图7, 类中心曲线如图8所示.

Fig. 8 Cluster centers of daily load curve

从图8可以看出, 所分析源域的负荷数据具有如下
特点: 1) 类别2不仅日平均负荷明显高于类别1, 且负
荷波动较大; 2) 与算例1不同, 算例2主要有两类用能
数据组成, 日负荷峰值段分布在傍晚.

4.2.2

多场景预测结果分析

从 住 宅 楼B随 机 选 择 了2个 月 的 数 据, 分 别 是:
2017年7月13日至 8月13日(I)、2016 年4月17日至 5月
17日(II)各一个月的数据, 分别针对这些数据预测其
后续一日的电力负荷.
1) 上述2个月数据进行K –means聚类和基于GRU
分类的实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图 6 基于轮廓均值确定最优聚类数
Fig. 6 Optimal clustering number based on

表 4 目标域聚类/分类效果
Table 4 Clustering/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预测数据

K = 2时,
轮廓
均值

待预测
前一日
聚类

待预测
前一日
分类

分类准确率/%

I
II

—
—

类别1
类别1

类别1
类别1

100(31/31)
100(30/30)

silhouette-coefficient mean

由表4发现: 对于随机选择的2个月份的数据, 在
K = 2时, 其聚类轮廓均值均无法求得, 由式(1) 的定
义可知所选择月份负荷数据的聚类结果为单类别, 也
意味着目标域用户在长时间内耗能模式保持不变.
(a) 类别1

2) 上述两个数据集, 采用式(5)所示策略进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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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迁移, 余弦相似度阈值同样设定为0.99, 则两个
数据集相应的迁移样本规模分别为401和307.
3) 与第4.1.3节相同, 比较6种算法的预测结果, 算
法预测日所得数据曲线如图9所示, 其具体MAPE和
RMSE结果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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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目标域样本全部且仅属于源域样本中的某一类, 结
合实验结果分析可推得, 目标域与源域年平均负荷有
较大差距但用电行为相似, 表明综合能源系统中功能
相似的用能个体间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 而实验结果
表明所提算法可以很好的避开具有相似功能属性的
个体间的差异性给预测结果带来的影响.
综合算例 1 和算例 2 结论可得: 采用基于聚类的
GRU特征提取机制可有效提取用户在不同时段的负
荷变化特征; 对目标域用户小样本数据进行分类后的
特征融合, 并基于该融合特征选择迁移数据的策略,
有利于减少负迁移的影响, 从图4与图8、图5与图9的
对比中不难看出, 选择具有相似功能属性用能个体进
行特征迁移是合理的, 若将住宅数据迁移到高中, 则
意味着将具有明显2类用能特性的数据迁移到4类用
户中, 根据迁移学习的研究结果, 则极有可能带来负
迁移; 基于本文所提含时间遗忘因子的特征融合的负
荷预测, 可有效提高预测精度, 说明了本文算法可有
效解决小样本综合能源系统负荷日前预测问题.

(a) 数据集I预测结果

5 结论

(b) 数据集II预测结果
图 9 两种场景下负荷预测结果对比
Fig. 9 Comparisons of load forecasting in two scenarios

表 5 6种预测算法精度比较
Table 5 Forecasting accuracy of six methods
本文方法 方法2 方法3 方法4 方法5 方法6
I

MAPE
RMSE

2.18
0.40

2.42
0.44

7.28
1.35

3.96
0.75

4.56
0.96

3.50
0.71

II

MAPE
RMSE

3.18
0.93

5.58
1.48

6.21
1.74

11.03
3.04

4.55
1.63

6.64
1.73

由图9和表5可知:
1) 对于住宅楼2种场景下的预测, 本文所提算法
与待预测日真实数据拟合度都为最高, 且MAPE值均
未超过4%;
2) 从场景II的对比中可知, 在方法2预测精度表现
不佳时, 本文所提算法仍能保持高精度, 证实了含时
间遗忘因子的二次特征融合算法的稳定性;
3) 如图9所示, 目标域两种场景下的用户耗能模
式明显属于不同类别, 表4则显示两种场景属同一类,

针对综合能源系统新增用户仅拥有短周期历史负
荷数据, 难以进行精准负荷预测的问题, 本文提出一
种基于特征迁移学习的小样本日前电力负荷预测方
法. 基于聚类方法, 将源域用户负荷数据进行聚类, 并
为各类添加类别标签; 进一步利用源域含标签分类数
据, 训练GRU神经网络, 提取源域用户在各不同用电
时段的特征, 并将该模型应用于目标域小样本中, 确
定其类别和特征; 对各类特征采用含时间遗忘因子的
二次融合, 然后, 基于该融合特征实现特征迁移, 并完
成预测模型的构建. 算法在卡迪夫某综合区域能源系
统多所建筑的用电负荷日前预测中的应用证明了其
有效性. 如何解决综合区域中多源域以及综合用能的
冷热电小样本负荷预测将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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