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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串行–并行集成学习的高峰负荷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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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Peak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Sequential-parallel Ensemb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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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Changping District,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Load forecasting is a hot research since the birth

全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该文深入分析了统计学习类算法的误

of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Daily peak load forecasting for

差分布，提出一种基于串–并行集成学习的连续多日高峰负

consecutive days ofte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荷预测方法。首先介绍了统计学习类算法的泛化误差的分解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ower grid. In this paper, consecutive

情况，阐述了 XGBoost 串行集成算法与 Bagging 并行集成

daily peak load model based on sequential-parallel ensemble

学习的训练机理，分析了粒子群算法的基本原理。在综合考

learning was proposed considering the forecasting error

量模型偏差与方差分布的基础上，提出 Bagging 框架下基于

distribution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algorithms. Firstly, the

XGBoost 算法的负荷预测模型，并采用粒子群算法交叉验证

decoupling process of generalization error was analyzed, the

XGBoost 模型最优超参数。最后，使用斯洛文尼亚电力公司

mechanism of XGBoost sequential ensemble learning, bagging

用电负荷数据对算法有效性进行验证，算例表明 XGBoost

parallel ensemble learning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模型对特征贡献度的量化分析有效地辅助了特征选择的过

were introduced. Then, the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XGBoost

程，粒子群算法缩短了 XGBoost 超参数寻优的时间。与传

algorithm under bagging framework were deployed ，

统模型相比，基学习器为树模型的 Bagging-XGBoost 算法有

associ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bias and variance at the

着较高的预测精度。预测结果显示串–并行方式耦合的集成

training stage. The PSO was used to cross validate the

学习方式在连续多日高峰负荷预测场景中有着较高应用

hyperparameters of XGBoost model. Finally, the effectiveness

价值。

of the algorithm was verified by Slovenia power load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XGBoost

algorithm

calculates

the

characteristic importance to aid to select the valuable features.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effectively shorten
duration of hyperparameters optimization. And the BaggingXGBoost algorithm has better forecasting accuracy compared

关键词：连续多日高峰负荷预测；串–并行集成学习；
XGBoost；Bagging；超参数优化；特征贡献度

0 引言
对电力用户在一昼夜时间内所发生的最大负

with several conventional models.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荷值进行预测是计算电力系统备用容量、实施需求

indicate that sequential-parallel ensemble learning method have

响应手段、制定峰谷电价的重要依据，对电网的优

higher application value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for load

化调度与安全运行起到决定性作用[1-3]。尤其在夏

forecasting.

季、冬季的用电高峰时段，电量存在较大缺口，供

KEY WORDS: consecutive daily peak load forecasting;

用电形势较为严峻，对未来几日高峰负荷情况进行

sequential-parallel ensemble learning; XGBoost; Bagging;

精准预判，能够有序安排调度预案，提前制定有效

hyperparameters optimization; feature importance

的需求响应手段，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契合

摘要：负荷预测自电力工业诞生便是一项热门的基础研究问

匹配，使得网架结构薄弱、负荷重载地区能够安全

题，连续多天的日高峰负荷预测往往对电网的优化运行与安

稳定运行，减小峰值负荷对电网冲击[4-5]。现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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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于连续多日的高峰负荷预测分析仍然较少。这
是由于该问题的时间尺度介于短期预测和中期预
测之间，大多数负荷预测方面研究都针对单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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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跨越短期与中期时间尺度的负荷预测场景，

关联度最高的因素，提出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并行集

对模型鲁棒性和泛化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

成学习)的用电量预测模型。文献[12]使用 XGBoost

面，未来连续多天甚至一个月天气信息的随机性较

算法(串行集成学习)对负荷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

大，不确定性的天气变化将使得负荷预测更加困

示该算法优于传统树集合方式。文献[13]将小波分

难。因此，如何对未来某一时段的高峰负荷走势及

解与 AdaBoost 算法(串行集成学习)结合，对我国东

高峰负荷出现时间展开精确预测成为了亟待解决

部地区风电厂出力进行预测，取得了良好的预测效

的问题。

果。文献[14]将多个异质基学习器进行聚合，并分

对于传统负荷预测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在理

析了多个基学习器之间的多样性，使用 Stacking 集

论和方法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以人工智

成学习方式提升了负荷预测精度。但是，上述文献

能与统计学习为基础的负荷预测方法占有主导地

只是采用单一集成方式进行预测，并没有深入分析

位。文献[6]采用神经网络模型对超短期负荷曲线进

不同的集成算法对泛化误差的敏感程度。对于树集

行预测，该方法在北美 35 个电力机构获得广泛引

成算法在负荷预测中的应用仍有必要更深入分析。

用。文献[7]采用经验模态分解与极限学习机的组合

本文在分析负荷预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方法预测了微电网的超短期负荷情况，并使用粒子

背景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了统计学习类模型中偏差

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对极限学

与方差分布情况，提出一种 Bagging 架构下基于

习机中的参数优化求解。传统人工智能模型在预测

XGBoost 算法的负荷预测方法。首先分析了机器学

精度、预测速度、模型泛化性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习类算法的误差分布情况，并介绍 XGBoost 训练机

随着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深度

理、Bagging 的集成学习方式与粒子群优化算法；然

学习为代表的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力系统负荷

后，建立基于串-并行集成学习方式的负荷预测模

预测方面获得了广泛的研究与应用。文献[9]提出了

型，采用 PSO 算法优选模型超参数；最后使用

一种基于深度信念网络的短期负荷预测方法，采用

EUNITE 斯洛文尼亚的实际数据验证算法的有效性，

了列文伯格—马夸尔特算法对深度信念网络参数

算例结果表明基于 XGBoost-PSO 与 Bagging 集成学

进行全局优化训练，使模型较快收敛于最优解。文

习方式对于高峰负荷与高峰负荷出现时段能够精准

献[8]对负荷曲线信号进行频域分解，考虑了负荷数

预测，在电力负荷预测方面有较高应用价值。

据缺失、异常的情况，利用孤立森林算法对数据进

1 模型理论介绍

行预处理，并使用清洗后的数据对长短记忆网络进
行训练。最后，将深度学习模型与浅层神经网络模
型的预测结果对比分析。文献[10]计及了综合能源
系统中多种能源的互相耦合关系，将多任务学习与
深度学习有效结合，提取了数据中的抽象特征，获
得了比单任务学习更好的预测效果。深度学习的跨
越式发展为处理电力系统相关问题提供了有效解
决途径。然而，深度学习方式的网络架构较为复杂，
对该模型进行训练往往需要大量历史数据作为先
验知识，且模型架构中隐藏层与节点数目选择不当
很容易产生过拟合，这些特点都限制了它在负荷预
测中进一步发挥巨大作用。
近些年来，基于树的集成算法在工业界与学术
界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在 Kaggle、天池等数据

1.1

统计学习类算法的误差分布
立足于统计学习模型进行分析，为了获得最优

模型需要对训练数据集进行学习，通常的做法是定
义一个误差映射函数，通过将映射函数最小化，来
提高模型的泛化性能。但是在解决对应的工程问题
时，单纯地将训练数据集的损失函数最小化，并不
能保证在解决普适性问题时模型仍然最优。这个训
练数据集的损失与一般化的数据集的损失之间的
差异就叫做泛化误差(generalization error)。泛化误
差的展开如式(1)所示，详细推导过程见附录 A。
E (f ;D )  ED [(f (x;D)  yD ) 2 ]  (f (x)  y ) 2 +
ED [(f (x;D)  f (x)) 2 ]+ED [(yD  y )2 ] 
bias 2 ( x)+var ( x)+ 2

(1)

科学竞赛中，有较多数据竞赛选手选择基于树集成

式中：E(f;D)为泛化误差；ED[]为期望输出；D 为训

的相关算法获得了良好的竞赛成绩。文献[11]根据

练数据集；x 为测试样本；yD 为 x 在数据集对应标

不同用电模式对用户类型进行划分，并利用互信息

记；y 为 x 的真实标记；f(x;D)为训练集 D 上学得模

矩阵从经济、气候和电价等方面辨识与用户用电量

型 f 在 x 上的预测输出；模型 f 对 x 的期望输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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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  ED [f (x;D )] 。式(1)中经过分解后的泛化误差

结构映射到样本所对应的叶子的索引；T 为树上叶

包含了 3 个部分：偏差、方差和噪声。

子的数量，每一棵树 fk 对应一个独立的树结构 q 和

偏差(Bias)可表示为
bias  [f (x)  y ]
2

间；xi 为第 i 个数据点的特征向量；q 为每一棵树的

2

(2)

叶子的权重 w。
其损失函数包含两部分：

方差(Variance)可表示为
var ( x)  ED [(f (x;D)  f (x))2 ]

n
K

Obj   l ( yi , yi )    ( f k )

(3)

噪声可表示为

  ED [(yD  y ) ]
2

2

(4)

对泛化误差里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展开分析。其
中，偏差度量了学习算法的期望预测与真实结果的


式中，第一部分是预测值 yi 和目标真实值 yi 之间的
训练误差。第二部分是每棵树的复杂度之和，用于
控制模型的复杂度的正则项，即

1
2

 ( f )   T  W

偏离程度，刻画描述了算法本身对数据的拟合能
力。方差度量了训练集的变动导致学习性能的变
化，描述了数据扰动造成的影响。噪声表示学习算
法在当前任务上的期望误差的下界，即刻画了预测
问题的难度，属于不可约减的误差，对于这种模型
的固有误差，本文不予考虑。由此可知，泛化性能
是由学习算法的预测能力、数据的充分性以及学习
任务自身的难度所共同决定的。本文重点对偏差与
方差展开分析，偏差与方差的分布特点如图 1 所示。
图中的红色位置为真实值，蓝色点为模型预测值。
偏差越高则离红色部分越远，而方差越高则代表算
法每次的预测值之间的波动较大。因此，为了获得
最优模型，需要对预测模型的偏差与方差(Basis
variance trade-off)展开深入分析。
低方差

高方差

低偏差

(6)

k 1

i =1

2

(7)

考虑到式 (6) 中集成树模型的目标函数无法用
欧式距离、随机梯度下降等传统方法优化，一般情
况下，采用增量训练方法训练，即每一次都是在保
留原有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一个新函数(即一棵新的
树)到模型中去。基于 XGBoost 的串行集成学习机
理如图 2 所示。
 yi(0)  0
  (1)
 (0)
 yi  f1 ( xi )  yi  f1 ( xi )
  (2)

y  f1 ( xi )  f 2 ( xi )  yi(1)  f 2 ( xi )
(8)
 i
...

t
 y (t )   f ( x )  y (t 1)  f ( x )
i
k
i
i
t
i

k 1


式中：yi(t ) 是第 i 个样本在第 t 轮的模型预测值，yi(t )

保留 t1 轮的模型预测值 yi(t 1) 后，加入一个新的函
数 ft(xi)。每一轮加入的增量函数尽可能使目标函数
最大程度的减小。XGBoost 的详细机理分析参见文
献[15-16]。
训练集X

高偏差
以分裂节点为
目标函数
...
误差

第2棵树

第1棵树
误差

图1

统计学习类算法偏差与方差的分布情况
Fig. 1

Basis variance trade-off

误差

...

in statistical learning algorithms

1.2

第t棵树

f1(xi)

f2(xi)

ft-1(xi)

ft(xi)

XGBoost 串行集成学习方式
t

XGBoost 串行集成学习算法机理如下，对于已

f
k 1

m

知数据集 D{(xi, yi)}(|D|n,xiR , yiR)，树的集成

图2

模型由式(5)表示：

(5)

k 1

m

T

式 中 F{f(x)wq(x)}(q:R T,wR ) 是树 的 集 合 空

( xi )

基于 XGBoost 的串行集成学习机理

Fig. 2

K

yi   f k ( xi ), f k  F

k

Sequential ensemble learning

method based on XGBoost

1.3

基于 Bagging 的并行集成学习方式

Bagging[17]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并行集成学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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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Bagging 可分为自助采样与投票组合两个过程，

同时也要保持较小方差，减少数据扰动对模型的影

其算法架构如图 3 所示。Bagging 通过自助采样方

响。一般情况下，偏差和方差很难同时满足最优。

式(即 Bootstrap)进行采样从而产生随机样本，假设

在给定学习任务下，在训练初期，模型的拟合能力

数据集中有 m 个样本，每次随机有放回的采样 1

较弱，训练数据的扰动不足以使模型产生明显变

个样本，重复 m 次，得到一个新的含有 m 个样

化，此时偏差起到主要的作用，模型处于欠拟合的

本的新数据集，其中随机有放回的采样操作使得每

情况。随着训练程度的加深，模型拟合能力加强，

个样本都有可能被选中，并且新的数据集中可能会

偏差越来越小，模型的拟合能力达到最优。在此基

有重复的样本。于是，经过 n 轮自助采样法，就

础上，继续对模型进行训练，数据扰动逐渐被模型

得到 n 个样本子数据集，每个数据集都含有 m 个

所学习，方差逐渐占据主导，训练数据自身的非全

样本，然后基于这 n 个数据集训练 n 个预测模型，

局特性被学习，即发生过拟合现象。

最后通过投票结合策略将 n 个预测模型组合 ( 即

Aggregation)。

行集成学习算法，它的集成方式是通过基学习器的
m个样本训
练集

不断串行叠加而形成。在多次迭代的过程中，当前
迭代所得模型会依据上一次迭代的结果而调整，以

随机采样(Bootstrap)
样本子
集1

样本子
集2

基学习器
预测模型1

…

基学习器
…
预测模型2

样本子
集k

…

样本子
集n-1

序列最小化损失函数的方式逐步降低偏差。但由于

样本子
集n

基学习器
基学习器
…
预测模型k
预测模型n-1

采取这种序列化和自适应的优化策略，各子模型之

基学习器
预测模型n

结合策略(Aggregation)

基学习器分别训练并计算平均值。虽然每个基学习

Parallel ensemble learning

器的输入服从相同的数据分布，但是每次抽取的输

method based on Bagging

1.4

低预测模型方差及过拟合风险。与 XGBoost 串行集
从原始训练数据中随机有放回的进行采样，对各个

基于 Bagging 的并行集成学习机理

Fig. 3

间具有强相关性。串行集成学习方式并不能显著降
成训练方式不同的是，Bagging 并行集成学习方法

强预测模型

图3

XGBoost 本质上是属于基于树的 Boosting 串

入数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这种 Bagging 并行集合

粒子群优化算法

PSO 算法[18]源于对鸟类动物觅食行为的模拟，
在 N 维搜索空间中，m 个粒子组成初始粒子群，第

i 个粒子在搜索空间中的位置表述为
X i  {xi1 , xi2 ,..., xiN }, i  1, 2,..., m

方式有效降低了方差，避免模型过拟合效应，从而
提高模型泛化性。串行与并行集成算法的相关机理
如表 1 所示。
表1

(9)

Tab. 1

串–并行集成学习方式机理分析
Mechanism of sequential -parallel

每个粒子位置都是一个潜在解，对粒子的操作

ensemble learning

包括以下两步：
算法名称

v  wv  c1r1 ( p  x )  c2 r2 ( p  x )

(10)

xin  xin   vin

(11)

n
i

n
i

n
i

n
i

n
g

n
i

训练方式 基学习器

基学习器 主要针对
相关性

误差类型

Bagging

并行集成 强预测模型 弱相关性 减小方差

Boosting(XGBoost)

串行集成 弱预测模型 强相关性 减小偏差

单个粒子最优轨迹记为 Pi  ( pi1 , pi2 ,..., piN ) ，即个体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权衡统计学习类算法中的

极值，粒子群最优轨迹记为 Pg  ( p , p ,..., p ) ，即

偏 差 与 方 差 。 本 文 提 出 基 于 XGBoost 算 法 与

全局极值，粒子移动速度记为 Vg  (v , v ,..., v ) 。w

Bagging 算法的负荷预测模型，考虑到串行集成学

1
g

2
g

1
g

N
g

2
g

N
g

表示惯性权重。c1 c2 为加速常数，r1 r2 是[0, 1]范围
内变化的随机数，为速度约束因子。具体的参数
说明及选择方法可参考文献[19]。

2 基于串行–并行耦合集成学习方式的负荷
预测模型分析

习算法与并行集成学习算法对于偏差与方差的敏
感程度的差异。将两种集成学习方式有效结合，充
分发挥两个模型优点，有助于获得更稳定、泛化能
力更强的模型，模型训练中误差的变化情况由图 4
可知。
此外，大多数统计学习类模型包含模型超参数

由统计学习类算法的误差分析可知，训练后的

(model hyperparameter)与模型参数(model parameter)

模型既要具有较小偏差，使得模型充分拟合数据，

两部分，模型参数一般由数据训练得出，通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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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 XGBoost 模型的特征贡献度评分机制

方差

与人工经验相结合，对输入特征进行筛选。

模型最佳效果
预测误差

2）通过 PSO 算法优化，交叉验证训练集与验
证集，获得 XGBoost 的算法最优超参数集。
欠拟合

3）输入初始训练样本，基于 Bagging 策略随机

过拟合

采样对初始样本有放回的抽样，获得各子样本集。
XGBoost
串行集成学习

模型复杂度

Bagging
并行集成学习

偏差减小

图4

4）以树模型为基学习器，针对各抽样子样本
集分别训练对应 XGBoost 模型。

方差减小

5）对于各 XGBoost 模型的负荷预测结果，采

基于串–并行集成学习方式的预测效果分析

Fig. 4

用均值的投票策略将各个子模型预测结果组合。

Forecasting effect analysis based on

sequential-parallel ensemble learning model

数学规划算法或智能算法优化求解获得。超参数为

3 算例分析

模型内置参数，一般由人工调试的方式进行反复试

本文使用的实验数据集来于自斯洛伐克电力

验来搜索。两种参数对模型学习效果都有很大的影

公司。数据中包含了 1997 年 1 月至 1999 年 1 月的

响。而 XGBoost 算法中包含超参数变量众多，例如，

负荷数据，训练数据包含了每天 48 个采样点的负

最大树深、学习率、节点分裂最小损失值、惩罚系

荷情况(采样周期 0.5h)以及每日的平均温度。预测

数、叶子节点最小权重、随机采样比例等等，本文

目标为一个月中每日的最大负荷量，以及下一天的

为了选择最优的模型超参数集，将训练集进一步分

高峰负荷出现时段。本文采用滚动预测的方式，使

为训练集和验证集，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查看不

用前一天预测信息预测后一天负荷情况。相关模型

同超参数集在验证集上的误差状况，获取 XGBoost

在 Matlab 2017a 与 Python3.6 环境下完成相关编程

算法最优超参数。考虑到超参数一般具有一定的指

计算。预测评价指标采用平均相对误差 eMAPE(mean

向性、趋势性，为提高超参数寻优效果和提高超参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MAPE)、相对均方误差

数寻优速度，避免传统超参数寻优中用到的机械枚

e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 和最大误差

举寻优法带来的随机性和计算量大等弊端。采用粒

eMAX。

子群算法对 XGBoost 模型超参数进行选择。

eMAPE 

基于 Bagging-XGBoost-PSO 的负荷预测模型

1 m x(t )  y (t )
 x(t ) 100%
m t 1

(12)

1 m
[ x(t )  y(t )]2
m i1

(13)

框架如图 5 所示。其算法流程如下：

eRMSE 

输入属性
负荷历史数据
日历规则
天气信息

人工经验

Bagging采样
样本子集2

...

样本子集n

串行集成

值，m 为样本数量。

计算一阶导数与二阶导数

3.1

增加一个树，更新损失函数
XGBoost
模型2

...

XGBoost
模型n
超参数集：
最大树深、
学习率、惩
罚系数...

投票组合
1 n
 fi ( x)
n i 1

f ( x) 

高峰负荷预测
高峰负荷出现时段预测

图5

满足迭代要求?

否

是
模型训练结束

原始数据初步分析
日高峰负荷的历史数据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6 所

示。周六与周日的用电负荷形态与工作日(周一至周
五)有明显不同，每个工作日内的用电状况也存在些

PSO学习开始
初始化XGBoost算法参数

许差异。由于当地气温大部分时间较为舒适，只有

计算适应度

部分日期的温度下降到零度以下，用电负荷趋势与

更新粒子的速度和位置
更新全局最优和局部最优
否
满足迭代要求?
是
结束

基于串–并行集成学习

与 PSO 超参数优化的负荷预测模型
Fig. 5

(14)

设 x(t)和 y(t)分别表示 t 时刻的真实值和预测

定义损失函数

并行集成
XGBoost
模型1

eMAX  max[ x(t )  y (t )]

输入训练样本集D
迭代次数t

XGBoost特征重要度评分

样本子集1

XGBoost模型训练开始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sequential -parallel

ensemble learning and PSO hyperparameters optimization

温度也存在相关性，温度越低，用电负荷越高。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在算例中初步选择温
度数据，负荷历史信息与日历规则作为输入属性。
负荷数据包含了前七天的每日最大负荷量。日历规
则将法定节假日、工作日、周一至周日采用离散方
式分别编码。由于未给出未来一个月天气数据，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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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评分，它的特征评分原理是根据结构分支数目
的增益情况计算特征重要度，即计算所有树中特征

800

用电量/MW

800

700

出现次数之和，出现次数越多，特征越重要。为了

750

对模型输入特征贡献度进行深入分析，对于负荷预

700

测问题，分别设置了特征选择前后 XGBoost 模型对

650

应的特征贡献度对比分析。

600

如图 8 所示，在负荷历史数据中，预测目标一

600
550

500

500
30
10
温
度 -1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

图6
Fig. 6

天前的电能消耗往往与预测目标时间的电能消耗
关联性较高，预测目标一周前(七天前)的负荷情况
与预测目标时间的电能消耗相似度较高。因此，一
天前与一周前的历史最大负荷量的特征贡献度最
大。在日历规则中，不同日期人们的生产活动差异

日高峰负荷的历史数据分布

Distribution of historical daily peak load

较大，周末与节假日的电能消耗变化明显。因此，

例中采用 XGBoost 模型对于未来一个月温度数据

周一、周六、周日与节假日的特征贡献度较大，周

进行预测。

二至周五的输入属性对预测结果影响较小，且由

对于日高峰负荷的出现时段而言。一般情况

图 7 可知，周二至周五的用电负荷的特征相似度较

下，颗粒度越细的电力用户，越容易受到负荷类型

高，选择后的输入属性将周二至周五的输入特征合

以及所属行业影响，其高峰和低谷负荷的出现时间

并为单特征。

也各不相同，高峰负荷出现时段的随机性也较强。
但对于系统级别的电力负荷来说，各个用户用电曲
有一定规律性。图 7 显示了两年训练数据中日高峰

特征贡献度

线之间具有一定平抑作用，高峰负荷的出现时段具

负荷历史数据
星期
节假日
温度

七天前最大负荷
0.2
一天前最大负荷

周六

周一

0.1

周日

负荷的历史出现时段分布。分析可知，在春、冬季
0.0

节，高峰负荷出现时间更倾向于出现在 16 时至 21

0

2

4

6

8

时的晚高峰。在夏、秋季节，高峰负荷一般出现在 9

特征贡献度

0.2 七天前最大负荷

晚上

0.0

1

18
小时/h

3

4

5

6

7

8

9

10

11

12

(b) 特征选择后

下午

图8

12
上午

9

Fig. 8

不同输入属性的特征贡献度分析
Analysis of feature contribution for
different input properties

6
夜间

3

此外，当输入数据中包含当日真实温度信息
时，温度信息对模型有着较高特征贡献度，但是本

0

365

730

天

图7
Fig. 7

3.2

2

特征编号

15

0

16

周一 周二至 周六 周日
周五

0.1

24
21

14

负荷历史数据
星期
节假日

一天前最大负荷

“上午”、“下午”、“晚上”、“夜间”，使用串行–并
测，该问题本质上属于机器学习中的多分类问题。

12

(a) 特征选择前

时至 11 时的早高峰。本文将高峰负荷出现时段分为
行集成学习方法对第二天高峰负荷出现时段进行预

10

特征编号

日高峰负荷的历史出现时段分布

Distribution of historical daily peak load

文目标是预测未来一个月的每日最大负荷，在对未
来一个月天气未知的情况下，对未来一个月的温度
情况进行预测存在一定难度。本算例温度预测误差

occurrence period

高达 eMAPE31.78%。因此，如果采用预测所得温度

特征贡献度分析及特征筛选

进行建模分析，会对预测效果产生较大影响。以

特征工程建立将对预测模型效果起到重要作
用。XGBoost 模型可以在训练的过程中给出各个特

1999 年 1 月的预测结果为例，如图 8 所示。
由于算例中训练数据包含 1998 年 12 月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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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情况，因此模型对 1999 年 1 月前几日温度预

700

测情况相对准确，但是天气信息随机性与波动性较

600

基于树模型-训练集
基于树模型-验证集
基于线性模型-训练集
基于线性模型-验证集
34

强，随着预测时间周期增长，温度预测误差也将随

500

32

之增大。预测温度对于负荷预测影响由图 9 可知，
使用了温度信息的模型优于未使用温度模型的预

30

RMSE

在 1 月 7 日前，该时段内温度预测情况较为准确，

400

26

150

0

荷历史数据、星期、节假日的输入信息，考虑到天

800

eMAPE

5.07%

1月7日后

1月7日前

20

图 10

献度评分机制辅助特征选择，预测模型最终采用负

实际负荷
未使用预测温度数据模型
使用预测温度数据模型

21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基于线性模型与基于树模型的误差收敛情况
Fig. 10 Error convergence based on
linear model and tree model

的表现，本文选取树的最大深度，树的数量，学习
率和节点分裂最小损失值 4 个参数，观察其变化对
模型效果影响。在图 11(a) 中，当树的数目达到

200 棵以上时，测试集的相对均方误差趋于平稳。

760

在图 11(b)中，随着树的深度增大，验证集的误差下
降，当树的深度增大到 5 时模型效果达到最优，当

720

树的深度继续增大时，验证集的误差上升，此时模
680

型产生了过拟合效应，图 11(c)和(d)同理。

1月7日

5

图9

10

15
日期

20

25

30

使用与未使用预测天气信息情况下的

100

预测效果对比分析

50

120
200
树的数目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ecasting results using

RMSE

XGBoost 串行集成学习模型中的基学习器既

2

280

(a) 树的数目对验证集误差影响

weather information or without using weather information

XGBoost 的基学习器选择与参数调优

30

25

0
40

可以采用决策树模型，也可以采用线性模型。为了

30

35

28

30
25
0.05

深入分析两种基学习器的优劣。分别设计实验对基

0.07

0.09

0.11 0.13

0.15

学习率
(c) 学习率对验证集误差影响

于线性模型与基于树模型的 XGBoost 算法误差收

4
6
树的深度

8

(b) 树的深度对验证集误差影响

40
RMSE

Fig. 9

35
RMSE

0

RMSE

150

640

3.3

190

Boosting迭代次数

终结果有着较大影响。本文基于 XGBoost 的特征贡

未使用预测温度数据
1.47%
eMAPE
使用预测温度数据

170

0

献度较大，但是天气信息的预测不准确仍然会对最

未使用预测温度数据
eMAPE 4.62%
使用预测温度数据
eMAPE 2.72%

20

100

效果变差。由此可见，虽然当日温度信息的特征贡

840

24

300
200

渐增大，随之采用温度信息模型对负荷进行预测的

气预测的复杂性，输入属性中未采用温度信息。

28

22

测效果。但是，在 1 月 7 日之后，温度预测误差逐

日高峰用电量/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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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4
100

300

500

节点分裂最小损失值
(d) 节点分裂最小损失值对验证集误差影响

图 11 XGBoost 算法超参数对模型影响
Fig. 11 Influence of the hyper-parameters of
XGBoost algorithm on validation dataset

敛情况进行比较，如图 10 所示。当基学习器采用
线性模型时，XGBoost 模型在训练集与验证集上的
误差能够较快收敛。当基学习器采用树模型时，随

本文采用适应度函数为相对均方误差的 PSO

着迭代次数的增加，XGBoost 模型训练集与验证集

算法对 XGBoost 的超参数集寻优，并采用超参数枚

收敛较慢，但是，与线性模型相比，基于树集成的

举的方式与 PSO 算法对比分析。其中，采用枚举法

XGBoost 模型训练后误差更小。因此以树模型为基

需花费 3714s，采用 PSO 寻优需花费 956s，PSO 的

学习器的 XGBoost 算法有着更好的预测效果，模型

搜索空间仅为问题空间的 19.4%。最终，模型超参

训练更充分。

数选择结果为：树的最大深度为 5，树的数量为 200，

XGBoost 算法的超参数会对模型效果产生影

学习率 0.08，节点分裂最小损失为 300，随机采样

响，算例中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查看不同超参数

的比例为 0.8，最小叶子节点样本权重为 4。

在验证集上的误差状况，获取最优 XGBoost 算法超

3.4

参数。为了测试不同 XGBoost 超参数集在验证集上

模型预测效果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模型的预测效果，分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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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模型与其他集成学习模型及单预测模型进行

中 SVM 在一、十月份预测表现较好，但是在四、

对比分 析。 作为对 比的 集成学 习模 型包含 基于

七月份的预测精度大幅度下降，SVM 在不同月份

Bagging 的 梯 度 提 升 决 策 树 (gradient boosted

的预测精度差异巨大，这说明单模型 SVM 在不同

decision tree，GBDT)与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数据集上表现出一定起伏，这也是单模型的弊端之

RF) 。单一模型包含了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一。总体而言，除了 SVM 在十月份的预测结果略

machine，SVM)与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NN)。

优于 Bagging-XGBoost 以外，其余时段的 SVM 与

考虑到高峰负荷在不同季节形态各异，选取了

NN 预测效果均低于 Bagging-XGBoost。

一月份、四月份、七月份、十月份的高峰负荷预测

由表 2 与图 12 中的一月份预测结果可见，集

结果进行比较，各模型的预测误差如表 2 所示。对

成模型整体表现更好，所获得的预测结果更加稳

于单模型而言，由于单模型的预测任务假设空间有

定，在各个月度的数据集上均有着良好表现，基于

限，且模型学习过程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单模型

Bagging-XGBoost 模型预测精度高于其他集成模

的预测效果需要进一步提高。由表 2 可知，单模型

型。这是因为 GBDT 模型只是在参数优化时应用了

表2
Tab. 2
月份

多个模型预测误差比较

Comparison of forecasting error in different models

一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eMAPE/% eRMSE/MW eMAX/MW eMAPE/% eRMSE/MW eMAX/MW eMAPE/% eRMSE/MW eMAX/MW eMAPE/% eRMSE/MW eMAX/MW

误差指标
本文模型

Bagging-XGBoost

1.92

18.07

35.46

3.82

28.5

62.56

2.45

18.13

36.62

3.99%

31.12

70.32

集成

Bagging-GBDT

3.25

31.37

64.53

4.65

33.92

80.24

2.71

19.71

46.7

4.01%

35.97

70.46

模型
单模型
840

800
日高峰用电量/MW

3.28

30.43

58.89

4.88

37.53

88.96

3.10

22.18

39.94

5.03%

41.05

92.92

2.12

18.47

45.75

5.79

44.06

88.31

4.93

36.65

52.01

3.87%

28.74

72.01

NN

3.62

29.91

54.85

6.23

51.06

90.37

3.96

25.67

42.02

5.54%

49.03

87.5

一阶导数信息，而 XGBoost 对损失函数进行了二阶

真实负荷
Bagging-XGBoost
Bagging-GBDT
RF

820

泰勒展开，使得模型训练更充分。RF 模型并没有
设置复杂度惩罚项，而 XGBoost 定义了树模型的复

780

杂度，并将其作为正则项加入优化目标，使得损失

760
740

函数中自带复杂度惩罚项，有效防止过拟合效应。

720

由此可见，串-并行集成学习方式能够较好的权衡泛

700

化误差中的偏差与方差的分布情况，使得统计学习

680

类模型达到最佳状态。

660

0

840

20
日期
(a) 与集成模型对比分析

10

30

800

除了对未来一个月高峰负荷曲线的形态进行
预测以外，本文同时采用了串行–并行集成学习方
式对日前高峰负荷出现时段进行预测。由图 13 预

真实负荷
Bagging-XGBoost
Bagging-GBDT
RF

820

真实值
预测值

晚上

780
高峰负荷出现时段

日高峰用电量/MW

RF
SVM

760
740
720
700

下午

上午

680
660

0

10

20

30

日期

夜间

0

(b) 与单模型对比分析

图 12

不同模型预测的一月份高峰负荷曲线
Fig. 12 Load curve forecasted by
different models in January

10

20
日期/天

图 13
Fig. 13

一月份高峰负荷出现时段预测
Load curve forecasted by different
models in Januar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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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可知，一月份的高峰负荷大部分出现在“下

问题(一)研究框架[J]．电力系统自动化，2008，32(7)：

午”或者“晚上”。虽然在一月份的 7 号、13 号、

34-38．

19 号、21 号、29 号预测结果出现了一定偏差，对
于其余大部分时刻，本文模型可以较为准确的辨识
预测高峰负荷出现时段，该项预测任务将同样对于
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起到重要作用。

4 结论

Kang Chongqing，Mu Tao，Xia Qing．Power system
multilevel load forecasting and coordinating part one
research framework[J]．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s，2008，32(7)：34-38(in Chinese)．
[3] 苏小林，刘孝杰，阎晓霞，等．计及需求响应的主动配
电网短期负荷预测[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8，42(10)：
60-66，134．

本文借鉴了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领域的前沿

Su Xiaolin，Liu Xiaojie，Yan Xiaoxia，et al．Short-term

算法技术。在综合分析模型偏差与方差分布的基础

load forecasting of active distribution network based on

上，提出基于 Bagging-XGBoost 模型的日高峰负荷

demand response[J] ．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预测方法，并采用 PSO 交叉验证 XGBoost 模型最
优超参数集。通过算例测试表明，串–并行集成学
习算法具有准确度高、不易过拟合、泛化性强、可
对特征贡献度进行分析等特点。同时，预测结果显

Systems，2018，42(10)：60-66，134(in Chinese)．
[4] 马立新，周尚珺玺．基于自组织特征映射的连续多日负
荷预测方法研究[J]．机电工程，2016，33(3)：342-346．
Ma Lixin，Zhou Shangjunxi．Multi-Days load forecasting
base on 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J] ． Journal of

示基学习器为树模型的 XGBoost 与 Bagging 集成学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2016，33(3)：

习方式在电力负荷预测方面有较高应用价值。

342-346(in Chinese)．

今后的工作将围绕提高集成型算法的预测性
能与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场景
等方面可展开更为深入探讨：

1）在预测场景完整度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本
文场景是连续多日的高峰负荷预测，虽然经过分析

[5] 马立新，李渊．日最大负荷特性分析及预测方法[J]．电
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2014，26(10)：31-34．
Ma Lixin，Li Yuan．Characteristic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method for daily peak load[J] ． Proceedings of the
CSU-EPSA，2014，26(10)：31-34(in Chinese)．
[6] Khotanzad A，Afkhami-Rohani R，Maratukulam D．

摒弃了气象数据输入特征，但是气象因素对短期预

ANNSTLF-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short-term load

测仍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工作中可考

forecaster-generation three[J] ． IEEE Transactions on

虑使用短期气象因素考虑进来进行滚动修正，进一

Power Systems，1998，13(4)：1413-1422．

步提高整个预测周期内的精度。

2）在算法层面上，考虑到未来电力系统数据
呈现体量大、维度高的特点。XGBoost 算法的特征
选择功能将更充分发挥其功效，从高维数据中选择
对模型有用特征训练模型。同时，XGBoost 的并行

[7] Liu Nian，Tang Qingfeng，Zhang Jianhua，et al．A hybrid
forecasting model with parameter optimization for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of micro-grids[J]．Applied
Energy，2014，129：336-345．
[8] 张倩，马愿，李国丽，等．频域分解和深度学习算法在
短期负荷及光伏功率预测中的应用[J]．中国电机工程学

化内置结构更方便支持在 Hadoop、Spark 大数据工

报，2019，39(8)：2221-2230．

具平台上处理电力系统中海量数据。

Zhang Qian，Ma Yuan，Li Guoli，et al．Applications of

3）在应用层面上，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已在可
再生能源发电预测、负荷预测、用电模式分析等多
个场景中取得进展。未来，内嵌电力知识经验的人
工智能将在电网智能调度、管控、健康诊断等诸多

frequency domain decomposition and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in short-term load and photovoltaic power
forecasting[J]．Proceedings of the CSEE，2019，39(8)：
2221-2230(in Chinese)．
[9] 孔祥玉，郑锋，鄂志君，等．基于深度信念网络的短期

领域发挥其巨大价值。

负荷预测方法[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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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假定对于泛化误差中噪声的期望为 0，ED[yyD]0，泛
化误差的展开式如下：

E (f ;D)  ED [(f (x;D)  yD ) 2 ]  ED [(f (x;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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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D ) 2 ]  ED [(f (x;D)  f (x)) 2 ]  ED [(f (x) 

speed forecasting using the wavelet decomposition and

y ) 2 ]  ED [( y  yD ) 2 ]+2ED [(f (x)  y )( y  yD )] 

AdaBoost technique in wind farm of East China[J]．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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