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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短期电力负荷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波动性，其预测

的准确性对于提升供电可靠性、电力系统运行经济性至关

重要。针对传统确定性预测不能反映未来负荷波动的弊端，

基于“点预测+区间估计”的思路提出了一种短期负荷区间

预测方法。首先基于自适应噪声完备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将

负荷序列分解为多个模态分量，并根据不同序列样本熵的

计算结果将序列进行重构以降低运算量。在此基础上，针

对每一个分量分别构建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得

到未来负荷点预测值。基于此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预测

误差的分布进行估计，进而结合点预测结果实现未来短期

负荷的区间预测。通过将此模型与其他模型进行对比，结

果表明此模型能够实现更低的点预测误差，同时在区间预

测中也表现出更好的综合性能。

关键词：短期负荷预测；自适应噪声完备经验模态分解；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核密度估计

Abstract：Short-term power  load  possesses  strong   random-
ness  and  volatility,  and  the  accuracy  of  its  prediction  is  of
importance  to  raise  both  power  supply  reliability  and  power
system operation economy. In allusion to the disadvantage that
traditional  deterministic  prediction  cannot  reflect  future  load
fluctuation,  based  on  the  idea  of  "point  forecast  plus  interval
estimation"  a  short-term  load  interval  predic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Firstly, based on complete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with adaptive noise method (abbr. CEEMDAN),
the load series was decomposed into multi modal components,
and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sample  entropy
(abbr. SE)  of  different  sequences  the  sequences  were   recon-

structed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  Secondly,  on  this  basis,  a
long  and  short-term  memory  (abbr.  LSTM)  neural  network
predic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for  each   com-
ponent  to  obtain  the  predicted  value  of  the  future  load  point.
Finally,  based  on  above-mentioned  work,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bbr. KDE) method was utilized to estimate the dis-
tribution  of  the  prediction  error,  further,  combining with  point
prediction  results  the  interval  prediction  of  future  short-term
load  was  implemented.  Comparing  the  proposed  model  with
other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the proposed model a
lower  point  prediction  error  can  be  implemented,  meanwhile,
the proposed model exerts a better combination property in the
interval prediction.

Keywords：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complete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with  adaptive  noise  (abbr.
CEEMDAN)； long  and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abbr. 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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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准确的短期负荷预测对于保证电力系统安全

和可靠运行至关重要。随着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

提高和用电方式的多样化，电力负荷近年来增长

明显，同时由于温湿度等气象因素的影响，电力

负荷特性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 [1]。此外，新

能源装机容量的提高以及分布式电源的发展，给

短期负荷预测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如何进一

步降低预测误差，进而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

性是目前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2]。

以往的短期负荷预测大多数都是确定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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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根据预测原理不同可以分为基于统计学的预

测方法以及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预测方法 [3-5]。统

计学预测方法包括自回归差分移动平均模型、自

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以及动态回归模型等，通常

是在分析数据的时间序列本身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建模和预测，模型结构较为简单，对于非线性序

列的适用性较差；智能预测方法包括神经网络、

支持向量机等，这类方法能够较好地对非线性数

据序列进行拟合，很大程度上提高预测模型的预

测效果和泛化能力 [6-7]。

近年来电力市场日趋成熟，负荷影响因素更

加多元化，负荷特性趋于复杂，其不确定性更为

明显，相比之下确定性的负荷预测能够提供的信

息具有很大局限性，无法提供未来短期负荷可能

的波动范围。因此许多学者已经将负荷预测扩展

到区间预测，其预测结果能够提供负荷在给定置

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因此能够提供更多的不确

定信息。文献 [8]使用两个节点的输出层前馈神

经网络直接获得预测区间的上下界,同时结合粒子

群优化进一步提高预测区间质量；文献 [9]构建

了基于改进粒子群优化和高斯过程回归的短期负

荷区间预测模型；文献 [10]提出了一种基于分位

数回归神经网络和三角核函数的负荷概率密度预

测模型，基于加拿大和中国实际电力负荷样本的

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能提高预测效果。深度学习

技术的发展改善了以往浅层学习中不能适应大量

样本的情形，文献 [11]首先基于长短期记忆神经

网络实现负荷的点预测，进而利用启发式区间预

测算法得到区间系数；文献 [12]构建了基于卷积

–长短期基于网络分位数回归的区间预测模型，

并引入核密度估计方法对负荷的波动性进行了分析。

考虑到负荷序列本身的周期性、随机性等特

征，亦有学者采用混合模型的思路对负荷序列进

行建模。文献 [13]基于变分模态分解和长短期记

忆网络进行了短期负荷预测建模，同时利用改进

粒子群算法对参数进行了寻优；文献 [14]构建了

基于集合经验模态分解和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

混合预测模型，并验证了混合模型相对于单一模

型能够提高预测效果；文献 [15]利用长短期记忆

神经网络和互补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方法构建了短

期负荷预测模型，仿真结果验证了组合方法能够

提升预测效果。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短期负荷区

间预测混合模型。通过对比不同预测模型，进一

步验证本文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1    分解方法介绍
 

1.1    自适应噪声完备经验模态分解

针对模态混叠问题，自适应噪声完备经验模

态分解（complete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
position with adaptive noise，CEEMDAN）算法被

提出，CEEMDAN算法的基本原理是在固有模态

函数分量（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分解的

过程中自适应地添加白噪声，通过最后的余量信

号计算出各个 IMF分量，能够达到几乎为零的重

构误差，具有很好的完备性，并减少了集成次数，

解决了模态混叠的问题 [16]，其分解过程如下。

x(t)1）在原始序列 中添加一系列自适应的白

噪声：

xi(t) = x(t)+ω0ε
i(t), i ∈ {1, · · · , I} (1)

xi(t) i ω0

εi(t) i I

式中： 为第 次添加白噪声的时间序列； 为

噪声系数； 为第 次添加的白噪声； 为集成

次数。

xi(t)

ci
1

2） 利 用 经 验 模 态 分 解 （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对 进行分解，并对第

1个 IMF分量 取均值：

c1(t) =
1
I

I∑
i=1

ci
1 (2)

x(t) c1(t)从原始序列 中移除 可得第 1个余量

序列

r1(t) = x(t)− c1(t) (3)

r1(t)+ω1E1[εi(t)]3）对 继续进行 EMD分解，

得到第 2个 IMF分量。

c2(t) =
1
I

I∑
i=1

E1{r1(t)+ω1E1[εi(t)]} (4)

E j(·) j式中： 为 EMD分解得到的第 个 IMF分量。

4）重复以下过程，计算其余的 IMF分量：

rk(t) = rk−1(t)− ck(t),k= 2,3, · · · ,K (5)

ck+1(t) =
1
I

I∑
i=1

E1{rk(t)+ωkEk[εi(t)]} (6)

K式中： 为模态总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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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余量序列不能继续分解时，算法结束。最

终的余量表示为：

R(t) = x(t)−
K∑

k=1

ck(t) (7)
 

1.2    样本熵

样本熵 SE 是一种对非稳定时间序列的复杂性

的度量方法 [17]。与一般方法相比，其优势主要体

现在具有不依赖数据长度、一致性更好两个方面。

样本熵的值与序列自我相似程度成正相关性。对

于样本容量为 N 的时间序列

x(n) = x(1), x(2), · · · , x(N)

该算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Xm(1), · · · ,Xm(N −m+1)

1）按序列号组成一组维数为 m 的向量序列

，其中：

Xm(i) = {x(i), x(i+1), · · · , x(i+m−1)},1 ⩽ i ⩽ N −m+1
(8)

这些向量序列表示从第 i 个点开始的 m 个连

续的 x 的值。

Xm(i) Xm( j)2）定义向量 与 之间的距离

d[Xm(i),Xm( j)] = max
0⩽k⩽m−1

|x(i+ k)− x( j+ k)| (9)

Xm(i) Xm(i) Xm( j)

r j(1 ⩽ j ⩽ N −m, j , i) Bi

1 ⩽ i ⩽ N −m

3）对于某一 ，统计 与 之间的

距离小于等于 的 数量，记为 。

对于 ，定义：

Bm
i (r) =

1
N −m−1

Bi (10)

在此基础上，定义

Bm(r) =
1

N −m

N−m∑
i=1

Bm
i (r) (11)

m+1 Xm+1(i) Xm+1( j)

r Ai

4）将维数增加到 ，统计 与

距离小于等于 的数量，记为 ，并定义

Am
i (r) =

1
N −m−1

Ai (12)

在此基础上，定义

Am(r) =
1

N −m

N−m∑
i=1

Am
i (r) (13)

Bm(r)

Am(r)

是两个序列在相似容限 r 下匹配 m 个点

的概率； 是两个序列匹配 m+1个点的概率。

样本熵

S E(m,r) = lim
N→∞

{
− ln[

Am(r)
Bm(r)

]
}

(14)

当 N 有限时，样本熵估计为

S E(m,r,N) = − ln
[

Am(r)
Bm(r)

]
(15)

 

2    长短期记忆网络模型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 long  and  short-term
memory，LSTM），是在循环神经网络的基础

上延伸而来，其重点是为了解决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在处理长时间

的序列中产生的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的缺陷。该

方法通过特殊处理的不同门的机制的设计，避免

了 RNN结构对历史长期数据序列的依赖问题，

不仅能够提高大量时间序列的处理能力，也能够

更充分地利用现有信息，适应能力更强 [18]，其单

元结构示意图如图 1所示。
 
 

tanh

tanh

ht

xt

σ σ σ

ht

ot

otit Ĉt

Ct−1

ht−1

ft

图 1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long- and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
 

 

如图 1所示，LSTM结构的重点是在于其特

有的单元的状态及其贯穿各单元之间的水平线。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大部分信息直接传送到下一

单元，少量信息进行线性交互。在这一过程中，

基于一种门的控制单元实现数据的添加和删除，

LSTM结构中共包含 3种门机制，分别叫作输入

门、遗忘门和输出门，基于此实现了时间序列的

数据处理，并避免了所需信息的流失。

t

xt t−1 ht−1 Ĉt t

xt t−1 ht−1

it Ĉt

输入门的信息由两部分构成，包括 时刻输入

值 以及 时刻隐藏层输出值 ， 通过 时刻

输入 和 时刻隐藏层输出 计算得到。输入

门 和记忆单元的候选状态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it = σ(wi[ht−1, xt]+bi) (16)

Ĉt = tanh(wc[ht−1, xt]+bc) (17)

wi t wc

Ĉt t bi bc σ

式中： 为输入门在 时刻的权值矩阵； 为候选

状态 在 时刻的权值矩阵； 、 表示偏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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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h tanh表示 Sigmoid激活函数； 表示 激活函数。

t xt t−1

ht−1

遗忘门由 时刻输入值 和 时刻隐藏层输

出 共同决定：
ft = σ(w f [ht−1, xt]+b f ) (18)

w f t b f式中： 为遗忘门在 时刻的权值矩阵； 表示偏

置值。

Ct基于输入门和遗忘门的作用，记忆单元 完

成自身状态的更新：

Ct = ftCt−1+ itĈt (19)

Ct−1式中： 表示记忆单元上一时刻状态。

t xt t−1

ht−1

输出门由 时刻输入值 和 时刻隐藏层输

出 共同决定：
ot = σ(wo[ht−1, xt]+bo) (20)

wo ot t bo式中： 为输出门 在 时刻的权值矩阵； 表示

偏置值。

t隐藏层的输出值通过 时刻输出值以及记忆单

元状态值计算得到：
ht = ot tanh(Ct) (21)

通过以上 3种门机制的复合运算，LSTM确

定最终的单元状态，并确定最终的输出值。

由于 LSTM网络中采用的是梯度下降算法进

行网络权值和偏置值的更新，容易陷入局部最优

从而降低模型的泛化能力，因此在模型训练过程

中通过 Adam算法为不同参数设定独立的学习率，

从而提高运算效率和精度 [19]。 

3    核密度估计

在确定性预测的基础上，对其相对误差分布

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各时段的误差分布，然后估

计误差的分布特征 [20]。与参数估计相比，非参数

估计方法不需要提前假设误差分布，因此估计结

果更接近实际值。其中，直方图密度估计和核密

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最常

用的两类估计方法，其中 KDE在实际应用中更

为简单有效。因此，本文基于 KDE方法来确定

误差的密度函数的估计以及置信区间的计算。

X f (x) F(x)

f (x)

KDE是基于样本本身估计的。如果随机变量

的密度函数为 ，经验分布函数为 ，则

的简单估计为：

f (x) =
F(x+h)−F(x−h)

2h
(22)

h h→ 0式中： 是非负常数。当 时，我们可以得到

的近似估计为：

f̂ (x) =
1

Nh

N∑
i=1

k
( x− xi

h

)
(23)

N h k(x)式中： 为样本个数； 为窗宽； 为核函数。

本文采用高斯核函数，其表达式为：

k(x) =
1
√

2π
exp

(
− x2

2

)
(24)

1−α
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一定置信水平下的置

信区间。也就是说，在给定的置信水平为 的

情况下，如果负荷值满足：

P(L̂down < L < L̂up) = 1−α (25)

[L̂down, L̂up]

L̂down L̂up

则区间 称为负荷值的置信区间，其

中 和 分别表示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4    短期负荷区间预测框架
 

4.1    预测流程

本文采用“点预测+误差区间估计”的思路，

构建短期负荷区间预测模型，模型中考虑温度、

湿度、降水量、风速对负荷的影响，同时考虑工

作日和非工作日负荷曲线存在较大差异性，将日

类型因素考虑到模型中。在此基础上，考虑用电

特性在相近的时间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模型

的输入因素中加入待预测日前两天同一时刻的负

荷值。图 2为本文模型流程图。

模型具体预测流程如下：

1）数据收集和预处理。搜集负荷及影响因

素数据，各数据均采用下述公式实现标准化：

x′i j =
xi j− xmin j

xmax j− xmin j
(26)

x′i j xmax j xmin j

i

式中： 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和 分别为

第 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 负 荷 数 据 分 解 和 重 构 。 首 先 采 用

CEEMDAN方法得到原始负荷序列的若干本征模

态分量。在此基础上，计算每个分量的样本熵，

基于计算结果将所有本征模态分量进行重构。

3）确定性负荷预测。采用 LSTM模型分别

对以上不同分量进行建模，得到各预测序列，将

所有序列预测结果汇总得到确定性负荷预测结果。

在此过程中，引入 Adam优化器来提升 LSTM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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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处理和预测性能。

4）误差区间估计。对上一步预测误差进行

统计，基于核密度估计方法对给定置信度下的误

差置信区间进行估计。

5）叠加前 2步的预测和统计结果，得到最终

的负荷预测区间。 

4.2    预测评估指标 

4.2.1    点预测结果评估指标

为了评估本文模型的点预测结果的优劣，引

入平均绝对百分误差（MAPE），其公式如下。

MAPE =
1
N

N∑
i=1

|yi− ŷi|
yi
×100% (27)

N yi ŷi式中： 为预测样本数量； 为负荷实际值； 为

负荷点预测值。 

4.2.2    区间预测结果评估指标

为了评估区间预测结果，引入区间覆盖率

(PICP)和区间平均宽度（PINAW）指标。其中，在

同一置信水平下，PICP 值越高，PINAW 值越小，

表明模型的性能更好，其公式如下：

PICP =
1
N

N∑
i=1

εiεi =

 1, yi ∈ [P̂−∆PLi, P̂+∆PUi]

0, yi < [P̂−∆PLi, P̂+∆PUi]
(28)

PINAW =
1

NR

N∑
i=1

(∆PL +∆PU ) (29)

εi

R

式中： 为布尔变量，点预测值在区间内时值为 1，
否则为 0； 表示测试集的范围，用于对评价指标

进行规范化。

由于 PICP 和 PINAW 只反映了单方面的评价标

准，不能体现出预测结果的综合表现。因此，引

入基于 PICP 和 PINAW 的综合指标 CWC 作为综合评

价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CWC = PINAW (1+γe−η(PICP−µ)),η > 0 (30)

γ =

{
0,PICP ⩾ µ
1,PICP < µ

η µ式中： 为大于零的参数，本文中取 1； 为给定

的置信水平。当覆盖率低于给定置信度时，给予

指数级惩罚，当覆盖率达到给定置信度时，PICP

将是唯一考虑的因素。 

5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北方某城市 2018年 9月 1日至

2018年 11月 24日共 85天、2040个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考虑到工作日和非工作日负荷规律的差

异性，本文分别对工作日和非工作日进行建模。

同时，考虑到不同时间维度的负荷之间存在一定

的相似性，在模型的输入中加入了待预测日前两

天同一时刻的负荷值。对于不同日类型，均按照

6:3:1的比例将样本集分为 3个子集。子集 1作为

训练样本，用于 LSTM结构和参数的训练；子集

2用于统计预测误差以及对误差进行区间估计；

子集 3是待预测集，用于对点预测结果以及区间

预测结果进行验证。建模过程中所用计算机配置

为 i5-8300H处理器，8 GB的内存，训练环境为

GPU，所有过程在Matlab2016b中进行。 

5.1    分解结果

本文利用 CEEMDAN方法对不同类型日负荷

分别进行分解，得到分解后的若干模态分量。以

非工作日为例，分解结果见图 3。其中，IMF1至

IMF5波动性较大，IMF6至 IMF8以及残差序列

相对较为平滑。

m = 2

r = 0.2× std(IMFi)

考虑到将分解后的序列直接作为样本进行模

型训练和预测，工作量较大，数据处理更为繁琐。

因此只计算各个子序列的样本熵，其中，取 ，

。计算结果见图 4。

 

湿度 气压 工作日

气象条件 历史负荷

Adam 优化

子集1 子集2 子集3

KDE 误差
估计结果

点预测结果

区间预测结果

样本预处理

CEEMDAN

分解

SE 序列重构

温度
两天前
同一时
刻负荷

一天前
同一时
刻负荷

非工
作日

日类型

LSTM 模型

图 2    预测模型结构及计算流程图

Fig. 2    Architecture and computation flowchart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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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计算结果可以发现， IMF4、 IMF5、
IMF6、IMF74个分量的样本熵相近，IMF8、IMF92
个分量的样本熵相近，因此将其整合成新的 IMF
分量。以重构后的分量序列作为新的样本。 

5.2    点预测结果对比

为了验证本文模型点预测结果精度，选取了

一些对比模型，包括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样本熵−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sample  entropy-long  and  short-term
memory，EEMD-SE-LSTM）、LSTM、自回归移

动平均（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ARIMA）、自适应模糊神经网络（adaptive
network-based  fuzzy  inference  system，ANFIS）模

型。将子集 1和 2用作模型训练，子集 3用作模

型测试，利用上述模型分别进行预测。通过公式

(27)计算模型预测的 MAPE，将预测效果与本文模

型进行对比。表 1是对比结果，工作日和非工作

日的预测结果见图 5和图 6。

结果显示，LSTM能够实现比 ARIMA模型

和 ANFIS模型更高的预测精度， 3种模型中

ANFIS的预测精度最低，LSTM预测精度最高，

且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预测结果表明 LSTM具有

较好的稳定性。此外，从分解组合预测的结果来

看，在原有 LSTM模型的基础上，CEEMDA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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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工作日 CEEMDAN 分解结果

Fig. 3    Decomposition result of CEEMDAN in
nonwork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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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子序列样本熵

Fig. 4    Sample entropy of each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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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工作日点预测结果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point prediction results of workdays 

 

实际值 CEEMDAN-SE-LSTM

EEMD-SE-LSTM LSTM

ARIMA ANFI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负
荷
/M
W

时间/h

图 6    非工作日点预测结果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point prediction results of
nonworkdays 

 

表 1    各模型实验误差
Table 1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of

different models
 

模型
MAPE/%

工作日 非工作日

CEEMDAN-SE-LSTM 1.38 1.47

EEMD-SE-LSTM 1.42 1.50

LSTM 1.53 1.70

ARIMA 1.86 2.38

ANFIS 2.47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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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MD的数据处理过程均能够进一步提高预测精

度，并且本文中的分解方法的实用性更好。 

5.3    区间预测结果对比

本文基于“点预测+区间估计”的思路，通

过统计点预测模型预测误差，基于 KDE方法估

计一定置信水平下误差的置信区间。其中，具体

思路为以子集 1作为训练集，对子集 2中的各时

刻负荷进行预测。通过统计子集 2预测的误差，

得到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误差统计结果。此外，

考虑到一天之内各时刻负荷具有较强的波动性，

不同时段的负荷预测误差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

此在区间估计的时候，首先将 24 h划分为不同时

间段，在此基础上对每一时间段内的预测误差进

行重复抽样，进而得到不同时间段中的预测误差

置信区间。具体的时间段划分参见文献 [21]。
为了验证 KDE估计方法在区间估计中的有

效性，同时，由于本文中的区间估计方法是一种

非参数估计，设置了不同对比模型，包括参数估

计方法，假设误差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22]，以及

Bootstrap抽样方法 [23]。采用上述方法分别对各时

段误差分布进行统计和区间估计，将估计结果叠

加到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点预测结果中，进而得

到各时刻负荷的预测区间，通过公式 (28)和 (29)
计算各模型的 PICP 和 PINAW，进而计算各模型的

CWC 值。详细对比结果见表 2和表 3，图 7和图 8
给出了不同置信水平下工作日和非工作日本文模

型的区间预测结果。

相对于其他方法，相同的置信水平下，核密

度估计的结果中，PICP 指标更大，表明能够覆盖

更多的负荷实际值，但 PINAW 指标不能保证小于

Bootstrap估计核正态分布估计的结果，表明其区

间宽度并不能达到最小。但综合指标 CWC 值显示，

核密度估计的结果最小，反映出本文中所使用的

核密度估计方法能够表现出更好的综合性能。 

6    结论

本文基于 CEEMDAN分解的负荷点预测能够

有效提高预测精度，其预测效果略高于 EEMD分

解方法，同时，也验证了组合预测方法能够明显

地提高预测效果，降低点预测误差。

基于 KDE的区间估计方法，可以进一步提

高预测区间覆盖率，并降低区间平均宽度，其估

计结果在 CWC 指标上表现出较好的性能。

本文的预测是基于“点预测+区间估计”的

思路，因此整体预测包含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要

保证点预测的精度，二是在区间估计时要提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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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工作日区间预测结果

Fig. 7    Interval prediction results of work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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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非工作日区间预测结果

Fig. 8    Interval prediction results of nonworkdays 

 

表 2    各模型区间预测效果（90% 置信水平）
Table 2    Interval predic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models

(90% confidence level)
 

指标 日类型 Bootstrap估计 正态分布估计 核密度估计

PICP

工作日 0.8955 0.8582 0.9104

非工作日 0.9265 0.8824 0.9118

PINAW

工作日 0.1772 0.1512 0.1710

非工作日 0.1988 0.1781 0.1819

CWC

工作日 0.3536 0.2962 0.1710

非工作日 0.1988 0.3531 0.1819

 

表 3    各模型区间预测效果（95% 置信水平）
Table 3    Intervalpredic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models

interval (95% confidence level)
 

指标 日类型 Bootstrap估计 正态分布估计 核密度估计

PICP

工作日 0.9403 0.8806 0.9701

非工作日 0.9559 0.9412 0.9853

PINAW

工作日 0.1924 0.1745 0.2016

非工作日 0.2724 0.2673 0.2396

CWC
工作日 0.3829 0.3373 0.2016

非工作日 0.2724 0.5323 0.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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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准确性。本文采用的区间预测方法能够有效

地提升预测效果，未来可考虑结合深度学习技术，

在更多的大样本环境下，进一步提高模型的预测

精度，同时也可以将预测拓展到可再生能源的出

力预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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