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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有效提高电力负荷预测精度，针对电力负荷非

线性、非平稳性、时序性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卷积神经网

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CNN）、双向门控循环

单元（bidirectional gated recurrent unit，BiGRU）和多元线

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MLR）混合的多频组合

短期电力负荷预测模型。该模型先利用关联度分析得到相

似日，并将其负荷组成新的数据序列，同时使用变分模态

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VMD）将该数据序

列进行分解，并重构成高低 2种频率。对于高频分量，使

用 CNN-BiGRU模型进行预测；低频部分则使用 MLR。最

后将各个模型得出的预测结果叠加，得到最终预测结果。

以 2006年澳大利亚真实数据为例，进行短期电力负荷预测。

仿真结果表明，相比于其他网络模型，该模型具有较高的

预测精度和拟合能力，是一种有效的短期负荷预测方法。

关键词：变分模态分解；卷积神经网络；双向门控循环单

元；多元线性回归；负荷预测

Abstract：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ower load
forecasting and in allusion to such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load
as  nonlinearity,  non-stationary  and  time  sequence,  a  multi-fre-
quency  combination  power  load  forecasting  model,  in  which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bbr.  CNN)  and  the   Bid-
irectional Gated  Recurrent  Unit  (abbr.  BiGRU)  and  the  Mul-
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bbr. MLR were mixed, was proposed.
Firstly,  in  the  proposed  model  the  correlation  degree  analysis
was utilized to obtain similar days and their loads were consti-
tuted new data series,  meanwhile the variational mode decom-
position (abbr. VMD) was used to decompose the obtained data
series and reconstruct into high and low frequencies. As for the
high-frequency  component  the  CNN-BiGRU  model  was  used
for  the  prediction;  and  for  the  low-frequency  component  the

MLR was  used.  Finally,  superposing  the  predicted  results   ob-
tained by above mentioned two models the final predicted res-
ults  could  be  obtained.  Based  on  the  real  data  of  Australia  in
2006, a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was performe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ing with other network models, by use
of  the  proposed  model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possess  higher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fitting ability.

Keywords：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bidirectional  gated  recurrent  unit；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load fore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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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负荷预测为电力需求侧管理提供了指导，是

电力企业合理制定调度计划的前提条件 [1]。其中，

短期负荷预测是对未来几小时或几天的负荷做出

预测，其精度将直接影响调度计划制定的合理

性 [2]。对于短期负荷数据，较易发现负荷与其影

响因素的关系。因此，应充分研究负荷变化规律，

分析相关影响因子，提高短期负荷预测精度。

关于负荷预测模型，主要分为统计模型和基

于人工智能的模型 2类。统计模型以指数平滑 [3]

（exponential smoothing，ES）法和隐马尔可夫模

型 [4]（hidden Markov model，HMM）为代表。ES
法计算速度快，但不能有效辨别数据序列中的转

折点；HMM只依赖于每一个状态和它对映的观

察对象，不能有效利用上下文信息。基于人工智

能的模型对于非线性的数据序列有较好的拟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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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要包括循环神经网络 [5]（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长短期记忆 [6-7]（ long  short-
term memory，LSTM）网络和门控循环单元 [8-9]

（gated recurrent unit，GRU）。RNN通过当前输

入值和之前的预测值来影响预测值，但极易发生

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LSTM具有长时记忆功能，

解决了因序列过长而导致的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

问题，但收敛速度较慢；GRU将 LSTM的遗忘门

和输入门合并，参数更少，更易于收敛；双向

（bidirectional，Bi）GRU由 2个单向 GRU构成，

在每一时刻，输入会同时提供 2个方向相反的

GRU，而输出则由这 2个单向 GRU共同决定，充

分提取数据的所有信息，提升特征提取的准确率。

同时，可以将数据序列进行分解，常见的数

据分解方法有小波分解 [10]（wavelet decomposition，
WD）、经验模态分解 [11]（empirical mode decom-
position，EMD）和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VMD）。WD对于不同的序列需

要选择不同的小波基才能达到较好的分解效果，

适用性不强；EMD在信号出现阶跃性变化时，

易发生模态混叠；VMD可以自行选择分解个数，

相比 EMD灵活性更强，并且可以降低模态混叠。

由于电力负荷影响因素复杂，涉及天气、节

假日等多类因素，呈现出较强的随机性和非周期

成分，传统的单一预测模型无法根据不同的负荷

特点精确预测，本文构建一种基于 VMD分解的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 -BiGRU- 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MLR）的组合预测模型，并引入主要

影响因素和相似日的概念。 

1    VMD

VMD是 2014年首次提出的一种自适应、完

全非递归的模态变分方法。VMD利用交替方向

乘子法和迭代更新得到模型的最优解，从而计算

出每个模态的中心频率和有限带宽 [12]。VMD相

比于 EMD具有明显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自适应地确定分解个数，实现固有模态

分量的有效分离。同时，VMD可以解决分解结

果中出现的模态混叠和端点效应问题，针对非线

性、波动较大的复杂序列，表现出更强的信号处

理优势。 

2    基于VMD 分解的CNN-BiGRU-MLR
预测模型

 

2.1    CNN-BiGRU 模型

CNN主要由卷积层、池化层和全连接层组成。

卷积层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卷积核 Cj 进行

内部特征的提取 [13]；池化层通过删除不必要的信

息并压缩特征向量，提高计算速度，文中选择的

是最大池化层；全连接层的作用是综合提取到的

的特征信息。

C j = σ
(∑

Ai⊗wi+ bi
)

(1)

σ Ai ⊗
wi bi

式中： 代表激活函数； 代表输入； 代表卷积

运算； 表示权值矩阵； 为偏置矩阵。

虽然 CNN可以进行局部特征的提取，但会

忽略数据序列前后之间的联系。而 BiGRU不仅

能够降低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还能弥补 CNN
不能有效提取数据序列前后信息的缺陷。BiGRU
是由 2个单向的、方向相反的 GRU组成的神经

网络模型，具体结构如图 1所示。
 
 

ht

ht−1

ht−1

图 1    BiGRU 结构图

Fig. 1    The structure chart of BiGRU
 

 

h⃗t = GRU
(
xt, h⃗t−1

)
(2)

←
ht = GRU

(
xt,
←
ht−1

)
(3)

ht = wth⃗t + vt
←
ht +bt (4)

xt h⃗t−1
←
ht−1

wt

h⃗t−1 vt
←
ht−1

tb

式中： 为输入； 为正向隐层状态输出；

为反向隐层状态输出； 为 t 时刻正向隐层状态

所对映的权重； 为反向隐层状态 所对映

的权重； 为 t 时刻隐层状态对映的偏置。

通过将 CNN和 BiGRU结合，CNN进行数据

特征的挖掘，BiGRU通过正反 2个方向对特征向

量进行提取，提高特征提取的准确率。CNN-
BiGRU模型如图 2所示。 

2.2    MLR
MLR是利用最小二乘函数对多个自变量和因

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主要适用于趋势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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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强的数据序列。与普通的神经网络相比，

MLR在预测速度和参数调整上均有一定优势，其

展开式如下：
y1

y2

...

yn


=


1 x11 · · · x1n
1 x21 · · · x2n

1
...
. . .

...
1 xn1 · · · xnn

×

β0

β1

...

βn


+


µ1

µ2

...

µn


(5)

yi xi j

βi µ

式中： 指待预测负荷； 为历史负荷数据及主

要影响因素； 为回归系数； 为随机扰动 [14]。通

过计算，得到回归函数，公式如下：

β= (X′X)−1X′Y (6)
 

2.3    负荷预测模型

为了克服单一预测模型的不足，文中提出一

种基于“分解—预测—重构”的短期负荷预测模

型。该模型先使用相关度分析进行相似日选取，

并将其负荷及主要影响因素组成 2个新的数据序

列，通过 VMD将其分解为若干个本征模函数；

将负荷高频分量和主要影响因素高频分量一一对

应，使用 CNN-BiGRU分别预测；对于趋势较为

平缓的低频分量，将其依次进行叠加，并加入影

响因素低频分量，使用 MLR进行预测；最后将

其组合重构，得到最终预测结果。负荷预测模型

如图 3所示。 

3    误差评价指标和数据预处理
 

3.1    误差评价指标

R2

误差评价指标是衡量负荷预测模型优劣的重

要指标，文中主要用到了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MAPE）、均方

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和决定

系数 。MAPE衡量预测准确性，RMSE衡量预

R2测值和实际值的误差， 表示曲线拟合度，其公

式如下所示：

EMAPE =
1
n

n∑
i=1

∣∣∣∣∣ fi− yi

yi

∣∣∣∣∣ ×100% (7)

ERMSE =

√√√
1
n

n∑
i=1

( fi− yi)
2

(8)

R2 = 1−

n∑
i=1

(yi− fi)2

n∑
i=1

(yi− ŷ)2

(9)

 

3.2    数据预处理

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 2006年 5月 2日—2006
年 6月 2日的数据，采样间隔为 0.5 h，其中包含

电力负荷和各类气候因素、电价等共 6类数据。
 

3.2.1    影响因素选取

γxy

xi yi

负荷受电价、天气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

因此可通过相关系数计算得出对负荷影响较大的

因素，如公式（10）所示。其中 表示相关系数；

指各类影响因素； 为负荷数据。由表 1可知，

可选择干球温度作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X1

X2

ConvlD MP层 ConvlD MP层 BiGRU FC层 输出

图 2    CNN-BiGRU 模型

Fig. 2    CNN-BIGRU model 

 

影响因素数据输入

VMD分解

……

叠加重构

最终预测值

……CNN-BiGRU MLR

预测结果1 预测结果n……

负荷数据输入

VMD分解

影响因素
高频分量1

负荷
高频分量1

影响因素
低频分量

负荷
低频分量

相似日选取

图 3    负荷预测模型

Fig. 3    Load forecast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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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xy =

n∑
i=1

(χi−χ)(yi− y)√√ n∑
i=1

(χi−χ)2

√√ n∑
i=1

(yi− y)2

(10)

 

3.2.2    相似日选取

由于负荷水平受人们生活生产习惯影响，可

将日类型分为工作日和休息日 2类。该数据集中

选择 2006年 6月 2日、星期五为待测日，根据日

类型分类，选择 5月 22日—5月 26日、5月 29
日—6月 1日共 9d的负荷作为原始数据，但为了

筛选出更有效的输入，还应进行相似日选取。

“相似日”是指负荷与待测日负荷状况相似的历

史样本日，文中通过计算各历史样本日和待测日

的干球温度的关联度，选择关联度较大的几日为

相似日。

关联度是指 2个系统的对象随时间或其他指

标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 [15]，原理如下

Y0 = {Y0(1), ...,Y0(n)} =
{

X0(1)

X0
，...,

X0(n)

X0

}
(11)

Yi = {Yi(1), ...,Yi(n)} =
{

Xi(1)

Xi
, ...,

Xi(n)

Xi

}
(12)

X0 = {X0 (1)，X0 (2) , . . . , X0 (n)}
Xi = {Xi (1)，Xi (2) , . . . , Xi (n)} X̄i

Y0 Yi

式中： 为参考序列；

为对比序列； 为均

值处理。 是新的参考序列； 是新的对比序列，

则 2者之间的关联系数为

δi(k) =

min min
i k ∆i(k)+ρ

max max
i k ∆i(k)

∆i(k)+ρ
max max

i k ∆i(k)
(13)

∆i(k) = |Y0(k)−Yi(k)| ,k = 1,2, ...,n (14)

ri =
1
n

n∑
k=1

δi(k), i = 1,2, ...,m (15)

∆i(k) Y0 Yi m

n ρ
min min

i k ∆i(k) ∆i(k)

max max
i k ∆i(k) ri

式中： 是 与 的绝对差序列； 为对比序列

个数； 为序列长度； 为分辨系数，此处取值为

0.5； 指两级最小值，即先查找

的最小值，再在这些最小值中寻找所有序列的最

小值，同理 为两级最大值。 为关

联度，其关联度排序如图 4所示。

由图 4可知，可选择 6月 1日、5月 22日、

5月 23日、5月 26日、5月 25日共 5d作为相似

日，并将其对映的负荷和干球温度组成新的数据

序列。 

3.2.3    异常值处理和归一化

异常值多是因为数据采集器故障或者工作人

员在数据录入时产生的错误，文中异常值均使用

平均值法进行填充 [16]。

在将异常值进行平均值填充后，还应进行归

一化处理。因为在计算误差评价指标时，其量纲

单位有所不同，而数据归一化可以有效解决该问

题，使得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文中选用线性归

一化，具体公式如下

x’ =
x− xmin

xmax− xmin
(16)

 

4    算例仿真分析
 

4.1    VMD 分解

VMD在 EMD基础上改进，有效减少了端点

效应和模态混叠，其核心思想是构建和求解变分

问题 [17]。研究表明，分解个数 K 的取值不当将会

导致重构后的信号和原始信号出现偏差，从而导

致预测精度有所降低 [18-19]。因此，应首先确定分

解个数 K。文中通过观察 VMD分解后得到的各

个模态的中心频率来确定分解个数 K，当 2个模

态的中心频率相差较小，则认为发生了过分解 [20]。

各模态中心频率如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当 K 取值为 8时，模态 3和 4

 

表 1    影响因素相关系数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

 

影响因素 干球温度 露点温度 湿球温度 湿度 电价

相关系数 0.330 0.076 0.187 0.271 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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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频率分别为 433.9932 Hz和 488.0786 Hz，
相差较小，则认为发生了过分解，因此将分解个

数设定为 7。VMD分解图如图 5所示。
 

4.2    组合分量和 CNN、BiGRU 层数的选取

通过将负荷序列和干球温度序列分别进行

VMD分解，得到若干个模态分量。为了节约预测

时间，可将各本征模函数（intrinsic mode functions，
IMF）分量进行叠加。由图 5可知，IMF分量按

照过零率依次排列，为了确定合适的低频分量，

可将各 IMF依据过零率从小到大依次进行叠加，

并引入相同个数的干球温度低频分量，使用

MLR预测，未叠加部分则与干球温度高频分量一

一对应，分别使用 CNN-BiGRU进行预测，最后

将各预测结果叠加重构得到最终预测结果，其

MAPE、RMSE、R2 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当 5个低频分量进行叠加预测

时，其 MAPE最小。因此，可将 2个高频分量分

别使用 CNN-BiGRU进行预测，剩余低频分量使

用MLR进行预测。
使用原始负荷数据对提出的 CNN-BiGRU预

测模型进行调优，从而确定 CNN和 BiGRU的层
数。通过固定卷积核数目和内核大小，以 MAPE
为衡量标准确定 CNN层数。同理，通过固定神
经元数量和训练轮数，以 MAPE为衡量标准确定
BiGRU层数。由表 4、5可知，当 CNN层数为 2、
BiGRU层数为 1时，MAPE值最小。因此 CNN
层数设定为 2，BiGRU层数设定为 1。 

4.3    仿真结果对比

针对 CNN-BiGRU模型，BiGRU设为 1层，

神经元个数设定为 64，CNN设置为 2层，卷积

核数目均设定为 256，内核大小设定为 4，同时

对 GRU、VMD-GRU、VMD-GRU-MLR等模型进

行仿真实验，并调整参数，确定最优模型。 

4.3.1    考虑相似日和不考虑相似日

为了验证相似日是否可以提高预测精度，分

别使用相似日和普通数据为输入，利用 VMD-
CNN-BiGRU-MLR模型预测 2006年 6月 2日的负

荷数据，MAPE、RMSE、R2 如表 6所示。
由表 6可知，与普通数据相比，使用相似日

进行预测，MAPE降低了 0.1257%，RMSE降低
了 13.0862 MW，R2 有所提高。由图 6放大区域
可知，考虑相似日的曲线在波谷部分拟合效果更

表 2    各模态中心频率
Table 2    Center frequency of each mode

 

模态数
中心频率

K=3 K=4 K=5 K=6 K=7 K=8

1 0.6566 0.5602 0.4109 0.3915 0.3809 0.3744

2 248.2665 236.2319 212.3729 210.0309 208.6183 207.7400

3 640.4452 536.5346 457.4045 441.2167 437.1159 433.9932

4 — 1168.2394 807.6172 670.6424 656.2165 488.0786

5 — — 2160.3429 1026.4634 933.0321 716.6011

6 — — — 2902.5271 1541.4626 1018.6018

7 — — — — 3090.8210 1454.4282

8 — — — — — 3280.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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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是由于选取相似日为模型提供了更多有效

的数据输入，因此拟合效果更好。 

4.3.2    VMD 与 EMD 的对比

为了验证 VMD在数据分解方面的先进性，

通过分别使用模型 EMD-CNN-BiGRU-MLR和模

型 VMD-CNN-BiGRU-MLR预测 2006年 6月 2日

的负荷数据，MAPE、RMSE、R2 具体如表 7所示。

由表 7可知，相比 EMD-CNN-BiGRU-MLR，
VMD-CNN-BiGRU-MLR的 预 测 结 果 在 MAPE、
RMSE上分别降低 0.5314%和 66.6278  MW。由

图 7放大区域可知，VMD-CNN-BiGRU-MLR的

预测曲线在波峰部分更接近于真实值曲线，这是

因为 VMD可以自适应地选择分解个数，与 EMD

相比灵活性更强，可以减少模态混叠和端点效应

的发生。 

4.3.3    组合模型性能对比

为了验证 VMD、CNN、BiGRU和 MLR的组

合性能，可将其依次叠加组合，并同时预测

2006年6月2日1d的负荷数据，其MAPE、RMSE、
R2 如表 8所示。

由表8可知，模型GRU和VMD-GRU在MAPE
和 RMSE方面均高于其他预测模型，这是由于

GRU和 VMD-GRU预测模型单一，不能根据数

 

表 3    低频个数选取
Table 3    Selection of low frequency numbers

 

低频个数 MAPE/% RMSE/MW R2

1 0. 6900 88.2999 0.9961

2 0. 7911 115.0702 0.9937

3 0. 7618 106.9202 0.9945

4 0. 6112 87.9354 0.9964

5 0. 5453 72.0913 0.9988

6 0. 5569 74.4978 0.9976

 

表 4    CNN 层数选取
Table 4    Selection of CNN layers

 

CNN层数 卷积核数目 内核大小 MAPE/%

1 256 4 1.2644

2 256 4 0.8716

3 256 4 1.3378

4 256 4 1.3786
 

表 5    BiGRU 层数选取
Table 5    Selection of BiGRU layers

 

BiGRU层数 神经元数量 训练轮数 MAPE/%

1 64 128 0.8693

2 64 128 0.9724

3 64 128 1.0222

4 64 128 1.1343
 

表 6    是否考虑相似日的预测结果对比
Table 6    Contrast of prediction results whether similar

days are considered
 

数据范围 MAPE/% RMSE/MW R2

普通日数据 0.5275 67.0243 0.9982

相似日数据 0.4018 53.9381 0.9986

 

表 7    VMD 与 EMD 预测结果对比
Table 7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results by VMD and

EMD respectively
 

预测模型 MAPE/% RMSE/MW R2

EMD-CNN-BiGRU-MLR 0.9332 120.5659 0.9932

VMD-CNN-BiGRU-MLR 0.4018 53.9381 0.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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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波动进行调整，从而导致偏差较大。由图 8放

大区域可知，VMD-CNN-GRU-MLR模型与 VMD-
GRU-MLR模型相比，在波峰部分更加贴近于真

实值曲线，这是由于 CNN中的池化层可以筛选

并删除一些不重要的信息，在提高计算速度的同

时，还能为预测模型筛选出更优的输入数据。

由图 9可知，模型 VMD-CNN-BiGRU-MLR
在波峰阶段的拟合效果更好，这是因为双向的

GRU神经网络能够通过正反 2个方向进行特征向

量的提取，充分挖掘数据的时序信息，并分析其

中的复杂非线性关系，从而提高模型预测精度。 

5    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相似日和 VMD分解的 CNN-
BiGRU-MLR多频组合短期电力负荷预测模型特

点如下：

1）通过相似日的选取，为预测模型提供更

多有效的输入，因此拟合效果更好。

2）将 VMD分解后得到的高频部分使用 CNN-
BiGRU进行预测，充分挖掘数据的时序信息。

3）由仿真结果可知，文中提出的分频组合

预测模型不仅可以预测出负荷的整体变化趋势，

同时对于波峰和波谷部分也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相比于其他单一预测模型预测精度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魏骜, 毛大钧, 韩万里, 等. 基于EMD和长短期记忆网络
的短期电力负荷预测研究 [J]. 热能动力工程 ,  2020,
35（4）: 203−209.
WEI Ao, MAO Dajun, HAN Wanli, et al.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EMD  and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Thermal En-
ergy and Power, 2020, 35（4）: 203−209（in Chinese）.

[1]

 赵兵, 王增平, 纪维佳, 等.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CNN-GRU
短期电力负荷预测方法 [J]. 电网技术 ,  2019,  43（12）:
4370−4376.
ZHAO Bing,  WANG Zengping,  JI  Weijia, et  al.  A  short-
term  power  load  forecasting  method  based  on  attention
mechanism  of  CNN-GRU[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19, 43（12）: 4370−4376（in Chinese）.

[2]

 吉博文, 吴张傲. 指数平滑法在电力系统负荷预测中的应
用[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8（30）: 173−174.
JI  Bowen,  WU  Zhangao.  Application  of  exponential
smoothing  method  in  power  system  load  forecasting[J].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2018（30）:
173−174（in Chinese）.

[3]

 郑敏嘉, 卢洵. 基于HMM模型的电力负荷预测模型研究
[J]. 机电工程技术, 2018, 47（11）: 170−173.
ZHENG  Minjia,  LU  Xun.  Load  forecasting  using  hidden
markov  model[J].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2018, 47（11）: 170−173（in Chinese）.

[4]

 WANG Jinyong,  ZHANG Ce.  Software  reliability   predic-[5]

 

表 8    不同组合模型的预测结果
Table 8    Prediction results by different combined models

 

预测模型 MAPE/% RMSE/MW R2

GRU 1.4698 183.7903 0.9837

VMD-GRU 0.9726 116.2105 0.9935

VMD-GRU-MLR 0.7090 92.9888 0.9959

VMD-CNN-GRU-MLR 0.5145 65.7089 0.9981

VMD-CNN-BiGRU-MLR 0.4018 53.9381 0.9986
 

0 5 10 15 20 25

时间/h

负
荷
/M
W

13000

12000

11000

10000

9000

8000

7000

VMD-GRU-MLR

VMD-CNN-GRU-MLR

real

12400

12200

12000

18 19 20

图 8    基于 VMD-GRU-MLR 与 VMD-CNN-GRU-MLR
预测结果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results by VMD-GRU-
MLR with those by VMD-CNN-GRU-MLR 

 

负
荷
/M
W

13000

12000

11000

10000

9000

8000

7000

VMD-CNN-GRU-MLR

VMD-CNN-BiGRU-MLR

real

0 5 10 15 20 25

时间/h

12400

12200

12000

18 19 20

图 9    基于 VMD-CNN-GRU-MLR 与 VMD-CNN-BiGRU-
MLR 预测结果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results by VMD-CNN-
GRU-MLR with those by VMD-CNN-BiGRU-MLR 

第 39 卷 第 4 期
方娜等：基于变分模态分解的卷积神经网络−双向门控循环单元−多元线性回归

多频组合短期电力负荷预测 447

现代电力，2022，39（4）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2945.2018.30.077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2945.2018.30.07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9492.2018.11.04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9492.2018.11.04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9492.2018.11.049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2945.2018.30.077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2945.2018.30.07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9492.2018.11.04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9492.2018.11.04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9492.2018.11.049


tion using  a  deep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the  RNN   En-
coder –decoder[J].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 2018, 170: 73−82.
 陆继翔, 张琪培, 杨志宏. 基于CNN-LSTM混合神经网络
模型的短期负荷预测方法[J]. 电力系统自动化 ,  2019,
43（8）: 131−137.
LU  Jixiang,  ZHANG  Qipei,  YANG  Zhihong.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method based on CNN-LSTM hybrid neur-
al  network  model[J].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
tems, 2019, 43（8）: 131−137（in Chinese）.

[6]

 庞传军, 张波, 余建明, 等. 基于LSTM循环神经网络的短
期 电 力 负 荷 预 测 [J]. 电 力 工 程 技 术 ,  2021,  40（1）:
175−180,194.
PANG Chuanjun, ZHANG Bo, YU Jianming, et al.  Short-
term  power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LSTM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J].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2021, 40（1）: 175−180,194（in Chinese）.

[7]

 王增平, 赵兵, 纪维佳, 等. 基于GRU-NN模型的短期负荷
预测方法[J].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9, 43（5）: 53−58.
WANG Zengping, ZHAO Bing, JI Weijia, et al.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method  based  on  GRU-NN  model[J].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s,  2019,  43（5）:
53−58（in Chinese）.

[8]

 薛阳, 王琳, 王舒, 等. 一种结合CNN和GRU网络的超短
期风电预测模型[J]. 可再生能源, 2019, 37（3）: 456−462.
XUE Yang, WANG Lin, WANG Shu, et al. An ultra-short-
term  wind  power  forecasting  model  combined  with  CNN
and GRU networks[J].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2019,
37（3）: 456−462（in Chinese）.

[9]

 杨屹洲, 方瑞明, 黄文权, 等. 应用小波变换和支持向量机
的商业电力负荷预测[J]. 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36（2）: 142−146.
YANG Yizhou, FANG Ruiming, HUANG Wenquan, et al.
Commercial power  load  forecasting  using  wavelet   trans-
form  and  SVM[J].  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2015, 36（2）: 142−146（in Chinese）.

[10]

 WU  Z,  HUANG  N  E.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of
White  Noise  Using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Method[J]. Proceedings  Mathematical  Physical  &   Engin-
eering Sciences, 2004, 460（2046）: 1597−1611.

[11]

 ZOSSO  D,  DRAGOMIRETSKIY  K,  ANDREA  L,  et  al.
Two-dimensional compact  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
tion[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Imaging  &  Vision,  2017,
58（2）: 294−320.

[12]

 姚程文, 刘泽健. 基于CNN-GRU混合神经网络的负荷预
测方法[J]. 电网技术, 2020, 44（09）: 3416−3424.
YAO  Chengwen,  LIU  Zejian.  Load  forecasting  method
based on CNN-GRU hybrid neural network[J]. Power Sys-
tem Technology, 2020, 44（09）: 3416−3424（in Chinese）.

[13]

 邓带雨, 李坚, 张真源, 等. 基于EEMD-GRU-MLR的短期
电力负荷预测[J]. 电网技术, 2020, 44（2）: 593−602.
DENG  Daiyu,  LI  Jian,  ZHANG  Zhenyuan,  et  al.  Short-
term  electric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EEMD-GRU-

[14]

MLR[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20,  44（2）:
593−602（in Chinese）.
 陈鸿琳. 基于相似日和智能算法的短期负荷组合预测
[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6.

[15]

 王永志, 刘博, 李钰. 一种基于LSTM神经网络的电力负
荷预测方法[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0, 39（5）: 41−45.
WANG Yongzhi,  LIU Bo,  LI  Yu.  A power  load data  pre-
diction  method  based  on  LSTM neural  network  model[J].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Laboratory,  2020,  39（5）:
41−45（in Chinese）.

[16]

 杜佳耘, 雷勇, 李永凯, 等. 基于参数优化变分模态分解的
混合储能功率分配策略 [J]. 现代电力 ,  2021,  38（1）:
51−59.
DU  Jiayun,  LEI  Yong,  LI  Yongkai,  et  al.  Hybrid  energy
storage  strategy  based  on  parameter  optimized  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on[J].  Modern  Electric  Power,  2021,
38（1）: 51−59（in Chinese）.

[17]

 付华, 刘超, 张松, 等. VMD-SWT 联合算法在故障行波检
测中的应用 [J].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 ,  2020（5）:
55−61.
FU  Hua,  LIU  Chao,  ZHANG  Song,  et  al.  Application  of
VMD-SWT joint  algorithm  in  fault  traveling  wave   detec-
tion[J]. Journal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 and Automation,
2020（5）: 55−61（in Chinese）.

[18]

 潘震, 黄国勇, 吴漫. 基于参数优化VMD和增强多尺度排
列熵的单向阀故障诊断[J]. 振动与冲击, 2020, 39（15）:
118−125.
PAN  Zhen,  HUANG  Guoyong,  WU  Man.  Check  valve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VMD parametric optimization and
enhanced multi-scale permutation entropy[J]. Journal of Vi-
bration and Shock, 2020, 39（15）: 118−125（in Chinese）.

[19]

 王粟, 江鑫, 曾亮, 等. 基于VMD-DESN-MSGP模型的超
短期光伏功率预测[J]. 电网技术, 2020, 44（3）: 917−926.
WANG  Su,  JIANG  Xin,  ZENG  Liang,  et  al.  Ultra-short-
term photovoltaic power prediction based on VMD-DESN-
MSGP model[J]. Power System Technology, 2020, 44（3）:
917−926（in Chinese）.

[20]

收稿日期：2021−05−25
作者简介：

方娜 (1979)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深度学习在电网

运行监测、电力负荷分析与预测中的应用，E-mail：
fangna@hbut.edu.cn；
李俊晓 (1994)，女，硕士研究生，通信作者，研究方向为

深度学习在电力负荷分析与预测中的应用，E-mail：
15938907139@163.com；

陈浩 (1998)，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深度学习在电

力负荷分析与预测中的应用，E-mail：2678402069@qq.
com；

李新新 (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电设备性

能劣化趋势预测，E-mail：1207616741@qq.com。

448 现　代　电　力 2022 年 8 月

现代电力，2022，39（4）　http://xddl.ncepu.edu.cn　E-mail:xddl@vip.163.com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5292.2019.03.0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5292.2019.03.0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167.2020.05.0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167.2020.05.009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5292.2019.03.0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5292.2019.03.023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7500/AEPS2018101200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5292.2019.03.0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5292.2019.03.0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167.2020.05.0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167.2020.05.0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167.2020.05.0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167.2020.05.009

	0 引言
	1 VMD
	2 基于VMD分解的CNN-BiGRU-MLR预测模型
	2.1 CNN-BiGRU模型
	2.2 MLR
	2.3 负荷预测模型

	3 误差评价指标和数据预处理
	3.1 误差评价指标
	3.2 数据预处理
	3.2.1 影响因素选取
	3.2.2 相似日选取
	3.2.3 异常值处理和归一化


	4 算例仿真分析
	4.1 VMD分解
	4.2 组合分量和CNN、BiGRU层数的选取
	4.3 仿真结果对比
	4.3.1 考虑相似日和不考虑相似日
	4.3.2 VMD与EMD的对比
	4.3.3 组合模型性能对比


	5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