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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融合算法优化的 ＧＭ（１，１）负荷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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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中长期电力负荷预测的精度，改进传统灰色ＧＭ（１，１）模型在中长期负荷预测中因
部分原始背景数据的偶然性偏差而导致预测精度降低的问题，提出了将数据融合算法与ＧＭ（１，１）
模型相结合以形成数据融合算法优化下的ＧＭ（１，１）模型。首先对特定年采用多个不同历史数据
进行ＧＭ（１，１）模型预测，利用数据融合算法对多次预测值进行优化分析，获得优化后的预测结果，
最后通过对某电力系统年用电负荷进行实例分析，证明数据融合优化下的ＧＭ（１，１）模型具有较高
预测精度。实践证明所建立的模型对电力系统中长期负荷具有良好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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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系统负荷预测作为电力系统现代化管理的
重要内容之一，在电力系统的控制、运行和规划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中长期电力系统负

荷的预测，体现了未来负荷发展的规律，可为未来负

荷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国内外专家对负荷预测方

法的研究很多，如负荷密度法、回归分析法、趋势外

推法、比例系数法、弹性系数法、灰色预测法、神经网

络法、模糊理论等均被利用。

灰色系统法由于具有所需数据少、计算量小的

优点而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４］。灰色系统预测法的传

统模型是ＧＭ（１，１）模型，该模型实际上是有偏差的
指数模型，在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并且随着原始数

据的异常变化会导致偏差加大，因此许多学者致力

于对其的改进［５１０］。

本研究应用传统的灰色系统模型 ＧＭ（１，１）对
历史负荷进行预测，采用数据融合法对预测出的负

荷值进行优化。预测实例表明，基于数据融合算法

优化的ＧＭ（１，１）负荷预测模型具有较高预测精度。

９４４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Ｖｏｌ．２８Ｎｏ．４　



１　ＧＭ（１，１）灰色系统模型

设预测对象为非负单调原始负荷数据列

Ｘ（０）为：
Ｘ（０） ＝｛Ｘ（０）（ｉ），ｉ＝１，２，３．．．，ｎ｝ （１）
通过一次累加生成一次累加序列Ｘ（１），为：
Ｘ（１） ＝｛Ｘ（１）（ｋ），ｉ＝１，２，３．．．，ｎ｝ （２）

其中，始负荷序列 Ｘ（０）与一次累加序列 Ｘ（１）之间存
在的对应关系，为：

Ｘ（１）（ｋ） ＝∑
ｋ

ｉ＝１
Ｘ（０）（ｉ） ＝Ｘ

（１）
（ｋ－１）＋Ｘ

（０）
（ｋ） （３）

对Ｘ（１）可建立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即：
ｄＸ（１）
ｄｔ ＋ａＸ

（１） ＝ｕ （４）

对上述白化微分方程求解，有（离散响应）：

Ｘ^（１）（ｋ＋１） ＝（Ｘ
（０）
（１）－

ｕ
ａ）ｅ

－ａｋ＋ｕａ （５）

或　 Ｘ^（１）（Ｋ） ＝（Ｘ
（０）
（１）－

ｕ
ａ）ｅ

－ａ（ｋ－１）＋ｕａ （６）

式中，ｋ为时间序列，可取年、季或月。
求解参数序列 ａ^，^ａ＝［ａ，ｕ］Ｔ，为：
ａ^＝（ＢＴＢ）－１ＢＴＹｎ （７）

式中，Ｂ为数据阵，ｎ为数据列，即：

Ｂ＝

－１２（Ｘ
（１）（１）＋Ｘ（１）（２）） １

－１２（Ｘ
（１）（２）＋Ｘ（１）（３）） １

　　　　…

－１２（Ｘ
（１）（ｎ－１）＋Ｘ（１）（ｎ））



















１

Ｙｎ ＝（Ｘ
（０）
（２），Ｘ

（０）
（３），…，Ｘ

（０）
（ｎ））

Ｔ （８）
通过对 ＧＭ（１，１）模型所得数据 Ｘ^（１）（ｋ＋１）（或

Ｘ^（１）（ｋ））累减逆生成，有：

Ｘ^（１）（ｋ） ＝∑
ｋ

ｉ＝１
Ｘ^（０）（ｉ） ＝∑

ｋ－１

ｉ＝１
Ｘ^（０）（ｉ） ＋Ｘ^

（０）
（ｋ） （９）

Ｘ^（０）（ｋ） ＝Ｘ^
（１）
（ｋ）－∑

ｋ－１

ｉ＝１
Ｘ^（０）（ｉ） （１０）

其中，Ｘ^（１）（ｋ－１） ＝∑
ｋ－１

ｉ＝１
Ｘ^（０）（ｉ），所以，有：

Ｘ^（０）（ｋ） ＝Ｘ^
（１）
（ｋ）－Ｘ^

（１）
（ｋ－１） （１１）

２　数据融合优化下的ＧＭ（１，１）模型

２．１　数据融合算法基本原理
设Ｘ１，Ｘ２，…，Ｘｎ为ｎ个灰色系统 ＧＭ（１，１）模

型预测得到的期望值。其中任意两个期望值之间存

在距离关系，为：

ｄｉｊ＝ Ｘｉ－Ｘｊ　　ｉ，ｊ∈ １，２，．．．，{ }ｎ （１２）

两个数据间的支持度函数为［１１］：

Ｒｉｊ＝ｃｏｓ（
πｄｉｊ

２ ｄ{ }
ｉｊｍａｘ

）　　ｉ，ｊ∈ １，２，．．．，{ }ｎ

（１３）
Ｒｉｊ需满足条件：① Ｒｉｊ与相对距离之间成反比

关系；② Ｒｉｊ∈［０，１］，防止数据之间相互支持程度
的绝对化。

建立支持度矩阵，为：

Ｓ＝（Ｒｉｊ）ｎ×ｎ （１４）
令：

ｗｉ＝∑
ｎ

ｊ＝１
ｖｊＲｉｊ （１５）

其中，ｗｉ为 Ｘｉ在数据融合过程中的权重，满足

∑
ｎ

ｉ＝１
ｗｉ＝１，ｖｉ为一族非负数列。

（１４）式可改写为矩阵形式，即：
Ｗ ＝ＳＶ （１６）

式中，Ｖ是分别由 ｗｉ和 ｖｊ组成的列向量；Ｓ为非负
对称矩阵，存在最大模特征值λ，相应的特征向量为
Ｖλ ＝［ｖ１

λ，ｖ２λ，．．．，ｖｎλ］。

由特征向量特征值性质，可取 ｗｉ＝
ｖｉλ

∑
ｎ

ｊ＝１
ｖｊλ
，最

终获得的融合结果为：

Ｘ＝∑
ｎ

ｉ＝１
ｗｉＸｉ （１７）

２．２　优化模型的建立
利用ＧＭ（１，１）模型进行电力系统负荷预测具

有所需样本数据少、不需考虑数据分布规律与变化

趋势等优点，但当某一历史年负荷数据因政策、经济

等重大突发因素影响出现偶然性偏差时，采用该模

型得到的预测值精度会因原始数据偏差的增大而大

幅降低［１１１３］。为减小因原始数据的突变性偏差而

导致预测结果误差较大的问题，本研究利用数据融

合的方法对普通 ＧＭ（１，１）模型预测出的多个负荷
值进行优化，以期降低中长期负荷预测的误差，该误

差值随背景原始数据的增多而减少。优化的基本步

骤如图１所示。
２．３　优化模型基本步骤

根据图１优化模型算法流程，首先设定预测对
象的历史原始参数，然后利用普通 ＧＭ（１，１）模型，
对选取不同个数的历史参数样本分别进行多次预

测，获得预测结果，最后对预测值进行数据融合算法

优化，基本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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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据融合算法优化的ＧＭ（１，１）模型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ＧＭ（１，１）ｍｏｄｅｌ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①设定优化模型的输入参数，以不同历史数据
样本个数作为预测模型的原始背景参数输入，其值

为Ｘ（０） ＝｛Ｘ（０）（１），Ｘ
（０）
（２），…Ｘ

（０）
（ｎ）｝；

②分别利用预测负荷年份 ｊ之前的４个，５个，
…，ｊ－１个数据来进行ＧＭ（１，１）模型预测，则第ｊ年
的预测负荷值Ｘ（０）（ｊ）的原始背景参数分别为 ｛Ｘ

（０）
（ｊ－４），

Ｘ（０）（ｊ－３），Ｘ
（０）
（ｊ－２），Ｘ

（０）
（ｊ－１）｝， ｛Ｘ（０）（ｊ－５），Ｘ

（０）
（ｊ－４），…，Ｘ

（０）
（ｊ－１）｝，

…｛Ｘ（０）（１），Ｘ
（０）
（２），…，Ｘ

（０）
（ｊ－１）｝，获得预测结果 Ｘ^（ｊ） ＝

｛^Ｘ４
（０）
（ｊ），^Ｘ５

（０）
（ｊ），…，^Ｘｊ－１

（０）
（ｊ）｝；

③用数据融合算法优化第 ｊ年的预测负荷值
Ｘ^（０）（ｊ），获得最终预测结果为 Ｘ^

（０） ＝｛^Ｘ（０）（１），^Ｘ
（０）
（２），…，

Ｘ^（０）（ｎ）｝。

３　误差分析

设原始序列为：

Ｘ（０） ＝ Ｘ（０）（１），Ｘ
（０）
（２），…，Ｘ

（０）
（ｎ

{ }
）

（１８）
相应的模型模拟序列为：

Ｘ^（０） ＝｛^Ｘ（０）（１），^Ｘ
（０）
（２），…，^Ｘ

（０）
（ｎ）｝ （１９）

残差序列为：

ε（０） ＝ ε（１），ε（２），…，ε（ｎ{ }
）
＝

Ｘ（０）（１）－Ｘ^
（０）
（１），Ｘ

（０）
（２）－Ｘ^

（０）
（２），…，Ｘ

（０）
（ｎ）－Ｘ^

（０）
（ｎ

{ }
）

（２０）
相对误差序列为：

Δ＝ ε（１）
Ｘ（０）（１）

，
ε（２）
Ｘ（０）（２）

，…，
ε（ｎ）
Ｘ（０）（ｎ

{ }
）

根据不同的计算需要，应当满足不同的条

件，即：

①对于ｊ＜ｎ，称Δｊ＝
ε（ｊ）
Ｘ（０）（ｊ）

为第ｊ年预测负荷

的相对误差，称Δ
－
＝１ｎ∑

ｎ

ｋ＝１
Δｋ为平均相对误差；

②称１－Δ
－
为平均相对精度。

４　负荷预测实例分析

表１列出南方某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电力系统
负荷数据的实际值，分别采用普通ＧＭ（１，１）模型和
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数据融合优化的 ＧＭ（１，１）模型
进行负荷预测，结果见表１。

表１　ＧＭ（１，１）模型和数据融合优化模型仿真结果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ｐ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Ｍ（１，１）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年份

实际

负荷

／ｋＷｈ

普通ＧＭ（１，１）模型

预测值

／ｋＷｈ
相对误差

／ｋＷｈ

数据融合优化下

的ＧＭ（１，１）模型

预测值

／ｋＷｈ
相对误差

／ｋＷｈ

２０００ ７０９０２ ６７４２４ －４．９％ ６７４２４ －４．９０％
２００１ ８６３２５ ８２１５４ －４．８３％ ８４９８５ －１．５５％
２００２ １０８４５６ １０１２３５ －６．６６ １０５５８３ －２．６５％
２００３ １３９５１３ １２９０１０ －７．５３ １３４２０４ －３．８％
２００４ １６１６０８ １７０２４７ ５．３４％ １７３５８８ ７．４１％
２００５ １８１０５１ ２０１４２０ １１．２５％ ２０１５４０ １１．３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８０ ２２７３０１ １２．９８％ ２２１５１０ １０．１０％
２００７ ２１７５００ ２５１７６０ １５．７５％ ２３９５４２ １０．１３％
２００８ ２４７９３６ ２７２７８５ １０．０２％ ２５４４０１ ２．６１％
２００９ ２８４６３１ ３０１８８１ ６．０６％ ２８１３５３ １．１５％
２０１０ ３２１３４８ ３３９３１５ ５．５９％ ３２１６７５ ０．１０％
平均相对误差 ３．９１％ ２．７２％
平均相对精度 ０．９６０９ ０．９７２８

由表１可知，经过数据融合优化的 ＧＭ（１，１）模
型预测精度明显优于普通ＧＭ（１，１）模型，最小相对
误差仅为０．１０％，其平均模拟相对误差明显占优，
因此其精度更高，并且随着历史数据的个数增多呈

增高状态。由图２和图３显示，随着预测年份的增
加，经过改进的ＧＭ（１，１）模型的预测结果更加趋近
于实测值。但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预测结果的相对误
差前者高于后者。主要原因是两种模型预测结果的

相对误差均为０误差中心分布，而改进的 ＧＭ（１，１）
模型的预测结果以更快的速度向０误差处逼近，使
得相对误差从负值跨越０误差区域以后仍然会存在
一个惯性量，导致其预测结果在刚步入正误差时较

后者更大，随着原始数据的增多经过数据融合优化

的ＧＭ（１，１）模型预测结果更接近真实值。该方法
很好地满足了电力系统运行、调度、规划的需要，可

作为中长期电力系统负荷预测的参考方法。

１５４　孟欣等：基于数据融合算法优化的ＧＭ（１，１）负荷预测模型　



图２　ＧＭ（１，１）模型改进前后预测效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Ｍ（１，１）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Ｍ（１，１）ｍｏｄｅｌ
　

图３　ＧＭ（１，１）模型改进前后预测相对误差比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Ｍ（１，１）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Ｍ（１，１）ｍｏｄｅｌ
　

５　结　论

１）针对传统ＧＭ（１，１）模型存在原始数据离散
度导致预测精度不高的问题，建立了数据融合算法

优化下的ＧＭ（１，１）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预测
结果对原始数据归一化的依赖，提高了预测精度；

２）利用背景数据量的逐次递加方法进行多结
果的获取，可有效降低原始数据中奇异值对负荷预

测结果的离散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原始数据的可

靠性挖掘，进一步提高单一数据融合优化下的预测

精度；

３）预测实例结果表明，基于数据融合优化的
ＧＭ（１，１）负荷预测模型预测方法可行、有效，预测
结果可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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