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s the basic component and core equipment of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smart meters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residential demand response. Residential 
thermostatically control load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demand response resource. Evaluating their response 
potential before demand response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effect and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smart grid. Based on the above situ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mart meter data of residential users,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mode of residential users is explored. 
A demand response-oriented residential thermostatically 
control loads management scheme and response potential 
evaluation model are proposed. Firstly, the residential load is 
clustered according to smart meter data. And the basic load and 
thermostatically control loads mode of resident users are given. 
Secondly, in the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scenario, a demand-
side management scheme for residential thermostatically control 
loads is proposed through quantitative optimization of user 
satisfa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mand response potential is 
evaluated. Finally, the load data of households are selected for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hem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eak load shift and reducing consumption. And the 
validity of the evaluation model is verified.

Keywords: smart meter; demand response; thermostatically 
control load; user satisfaction; potential evaluation; k-means 
clustering

摘  要：智能电表作为智能电网和高级量测体系的基础元件

和核心设备，为居民负荷需求响应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居

民温控负荷被认为是重要的需求响应资源，在需求响应前

对其响应潜力进行评估将有助于提高响应效果、保持智能电

网供需平衡。鉴于此，通过对居民用户智能电表数据分析，

探索了居民用户用电模式，提出了面向需求响应的居民温控

负荷调度方案及其响应潜力评估模型。首先根据智能电表数

据对用户负荷进行聚类，给出居民用户基准负荷以及温控负

荷模式；其次，在分时电价场景下，通过对用户用电满意度

进行量化寻优，提出一种居民温控负荷需求侧管理方案，同

时评估其需求响应潜力。最后选取某地区居民负荷数据进行

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案对于削峰填谷和减少用电负荷有显著

效果，同时验证了模型评估效果的有效性。

关键词：智能电表；需求响应；温控负荷；用户满意度；潜

力评估；k-means聚类

0	 绪论

智能电表在需求侧管理(demand side management，
DSM)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用户可以通过智能电

表方便地接入电力系统，同时采集大量用电数据。智

能电表数据的分析应用可以使DSM更加有效，同时保

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性[1]。

相关数据统计，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及居民用

户参与需求响应降低负荷比例分别为5%、14%、5%、

27%[2]，同时我国目前需求响应调峰策略还尚未在居民

用户中普及，居民负荷响应潜力尚未得到完全开发。

居民用户温控负荷(thermostatically controlled load，TCL)
在总负荷中占比高达60%~70%。TCL分布广泛，灵活

性强，是优质的需求响应资源。通过智能电表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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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响应潜力进行分析将有助于及时高效的进行需求

响应[3]。文献[4-5]利用k-means聚类分析智能电表数据，

精确估计负荷模式。文献[6]采用分区域多层聚类方式进

行数据分析。用户能耗模式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发挥需

求响应效果。文献[14-15]将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应

用于智能电表数据，并计算负荷对于气象数据灵敏度。

但是以上文献较少考虑到用户行为不确定性带来影响。

在用户TCL能耗模式研究方面，处于居民行为具

有动态性与随机性的考虑，文献[7]应用高斯混合模型，

从智能电表历史数据中获取用户概率行为。这种评估

方法具有很好的普适性。文献[8-9]讨论了电价这一因素

下，居民用户在需求响应中的反应。该发现将有助于

促进需求响应。文献[10]应用线性回归算法，从智能电

表天气和能耗数据中获得用户能耗热敏感度。通过训

练混合密度模型，可以准确地选择用户。这项研究有

助于确保需求响应计划可靠性。文献[11]通过对负荷数

据分析发现，供暖系统在总用电量占比非常大，同时

这些系统具有巨大灵活性。由于建筑物热惯性，相比

之下其他响应设备(例如冰箱等)则不具有可观的响应效

果。但是，该研究由于气候原因，仅适用于一部分北

欧国家。文献[12]使用智能电表数据、气象数据等对大

型居民建筑进行建模，旨在确定需求响应方案。最终

实现减少区域热水供应引起的高峰以及能耗波动。但

此算例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应用。文献[13-14]均提到基于

设定点调控的商业TCL调控技术，通过设定点更改对

建筑物能耗和峰值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方法能

够达到节能效果。综合分析上述文献发现，在响应潜

力分析方面，均侧重于分析响应后负荷曲线预测分析，

缺少需求响应前用户基准负荷的确定和对比分析。

基于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应用智

能电表数据的居民用户需求响应潜力评估模型，模型

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图 1 技术路线图
Fig. 1 Technology roadmap

在本模型中，通过对居民用户能耗数据于气象因

素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k-means聚类

分析，得到居民用户TCL能耗基准曲线；通过模糊综

合评估法，提出了计及用户环境舒适和费用支出综合

满意度的TCL调度策略；在分时电价场景下，通过居

民用户TCL参与响应前后能耗数据对比分析，对TCL
需求响应潜力进行评估。最后对单个TCL用户和区域

内TCL用户群体进行仿真，计算证明调度策略和评估

模型的有效性。

1	 温控负荷基准曲线建立

在进行需求响应前，需对参与响应负荷的基准负

荷量进行评估，以便于后续激励措施和响应计划的制

定、响应潜力评估等。

1.1  相关性分析

气象条件，如温度、可见度、露点、气压、湿度和

风速等因素均会对居民用户能耗产生影响，其中温度影

响最大[15]。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气象因素与用电负荷

的相关关系，本文应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分析[16]。

皮尔逊相关系数是统计学中用于评估两个变

量间密切程度的指标。对于变量 和

，其皮尔逊相关系数的计算式为：

                                  （1）

其中cov（x，y）为X，Y的协方差，σ 为标准差。

p的取值范围为-1~1。ρ的符号表示正相关或负相

关，其绝对值越接近1，则表明相关程度越高。通常，

|p |>0.5时，可视为高度相关；|p |≤0.3时，说明相关

性极弱，可视为非线性相关。

将温度、可见度、露点、气压、湿度和风速等气

象因素与用户能耗数据进行组合分别带入式(1)得到各

气象因素与能耗将的相关系数，比较各因素相关系数

大小，即可确定相关性程度。

1.2  温度-能耗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温度与能耗间相关系数最

高，为了表征温度与居民用户负荷之间的具体相关关

系，以及居民用户负荷的温度响应情况，本节使用线

性回归方法进行描述。

通过线性回归，将用户能耗和用户实时TCL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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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描述[17]：

                              （2）

用户实时TCL：

                     （3）

其中，W为用户小时能耗，WTCL温控负荷小时能

耗量，T(t)为温度函数，α为每小时基础负荷量，Cp为

温度转折点，β、γ分别为回归模型的截距和斜率。

S(t)为TCL状态参数，取值如下：

                             （4）

具体过程如下：

1）首先通过遍历温度点确定变化点Cp使得回归

效果最好，在该变化点以上，用户能耗对温度敏感。

2）通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单个居民用户的

温度响应状态进行描述。

3）由温度响应状态计算TCL，确定用户是否使

用TCL以及开启的时间段。

对居民智能电表能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

图2所示结果。

图 2 用户能耗回归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user energy consumption regression

图2中，散点为用户能耗数据，实线为回归预测

数据，虚线表示转折点Cp，在此之前，TCL处于关闭

状态，即S(t)=0，此时用户基础负荷呈现稳定趋势，

近似为α；当T＞Cp时， S(t)=1，TCL处于运行状态，

此时居民负荷能耗呈现温度相关特性，能耗值近似为

β+γ*（T －Cp）。

1.3  温控负荷聚类

为满足需求响应，需评估用户是否具有明显灵活

性。在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基础上，在95%显著

水平下，对ρ＞0.5，回归斜率γ＞0的用户判定为TCL

用户，采用k-means聚类，对负载模式相似的居民用

户进行分组，最终得到TCL用户基准负荷。通过聚

类，得到用户TCL基准曲线，根据曲线和其他数据计

算评估用户潜力[18]。

居民用户TCL特性参数数据体量大，结构较为简

单，适合采用k-means聚类对其进行分析[5]。k-means
聚类是一种常用的聚类算法，其目标函数为最小化误

差平方和：

                                （5）

其中Ci表示第i个簇的样本集，u                  i为第i
个聚类中心。

目标函数为最小化误差平方和SSE。对SSE求导，

令导数为0即可求得聚类中心ui：

                                   （6）

式(6)即为k-means聚类收敛条件。

k-means聚类是一种经典聚类方法，原理较为简

单，但是对于该算法超参数，如簇数，初始聚类中心

引起结果可能陷入局部最优解问题，本文进行如下优

化[19]。

（1）聚类簇数k的确定

在一定范围内对于不同簇数k，由式(2.6)计算误

差平方和SSE，得到图3。

图 3 聚类数k与误差平方和SSE关系图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k and SSE

观察发现在k=4时，为折线图拐点，此时同时具

有较小的SSE和k值。在确保误差平方和SSE可控时尽

可能提高样本聚合度，即k值较小。

（2）初始聚类中心

分析发现，初始聚类中心如果越分散越有利于聚

类，即簇间分离度更高。

CSE
E  E

IC
 

 
 

    
    

  C
SE

E  E
IC



2020 年 9 月 陈跃 等：基于智能电表数据的需求响应潜力评估 　169

对于k个初始聚类中心，先选取密度最大样本为

第一个中心，密度可以由该点指定邻域内样本个数

表示；然后选取距离上个聚类点最远的样本作为下

个中心；第对于第i+1个初始聚类中心对应的样本x应
满足：

                                 (7)

其中 0 ≤ i ≤ n，表示下一个聚类中心 x 应满足距离 disui

最大。disui 具体为：

                             (8)

表示前i个聚类中心对应的离各自最远样本点的距

离集合。

综上，通过上述优化，即可对居民用户TCL回归

参数进行快速准确聚类分析，进而得到居民用户TCL
基准曲线，并用于响应潜力对比分析。

2	 用户满意度决策与潜力评估

在需求响应中，TCL用户会根据响应场景，如室

外温度、建筑环境、激励条件等做出对自身有利的理

性决策，从而参与响应。在响应潜力分析中对用户行

为评估为关键部分。

2.1  温控负荷热电模型

通过TCL机组热电参数，建立TCL功率、室外温

度、室温之间的时序关系。综合考虑电价等信息，从

而得到温度与能耗、费用函数关系。模型采用典型一

阶电路模拟等效热参数[20]，如图4所示。

图 4 一阶等效TCL模型图
Fig. 4 First-order equivalent TCL model diagram

由图4可得：

                           (9)

其中，Tout为室外温度，Tin为室内温度，R为房屋

热交换的等效阻抗，C为房屋等效比热容，Q为单位

时间制冷量：

                                      (10)

其中k为TCL能效比，代表TCL单位功率下的制冷

量。S代表TCL运行状态，P为TCL额定功率。

TCL实时功率为：

                                     (11)

室内温度与功率的关系可表示为：

                                      (12)

其中f(•)由式(9)、(10)求得，代表室内温度与实时

功率的函数关系。

由此推出TCL实时能耗费用为：

                              (13)

其中c为实时电费，PToU为分时电价。

2.2  用户满意度模糊综合评估

保证用户用电满意是进行需求响应的前提和关

键。用户会根据自身用电满意度决定自己用电行为，

从而参与需求响应。

TCL居民用户用电满意度主要包含环境舒适以及

电费支出两个指标。用户对温度、电价直观感受和满

意程度通常都是模糊概念，难以直接描述。本文采用

模糊综合评估法进行分析[21]。

模糊综合评估法基本思想是用模糊隶属度对属于

与不属于的中介状态进行量化，最终对多个因素各个

指标做出综合评判。

模糊综合评估步骤如下：

1）确定评价因素集U＝{u1,u2,...,um}、评语集V
＝{v1,v2,...,vn}、权重向量A＝{a1,a2,...,an}。

本文主要考虑用户对于温度舒适和费用支出的综

合满意度。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 1 模糊综合评估指标
Table 1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综合
评估

因素集
U

权重集
A

评语集
V

用户满意度
室内温度Tin α1 较冷 舒适 较热

电费支出c α2 便宜 适中 昂贵

2）确定综合评判矩阵。由隶属度函数得到单因

素评判向量ri进而组成隶属度矩阵R。模糊隶属度函

数本模型采用梯形分布[22]。

同时考虑到用户费用以及舒适度问题，假设用户

理性判断，不会将室内温度调到较低值，即24℃。故

室内温度模糊隶属度函数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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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室内温度模糊隶属度函数图像
Fig. 5 Fuzzy membership function image of indoor temperature

电费模糊隶属度函数如图6所示。

图 6 电费支出模糊隶属度函数图像
Fig. 6 Fuzzy membership function of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3）得到评估矢量。利用模糊合成算子，将模糊

权重矢量A与评判矩阵R合成得到评估结果矢量B。

                                        (14)

其中“o”代表模糊合成算子。

4）处理评估矢量。本文采用加权平均原则处理

模糊综合评估矢量B[23]。将各等级的秩定义为1、2、
3、…、m连续整数，然后对秩加权求和，从而得到评

价对象相对位置，即用户满意度。对于评价因素集U，

用户满意度yu如式(15)所示：

                                       (15)

在分时电价响应计划和确定环境的背景下，某时

刻t，电价PToU、室外温度Tout均为确定值。

对于用户，由式(9)~(11)可知，通过调节TCL状态

S，可以调节室内温度，形成不同电费。电费与温度

组成不同的模糊评估因素集，即：Ui＝{PTou，ci}，其

中ci为室内温度可能值，1≤i≤l，l为可能数量。由式(15)
对Ui进行评估，得到 。

本模型目标函数为：

                                    (16)

其中Tin为用户最大满意度对应的室内温度。

约束条件为：

1）温度设定有一定范围：

                                (17)

2）变量非负：

                                         (18)

3)因素评价权重平衡：

                                           (19)

对于用户来说，只有有限设定温度可供选择，即

满足式(16)，所以本例优化问题为遍历所有可供选择

的温度，通过对综合满意对寻优达到模拟用户决策

目的。

2.3  响应潜力评估流程

在分时电价需求响应场景下，通过满意度决策模

型，模拟用户决策、确定其响应能耗。通过综合比较

用户TCL基准曲线，得到需求响应潜力进。主要过程

如下：

1）给出用户室外温度，TCL热电参数。

2）由式(16)以固定间隔列出所有可能的室内温

度，由式(11)、(13)计算室内温度对应的费用。

3)由室内温度与费用支出组成评判矩阵，基于满

意度量化模型，计算用户综合满意度。

4)比较不同组合下满意度数值，选择最大满意度

对应的室内温度，作为最优决策。

5)用户最终决策结果带入式(12)即可得到用户能

耗曲线，通过与TCL基准曲线数据对比，即可对用户

响应潜力进行评估。

3	 用户响应潜力评估算例分析

3.1  算例分析概况

为验证模型正确性，本文以我国华东某地区

为例，假设此地区内有1500户居民用户，对居民

用户分时电价场景下的TCL需求响应状况进行仿

真分析。该地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一年内变化

气温为0~35℃左右，夏季高温多雨，冬季较为温

和，本文暂未考虑TCL制冷效应，所以环境温度

采用典型夏季温度数据，一天24小时的变化曲线

如图7所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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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典型夏季室外温度曲线
Fig. 7 Typical outdoor temperature curve in summer

本文采用的需求响应场景为分时电价场景。将一

天按小时划分为24个时间段，采取峰平谷分布，各时

间段电价分布如表2所示[25]。

表 2 各时段分时电价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ime-of-use electricity price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峰谷段 时间段
电价/元

•（kW·h）-1

谷段 0~6 0.4

峰段 9~11，15~21 1.2

平段 7~8，12~14，22~23 0.8

3.2  需求响应潜力评估算例仿真

本文取居民用户一年时间段内每小时智能电表用

电数据进行仿真分析。将功率、温度、可见度、露

点、气压、湿度和风速七项数据间皮尔逊相关系数形

成矩阵并进行可视化处理，图中用渐进色带表示矩阵

元素

图 8 能耗气象相关系数热图
Fig. 8 Meteorolog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heat map

图中越深表示皮尔逊相关系数越大，正相关

性越强。由图8可知，与能耗相关性最大的是温

度，其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 .61，表明具有较强相

关性。

对具有明显温度响应用户按式(3)进行回归分析，

对用户负荷进行回归分析，图9显示了所有用户回归

参数分布情况。

图9(a)为Cp，主要分布于15~20℃附近，表明大

部分用户在此温度点附近相继开启TCL，用于高温

制冷。图9(b)为回归斜率，即单位温度变化引起用户

能耗变化量，可以表征用户温度响应灵敏性。由于本

文主要考虑高温响应情况，故斜率均为正值，且主要

分布于0.25附近，这个数值代表了大多居民用户TCL
温度响应状态，表征了单位温度变化对能耗产生的

影响。

图 9 回归参数分布
Fig. 9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parameters

对于以上回归结果，由式(4)得到用户TCL回归

日曲线如图10。回归结果显示TCL在上午10：00达
到负荷高峰，此后一直持续至20：00，此后有下降

趋势。在夜间0：00-5：00为低谷。综上，TCL日负

荷曲线与用户负荷曲线趋势以及温度变化一致，有

明显“峰谷”现象，居民用户TCL为优质需求响应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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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居民用户TCL曲线
Fig. 10 Resident TCL curves

根据TCL回归特性参数，应用k-means聚类对这些

曲线分析，结果如图11所示：

图11(a)为TCL用户聚类结果，图11(b)为对应的频

率分布。分析发现用户主要集中于第1类用户，占比

为63%，故将其定为TCL基准曲线，并用于后文的响

应潜力分析。

图 11  TCL功率曲线聚类结果
Fig. 11 TCL power curve clustering results

根据模糊综合评估法，对聚类于第1类TCL用户

在分时电价场景下需求响应行为进行分析。为简化计

算，对某单个用户评判因素权重取α1＝α2＝0.5，即代

表该用户同等重视温度的舒适性和电力费用支出。室

内温度初始值与室外温度相同，按式(15)计算用户最

大满意度。

在分时电价场景下，对单个TCL用户进行仿真计

算，结果如图12所示。其中图12(a)分别为室外温度

Tout和室内温度Tin，室内温度在某些时间段内跟随室外

温度，如10：00~20：00时段。即在最大用户满意度

决策下居民TCL并非恒温控制，而是由环境温度和电

力费用支出共同决定。图12(b)为用户实时TCL功率曲

线，该用户参与调控后并无明显峰值。需求谷值为1：
00~5：00。分析发现，这是由于午夜气温相对较低，

用户在考虑费用和舒适度综合满意度情况下可以选择

降低TCL能耗，特别在5：00时刻，TCL在这个时间段

完全处于关闭状态，负荷功率以及电力费用支出均为

0。图12(c)即为电费支出。

图 12 单个用户决策结果
Fig. 12 Decision results of individual users

为模拟居民用户TCL群体需求响应行为，分析负

荷群体对分时电价响应行为，在基准负荷基础上评估

了其响应潜力。本节对于TCL群体响应状态评估，环

境温度以及分时电价沿用上一节数据，TCL群体为聚

类于第一类的典型TCL，1500户TCL群体相关参数如

表3所示[26]。

表 3 TCL群体参数取值

Table 3 Values of TCL population parameters

参数 分布类型 分布参数

TCL功率 均匀分布 2~5

能效参数 均匀分布 3~3.6

房屋热容 常数 5.56

房间热阻 正态分布 μ=1,σ=0.05

权重 正态分布 μ=0.5,σ=1

计算结果如图13所示。其中三角形标记曲线为无

需求响应情况下总功率，圆形标记曲线为基准负荷

功率。图13中响应后负荷降低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0：
00~20：00和1：00~6：00午夜时间段。中午至晚上时

间段，参加需求响应负荷群体总负荷趋势呈现较响应

前平稳，而非响应前出现明显高峰。结合室外温度，

分时电价等数据分析，在午夜时间段，此时室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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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综合用户舒适和费用支出的满意度考虑，用户

此时室内温度设定基本跟随室外温度，TCL能耗明显

降低。在中午至下午时间段内，此时电价较高，用户

综合满意度反映出用户出于费用支出考虑，在一定舒

适度前提下适量调高室内温度跟随室外温度，以降低

电费，所以此时负荷量相对平稳。

图 13 群体决策结果
Fig. 13 Decision results of population

响应后负荷量高出响应前时间段主要集中在电价

较低的时间段，此时段内室外温度变化明显，由式(9)
可知，居民建筑具有一定热惯性，用户在低峰期响应

低电价，提前开启TCL以预备即将来临的高温，在满

足一定热舒适前提下节省费用支出。

在需求响应前后TCL运行结果参数如表4所示。

在分时电价场景下进行居民TCL需求响应，相比不进

行响应，负荷量降低了13.9%，对于该场景下TCL需

求响应潜力即为响应前后容量差值，约为1.82MW，

电费支出降低12.1%。同时需求响应带来负荷波动大

大减少，平均降低32.69%，波动方差显著降低，使得

负荷稳定性大大提高，有利于电网系统安全。

表 4 需求响应前后TCL群体各项指标

Table 4 Indicators of TC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demand 
response

类别
TCL能耗
/MW·h

电费/万元 波动/MW 波动方差

响应前 101.125 9.605 39.105 1.889

响应后 87.375 8.323 26.543 0.422

可以看出，在本文设定的分时电价场景下，TCL
需求响应中，响应后各项指标均优于响应前。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综述智能电表数据分析方法及在需求响应

领域应用现状的基础上，进行了居民用户TCL响应潜

力分析，主要结果如下：(1)基于用户智能电表历史数

据，通过皮尔逊相关系数、线性回归对居民用户负荷

的温度响应特性进行分析，应用k-means聚类提出用

户TCL能耗基准负荷曲线。(2)在分时电价场景下，应

用模糊综合评估法将计及用户温度舒适和费用支出综

合满意度进行量化，通过最大化用户满意度模拟用户

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考虑居民用户夏季时TCL
制冷效应。同时用户群体TCL热电模型参数是简单一

阶模型，且TCL群体相关参数采用简单分布估计，未

计及实际数据不确定性影响。因此如何对TCL不同季

度场景下参数有效估计及模型更准确建立将是下一步

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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