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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电器用电效用分级和

用户用电行为识别的节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给出节能优化的目标函数。步骤二：给出

节能优化的基本约束条件。步骤三：根据采集到

的电器运行状态s(d，t)进行用户用电行为自识

别，通过建立隐马尔可夫模型，获得用户的用电

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步骤五：根据效用等级判断

控制策略。步骤六：判断下一个调度时间段是否

继续节能，若继续进行，则跳至步骤二；若不继续

进行，则节能优化结束。本方法可以有针对性的

对用户用电行为进行分析识别，并自动给出节能

策略，节能率高，效果好，为实现自动节能和家庭

能量管理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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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电器用电效用分级和用户用电行为识别的节能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一：给出节能优化的目标函数，用[0,T]表示从过去某一参考时间点0经过时间段T

的研究时长，研究从时刻t0开始的节能优化问题；

目标函数f1为目标区域R在时间段[t0,T+t0]内的用电效用等级之和，表示为：

其中s(d,t)为电器d在时刻t的运行状态，V(r,t)为房间r在时刻t的环境参数，ut(s(d ,

t) ,V(r,t))为电器d在时刻t的效用等级，等级分为高效用、低效用和负效用，最大化时间段

[t0,T+t0]内的用电效用等级总和，从而从时间和温度两个方面确保了用户获得的用电效

用；

步骤二：给出节能优化的基本约束条件，基本约束条件表示为：

ACTall[t0,T+t0]＝ACTall[0,T]

Sall[t0,T+t0]＝Sall[0,T]

Vall[t0,T+t0]＝Vall[0,T]

其中ACTall[0,T]表示在时间段[0,T]内的所有用户活动状态集合，Sall[0,T]表示在

时间段[0,T]内的所有电器运行状态集合，Vall[0,T]表示在时间段[0,T]内的所有影响用

户用电效用等级的参数状态集合，标记ACTall[0,T]，Sall[0,T]和Vall[0,T]都是已知状

态，且在时间段[t0,T+t0]内的ACTall[0,T]，Sall[0,T]和Vall[0,T]场景状态集合与[0,T]

时间段内的场景状态集合都相同；

步骤三：根据采集到的电器运行状态s(d ,t)进行用户用电行为自识别，通过建立隐马

尔可夫模型，对历史数据进行学习，并利用学习算法和解码算法获得用户用电行为识别结

果，获得用户的用电行为；

步骤四：根据步骤二识别的实时用户用电行为，再根据采集到的电器运行状态s(d ,t)

和环境参数V(r,t)，根据基于效用理论的电器用电效用等级划分方法，获得效用等级识别

结果ut(s(d,t) ,V(r,t))；

步骤五：根据效用等级判断控制策略；

步骤六：判断下一个调度时间段是否继续节能，若继续进行，则跳至步骤二；若不继续

进行，则节能优化结束；

所述步骤五中的效用等级判断控制策略具体步骤为：

一、若电器处于负效用等级，关闭电器；

二、若电器处于低效用等级，对于蓄冷蓄热型电器，调整其运行状态但不关闭电器，控

制方法为调整温度；对于非储能型电器，关闭电器；

三、若电器处于高效用等级，保持其运行状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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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器用电效用分级和用户用电行为识别的节能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力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在电力需求侧的智能用电环境中，

基于电器用电效用等级划分方法，实时动态自动优化电力用户的用电方式，实现以节能为

主要目标的电能管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严峻的能源与环保问题使得电力系统的节能减排刻不容缓。而电力需求

侧中的能耗浪费严重，是电力系统节能减排问题中的重点研究对象。电力需求侧的节约用

电主要通过电能管理，即通过改变用户用电方式来实现。以节能为目标的用电方式优化控

制最终落实到电器负荷的运行状态调整上。

[0003] 以节能为主要目标的用户用电模式动态优化，需要在目标时间段内尽可能的降低

目标区域内的能耗总值。国外在电力需求侧的节能模型多为综合考虑电价、能耗、气温、用

户舒适度等因素的多目标优化问题，优化方法包括遗传算法、神经网络、粒子群优化、随机

优化算法等，基于历史负荷曲线预测用电量并给出节能优化方案。国内在电力需求侧的节

能领域研究多为用户侧能量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对如何基于系统进一步建模并优化仍

需更加深入的研究。

[0004] 本专利用于具体设计一种基于电器用电效用分级和用户用电行为识别的节能方

法。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情况，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电器用电效用分级和用户用电行为识别的节

能方法，基于电力的历史用电信息，建立隐马尔可夫模型对用户用电行为进行实时自动识

别，能够更好的了解用户的用电行为和电器的关联概率。进一步结合电器用电等级划分方

法，获得电器用电效用等级，并根据等级制定相应的节能控制策略。本方法可以有针对性的

对用户用电行为进行分析识别，并自动给出节能策略，节能率高，效果好，为实现自动节能

和家庭能量管理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基于电器用电效用分级和用户用电行为识别的节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

给出节能优化的目标函数。以节能为主要目标的用户用电模式动态优化，需要在目标时间

段内尽可能的降低目标区域内的能耗总值。用[0,T]表示从过去某一参考时间点0经过时间

段T的研究时长，认为T是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如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研究从时刻t0开始的

节能优化问题。

[0008] 目标函数f1为目标区域R在时间段[t0,T+t0]内的用电效用等级之和，表示为：

[0009]

[0010] 其中s(d ,t)为电器d在时刻t的运行状态，V(r,t)为房间r在时刻t的相关环境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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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ut(s(d,t) ,V(r,t))为电器d在时刻t的效用等级，等级分为高效用、低效用和负效用，最

大化时间段[t0,T+t0]内的用电效用等级总和，从而从时间和温度两个方面确保了用户获

得的用电效用。

[0011] 步骤二：给出节能优化的基本约束条件。基本约束条件表示为：

[0012] ACTall[t0,T+t0]＝ACTall[0,T]

[0013] Sall[t0,T+t0]＝Sall[0,T]

[0014] Vall[t0,T+t0]＝Vall[0,T]

[0015] 其中ACTall[0,T]表示在时间段[0,T]内的所有用户活动状态集合，Sall[0,T]表

示在时间段[0,T]内的所有电器运行状态集合，Vall[0,T]表示在时间段[0,T]内的所有影

响用户用电效用等级的参数状态集合。认为ACTall[0,T]，Sall[0,T]和Vall[0,T]都是已知

状态，且在时间段[t0,T+t0]内的ACTall[0,T]，Sall[0,T]和Vall[0,T]场景状态集合与[0,

T]时间段内的场景状态集合都相同。

[0016] 步骤三：根据采集到的电器运行状态s(d ,t)进行用户用电行为自识别，通过建立

隐马尔可夫模型，对历史数据进行学习，并利用学习算法和解码算法获得用户用电行为识

别结果，获得用户的用电行为。

[0017] 步骤四：根据步骤二识别的实时用户用电行为，再根据采集到的电器运行状态s

(d,t)和环境参数V(r,t)，根据基于效用理论的电器用电效用等级划分方法，获得效用等级

识别结果ut(s(d,t) ,V(r,t))。

[0018] 步骤五：根据效用等级判断控制策略：

[0019] (1)若电器处于负效用等级，关闭电器。

[0020] (2)若电器处于低效用等级，对于蓄冷蓄热型电器，调整其运行状态但不关闭电

器，控制方法一般为调整温度；对于非储能型电器，关闭电器。

[0021] (3)若电器处于高效用等级，保持其运行状态不变。

[0022] 步骤六：判断下一个调度时间段是否继续节能，若继续进行，则跳至步骤二；若不

继续进行，则节能优化结束。

[0023] 本发明的优点是：本方法基于电力的历史用电信息，建立隐马尔可夫模型对用户

用电行为进行实时自动识别，能够更好的了解用户的用电行为和电器的关联概率。进一步

结合电器用电等级划分方法，获得电器用电效用等级，并根据等级制定相应的节能控制策

略。本方法可以有针对性的对用户用电行为进行分析识别，并自动给出节能策略，节能率

高，效果好，为实现自动节能和家庭能量管理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冬季某天实测电器24小时的功率曲线。

[0025] 图2为整点测量空调设定温度和实测的室内温度变化状况。

[0026] 图3为整点测量热水器设定温度和实测的出水温度变化状况。

[0027] 图4为空调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0028] 图5为电热水器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0029] 图6为台灯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0030] 图7为笔记本电脑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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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8为无线路由器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0032] 图9饮水机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0033] 图10电视机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0034] 图11机顶盒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6] 参见图1～图11，以某家庭为例研究节能优化问题。该家庭包括卧室、客厅、卫生间

三个房间，主要电器设备包括空调、电热水器、电视机、机顶盒、饮水机、笔记本电脑、无线路

由器等。表1给出电器与房间分布状况及其额定功率。

[0037] 表1某家庭电器的分布与功率情况

[0038]

[0039] 选择冬季某天实测电器24小时的功率曲线，如附图1所示。附图2为整点测量空调

设定温度和实测的室内温度变化状况。附图3为整点测量热水器设定温度和实测的出水温

度变化状况。对目标研究区域R的节能潜力进行计算与分析。

[0040] 步骤一：给出节能优化的目标函数。

[0041] 步骤二：给出节能优化的基本约束条件。

[0042] 步骤三：根据采集到的电器运行状态s(d ,t)进行用户用电行为自识别，通过建立

隐马尔可夫模型，对历史数据进行学习，并利用学习算法和解码算法获得用户用电行为识

别结果，获得用户的用电行为。见表2。

[0043] 表2用户用电行为

[0044]

序号 行为 相关电器 时间

1 早餐 电热水器(提供厨房热水) 6:30-7:30

2 新闻 无线路由器 7:30-8:00

3 办公 笔记本电脑、无线路由器、空调 9:00-11:30

4 娱乐 电视、机顶盒、空调 11:30-12:00

5 午餐 电热水器(提供厨房热水) 12:00-13:00

6 午休 空调 13:00-14:00

7 办公 笔记本电脑、无线路由器、台灯、空调 14:00-17:00

8 晚餐 电热水器(提供厨房热水) 17:30-18:30

9 娱乐 电视、机顶盒、空调 20:00-22:00

10 洗漱 电热水器、空调 22:0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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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睡觉 无 22:30-6:30

[0045] 步骤四：根据步骤二识别的实时用户用电行为，再根据采集到的电器运行状态s

(d,t)和环境参数V(r,t)，根据基于效用理论的电器用电效用等级划分方法，获得效用等级

识别结果ut(s(d,t) ,V(r,t))。附图4-附图11给出各电器用电效用等级分级结果。

[0046] 步骤五：根据效用等级判断控制策略：

[0047] (1)若电器处于负效用等级，关闭电器。

[0048] (2)若电器处于低效用等级，对于蓄冷蓄热型电器，调整其运行状态但不关闭电

器，控制方法一般为调整温度；对于非储能型电器，关闭电器。

[0049] (3)若电器处于高效用等级，保持其运行状态不变。

[0050] 步骤六：判断下一个调度时间段是否继续节能，若继续进行，则跳至步骤二；若不

继续进行，则节能优化结束。

[0051] 得到节能前后的电器能耗及总能耗对照如表3所示。节能前该家庭的24h总耗电量

为26.81kWh，节能后总耗电量降低到16.85kWh，节能量为3.61kWh，节能率达到37.2％。

[0052] 表3电器节能前后的能耗对照分析

[0053]

  节能前/kWh 节能后/kWh 节能量/kWh 节能率 节能量占比

空调 14.78 11.17 3.61 24.4％ 36.2％

热水器 8.88 3.68 5.2 58.6％ 52.2％

台灯 0.08 0.04 0.04 50％ 0.40％

笔记本 0.306 0.304 0.002 0.65％ 0.02％

路由器 0.11 0.07 0.04 36.4％ 0.40％

饮水机 1.07 0.98 0.09 8.41％ 0.90％

电视机 1.11 0.44 0.67 60.4％ 6.73％

机顶盒 0.45 0.11 0.34 75.6％ 3.41％

汇总 26.81 16.85 9.96 37.2％ 100％

[0054] 高效用等级占比如表4所示。电器的总体高效用等级占比由节能前的53.9％提高

到了节能后的89.1％。效用等级的提高意味着能耗的节省，因此基于效用等级的用户用电

模式优化可以在保障用户满意度的基础上实现良好的节能效果。

[0055] 表4电器节能前后的高效用等级占比对照分析

[0056]

[005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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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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