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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家庭内附加型负载进行需求侧管理，缓解高峰时刻电网压力，提出一种智能电网环境的家庭用电控制系

统。设计了智能控制器，可以获取用户家庭负荷信息并为用户提供分时电价计量，同时便于供电侧直接进行需求侧
控制。提出了多目标蜻蜓算法，针对降低负载功率和减少需求响应延时时间两个目标进行求解，其迭代速度快，满足
即时响应的需求。500 个家庭的实验结果显示，家庭用电控制系统合理，降低了用户用电费用；算法计算速度快，响
应时间延时少，有效缓解了高峰时刻的电网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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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control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electricity with
dem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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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home electricity control system with a smart grid for managing the demand of
home appliances and to ease the peak-time grid pressure. We designed an intelligent controller that can obtain user
power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users with time-sharing electricity metering, while also being convenient for suppliers to
apply the dem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reduce the load power and demand-response delay time, we propose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technique. Its convergence rate is rapid and it can satisfy the immediate response requirement.
The results for 500 families taking part in the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 proposed household electricity control system is
reasonable, reduces user electricity costs, and reduces the response time delay due to its fast calculation speed, thereby
effectively alleviating the peak time of the power grid.
Keywords: demand management; smart grid; multi-objective decision; optimal control; dragonfly algorithm; household
electricity; intelligent control; load classification

家庭用电系统作为需求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平衡电网负载中 。现阶段需求

规律性明显，用户数目众多，用电总量庞大，也是电

响应操作主要可划分为基于价格的方式和基于激励

网负荷管理的重要部分。因此，需求侧响应概念被

的方式 。基于价格的需求响应主要依靠分时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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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依靠需求侧的主观调节方式来减少电网高峰

[1]

[2]

负荷。基于激励的需求响应是指供电侧制定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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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激励需求侧在电网负荷较大时及时响应，如
[3]

削减一定的负荷 。然而，现有需求响应尚存在诸
多问题：1) 由于电量计量方式的误差，数据传输滞
后，需求侧与供电侧所统计结果存在差异；2) 缺乏
合理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导致需求侧主观积极性下
降；3) 缺乏有效的响应交互机制，不利于供电侧对
电能资源进行再分配

[4-6]

。故将智能电网引入需求

响应有重要实际意义。
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智能电网作为智能化
的电能服务网络，提高了供电侧与用电侧的交互
性，有利于整体电能的资源合理优化和高效利用，
进一步有利于稳定电网负荷。智能电网在传统供电
侧到需求侧的传输基础上，集合了传感测量技术、
[7]
网络通信技术、智能计算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 。
引入智能电网可以有效地提高计量方式的准确性，
提高电能资源的分配效率。通过引入智能电网的实
时交互策略，调动需求侧参与响应或通过提前签订
协议，对需求侧直接进行远程的需求响应，可以有
[8]
效地实现电网负荷的柔性化管理 。
随着分时电价、峰值电价等策略的提出，需求
侧管理更需要保证实时性。针对需求侧大规模的家
庭用电，单一的优化算法已不能满足电网实时性的
需求。现有针对需求响应的算法大多应用于处理单
个目标优化问题，或简单地将多目标加权之后转化
[9]
为单目标来进行优化 。这种算法在增加了需求侧
用电器数量之后，算法延时时间也会相应地增加。
本文提出采用多目标进化算法，以最小化电能消耗
和最小化延时时间为目标，应用于需求响应控制。
供电侧可以通过提前与用户签订协议，在家庭中布
置智能控制器，对家用电器进行实时控制，以便在
电网高峰时期减小电网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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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如图 1 所示。智能家庭用电管理系统中，多项
附加型负载均通过控制器再接入电路中。供电侧可
从控制器中获取用户家庭耗电量，如某一家电的单
位时间电能消耗情况，并对统计信息进行优化计
算，将计算结果返回控制器，进一步对家庭中的附
加型负载进行控制，以减弱高峰时刻的电网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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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 1

智能家庭用电管理系统

Diagram of 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图 1 中所示控制器采用交互式通信平台，集成
用电量计量技术，除获取电网负荷数据并对管理家
庭用电量进行管理的功能之外，其还可以对用户提
供电价的分时段计量，减少用户的用电费用。并通
过控制器内置的光线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获取家
庭内的环境信息以进一步对家庭中电器做出多级调
整，在尽可能保证用户舒适度的同时实现电网平
衡。控制器系统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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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电网环境下家电系统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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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领域有各种通信架构，而在互联网等
公共领域，合适架构的选择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适
合的架构可以使用户便捷地参与到需求响应的过程
[10]
中，并且保证了系统的实时性 。针对家庭常用电
器，如冰箱、空调、热水器、饮水机、电视机、电脑、
洗衣机及照明电路等，这些负载可分为保障型负载
和附加型负载。保障型负载 (如照明电路等) 作为
居民生活条件的基本保障，且由于其功率相对较
低，因此不作为家庭用电优化控制的对象。图 1 所
示的智能电网下的家庭用电管理系统，只显示出附
加型负载，而不包括对保障型负载的控制，以实现
在需求侧管理过程中，对需求侧居民生活所造成的
影响降到最小。智能电网下的家庭用电管理系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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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控制器系统结构

Chart of control system structure

2 多目标算法在需求侧管理中的应用
需求侧管理下的家庭用电响应模式是指家庭用
户依据自己的经济和舒适型要求采取的负荷响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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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了使供电侧 (如电力公司等) 具有即时管理能
力，需要用户与供电侧签订合同，使供电侧可以通
过智能控制器，直接控制用户家中的部分附加型负
载。并且用户可以根据本家庭负载情况，自主对家
[11]
庭中多种大功率附加型负载进行权值设置 ，权值
大的优先级高，在用电高峰时期到来之前，供电侧
可以对权值较小的负载进行优先降负荷处理。

法，其主要灵感来自于蜻蜓在哺食与避敌过程中通

附加型负载系统模型
根据家庭用电负载的特点，选取空调、热水器
等附加型负载作为优化控制对象，设置空调权重为
αk，热水器权重为 αr。
[12-14]
附加型负载耗电模型
为

将上述算法引入系统优化控制模型中，将附加

过对路径的规划与探索来完成预定目标的特性，在
两者均需要达到最佳的时候选取最近的路径，在
此将捕食与避敌过程分别看成用户总耗电量和所受
影响时间两个目标。在算法中，将一系列过程抽象
化为 3 个特征，即分散、同步、汇聚，并以数学方式
建模。

2.1

∑
∑
Qt = (
βd Pk +
βe Pr ) · qt

型负载的数量视为蜻蜓的数量，耗电量和响应延时
时间视为捕食与避敌过程，设定优化个体数量为
m，m 表示为家庭总数。针对系统负载影响最大的
空调和热水器等附加型负载进行试验，目标为耗电

(1)

量最小和高峰时段需求响应时间最短。根据某用电

式中：Pk 为空调功率，Pr 为热水器功率，i 为空调数
量，j 为热水器数量，q t 为时隙 t 内电价，β d 和 β e 均
为负载的工作指数，Qt 为时隙 t 内附加型负载的耗
电所产生的用电费用。该模型同样可以应用到电网
系统集中控制中，对多个家庭的用电负荷进行计量
与优化，同时也便于扩展其他类型的家用电器进行
优化运算。其中，用户家庭中当前用电功率为

监管平台数据，对全天多户家庭负载功率数的平均

i

j

Wt = βd Pk + βe Pr

最小化负载数和最小化响应延时时间这两个目标参
数，本文将用式 (5)~(11) 来对其进行模拟，其表达式
[18-19]

如下

。

1) 分散行为：
Si = −

(2)

式中 Wt 为时隙 t 内用户的附加型负载总功率。
由于需求侧管理机制直接操作了用户家庭电器
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用户体验，引入最小操
作量函数 Z：
Z = ∆W · T
∆W = Wt − W x

值进行了统计。为了清晰描述出优化控制过程中的

n
∑

X − Xj

(5)

j=1

式中：X 表示当前个体的位置, Xj 表示第 j 个相邻个
体的位置，n 为相邻个体的总数。在本控制过程中，
Xj 为 j 时隙过程中系统的耗电量。
2) 同步行为：

(3)
(4)

∑n
j=1

Ai =

Vj

N

(6)

式中：W t 为控制器监测到时隙 t 内，电网负荷逼近
高峰时刻需要进行需求管理时的家庭内负荷总功
率，Wx 为用户端响应后，对附加型负载进行调节后
的家庭内负荷总功率；T 为响应总时间，即在响应过
程中对用户造成的总影响的时间；Z 为响应过程中，
供电侧为了削峰保护而对需求侧做出的管理后所节
约的电能总量，单位是 kW·h。

式中：Vj 表示第 j 个相邻个体的速度, n 为相邻个体

多目标蜻蜓算法
[15]
目前，在家庭用电优化控制 中主要采用的方
[16]
[17]
法有粒子群算法 和遗传算法 等，主要思想均是
明确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信息，在全局范围内寻求
概率最大的解，适合解决复杂的非线性寻优问题。
但是考虑到需求响应的即时性，即为了防止电网负
荷达到峰顶，需要在负荷增长的过程中就开始对协
议用户进行一定量的响应控制。而粒子群算法和遗
传算法均需要较长时间的初始化和迭代过程，很难
达到所要求分钟级别的响应时间，因此需要计算时
间更短、反应速度更快的多目标优化算法。
多目标蜻蜓算法是近年来新提出的一种进化算

体的位置，n 为相邻个体的总数，N 为个体总数。汇

2.2

的总数，N 为个体总数。在本控制过程中，将其视为
响应时的速度，即智能控制器调节负载过程的行为。
3) 汇聚行为：

∑n
Ci =

j=1

N

Xj

−X

(7)

式中：X 表示当前个体的位置，Xj 表示第 j 个相邻个
聚行为即表示优化过程中算法的收敛过程。
4) 优化过程：
蜻蜓在捕食过程中，趋向于食物的定义为
Fi = X − X

(8)

式中：X 表示当前个体的位置， X 表示食物源的位
置。在本控制过程中，将 F i 视为响应延时时间，为
目标函数之一。
5) 避敌行为：
另一方面，蜻蜓规避天敌的定义为
e+ X
Ei = X
(9)
e 表示当前天敌的位
式中：X 为当前个体的位置，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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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本控制过程中，将 E i 视为负载总功率数，为
另一个目标函数。为了方便更新个体的位置，算法
定义了步伐向量和位置向量，其具体定义为
∆Xt+1 = (sS i + aAi + cCi + f Fi + eEi ) + w∆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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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权值相等，αk=αr；
4) 根据式 (10)(位置和加速度) 对系统的耗电量
和响应时间进行迭代计算，初始化迭代步数为 30；

(10)

5) 进行响应管理时刻，优先对权值较小的负载

式中：s 表示分散行为的权重，Si 表示第 i 个个体行
进分散行为，a 表示同步行为的权重，Ai 表示第 i 个
个体行进同步行为，c 表示汇聚行为的权重，Ci 表示
第 i 个个体行进汇聚行为，f 表示食物特征系数，
F i 表示第 i 个个体的食物源，e 表示天敌特征系数，
E i 表示第 i 个个体天敌的位置，w 为迭代权重，t 为
迭代计数。此外，位置向量定义为
Xt+1 = Xt + ∆Xt+1

报

进行处理；
6) 选取收敛标准，当系统整体耗电量降为历史
数据的 80% 时，即认为算法运行有效，选取所受影
响时间最短的值作为输出结果。

3 仿真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对某小区内 500 余户家庭的家电负荷进行

(11)

综上，该算法可同时以两个目标为收敛条件，
比传统优化算法收敛速度快，可以达到及时响应的
效果。
具体算法步骤：
1) 算法读取当前系统耗电量，Si=Qt；
2) 读取当前系统响应时间，Ei=Z；
3) 输入待优化数目，初始设为 m，设置空调和

实地调查，排除照明设施等保障性负载，仅考虑空
调和热水器两种负荷较大的家电。现有参数信息如
表 1，表 1 展示了某小区主要家电负荷信息统计，从
中可以看出，虽然空调热水器作为附加型负载，但
是居民的日常使用频率依然很高，且电器数量也
超过了家庭总数。表 2 展示了该小区的分时电价
信息。

表 1 某小区主要家电负荷信息统计
Table 1

用电器

总量

高峰时段
使用比例%

Home appliance load information

平均每天运行

平均每天运行

时间t<2 h的户数

时间2 h<t<4 h的

所占比例%

户数所占比例/%

平均功率/
kW

高峰时段运行

高峰时段运行

时间t<0.5 h的户

时间0.5 h<t<1 h

数所占比例/%

户数所占比例/%

空调

768

65.7

23.5

67.4

1.87

53.2

40.5

热水器

513

48.4

13.7

53.8

1.26

61.6

14.9

时段

有较好的处理效果，如图 3 中“+”型曲线所示。同时

Time-sharing electricity price

从用户角度出发，本文计算了高峰时刻用户用电所

时段划分

-1

电价/元·度

展示了多目标优化后的用户平均花费情况。类似于

7:00-8:00
平时段

11:00-15:00

0.5

峰时段

19:00-22:00
8:00-11:00
15:00-19:00

谷时段

23:00-次日7:00

图 3，图 4 中“o”型曲线为优化前高峰时段用户用电
平均花费，“Δ”型曲线为应用遗传算法之后的效果，

22:00-23:00
尖时段

花费的情况，其对比结果如图 4 所示，图 4

50

0.9

фࡂݹ

䖃ьッ∁

᱘᪳ッ∁

45

0.7
0.3

针对电网运行高峰时段，展示出对比响应前后
的家庭附加型负载总功率数，如图 3 所示。从图 3

40

ߋ⢳/kW

Table 2

表 2 分时电价信息

35
30
25
20

可明显看出，应用了本算法之后，相较于优化前和

15

遗传算法情况，用户用电量的平均功率数有了明显

10

下降。图 3 中“o”型曲线所显示的为优化前的 500

5

户用户的平均功率数，其分布较散，且均值较大。
应用了遗传算法进行优化之后，用户的平均功率数
下降了 20.6%，如图中“*”型曲线所示，而本算法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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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优化前后平均功率数对比
Comparison of averag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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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曲线为本算法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本算法也
帮助用户节约了一定费用。为了展示本算法的运算
过程，本文对遗传算法与本算法的延时时间进行了
实验并统计了结果，平均延时时间如图 5 所示。

时耗电量较为平稳，且相较于遗传算法优化结果和
未优化前结果，本算法在高峰时期有较好的降负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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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优化前后用户用电花费对比

Comparison of user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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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 5

平均延时时间对比

Comparison of average delay times

从响应的延时时间角度可明显看出，传统遗传
算法其响应时间长且波动较大，上下浮动在 10~
40 min ，而实施本文算法之后，由于算法收敛速度
快，计算结果迅速，其整体的响应时间在 4.5 min 上
下波动，可以达到及时响应的效果。
针对一天内的高峰时刻电量消耗变化量，本文

图6
Fig. 6

一天内电量消耗情况

Power consumption during one day

4 结束语
需求侧管理作为一种缓解电网高峰负荷的有效
手段，一直以来面对着需求侧用户数量众多、单一
耗电量低、应用困难的问题。在智能电网的环境
下，在对需求侧众多用户应用了多目标优化算法之
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出计算结果并通过智能
控制器对家庭用电器进行需求侧管理。实验结果显
示，对小规模群体用户施行需求侧管理操作可以有
效地降低其功率平均数，同时降低了用户的用电费
用，进一步可以降低电网负荷，保障电网的稳定
性。优化控制过程中引入多目标蜻蜓算法，在约束
了系统耗电量降低的最低标准后，实验中算法收敛
速度快，可以达到分钟级别的响应效果，适合在实
际生活中应用。本实验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尚未对
多数小区同时进行需求响应的集中控制，下一阶段
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大规模的家庭群进行需求响应
优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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