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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预测短期城市天然气需求量，对于城市天然气的合理调峰调压、安全供应、管网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

城市天然气短期需求量预测模型主要包括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支持向量机、灰色关联等，但其精度均不很理想，神经网络的精度
虽然较高，但却容易陷入局部最小值，降低了泛化性。较之于上述诸多模型，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对
于非线性问题也能得到较高的精度和泛化性，并且不容易出现过拟合现象。为此，基于对城市天然气短期日需求量的各种影响因素
的全面分析和讨论，最终将气象、日期、政策确定为影响因素，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经验打分法及专家评分法处理因素中的定
性数据，采用极差变换法处理其他定量数据，最终利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建立了城市天然气短期日需求量预测新模型。仿真实验
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新模型预测结果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为 1.423%，较之于 ARIMA、灰色关联、BP 神经网络以及非线性回归等
模型，新模型的预测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结论认为，新模型的预测结果可作为确定城市天然气短期日需求量的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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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short-term urban natural gas dem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rban gas peak-shaving and adjustment, stable supply, pipeline network optimization, etc. The present prediction models mainly include time series, regression analysis,
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S-SVM),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etc. but their accuracies are not satisfactory except that of the
BP neural network analysis, the generalization of which is reduced by its frequent occupancy by local minimums. Comparatively, the LSSVM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minimizing structural risk principle, is proved to be of higher accuracy and generaliz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with an overfitting phenomenon rarely appeared. In view of this, we thoroughly analyzed and discussed all involve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hort-term daily urban gas demand, and finally determined the three major dimensions of weather, date and policy. Then, we adopted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e experience scoring method and the expert scoring method to deal
with the qualitative data in the above three factors, processed other quantitative data by the method of extreme difference transformation.
Finally, we established a new LS-SVM-based model to predict the short-term daily demand of urban natural gas. Furthermore, taking
Chengdu as an example, we made pilot tests and demonstrated that the average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of prediction results was only
1.423% with this new model, the accuracy of which, compared with the ARIMA, gray correlation, BP neural network and the non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refore, this new prediction model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forecasting short-term
daily urban gas demand.
Keywords: Green energy; Urban natural gas; Short-term daily demand; Forecasting model; Weather; Date; Policy; 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S-SVM); Error;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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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气象因素
气象包括温度、湿度、天气状况、降雨量、风级等，

天然气作为一种低碳高效清洁能源，正逐步成
为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选择之一。近年来，中
国天然气储量、产量和消费量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
趋势 [1]。尽管天然气消费量增长显著，但天然气在我
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仍仅为 6.2%，远远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由此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天然气
消费市场仍具有巨大的增长发展潜力 [2]。城市天然气
是天然气使用的重心，2016 年中国城市天然气消费
量在天然气消费总量中的占比达到 32.5%。因此，如
何完善城市天然气供需系统，确保城市天然气的利
用达到最大化，不仅是每个城市天然气公司都需要考
虑的问题，而且也是政府制定相关天然气政策的基
础和前提 [3]。除此之外，准确地预测短期城市天然气
需求量，对于城市天然气的合理调峰调压、安全供应、
管网优化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天然气短期需求量预测结果受到多种因素
的共同影响，并且有关因素大多数都具有显著的随
机不确定特点，使得城市天然气需求量预测演变为
典型的非线性问题，简单的数学预测模型已经不能
满足要求 [4]。目前，城市天然气短期需求量预测模型
主要包括时间序列 [5]、回归分析 [6]、支持向量机 [7-8]、
灰色关联 [9] 等，但其精度均不很理想。神经网络 [10-11]
的精度虽然较高，但其因遵循经验风险最小化的基本
原则而容易导致过度学习，也容易陷入局部最小值，
降低了泛化性。较之于上述诸多模型，最小二乘支
持向量机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对于非线性问
题也能得到较高的精度和泛化性，并且不容易出现
过拟合现象 [12]。因此，本文综合分析讨论了短期城
市天然气日需求量的影响因素，结合这些影响因素，
利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S-SVM）建立了城市天
然气短期日需求量预测新模型 ；并且在仿真实验中，
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验证了新模型的实用性和有
效性，以期为城市天然气短期日需求量的预测提供
依据和参考。

1 城市天然气短期日需求量预测新模型
1.1

影响因素的选取

以往的研究所选取的短期城市天然气需求量影
响因素大多局限在气温、季节、重大节假日、星期
属性等 [13-14]。笔者经过全面综合分析后，将影响因
素确定为气象维、日期维以及政策维。以下分述之。

以往的短期城市天然气需求量预测多采用温度作为
气象维唯一的影响因素 [13-14]，很少考虑其他子因素。
笔者通过各子因素与城市天然气用量的相关性大小
排序发现，日最高温度、日平均湿度、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 PM2.5 指数（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μm 的颗粒物含量）等 4 个气象子因素与城市天然气
使用量的相关性位居前四位，全面考虑后选定这 4 个
子因素作为气象维子因素。其中，选取日最高温度
是因为城市天然气用户产生城市天然气使用需求时，
一般都是在温度较高的时段

[14]

，并且日平均温度的

计算尤为复杂。因此，选取日最高温度比日平均温
度更为合理。
1.1.2

日期因素
城市天然气的使用量受日期变化的影响，从数

据来看，城市天然气用量呈现冬春两季波动明显且
用量明显增高的态势，而夏秋两季则呈现波动较为
平稳并且用量较低的态势。此外，节假日和周末的
天然气用量与平时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
最后拟定季节、节假日以及星期属性作为 3 个日期
子因素。
1.1.3

政策因素
城市天然气的使用与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城市

天然气需求量在一定程度上受与城市天然气相关行
业的动荡影响，而行业动荡程度又受到政府政策的
影响。因此笔者经全面考虑后，加入了政策维因素。
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价格属于刚性
指标，在短期内变化不大，因而本文选择的政策即
宏观调控政策，将政策分为内部直接影响政策和外
部环境影响政策，经过相关性分析分别选定天然气
政策和房地产政策。
最终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1.2
1.2.1

影响因素的处理
气象因素
气象因素的 4 个子因素中，PM2.5 指数和空气质

量指数属于定量数据，这 2 个指数都是逆指标，选
择极差变换法作标准化，逆向指标为 ：
（1）
式中 yi 表示第 i 个标准化后数据值 ；xi 表示第 i 个原
始数据值 ；m 表示需要标准化指标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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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图1

指标体系图

好

温度
/℃

18 ～ 23

湿度

40% ～ 50%

（2）

表3

业内专家对天然气政策的评分结果表

指标

大力抑制

抑制

无影响

促进

大力促进

天然气政策

－2

－1

0

1

2

1.3

温度、湿度指标等级划分表

指标

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中天然气政策和房地产政策都是定性
数据，但房地产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用定量指标加以
代替。因此，选取日住房成交量作为房地产政策的
代替指标，日住房成交量是正向指标，采用极差变
换进行处理（公式 2）。考虑到政策的实施效果是人
为感受的，天然气行业专家对于相关政策的感受是
最为敏捷的。因此选择专家评分法对无法定量分析
的天然气政策进行定性评估，选取 10 位业内专家对
天然气政策进行评分，专家评分表如表 3 所示。此外，
由于政策的实施进度无法度量，因而本文不考虑政
策的滞后性。正向指标为 ：

日最高温度和日相对湿度不能根据原始数据来
判断其好坏程度，不能明确地归类为属于正指标还
是负指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只能根据数值来确
定对人体的舒适程度，再将这种定性的判断转换为
定量数据。因此，笔者选用了模糊综合评判法来处理，
根据本文参考文献 [15] 确定指标等级标准，如表 1
所示。模糊综合评价算法流程如图 2 所示。
表1

2018 年 6 月

业

模型的建立
笔者利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S-SVM）基于

良

中

差

23 ～ 29

29 ～ 35

＞ 35

气象、日期和政策三维影响因素建立了城市天然气

13 ～ 18

8 ～ 13

＜8

短期日需求量预测新模型，核函数选取高斯核函数，

50% ～ 60%
0 ～ 30%

60% ～ 80%

＞ 80%
＜ 30%

采用十倍交叉验证的方法来调试核参数（σ）和惩罚
因子（γ）。使用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来评价该模型预
测结果的准确度，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eMAPE）计
算见公式（3）。整个模型的计算流程如图 3 所示。
（3）

图2

1.2.2

模糊综合评价算法流程图

式中 y 和 yi 分别表示实际值和预测值。

日期因素

日期因素的 3 个子因素——季节、节假日以及
星期属性都是定性数据，采用经验打分方式 [16] 来处
理数据，其中在星期属性的处理中有别于以往将一
周分为周一至周日 [16]，而是将一周分为工作日和非
工作日两类，经验打分表如表 2 所示。
表2

2

仿真实验
笔者采用四川省成都市某城市天然气公司 2016

年 5 月 1 日—6 月 30 日城市天然气用量数据作为训
练数据，
采用 2016 年 7 月 1—15 日数据作为测试数据，
建立了成都市城市天然气短期日需求量预测新模型。
经调试，
最终确定模型惩罚因子 γ ＝ 1，
核参数 σ2 ＝ 5。

季节、节假日、星期属性打分表

子因素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节假日

非节
假日

工作日

非工
作日

打分
规则

1

0

1

0

1

0

新模型（LS-SVM）预测结果与 ARIMA(1,1,13)、灰
色关联、BP 神经网络、非线性回归等方法的预测结
果对比如图 4 所示。从图 4 可以看出，新模型预测结
果优于其他模型预测结果。新模型预测结果平均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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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算法流程图

图 4 多种模型预测结果对比图

百分比误差为 1.423%，小于其他模型预测结果平均
绝对百分比误差，模型精度优于其他模型。各种模型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对比如表 4 所示。综上所述，本
文所建立的城市天然气日需求量预测新模型预测效果
好，精确度和可信度高，能够对上游供气公司合理调
度、调峰调压和保障安全供应提供帮助，也可以为行
业管理者和决策者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表4

多种模型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对比表

城市天然气日需求量预测新模型，并以成都市为仿真
实例验证了其合理性。该模型可以为天然气市场短
期日需求量预测提供一定的帮助。基于本项研究的
认识和成果，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1）城市天然气需求量的影响因素繁多，需要全
面考虑，不能以偏概全只选取最大的影响因素。本
文通过分析讨论，天然气短期日需求量受到日最高
温度、日相对湿度、PM2.5 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季
节、节假日、星期属性、天然气政策、房地产政策

模型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新模型（LS-SVM）

1.423%

ARIMA

2.753%

数据和定量数据，合理选择处理方法有利于提高城

BP 神经网络

3.509%

市天然气日需求量预测模型的精度。

灰色关联预测

2.025%

非线性回归分析

2.607%

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2）影响短期城市天然气需求量的因素掺杂定性

3）城市天然气需求量的预测方法的选择很多，
本文所建立的模型较优于传统的算法，并且具有一
定的通用性，可作为其他地区建立类似的天然气需

3

结论与建议

求量预测模型的参考。

笔者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建立了高精度的

然气的使用与民生行业息息相关，不仅要考虑城市

4）在城市天然气的短期需求量预测中，城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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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行业本身的情况，而且更应当时刻关注相关

320-325.

行业的动态以及政策变动。这样才有利于行业管理

Zhang Chao, Liu Yi, Zhang Hui & Huang Hong. Study on urban

者和决策者做出精准的判断和决策。
5）城市天然气的使用与城市的环境状况有着一

short-term gas load forecasting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model[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4, 58(3): 320-325.

定的联系，对城市天然气短期需求量的预测应当考

[ 8 ] Bai Y & Li C. Daily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forecasting based

虑到城市的环境状况，天然气行业的管理者和决策

on a structure-calibrated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approach[J].

者应多与环境监测相关部分合作。这样才有利于天
然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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