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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能耗预测建筑节能调控与用能优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有关建筑能耗预测方

法只针对特定的数据类型、省略数据清洗过程，且往往实现过程较为复杂，可借鉴性较差。本研究

提出一个预测建筑能耗的完整流程，详细论述了流程的四个步骤：确定主要影响因素、脏数据识别

与标记、数据清洗、模型构建与对比，并对比了流程中可以采用的几种清洗大数据和构建预测模型

的方法。最后通过一个工程实例验证了该流程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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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建筑能耗约占全球所有能耗的 30%，且由于建筑能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二

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1/3[1]。近些年来建筑能耗相关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目前建

筑宏观能耗的统计和预测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增长，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预测方法仅针

对特定数据类型，步骤繁琐难以推广等，致使国家和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时缺乏科

学依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建筑节能工作的推进[2]。而建筑用能中电力是主要能源形式

之一，以 2012 年全国民用建筑能源消耗为例，电力消耗占建筑能源消耗总量的 94.4%[3]。

因此基于已有数据对建筑能耗做出合理的评估和预测尤为重要，可以为能源政策制定提供

科学依据、推进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 

很多学者通过确定影响建筑能耗的主要因素，并选取相应的方法构建预测模型，达到

预测建筑能耗的目的，做了诸多探索。Jialin Wu 等[4]根据上海 130 栋公共建筑的能耗数据，

得出建筑能耗与建筑不同功能分区的面积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预测多功能公共建

筑能耗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李璐等[5]确定温度、湿度、风速、日照时数、天气情况和

节假日 6 个因素作为影响建筑电耗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一种基于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的公

共建筑电耗预测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公共建筑电耗。Zhitong Ma 等[6]确定包含天气

数据和经济因素在内的 7 个因素为影响建筑能耗的主要因素，并通过 SVR（support vector 

regress）方法预测中国南方的建筑能耗。由以上文献可知，目前预测建筑能耗的技术手段

大致分为五步：确定主要影响因素、获得并处理建筑能耗数据、构建预测模型、测试模型

和模型应用。但是现有的研究中，各种预测方法只针对特定的数据类型，省略数据清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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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且往往实现过程较为复杂，可借鉴性较差。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一个预测建筑能耗的完整流程，为预测建筑能耗和推进建

筑节能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2  能耗数据清洗及预测方法 

基于大数据预测建筑能耗时，首先需要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即模型的影响变量。然

后通过识别与标记脏数据并进行数据清洗，得到连续完整的数据集。最后基于大数据构

建预测模型，并对比不同模型的精度，选择精度最高的模型预测建筑能耗，具体流程如

图 1 所示。 

 

 

 

 

 

 

 

 

图 1 建筑能耗预测流程 

2.1  确定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建筑能耗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建筑区域内的经济、能源价格、建筑数量、天气情

况等，具体建筑的结构形式、用电设备、居住者的用能习惯等都会影响建筑能耗。而很多

数据（如经济、用电设备参数等）获取难度较大，且对模型的精度影响较小，可以通过替

代变量（如时间序列、空间序列等）间接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此外，并非数据越多、考

虑的影响因素越多，模型的精度就越高，而是根据需求确定主要影响因素，从而构建更加

精准的预测模型。 

2.2  脏数据识别与标记 

详实、准确的数据是建筑能耗预测的基础，如果不能保证数据质量，将无法得到任何

可靠的结论。因此在清洗和处理建筑能耗数据前，应该识别和标记脏数据，从而在整体上

把握数据质量，为进一步的数据处理做准备。建筑能耗数据大多通过实地测量获得，由于

测量仪器较多、测量周期较长，仪器读数出现异常的概率很大；且在整合数据时，也经常

出现数据遗漏或重复的情况，导致建筑能耗数据中包含较多的缺失数据、冗余数据以及异

常数据。而建筑能耗数据通常按一定规律分布，如按楼层分布、等时间间隔分布等，故很

容易通过程序化的方法来识别脏数据，并将脏数据的类型、位置、数量等可视化，从而直

观展示原始数据的质量和分布规律。常见的脏数据可视化方法如下： 

(1)  图表标记。即用图表的方式展现数据分布规律，并标记脏数据（如将脏数据全部

置零），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数据质量。 

确定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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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屏幕输出。即程序执行过程中，直接在屏幕上输出脏数据的类型和位置，便于精

准定位脏数据及数据清洗。 

(3)  原数据库标记。即在原始数据库的相应位置标记脏数据，便于在数据共享或数据

重复利用时根据需求直接进行数据清洗。 

2.3  数据清洗 

根据 2.2 中的可视化结果可以判断原始数据质量，从而选择数据质量更高的数据集或

子数据集进行清洗，以便构建更加精确的预测模型。在对选择的数据集进行清洗时，首先

删除冗余和异常数据，然后再填补缺失数据。常用的数据填补方式有插值法和模式分析法

两种。插值法计算简单，在缺失数值不多的情况下可以快速得到结果。常用的插值法有拉

格朗日插值、分段线性插值、三次样条插值等，其中样条插值可以通过低阶多项式实现较

小的插值误差，得到了广泛应用。模式分析法是对历史各年同期能耗数据规律进行分析，

并与缺失值前后的用能数据进行对比，找到用能模式相同的历史数据，利用加权平均的方

法进行填补[7]。这种方法对历史数据的要求较高，若历史同期也存在数据缺失，则可以考

虑利用同一时间不同区域的用能数据进行模式关联和分析。 

2.4  模型构建与对比 

构建建筑能耗预测模型的方法大致分为人工智能和多元回归两种[2]。多元回归法计算

简便，节约计算资源，能够快速获得对预测值的估计，而缺点在于预测结果依赖于人为设

定的回归方程的形式。人工智能法推广能力好，可以应用到各类预测问题中，且预测结果

精度更高。但是缺点在于模型的复杂度较高，因此计算资源需求较大，而且对样本的数量

也有较高的要求，很容易过拟合，反而无法得到正确的预测结果。 

构建预测模型后，通过模型预测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建筑能耗，并将预测结果与已知数

据比较，检验模型的精度。对比不同模型的精度可以确定最佳的数据清洗方式和预测模型，

并将精度最高的预测模型用于实际预测建筑能耗。 

3  工程实例 

本研究选取湖南长沙向日葵广场的能耗数据，该建筑的总面积为 149386m2，数据形式

为间隔 15min 的建筑总用电量表头值，原始数据如图 2 所示。 

3.1  确定主要影响因素 

公共建筑电耗与天气、节假日、当地经济、建筑功能分区等因素有关，但是准确获取

当地经济和建筑功能分区等数据难度较大。此外天气数据虽然在构建模型时容易获取，但

是在使用模型进行预测时，天气作为影响变量仍需要通过预测才能得到，会增大预测结果

的误差。故考虑时间序列和节假日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即将前一天的用电量和当天是否是

节假日作为影响变量。 

3.2  脏数据识别与标记 

由于原始数据等时间间隔分布，故很容易程序化识别脏数据，并将脏数据全部置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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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图的方式直观显示数据分布规律及脏数据的数量，如图 3 所示。 

  

图 2 原始数据 图 4 数据清洗后建筑每日耗电量 

 

 

图 3 数据清洗前建筑每日耗电量 

3.3  数据清洗 

由图 3 可以看出，前后建筑用能的规律不一致，可能是局部建筑功能或建筑能源结构

中途发生改变所致，因此在构建预测模型时不考虑前半部分的电耗数据，而是选择后半部

分数据质量更高的子数据集。数据清洗时，首先删除异常数据和冗余数据，然后填补缺失

数据。由于历史数据较少，采用模式分析法填补数据误差较大，且缺失数据不多，故用插

值法填补数据。分别通过样条插值中的梯度插值（zero）、线性插值（slinear）、二次（quadratic）

和三次 B 样条曲线插值（cubic）填补缺失数据，得到清洗后的数据集，结果如图 4 所示。 

3.4  模型构建与对比 

由于建筑电耗数据量并不大，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构建模型容易出现过拟合的现象，

脏数据标记 

数据质量更高的子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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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导致预测精度不高，故考虑通过多元回归的方式构建模型。以前一天的用电量和当天

是否是节假日为影响变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构建预测模型，回归方程如下： 

cDbEaE  0                              (1) 

式中，E 为待预测的建筑电耗；E0 为前一天的用电量；D 表示当天是否是节假日，若是，

D=1，否则 D=0；a、b、c 为常数。 

四种不同的插值方式得到的数据集的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四种回归结果总体相近，

其中阶梯插值得到的数据集回归精度最低，线性插值得到的数据集回归精度略高于其它三

种插值方式。 

表 1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插值方法 
常数项 

(a) 

前一天用电

量系数(b) 

节假日系数

(c) 
R2 

阶梯插值 756.8 0.646 -336.7 0.607 

线性插值 752.5 0.648 -336.3 0.683 

二次B样条曲线插值 778.4 0.641 -359.1 0.682 

三次B样条曲线插值 769.7 0.645 -351.7 0.680 

选取最后 12 天的建筑电耗数据为测试集，检验四个模型的预测精度，检验结果如图 5

所示。四个模型的预测精度大致相近，其中线性插值得到的数据集回归的模型预测精度略

高于其它三种方式。四个模型 12 天的预测结果的平均误差均在 7%左右，预测精度较高。 

由以上计算和分析可知，多元线性回归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建筑能耗预测模型的构建方

法，既能快速建模，又能保证一定的精度，使模型满足预测要求。在进行数据清洗时，通

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现数据的分布规律并标记脏数据，可以准确把握数据质量，便于选取数

  

(a)实际和预测日耗电量对比 (b)预测误差 

图 5 模型精度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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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更高的数据集或子数据集进行后期的清洗和模型构建。通过案例分析与对比，采用

线性插值的方式填补数据集中缺失的数据，计算量较小，且能保证较高的精度。 

4  结论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预测建筑能耗的完整流程，即首先根据可获得的数据确定建筑能耗

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标记并识别脏数据并进行数据清洗，最后构建预测模型并对比不同

模型的精度，选择精度最高的模型预测建筑能耗。本研究对比了预测建筑能耗流程中可以

采用的几种数据清洗方法以及模型构建方法，为预测建筑能耗时清洗数据以及构建预测模

型提供了科学依据。工程实例验证结果表明，根据数据特点选择合理的数据清洗方式和模

型构建方式，可以得到更好的预测效果。 

建筑能耗预测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但是基于预测结果对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提出科

学系统的建议却很少受到关注。之后的研究可以从优化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建筑区域分

布、建筑用电设备等角度出发，基于现有的建筑能耗预测方法及预测结果，探究推进建筑

节能工作的可行方案，为国家和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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