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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lectric power load forecasting course is an important course to power universities and power related school, and it has 

many quite different features from other courses. The paper analyzes som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is course, for example, a lot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s involved, the course itself is boring, there is a lack of practice, and assessment method is relatively single. 

After analyzing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everal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interaction in class, organizing 

practice and reforming examination method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urse reform i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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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负荷预测课程是电力院校以及开设电力相关专业的学校较为重要的课程，其自身拥有很多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电力负荷预测课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利用数学知识较多，课程枯燥、缺少实践环节、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等等，

进而提出加强课堂互动、组织实践环节以及改革考核方法等几项措施，希望能对高校这门课程的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电力负荷预测；教育改革；学习积极性 

1．引言 

1.1  课程简介 

“电力负荷预测技术及其应用”是电力院校以及其他高

校开设电力相关专业课程的专业主干课1。负荷预测就是在

正确的理论原理指导下，从已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电力

需求情况出发，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与研究，利用一套

能系统处理过去与未来负荷变化的可靠方法和手段，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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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用电需求的发展趋势做出预先科学合理的估计和推测。

课程内容包括了电力负荷的相关基本概念、电力负荷的经

验技术与经典技术、趋势外推预测技术、回归模型预测技

术、随机时间序列预测技术、灰色预测技术等各种预测的

算法，以及介绍了预测技术的新发展和负荷预测系列软件

等等。 

1.2  课程的重要性 

电力工业是国家非常重要的基础行业之一，对于我国

的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随着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电力市场改

革的不断推进，对电力负荷预测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亟

待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知识提高和人才培养。 

电力负荷预测是电力系统调度、用电、计划、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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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提高负荷预测技术水平，有利

于计划用电管理、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和机组检修计划、

节约能源、降低发电成本、制定合理的电源建设规划以及

提高电力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我国电力事业

的发展，电网的管理日趋现代化，电力系统负荷预测问题

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实现电力系统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由于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发源地，所以，在高校内开展的相

关课程的教育至关重要。 

2．相关知识储备分析 

2.1  前期准备 

“电力负荷预测技术及其应用”的课程与数学知识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很多的预测算法中，不仅用到了基本

的数学模型，比如弹性系数、指数平滑法，另外还有在回

归预测中运用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在灰色预测中

运用到线性代数的知识等等。所以，在学习电力负荷课程

之前，应该对数学知识进行一个有效的整理与复习，让同

学们可以在学习负荷预测的算法中不会因为数学知识的遗

忘或者不贯通而止步不前。另外，对于专业的电力相关词

汇，也要提前做一定的了解与解释，这样可以使学生学习

理解起来更加轻松。 

2.2  学习过程中 

学习过程中，要使每一位同学认真去理解每一种预测

算法的思想，不要硬记公式，将每一种方法讲解透彻，可

以让学生自己从头推导一遍。并使用电力负荷预测的软件

进行操作，加深理解。另外，建议学生对新学到的相关数

学知识、算法知识进行及时的预习、复习，课下要花费一

些时间来学习，不能光靠课上的时间，这样可能会跟不上

老师的步伐，课下也容易遗忘，自己的学习可以加深印象。 

3．课程的教育现状 

3.1  教育方式 

课堂教师直接讲解各种预测方法的算法，例如，一次

滑动平均预测法、季节型趋势预测技术、灰色预测方法的

推导过程。老师直接向学生灌输这些知识，而缺乏了互动

与交流，讲义内容也比较枯燥。 

考试有笔试、写论文等形式，学生准备的程度不是很

理想。 

 

 

3.2  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老师直接教算法的教学方式和讲义内容使得学生上课

觉得枯燥无味，无法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大多没有

听课的积极性，课下也没有进行自主学习，上课跟不上节

奏，因而与老师的互动也较差。另外，考核的方式与内容

也比较容易，学生就更没有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了。 

3.3  学习程度 

通过调查华北电力大学近几届学习过该课程的学生的

情况，发现大多数同学对该课程的学习都是浅尝辄止，收

获并不多。学习前没有进行数学知识的回顾，学习过程中

觉得有些吃力，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没有听课的热情。到

了考试的时候，也就是突击应试，结课作业大多依靠网络

来完成，或者是相互借鉴，抄袭。很多都是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 

也有极少数同学学习的效果较佳，他们都是做了很多

努力工作的，包括主动去学习数学知识，课下认真做好预

习与复习，平时与老师的交流也非常密切，存在的问题都

通过老师、同学间的交流解决了。 

整体来看，目前的教学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还需

改进，提出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4．调查问卷的分析 

为了调查华北电力大学关于“电力负荷预测技术及其

应用”这门课程的实际学习情况以及同学们的意见，制作了

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见附录），对华北电力大学学习过该课

程的同学们进行了调查，得到了 100 份有效调查问卷。分

析调查得到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超过 50%的同学对自己学习该课程的情况的评价

是“一般”，很少有“好”的，可见同学们对这门课程并没有

很大的信心； 

（2）对自己评价情况不太好的同学反映的情况大多是

数学知识与预测知识的不贯通，上课没有兴趣，不太听讲，

课下也没有做一些准备； 

（3）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同意在学习电力负荷预测技术

的前期应该进行一个数学相关知识的复习与整理，他们认

为这样会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有很大帮助，因为有一些同学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数学知识跟不上负荷预测

的算法知识，接着就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但是希望能有

老师带领着一起进行复习回顾，课下很少有同学会主动去

做这种复习巩固工作； 

（4）67%的同学表示同意课程中加入上机实践，因为

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用到一些预测的系统或软件，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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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在幻屏幕上展示，同学们并没有自己跟着老师操作

的机会，下课之后也差不多遗忘了。如果加入上机实践，

可以对电力负荷预测的算法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5）同学们对考核的方式意见是：可以结合笔试与结

课作业一起，这样能够培养同学们的学习能力，也更加重

视这门课，也可以更加全面地对学生进行考核； 

（6）同学们对该课程的一致看法是：上课的时候不太

能跟上老师的节奏，因为缺乏了很多相关知识，而且课前

也没有进行预习工作，课后也没有及时进行巩固，没有学

习的动力与积极性； 

整体上来看，同学们还是能够认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

性的，但是目前的教学方式让大家很少会有学习的积极性，

同学们也都很期望能够有好的教学改革，提升同学们学习

的兴趣。 

5．对课程改进提出的意见 

针对“电力负荷预测技术及其应用”这门课程的特点，

以及目前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和同学们对该问题的反馈情

况，提出几点改进措施： 

（1）在学习电力负荷预测方法之前，先由老师带领学

生们进行一个数学知识的复习回顾，防止同学们在学习课

程内容时因为数学知识的遗忘而跟不上教学的节奏进而丧

失学习兴趣； 

（2）将课堂教师讲解与上机实践结合起来，在上机课

上借助 Eviews、Matlab 等多种预测软件及工具软件加深学

生们对预测方法的理解，提高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上机课

可以布置一些上机作业，这样也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认

真程度和对这门课的重视程度； 

（3）采取笔试与结课作业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笔试

的题目尽量以考核学生对算法理解性的角度去考核，作业

以个人为单位，并且要有一定的质量要求，可以一定程度

上改善学生们的学习情况； 

（4）上课过程中，增加与学生们的互动，及时了解学

生们不懂的地方，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的梳理和查漏补缺，

也可以提升学生们上课的积极性和集中他们的注意力。 

6．结语 

电力负荷预测是电力系统规划决策、经济运行的前提

和基础，电力负荷的准确预测对电力系统的经济运行和国

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电能难以大量储存的特

点，导致了在供电过程中，电能的生产和消费必须时刻达

到平衡。所以电力负荷的准确预测，在国民经济，国家发

展等问题上至关重要。而它的研究对象繁杂，还需要进行

电力市场检测和预警。由于电力的社会属性，还受到大量

复杂因素的多重干扰，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负

荷预测理论方法，研究如何开发实际的电力负荷预测系统，

提高负荷预测技术水平，这样有利于提高电力系统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现在越来越多的预测方法不断涌现，从经典的单耗法、

弹性系数法、统计分析法，到目前的灰色预测法、专家系

统法、模糊数学法，再到新发展的神经网络发、优选组合

法、小波分析法，以及很多新开发出来的预测软件，都对

电力负荷预测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

对负荷预测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而高校作为

培养人才的摇篮，这就要求在高校内就要注意培养学生们

的能力，就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课程教学改革是非常必

要的，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改善这种情况，让大学生们在校

园里可以真正学到有用的预测方法，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大

的帮助。本文通过分析目前的教学情况以及对学生群体进

行的调查提出了几点改革建议，希望能对教学改革有所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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