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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编码的电力信息通信资产数据清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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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力信息通信设备资产管理中不断应用的新技术以及泛在电力物联网的逐步推进，在电力信息通信资产

管理与运行的各个环节会产生大量数据，在数据的采集中由于传感器的故障或数据传输误码等原因，造成数据集中

出现数据的异常，这对后续数据的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为了减小数据异常对于后续数据分析造成的影响，筛选

恢复异常的数据，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栈式降噪自编码器的数据清洗算法（Data cleaning algorithm based on SDAE，
DCbS），采用栈式自编码器为电力信息通信资产进行数据清洗，并且考虑到相同的资产数据存在着一定的时间相关

性，相比于普通的自编码器，本文通过滑动时间窗口保存数据之间的短时相关性，提高了数据恢复的精度与异常数

据的点识别能力；并且在 DCbS算法中增加了含噪数据与无损数据之间的残差分析，采用残差对模型进行训练，提

高算法对于数据异常点的辨别和恢复能力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算法的效率。最终本文通过与现有算法进行对比，从

数据的恢复以及异常值的辨别两方面凸显 DCbS算法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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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asset management of powe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the gradual advancement of the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a large amount of data
will be generated in every link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powe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 data acquisition, due to sensor failures or data transmission errors, data anomalies occur in the data set, which causes great
trouble for subsequent data analysi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data anomalies on subsequent data analysis and recover
anomalous data, a data cleaning algorithm based on SDAE (DCb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n this paper, stack self-encoder
is used to clean the data of powe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ssets. Considering that the same asset data has a certain time
correlation, compared with the ordinary self-encoder, this paper saves the short-term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ata through
sliding time window, which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data recovery and the point recognition ability of abnormal data.
Residual analysis between noisy data and lossless data is added to DCbS algorithm. Residual training is used to train the
model, which improves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and recover outliers of data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algorithm to a
certain extent. Finally, by comparing with existing algorithms,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of DCbS algorithm from
two aspects: data recovery and outlier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ssets; data cleaning; stack denoising auto encoder; residual analysis;
outlier identification

大数据技术作为新一代技术，其隐藏的价值将会给很多行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1]。近年来，中

国电机工程学会信息化专委会正式发布《中国电力大数据发展白皮书》，国家电网公司也开展了各类

智能电网大数据应用的科研项目[3]，智能电网中的大数据来源宽泛，如智能电表测量用电数据等[4]。

当前智能电网领域数据量总体呈现指数增长，因此可通过合理、高效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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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领域数据潜在价值[5]。当前智能电网领域数据量总体呈现指数增长，因此可通过合理、高效利用

大数据技术，分析电力领域数据潜在价值[5]。

对于电力领域的大数据，由于行业特殊性，对数据的完整性有一定的要求。文献[6]基于 Spark
框架对电力能源大数据的数据清洗模型进行研究，该模型未考虑数据集中的短时相关性，不考虑时

间关联，数据异常点的判断偏差会增大。文献[7]中提出了将栈式自编码器网络应用于电力大数据的

清洗与恢复中，在训练中随机加入噪声信息，通过对噪声数据的特征进行解析，消除噪声还原数据。

本文结合电力信息通信资产对数据质量有较高要求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栈式自编码器的数

据清洗算法（Data cleaning algorithm based on SDAE，DCbS），DCbS 算法可以辨别异常数据，恢复

重构奇异点和缺失数据，通过引入滑动窗口来保存数据之间的短时相关性并从残差的角度训练模型，

以减少模型辨别异常数据点所需的训练数据。针对电力信息通信资产运行异常的情况，该方法可以

有效的过滤干扰数据。

1 基于栈式自编码器的数据清洗算法

1.1 自编码网络

降噪自编码器（Denoising auto encoder, DAE）作为自编码器的改进，两者具有相同的网络结构

和目标，降噪自编码器是一类接受损坏数据作为输入，并训练来预测原始未被损坏数据作为输出的

自编码器。DAE在训练时会主动向样本数据中随机添加噪声数据，在训练的过程中主动学习消除噪

声干扰重构污染数据，以增加系统的稳定性[8]。

输入数据为 d，在训练过程中数据 d经过破坏，得到 d0，经过编码 d0的隐藏层表示如下：

0 0( ) ( )y f d s Wd b   (1)
此为数据的编码模型，式中：W为 m×n阶的编码权重矩阵，b为 m阶的偏置向量；s函数表达

式为： ( ) ( ) 1/ (1 )us u sigmoid u e   (2)
Sigmoid 函数对边缘进行抑制，对中间的细微变化较为敏感，因此对特征识别度更好，故而选取

Sigmoid 函数作为激活函数。

经过解码，隐藏特征 F的重构表示如下： ( ) ( )F g y s W y b      (3)

此为数据的解码模型，式中 W为 m×n阶的解码权值矩阵，b为 m阶的反偏置向量。

重构数据的结果 F并不能完全精确的与原始结果相同，为了计算误差函数 RH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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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为原始数据集合，F为恢复之后的数据集合，在进行处理之前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损

失函数说明训练的效果，当损失函数最小时，输入数据 d与重构数据 F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被最大化

的提取。将 DAE组合成深度学习的层级结构，可以最大化的提取细致抽象的特征，将残差学习的方

法引入进而得到 DCbS算法。

1.2 DCbS算法

由于电力信息通信资产的状态数据异常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数据记录异常，此种情况为

DCbS算法所需清洗的对象，另一种为由于资产运行状态异常所引起的运行数据异常。因此在训练过

程中，将样本误差和误差持续时间作为数据类型的判断标准，将最大误差函数预置设为 RMAX，最大

误差持续时间为 TMAX，将数据中误差超过 RMAX且误差持续时长低于 TMAX的数据判定为一类异常数

据，这些数据为数据异常点；将数据中误差超过 RMAX且长期为 0或者某一特定值的数据判定为二类

异常数据，此数据为数据缺失，在数据中如误差超过 RMAX且存在一定变化规律，判定为三类异常数

据，此数据为设备状态异常数据。DCbS算法清洗目标为一二类异常数据。

电力信息通信资产的状态参量信息间具有非线性相关性，且各监测参数为时间序列数据，具有

短时相依特征，若直接采用电力信息通信资产原始监测数据训练 SDAE模型，虽能学习获得各参数

间的非线性关系，然而各监测参数固有的短时相依性会被忽略，影响机组状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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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滑动窗口处理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记 X={x(j) i}为电力信息通信资产状态参数数据集，其中，i=1,2,…,n，j=1,2,…,m，n为监测变量

数，m 为采集的样本数据数量。则数据 X 的第 i 个分量表示机组第 i 个监测变量样本数据，即

],,,[ )()()( m
iiii xxxX 21 。设滑动窗口的宽度为β(即滑动窗口内包含β个时间点数据)，窗口每次移动一

个时间点，对于 m个样本数量的数据 X共有 m-β+1个滑动窗口，记 ),,,()( niS l
i 21 为第 l个滑动窗

口采集的第 i个监测参量的数据，则： T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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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个滑动窗口采集的数据为： Tl
n

lll SSSS ],,,[ )()()()( 21 (6)
因此，由公式(5)、(6)，对电力信息通信资产状态参数数据采用滑动窗口处理得到 SDAE模型的

输入数据增广状态数据矩阵： ],,,[ )()()( 121  dmSSSY  (7)
此外，当β=1 时，Y=X，此时增广状态数据矩阵即为原始状态参数数据。采用滑动窗口技术处理，

SDAE 的输入数据由原始数据 X的 n维增至增广状态数据矩阵 Y的 nβ维，样本数据量也相应由 m
变为 m-β+1。

训练过程为对 DAE进行逐层无监督的预训练，在预训练过程中，误差进行反向传播。传统的堆

式降噪自编码器的优化目标为对原始数据 d和破坏数据 d0之间进行端到端的优化，这种优化方法需

要较多特征，并且计算量较大。但是如果从残差的角度出发，原始的函数映射则变为 d和 d+n，n
表示数据中的噪声，DCbS算法的目标为 d和 n之间的映射，误差函数则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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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为噪声，为了防止模型的过拟合，通过引入重衰减项(正则项)防止模型出现过拟合现象，

式中 HR  为权值衰减项。
12

( )

1 1 1
( )

2

l ls s
l

H ji
l i j

R  

  

   W (9)

λ为权值衰减系数，λ=3e-3； )(l
jiW 表示连接 l层第 j个神经元与 l+1 层第 i个神经元的权值参数；

s1、s2、s3分别为第一、二、三层的节点数，即网络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的节点数。

2 算例分析

算例采用某地区部分变电站交换机 2014至 2015的状态检测信息作为训练及测试数据，测试数

据中，对交换机吞吐量这一指标人为的加入噪声以检测算法性能。选取正常运行状态训练，得到初

始模型；选取包括异常运行状态的真实信息进行训练，得到故障数据模型。其中模型输入层规模为

80，包含 3个隐藏层，规模分别为 70、50、70，学习周期为 1000，训练样本数量为 10000组。
表 1 DCbS数据清洗部分结果

Table 1 Cleaning partial results of DCbS data
编号

No.
真实值/Mbps
Real value

污染值/Mbps
Pollution value

修正值/Mbps
Corrected value

是否修正

Yes or no
异常类型

Abnormal type
1 18.85 - 19.43 - -
2 35.63 - 33.64 - -
3 63,28 - 62.19 - -
4 59.45 0 56.82 是 数据缺失
5 34.56 0 37.82 是 数据缺失
6 0.54 - 1.45 否 设备状态异常
7 2.31 - 3.12 否 设备状态异常
8 39.26 0.12 31.53 是 奇异值
9 64.34 643.4 69.19 是 奇异值

表 1中展示了部分增加噪声之后进行清洗的数据集，可以看出经过 DCbS 算法清洗的数据与真

实值基本一致，对于污染数据也具有较好的恢复能力，经过处理的无损数据与原始数据的偏差保持

在 5%之内，对于设备状态异常数据，也能进行良好的识别，设备状态异常数据经过处理之后，依然

保存其特征，方便后续进行继续的处理，对于第一类和第二类数据异常点，DCbS算法也保持了良好

的识别特性，并对其进行了预测恢复，变化 4和 5的数据为缺失数据，人为将真实数据置零，D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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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将器恢复至真实值水平，与真实值误差最大相差 3.26。编号 8和 9的数据为人为造成的奇异点，

即数据产生较大偏差且持续时间较短，DCbS算法对于奇异值的恢复也较为理想。可见，通过 DCbS
算法对电力信息通信资产大数据进行清洗，清洗结果负荷真实数据分布特点。

图 1为将某一连续时刻的检测数据输入 CDbS算法、SDAE
模型以及 DAE模型中的数据清洗结果，时刻点 13、37、122和
187为测试数据设置的奇异点，时刻点 65、150和 166为设置的

数据缺失点，时刻 20至 26 为设备状态异常点。从图 2 中可以

看出，三种降噪编码器数据清洗模型都可以对异常数据进行一

定程度上重构，其中本文提出的CDbS算法重构效果最优，SDAE
次之，整体上 SDbS算法的重构数据与无损数据保持在 5%以内。

表 2 错误检测率仿真结果

Table 2 simulation results from error detection rate
测试样本数量

Samples
设置错误量

Sepup errors
检测错误量

Detection rrors
包含错误量

Contaiing errors
错误检测率/%

Error detection rate
检测的正确率/%

Accuracy in detection
200 7 7 7 1 1
300 16 18 15 93.75 83.33
400 25 27 23 92 85.18
500 32 35 29 90.62 82.86
600 42 46 38 90.47 82.60

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测试样本数量的上升，CDbS算法检测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但是错误的检测

率可以保持在 90%以上，检测的正确率也能保持在 82%以上，可见 CDbS算法可以较好的发现数据

集中存在的异常点。随着检测数据量的上升，CDbS算法的错误检测率和检测正确率有所下降，但是

均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说明 CDbS 算法可以通过对于数据集中存在异常的检验，发现数据集

中存在的误差，为后续的资产状态评估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图 2为训练样本数量与检测样本数量为 500的错误检测率和检测正确率之间的关系，随着样本

训练数量的上升，错误检测率和检测正确率也随之上升，可见 CDbS
模型随着训练样本的上升，性能也在上升。样本数量为 2.5万时，

CDbS模型的错误检测率为 93.01%，检测正确率为 86.73%，错误检

测率提升 2.54%，检测正确率提升 4.13%。随着训练样本的增加，更

多的噪声特征被 CDbS算法模型所学习，故而检测正确率有所提高。

3 结 论

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栈式自编码器的数据清洗算法（Data cleaning algorithm based on SDAE，
DCbS），通过滑动窗口保存数据之间的短时相关性以及含噪数据与无损数据之间的残差分析，以减

少模型辨别异常数据点所需的训练数据。针对电力信息通信资产运行的异常情况，该方法可以有效

地过滤干扰数据。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算法提高了对于数据异常点的辨别和恢复能力，最终从数据的

恢复以及异常值的辨别两方面凸显算法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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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样本时间点下路由器吞吐量
Fig.1 Router throughput at different

sample time points

图 2 错误查找准确率
Fig.2 Accuracy of finding e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