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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风力发电机偏航系统控制策略
研究现状及展望
沈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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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航系统控制策略直接决定着风力发电系统的经济效益。本文在介绍偏航系统工作

原理的基础上，把风力发电机偏航系统控制策略分为重启对风策略和执行对风策略，并分别评
述了研究现状。分析结果表明当前业界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偏航系统执行对风策略方面，偏
航系统重启对风策略新的研究开展较少。文中在量化分析偏航系统实际运行数据、风电场风速
风向实测数据及风电机组功率曲线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偏航系统重启对风策略存在过多将偏
航系统寿命消耗在低风速区的不足，影响了偏航系统寿命周期综合经济效益；偏航系统重启对
风策略制定需综合考虑风电场实际风能特征、风电机组发电功率特征等因素，研究能实现偏航
系统动作寿命的高效利用的新型重启对风策略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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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 and Review of Control Strategy of
Large Wind Turbines Yaw System
Shen Xiaojun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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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w system control strategy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wind

power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 yaw system control strategy is divided into
reboot tracing wind strategy and implement tracing wind strategy, and research status is reviewed
separately.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 is implement tracing wind strategy of
yaw system, but new research on the reboot tracing wind strategy of the yaw system is less.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of yaw system real operation data, field wind source data and power
curve of wind turbin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reboot tracing strategy of yaw system
has the defect of the more lifetime of yaw system consumed in low wind speed segment, and
influences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yaw system life cycle; formulating yaw system reboot wind
tracing strategy should comprehensive consider wind farm wind source characteristics and wind
turbine power gener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here is great value that carried out new reboot wind
tracing strategy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the yaw system operation life and should be
concerned.
Keywords：Wind turbines, yaw system, control strategy, economic operation

视 [1,2]。风能的高效利用依赖于风电机组对风向的高

1

引言

效追踪。偏航系统是实现风电机组快速精准有效对
风，避免风能损失的执行机构，是水平轴风力发电

风能因其巨大的蕴藏量、可再生、分布广、绿
色无污染等诸多优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重

机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对于大型风力发电机，当
偏航系统追风功能丧失后，风电机组必须停机

[3] 。

偏航系统性能的直接决定着风电机组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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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性。风能独特的随机性、间歇性、塔影效应、

感器的输出信号来控制偏航动作。当风向变化超过

反调峰特性对偏航系统的控制策略提出了很高要求。

设定允许范围时，偏航控制器便会发出偏航指令控

本文在介绍偏航系统工作原理的基础上，概述了偏

制偏航电机带动偏航大齿圈执行偏航校正动作，使

航系统控制策略研究现状，结合实际运行数据，讨

机舱准确对风，以获取最大发电功率。研究者认为

论了传统偏航系统控制策略存在的局限性。

偏航系统追风策略应分为两个层面： ①偏航系统什
么工况下应该重启对风； ②满足重启对风条件后如

2

偏航系统工作原理

何高效准确地实现对风。典型的主动偏航系统控制
策略如图 2 所示。

偏航系统又称对风装置，一般由偏航驱动装置、
偏航传动装置、偏航制动器、偏航计数器、风速风
向计、偏航轴承、纽缆保护装置等组成。偏航系统
一般可分为主动偏航系统和被动偏航系统，其中被
动偏航系统是依靠风力通过相关机构完成机组对风
动作的偏航方式， 主要用于小型风机；大型风机一
般采用主动偏航， 主动偏航系统功能框图与工作过
程如图 1 所示 [4,5]。

（a）偏航系统功能框图

图2

大型风力发电机偏航系统控制策略流程

Fig.2

Control strategy flow of large wind
Turbines yaw system

3.1
（b）偏航系统工作过程原理图

图1
Fig.1

偏航系统功能框图与工作过程

Yaw system function diagram and working process

偏航系统工作过程如下：风速风向传感器作为

偏航系统重启对风策略
文献资料检索与现场调研结果表明，大型风电

机组偏航系统重启对风策略较为简单，主要采用简
单的偏航误差角 θ 和时延阈值 T 整定予以判断，当
对风误差角 θ 大于整定阈值 θ d ， 且持续时间 T 大

感应元件将风向的变化用电信号传输到偏航电机控

于 T d 时，则启动重新对风，以追求全风速段的

制回路控制器中，控制处理器经过比较判断发出偏

MPPT 和理论最大发电量为目标。现场绝大部分风力

航命令到偏航电机，偏航电机通过偏航齿轮箱、减

发电机重启对风策略中偏航误差角 θ 、 时延 T 参数

速器与调向小齿轮带动偏航大齿轮运动，机舱随之

整定未区分风速，覆盖可利用风速全段；只有少部

运动，当对风动作完成后，风向风速传感器失去电

分风电机组对可利用风速段分高、低两级风速分别

信号，偏航电机停止工作，偏航制动器锁紧，偏航

进行差异化参数整定。

过程结束。

3.2

偏航系统执行对风策略
文献资料检索分析结果表明风电机组偏航系统

3

偏航系统控制策略研究现状

完成对风策略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取得了诸多
研究成果，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偏航系统高效精确的追风与其控制策略是密不
可分的，因此，先进的偏航系统控制方法及策略研
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和焦点。
风力发电机主动偏航是偏航控制器通过风向传

3.2.1

基于爬山算法的偏航系统控制策略

爬山控制算法通过采用递归调用方式逐步提高
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以使输出功率趋近最大输出功
率，并被用于风机的输出功率检测。该算法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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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框架来分析和描述解决离散优化问题的启发式

它无需对风向判断便可直接给出风的变化方向 ，而

算法，它 是一种局部择优的方法 ，是对深度优先搜

且对于风向变化是鲁棒的。但风向标控制算法的风

索的一种改进算法，从收敛结果和与其他算法相比

向判断会在 ±15°内失效，需要采用其他算法或策

这两方面可以来评估该算法的性能

[6] 。爬山算法从

当前的节点开始，和周围的邻居节点的值进行比较 。

略继续进行偏航控制。因此，当风向变化绝对值大
于 15°时，偏航控制器进行风向标 VC 控制。当与

如果当前节点最大，那么返回当前节点作为最大值，

风向角度差缩小到 15°内时，偏航电机继续旋转直

反之就用最高的邻居节点替换当前节点，从而实现

至机舱旋转 5°，而后的 3°转而进行 HC 算法控制。

到最高点 目的。

如果功率变化值大于功率差值给定值，继续进行偏

偏航系统采用的爬山算法通过控制功率并采用
递归调用的方式逐步提高输出功率，追踪使输出功

航，否则，结束偏航动作。
当风向变化绝对值大于设定偏航起始而小于

率逼近最大输出功率 P max 。为了达到期望的最大输

15°时，偏航控制器则直接根据功率变化进行功率

出功率值，需连续测量合适时间间隔内的发电机输

控制。若功率变化小于功率差值给定值，不进行偏

出电压和电流，求出风机输出功率值，并将所测量得

航动作。反之，功率变化超出功率差值给定值，则

到的功率值与上一时刻测量值进行比较，取功率大

控制偏航电机逆时针转过 5°。如果风向变化绝对

的测量值作为新功率值，不断寻找最大输出功率点 ，

值仍然小于 15°，则继续进行以下操作，否则进行

直至达到最大功率。偏航电机的旋转方向由前后功

按照前段上段进行控制。

率值比较决定，功率变大电机正转，反之，偏航控

如果功率变化变小，说明偏航方向正确，继续

制器控制电机反转。此外，为了防止偏航电机频繁

在原偏航方向上进行功率算法偏航控制，直至功率

启停造成不必要的损耗，从经济的角度需设定一个

变化值小于给定允许值。如果功率变化变大，则控

对应偏航电机启停判断操作的给定输出功率阈值。

制偏航电机顺时针转过 5°，如果功率变化变大，

爬山算法下的偏航系统控制策略如图 3

说明功率变化是风速变化引起的，偏航电机不再旋

所示 [7] 。其

中，ΔP 为两次功率测量值之差 ；P ref 为参考功率值 。

转。否则，在原方向上继续进行偏航控制，直至功
率变化小于功率差值给定值。
基于风向标和输出功率的偏航控制策略流程图
如图 4 所示 [8] 。其中： V d 为风向； P *为功率给定值；

图3
Fig.3

基于爬山算法的偏航系统控制策略流程图

Control strategy flow chart of yaw system based on
hill climbing algorithm

3.2.2

基于 VHC 算法的偏航系统控制策略

VHC 算法能搜索偏航过程中风机输出功率的最
大值，能在功率监测误差的范围内提高机舱対风精
度。风向标 VC 控制算法适用于大范围的风向变化，

第 30 卷第 10 期

沈小军等

大型风力发电机偏航系统控制策略研究现状及展望

199

式中， θ av(n+k)为[n,…,n+k]时间内的样本均值；参
数 k 为修正比例系数。
则预测结果为

 (n  k )   0 (n  k )   (n  k ) m (n  k )

vmin

（3）
 m (n  k ) 
v(n  k )

 0 (n  k  1)   (n  k  1)   (n  k  1)   m (n  k )
式中， θ 0(n+k) 为系统实际角度； θ m (n+k) 为系统最
大偏航角； θ 0(n+k+1)为由 n+k 时的结果与
n+k+1 时的风速得到的目标角度。
通过采用卡尔曼滤波的方法， KHC 偏航系统控
制策略能够利用短时间内风向在一定范围内连续性
变化的特性，使偏航系统既能够准确预测、自适应
跟踪风向，避免了偏航机构的频繁动作。通过预测
偏航系统目标角度，能够优化偏航系统运作性能，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对风的准确性。
3.2.4

PIDNN 偏航系统控制策略

PIDNN 控制策略基于 CPSO 算法，此算法是对
图4
Fig.4

基于风向标和输出功率的偏航控制策略流程图
Control strategy flow chart of yaw system based on
vane and output power

随机合作粒子群算法（ CRPSO）的一种改进算 法
[10] 。CRPSO

算法包含了多个子群，采用随机方式在

子群中选择每个子群的最优位置用于粒子速度与位

P 为中间变量； P f 为检测得到的瞬时功率反馈值；
ΔP 1、 ΔP 2 为风速或风向变化时的功率变化值；

置的更新 [11]。CPSO 算法综合了 CRPSO 算法与
PSO 算法的优点，不仅能使用其他子群最优位置，

ΔP *为功率差值给定值； Δ 为 ΔP * 某常量赋值； θ 为

而且还保留了子群自身的最优位置，保持了粒子的

偏航电机旋转角度。

多样性并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该算法在粒子进

3.2.3

化过程中考虑了更多的信息，使系统的全局搜索和

基于 KHC 算法的偏航系统控制策略

功率检测算法在小范围风向变化时能够在一定

局部搜索能力得到平衡，易于发现全局最优值，使

程度上实现精确对风，但仍会带来风向在极小范围

得偏航 系统的鲁棒性得到增强 [12]。PIDNN 控制策略

变化时以及干扰情况下偏航系统频繁动作的不足，

将偏航电机与矢量控制部分以及三相逆变附加电路

这会使得偏航系统主要部件磨损严重，降低部件可

视为整体被控对象并加以控制， PIDNNC-I 控制系

靠性，缩短了偏航结构的使用年限，降低了偏航系

统简化框图如图 5 所示。

统的综合效益。因此 KHC 算法在以爬山法为核心
的基础上，同时采用了优化卡尔曼滤波算法。
卡尔曼滤波算法工作原理为

[9] ：通过短时采样，

获取风速参数，包括 [v(n),v(n+k)]与对应角度，得

图5

到风的摇摆范围为

PIDNNC-I 控制系统简化框图

Fig.5

 vmax  vmin 

 vmax  vmin 

 s (n  k )  2 arcsin 

（1）

然后采用动态阻尼系数 ξ(n+k) 通过预测调节
  (n  k )   av (n  k ) 
 1
200



 (n  k )  K ln 

（2）

Simplified block diagram of

PIDNNC-I control system

控制系统的 PIDNNC-I 控制器包括 PIDNNI 辨
识器、 PIDNNC 控制器、以及积分控制器。
PIDNNI 辨识器用于完成了 NARMA 模型近似模型
NARMA-

L2 的参数辨识 [13]；PIDNNC 控制器可由

辨识后再经由代数变换得到。 PIDNNC-I 控制策略
在大范围误差跟踪时采用 PIDNNC 控制，在小范围

200

Fig.7

误差跟踪时采用 PIDNNC 和积分的合成控制，以提
高控制系统的鲁棒性与控制精度。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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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偏差以及偏差变化率集合赋值，便可建

基于模糊控制算法的偏航系统控制策略

偏航系统的模糊控制能够对输入信息进行模糊
化处理，并制定出模糊控制规则，一般包括模糊控
制器的设计、模糊规则库的建立、模糊状态表的建
立、模糊控制查询表的建立等步骤

Diagram of Fuzzy-PID control system

[14] 。模糊控制器

的系统方框图如图 6 所示。

立模糊规则库，进而建立模糊状态表与模糊状态查
询表。同 PID-Fuzzy 控制分段相比， Fuzzy-PID 复
合控制具有在偏航系统控制方面有着更优越的表现，
对于提高偏航系统的稳定性与鲁棒性有着重要意义
[17] 。

3.2.6

基于人工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的偏航系统控

制策略
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是一种存在于生物体的复
杂调节系统，它是一种多维立体网络机构，并协调
互相检查。人工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算法包括当前
偏差算法、偏差处理算法、主控制参数优化算法、
图6
Fig.6

模糊控制器系统流程图

参数优化遗传算法 [18]。

Block diagram of fuzzy controller system

基于人工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的偏航控制策略

除去单一的模糊控制，把模糊控制与传统

在研究偏航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生物学信息

PID 控制器相结合也是偏航系统常见的控制策略。

处理机制的网络优化控制模型，并分析研究了生物

该控制策略能将模糊控制与 PID 各自的优点综合在

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控制，用 “风偏离单元”和

一起，并能相互补充彼此存在的不足，更好的完善

“风偏差处理单元 ”模拟机体免疫系统， “控制单

偏航系统的追风性能，比较常见的将模糊控制与

元”模拟生物内分泌系统， “优化单元”模拟生物

PID 控制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有 PID-Fuzzy 分段复合

神经系统，并建立自适应偏航追踪最大功率神经系

控制和 Fuzzy-PID 合成控制等方法。

统，实现对偏航系统的精确有效控制。人工神经内

PID-Fuzzy 分段复合控制方法是通过 PID 控制
与模糊控制分段切换来实现偏航系统控制。偏航系

分泌免疫偏航控制系统的结构如图 8 所示。其中

ε 为风向偏差。

统工作开始阶段会预先进行判断，如果检测到的反
馈值与系统的给定值之间的偏差大于设定的阈值，
利用模糊控制良好的动态性能，减少超调；如果偏
差减低到阈值给定值往下，则切入 PID 控制，以减
少系统稳态误差 [15]。由于模糊控制能有效消除偏航
系统中的超调和振荡，并且快速响应系统的变化，
同传统的 PID 控制器相比，将模糊控制与 PID 相

图8

结合分段控制的方案，使得偏航系 统具有更好的 追

Fig.8

踪性能，改善了系统的性能。

过模糊推理、模糊关系合成等运算，获得控制量。
它的功能方框图如图 7 所示 [16]。其中 e 为偏差；
ec 为偏差变化率。

Control structure diagram of yaw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nerve endocrine immune

Fuzzy-PID 的控制结构组成包括常规 PID 和模
糊控制器两部分。它的核心部分是组模糊规则，通

基于人工神经内分泌免疫的偏航系统控制结构图

风偏差单元以及风偏执处理单元的性能由控制
单元调整，优化单元根据遗传算法优化处理单元和
控制单元的参数。

4

讨论与展望
偏航系统新型控制算法与控制策略的运用，在

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偏航系统的追风性能，对提高风
电系统的发电量及发电效率和延长调向组件的寿命
图7

Fuzzy-PID 控制系统结构图

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第 3 节可知，当前业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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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航系统的控制策略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层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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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际风场风速各区间占比情况

如何能使机组快速精确实现对风，而对第一层面关
于偏航系统重启对风策略研 究较少，未引起足够的
重视。
风电场实际运行数据统计结果表明，风电机组
的偏航系统的动作是非常频繁的，如图 9 是中国南
方某海岛风场五年偏航系统动作次数统计。由图
（b）各风速区间内偏航次数占比情况

9 可知偏航系统动作次数最少的已达到近 170 次/天，
最多的已达到 380 多次/天。笔者对张北风电基地某
陆上风电场风电机组的偏航次数统计结果平均也达

图 10

张北某风场的实际风速与偏航动作次数分布

Fig.10

Actual wind speed and yaw motion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one wind farm in zhangbei area

到近 200 次/天。

由图 10 可知，小风时刻风向变化频繁，大风时
刻风向变化则相对缓慢稳定，在低风速区与中风速
区偏航次数很多，而在高风速区占比却相对较小。
鉴于中、低风速的占比大，而 风力机 输出机械功率
满足式（4）
图9
Fig.9

某海上风场五年偏航运行数据统计图
Statistical diagram of an offshore wind farm
five years yaw operation data

风力发电机组偏航过程中会产 生陀螺力矩等问
题，频繁启停会对偏航系统和与其关 联的其它部件
造成损伤，影响风机系统的稳定运行。统计表明风力
发电机偏航系统常见故障有齿轮断裂、回转支撑故
障、振动噪声、偏航计数器故障、偏航过载、偏航
位置故障、左右偏航反馈丢失、偏航位置传感器故
障等 [19,20] 。上述故障不但缩短了偏航系统的使用寿
命，加重了工作人员繁重工作量，并且由于故障发
生、故障检修与故障消除过程中需机组长时间停运，
产生极大的运行维护费用和发电损失，从而降低了
风电机组运行周期内的综合经济效益。
再者，风场风速是变化的，并且低风速区与中
风速区占比较大，高风速区所占比例较小，如图
10 是张北某风场的实际风速与偏航动作次数分布统
计情况。

PV max 
式中

1
 R 2 CpV 3
2

（4）

ρ——空气密度 ；
R——风轮半径 ；
C p ——风能利用系数；
V——风速。

假设 C p 为定值，则风力机 输出机械功率增长
可表达为


(V  v)3  (V )3
P 
P额定功率
3

Vman
fa

Vmanfa , V Vongrid
P  0 V ≥≤

（5）

式中 ΔP ——风速 V 增加 ΔV 时的功率 输出增量 ；
V manfa ——满发风速 ；
V ongrid——并网风速。
由式（ 5）可知风力机输出功率在不同风速区间
增长不同，具有在中风速区间增速极快，而在低风
速区风速增长极为缓慢，在高风速区功率保持不变
的特点，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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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理论风能利用力和发电量为目标，未考虑风力发
电系统寿命周期经济效益最优的问题。风向变化规
律与风速大小作为风场风能资源测量与分析的两个
重要方面，同时也应是偏航系统对风行为控制过程
中的关键变量，从寿命周期角度研究偏航系统重启
对风策略是值得研究的。笔者初步的研究结果已表
明结合风电机组出力特性，采用多级阈值策略，增
大中速区间的风能利用率，不仅能有效降低偏航系
图 11
Fig.11

风速增加 1m/s 所对应输出功率增长示意图

统总动作次数，还能不降低总发电量，具有显著的

Power output growth diagram corresponding to

经济效益。

wind speed increase of 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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