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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随机性与间歇性的存在，给大型风电场并网后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提出了新的

问题和挑战。本文应用概率统计及模糊集的相关理论对计及风电场发电功率不确定性的电力系
统模糊潮流计算进行了研究。首先取给定参数值的威布尔曲线作为风速概率统计分布，并基于
随机模糊相容性原理，将其转换成风速的可能性分布，再结合笼型异步风力发电机的风速-功率
关系特性曲线建立了风力发电机组出力的非线性模糊模型；并在对该模糊模型线性化的基础上，
采用基于潮流分析灵敏度的方法对系统模糊交流潮流的可能性分布进行了求解。最后给出了计
及风电场的 IEEE14 算例系统下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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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mittent and fluctuant nature of wind generation is posing great new issu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planning and operation of interconnected power systems with high penetration
of grid-connected wind farms. In this paper, the probability theory and fuzzy sets theory are employed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and thorough studies on power system fuzzy load flow calculation
incorporating uncertainties of wind farm generation.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curve with specified
parameters is simulated as the wind speed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and with the
possibility/probability consistency principle（PPCP）, the wind speed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is first transformed to the wind speed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implified power-speed curve of squirrel cage induction generator (SCIG), the fuzzy model of SCIG
power output is then built. The proposed fuzzy model is linearized further for simplicity.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based method is also employed to carry out the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 of fuzzy
load flow solutions. Numerical results based on a modified IEEE 14-bus system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odels and methods.
Keywords：Wind intermittence, SCIG, probability density, fuzzy set theory, AC load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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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分布曲线，再结合笼型异步风力发电机

引言

（SCIG）的风速 -功率关系特性曲线，从而获得风

在能源及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风能由于
其环境友好、技术成熟以及用之不竭的得天独厚的
优势，已成为了全球目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替代能源
之一。并网型风电场的装机容量在逐年增长，世界

电场功率的可能性分布；并采用基于潮流灵敏度的
方法来求解系统模糊交流潮流。最后对计及风电场
的 IEEE14 标准算例系统进行了详细仿真。

2

风能理事会调研数据显示， 2008 年，全球风电总
装机容量达 120 791MW，增幅（ 28.8%）高于过
去十年的平均值，而 2007 年总装机容量仅为 93
823MW。大型风电场并网后电网的稳态运行将是
电力工程师们首先要研究的问题，而潮流计算作为
电力系统分析的基础，更是研究的重点。考虑到风
力发电自身的特点，尤其是风能的间歇性和波动性，
将给传统电力系统的潮流计算方法带来新的挑战。
迄今为止，在计及风电场发电功率不确定性的
电力系统分析方面，国内外学者已做了一定的工作。
其中，对简单的直流模型

[1] 的研究已发展到交流模

型 [2] ；仅考虑风速随机的单一因素

[3] 发展到考虑风

速、机组强迫停运率、气候乃至输电网故障率多种
因素 [4] 影响。在计及风电场电力系统不确定性潮流
计算方面，基于蒙特卡洛法的概率随机潮流方法一
直占据着主导的位置，研究的文献也较多

[2-3] ，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模糊潮流作为不确定性潮流分
析的一个分支，自从 1992 年葡萄牙人 Miranda 等
将其应用于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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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也

已取得了瞩目的成果。虽然相对于随机潮流而言，

SCIG 模糊建模
为了更好地计及风速间歇性对 SCIG 出力的影

响，本文应用随机模糊相容性原理对风速概率密度
统计分布进行了模糊转换，并根据发电机风速 -功
率关系特性来建立 SCIG 出力的模糊模型。
对于风电场建模，如果需要详细、系统地进行
分析，除了要考虑风速本身的不稳定性外，还要考
虑风电机组的布局、尾流效应等多方面的因素，其
建模过程非常复杂。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侧重于电网
侧所受到的影响，所以对风电场模型仅作简单假设，
即：风电场的模糊模型可由单台机组功率叠加后得
到。
2.1

风速概率模型
由于风电机组出力的随机性与间歇性是由风速

引起的，因此，掌握和了解风速的变化对于分析风
电机组的运行和发电情况非常关键。对风速的大量
实测数据表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风速的变化
比较平缓，通常在 0～25m/s 范围内。研究表明，
绝大多数地区的年平均风速概率密度分布都可采用
威布尔分布来进行描述

模糊潮流方法避免了大量的有效统计数据和复杂的

kv

 (v )   
cc

计算过程，但由于其建模的困难，一直无法被广泛
运用。文献 [6]给出了计及同步电机不确定性的模糊

[8] ：

k 1

  v k 
exp     
  c  

（1）

交流计算模型；文献 [7]则对风电场的出力模糊建

式中， v 是平均风速， m/s；c 是尺度系数， m/s；

模作了简单的梯形假设，并将其应用于电力系统经

另一个参数 k，它能够反映风速分布的特点，对应

济调度的研究。这种将风电场模糊性作主观简单假

着威布尔分布密度函数的形状，取值一般在

设后建立模糊模型的方法是目前研究计及风电场发

1.8～2.3 之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尺度系数和形状

电功率不确定性的电力系统模糊潮流分析所普遍使

系数。
具体的威布尔参数可根据不同地区风速的统计

用的手段。这种处理方法虽然规避了风电场模糊建

[9] 、最

模的复杂性，但是却忽略了风电场大部分的原始信

数据，采取最小二乘法、均值和方差估算法

息。显然，该模型无法准确地表现风电场功率间歇、

小误差逼近法、极大似然法

波动的特性，同时也降低了潮流计算结果的客观性。

则直接选取 c=7m/s，k=2.0 的威布尔分布作为地区

[10] 等获得。本文研究中，

风速概率分布，如图 1 所示。其中 4.94m/s 是发生
本文根据法国学者 D.Dubois 和 H.Prade 提出的
随机模糊相容性原理，首次将较为客观反映风速随
机性与间歇性的风速概率密度分布曲线转化成风速

概率最大的风速，又称为分布函数的模态风速。
2.2

随机模糊相容性原理
早在 1982 年，法国 D.Dubois 和 H.Prade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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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布尽可能多地继承了概率分布中的信息。
2.3

SCIG 出力的模糊建模
本文将利用前述的地区风速威布尔分布曲线及

SCIG 的风速 -功率关系特性曲线 [3]建立 SCIG 出力
的模糊模型。
威布尔分布参数取值为： k=2，c=7；SCIG 参
数见附录 A；SCIG 风速-功率关系特性曲线如图
2 所示。

图1
Fig.1

风速的威布尔分布曲线

Weibull distribution curve of wind speed

就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可能性分布与概率分布相容
性原理 [11]（DPPCP），该原理认为：某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一定要大于等于其发生的概率，即
P ( A) ≤  ( A)

A  U

（2）

式中， U 是一有限集； P(A) 为概率分布 p 的概率
测度，定义为 P ( A) 
p (a ) ；  ( A) 为可能性分



a A

布 的可能性测度，定义为  ( A)  sup{ (a )} 。
a A

随着模糊集理论及 “可能性分布与概率分布相
容性原理 ”的逐渐发展完善，建立在该基础上的可
能性分布与概率分布的相互转换方法也趋于成熟。
D.Dubois 和 H.Prade 教授在文献 [12]中提出了详细

图2
Fig.2

SCIG 风速-功率特性曲线

Wind speed vs. power output curve of SCIG

其函数表达式为

0

 v  vc i
P   Pr
 vr  vci
P
 r

v ≤ vci 或 v ＞ vco
vci ＜ v ≤ vr

（4）

vr ＜ v ≤ vco

式中， v 为平均风速； v ci 为切入风速； v co 为切出风

的概率模糊转化方法，即：
令 p 为单峰连续的概率密度函数， 为转化后

速；v r 为额定风速； P r 为 SCIG 额定输出功率。

的得到的可能性分布函数， x m 为概率密度函数

下面给出单台 SCIG 的建模步骤：

p 的峰值所对应的点，区间 [a,b]为 p 的支撑集

（1）利用前述随机模糊相容性原理，将威布尔

（[a,b]={x| p(x)＞0，x∈R}）。则连续分布情况下，

分布曲线通过式（ 3）转化成风速的可能性分布曲

从概率分布转换为可能性分布的转换公式为

线。转化结果如图 3 所示。威布尔分布中的模态风
速 4.94m/s 在这里表示为发生可能性最大的风速。

x ∈ [, x m ]

 ( x)   ( f ( x)) 

x



  p( y)dy   f ( x) p( y)dy

（3）

其中 f（x）定义为

x ∈ [, x m ],

f ( x)  y ≥ x m ,

p( x)  p( y )

概率分布是对事件偶然性的定量描述，具备加
和性，而可能性分布是对事件部分未知性的定性描
述，因此概率分布包含的信息比可能性分布要多。
概率模糊转换过程中必然会丢失部分信息。
D.Dubois 和 H.Prade 教授提出的该转换方法使可能

图3

风速可能性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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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ility distribution curve of wind speed

段和三段线性化处理，如图 5 所示。

（2）利用图 2 所示的单台 SCIG 的风速 -功率
关系特性曲线，将风速的可能性分布曲线转化为
SCIG 出力的可能性分布曲线。如图 4 所示，当风
速为 4.94m/s 时对应 SCIG 的出力为 0.11MW。

图5
Fig.5

SCIG 出力的线性化可能性分布曲线

Linearized SCIG active power output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 curve

图4
Fig.4

SCIG 出力可能性分布曲线

Active power output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
curve of SCIG

3

3.1

流。以风电场模糊模型隶属度值为 1 的点为中心值，
其余点由增量形式给出。
下面给出计及风电场、同步发电机及负荷功率

含风电场电力系统模糊交流潮流计算方

不确定性的具体算法步骤：
（1）由风电场模糊出力 P%的中心值 Pd 求解确

法

定性交流潮流方程，得到系统节点电压幅值、节点

含风电场电力系统潮流确定性算法
含风电场电力系统确定性潮流算法是进行模糊

交流潮流的基础。在求解计及风电场电力系统潮流
时必须考虑 SCIG 本身的特点： SCIG 向系统注入
有功功率的同时还要从系统吸收一定的无功功率，
吸收无功功率的大小与机端电压、有功输出以及转
差 s 息息相关，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它处理为功率恒
定的 PQ 节点。目前研究含风电场电力系统潮流分
析的方法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普通潮流和转子转
差分开迭代法 [13] 以及联合迭代法

[14] 两种。由于后

者的计算效率更高，故本文选取联合迭代法作为下
述的含风电场电力系统模糊交流潮流算法的基础。
3.2

采用一种基于潮流灵敏度的方法求解该模糊潮

含风电场电力系统模糊交流潮流算法
为了分析风电场并网后对电网的影响，模糊交

流潮流分析的目的就是当用模糊数描述风电场节点

电压相角及支路有功、无功潮流解的确定值 V d 、

d、
PdL 、 QdL 。下标 d 表示对应于模糊出力中心值的确

定值。
（2）由风电场节点模糊出力 P%及潮流计算中
SCIG 转差 s 的最终迭代值求解风电场节点模糊注入
无功功率 Q%。
（3）求包括风电场在内各节点注入功率的模糊
增量 P%、 Q%。
（4）求节点电压及相角的模糊增量 V%、 %。
雅可比矩阵 J 为确定性潮流计算最终修正值。

 %
 P%



1
1 
%
%
X   M   g {Y }  J  M 
 V%
 Q%





（5）

出力的不确定性时，求出系统节点电压幅值、相角

（5）求解节点电压模糊幅值及相角 V%、 %。

及支路有功、无功的可能性分布。

（6）求支路有功、无功模糊潮流增量。

由图 4 可知，所建立的 SCIG 模糊模型是一个
典型的非线性模型，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对该模型
进行了线性化处理。根据图 4，分别选取隶属度为
0.52、1、0.2、0 的点（ 0，0.52）、（ 0.11，1）、
（0.35，0.2）、（ 0.6，0）对 SCIG 模糊模型作二

已知支路的潮流方程为
 Pij  f1 (i ,  j , Vi , V j )

Qij  f 2 (i ,  j , Vi , V j )

（6）

在对应模糊出力中心值的运行点 d 附近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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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式（ 6）时，通过泰勒级数展开（忽略高阶项），

4.1

仅考虑风电场出力模糊性的系统潮流分析
因篇幅所限，本文只给出了支路 4-5、13-

有

f1
f1
f1
%
%
V%
 P%
ij 
i 
j 
i 





V

i d
j d
i d


f1
V%

j

Vj

d

 % f 2
% f 2
% f 2
%
Qij   i    j  V Vi 
i d
j d
i d


f 2

V%
j

V j
d


14 上输送功率的可能性分布，如图 7 所示。图中
标注的小圆圈说明：在风电场接入系统前后瞬间，
因系统结构的改变所造成的潮流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到支路潮流在模糊中心值左右分
（7）

（7）求解支路有功、无功模糊潮流。

布的情况以及取值的可能性。根据所得到的支路潮
流可能性分布曲线，可以进一步观察了解到：受风
速随机性与间歇性的影响，线路传输功率也在一定
范围内波动；而且，在一定故障条件下线路传输功
率可能会接近其极限传输容量，甚至发生越限。此
外，还可以通过观察支路功率可能性分布中 0 附近
的点来了解因风速间歇性的影响，线路可能出现逆
向潮流的情况。

4

算例分析

图 8 给出了节点 5 的电压幅值及相角的可能性
分布。通过该分布，可以了解由风速间歇性和波动

采用接入了风电场的 IEEE 14 标准系统作为算
例系统，并应用本文所提出的风电场模糊模型和模

性所造成的电压波动情况以及可能的节点电压越限
情况。

糊交流潮流算法进行仿真。仿真过程中对仅考虑风
电场出力不确定性以及同时考虑风电场、同步发电
机和负荷功率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分析。所有仿真
在 MatlabTM 环境下编程实现，硬件环境为
Intel（R）Core（TM）2

Duo

CPU，主频

2.53GHz，内存 4.00GB 的 PC。IEEE 14 节点系统图
见附录 B。其中，在 14 号节点处接入由 25 台
SCIG 构成的风电场。 SCIG 具体参数见附录 A。
IEEE 14 节点系统参数详见文献 [15]。
单机 SCIG 出力的隶属度函数曲线（即可能性
分布曲线）已在 2.3 节中给出。图 6 则给出了经功
率叠加后所得到的风电场线性化模糊模型。

图7
Fig.7

支路 4-5 及支路 13-14 潮流可能性分布

%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s of P%
4-5 ， Q4-5 and
%
P%
13-14 ， Q13-14

图6
Fig.6

风电场出力的线性化可能性分布曲线
Linearized active power output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 curve of wind farm of SCIG type

图8
Fig.8

5 号节点电压幅值及相角可能性分布

%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s of V%
5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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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对所提出的风电场非线性模糊
模型所采取分段线性化的方法中，由于三段线性化
模型采样点更多，精度更高，得到的结果也更准确。
因此，若在线性化的过程中增加采样点，精度将进
一步提高，但计算时间也会相应增加。
4.2

同时考虑风电场、同步发电机及负荷功率模糊
性的系统潮流分析
在电力系统中，电网中的同步发电机、负荷等

图 10

由于自身的特性，同样也具备一定的不确定性。为

Fig.10

5 号节点电压幅值及相角可能性分布

%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s of V%
5 and  5

了更好地研究、分析系统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下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与仅计及风电场不确定性情

运行情况，在计及风电场出力模糊模型的基础上，

况的分析结果相比，考虑同步发电机和负荷的模糊

引入同步发电机出力和负荷功率的模糊性进行系统

性后系统的模糊潮流有了很大变化。以支路 13-

潮流分析。

14 潮流模糊结果分布为例（见图 9），在仅考虑风

为简化计算，模糊负荷及同步发电机模糊出力

电场出力模糊性的情况下，当风速高于

均用三角模糊数表示，其中对应  =0.0 截集的极端

V co（20m/s）时，此时风电场满发，有功功率越过

值取为相应中心值的（ 0.95，1.05）倍。基准容量

了 0 点，即出现了逆向潮流的情况。而当计及同步

S B =100MVA。

发电机和负荷功率模糊性后，同样的风速条件下，

图 9 和图 10 以点划线形式分别给出了计及同步

逆向潮流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同样，通过分析图

发电机出力和负荷模糊性条件下，支路 4-5、13-

10，可以发现计及同步发电机和负荷功率的模糊性

14 潮流的可能性分布以及 5 号节点电压幅值、相角

后，5 号节点电压幅值和相角的波动范围缩小了，

的可能性分布，其中风电场仅考虑了三段线性化模糊

相应的发生电压越限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了。类似

模型。仅考虑风电场模糊性的分析结果则以实线给出。

的分析结果可以为电力系统规划、运行人员在进行
系统设计和控制时提供一定的参考。
4.3

结果校验
为了检验含风电场电力系统模糊交流潮流结果

的准确性，本文根据模糊集理论的 “模糊集合的分
解定理 ”，由左至右依次选取各模糊输入变量上隶
属度为 0，1，0.2，0 四个点，针对 4.1 节和 4.2 节
所述的两种情况，进行了确定性潮流计算，得到了
各模糊状态变量或输出变量在这四个点的精确可能
性分布，并与 4.1 节和 4.2 节中的结果进行了比较，
校验点的结果以符号 “×”在图 9 和图 10 中给出。
从比较结果可以看出，选取点的精确解与本文
算法所得结果基本吻合，出现的微量偏差是由于算
法在进行泰勒展开时忽略高阶项所带来的误差所导
致的。
图9
Fig.9

支路 4-5 及支路 13-14 潮流可能性分布

%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s of P%
4-5 ， Q4-5 and
%
P%
13-14 ， Q13-14

5

结论
由于风速的随机性与间歇性，大型风电场的并

网将给电力系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
将影响到整个电力系统的规划、设计及运行等方面。
因此开展有关风电场并网后电力系统不确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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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s[J].

就显得非常必要。目前，在计及风电场发电功率不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 2007, 31(16): 14-18.

确定性的电力系统不确定性潮流计算方面，随机潮
流技术的应用已日趋成熟与完善，但其仿真的复杂

Automation

[3]

Hatziagryriou N D, Karakatsanis T S, Papadopoulos

性和耗时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模糊潮

M. Probabilistic load flow in distribution systems

流技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瓶颈。与以

containing dispersed wind power generation[J]. IEEE

往的含风电场电力系统模糊潮流研究不同的是，本

Trans. on Power Systems, 1993, 8(l): 159-165.

文通过随机模糊相容性原理，首次建立了更能客观

[4]

吴义纯 , 丁明, 李生虎 . 风电场对发输电系统可靠

反映计及风速间歇性、波动性影响的风电场模糊模

性影响的评估 [J]. 电工技术学报 , 2004, 19(11): 72-

型；通过对该非线性模型进行相应的线性化处理，

76.

并应用潮流灵敏度的方法来获取系统交流潮流的可

Wu Yichun, Ding Ming, Li Shenghu. Reliability

能性分布。最后，通过对含风电场的 IEEE14 算例

assessment

of

wind

farms

generation

系统进行仿真，验证了所提模型与方法的正确性和

transmission

有效性。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 2004, 19(11): 72-76.
[5]

附录 A

systems[J].

in

Transactions

of

and
China

Miranda V, Saraiva J T. Fuzzy modeling of power
system optimal load flow[J]. IEEE Trans. on PWRS,
1992, 7(2): 843-849.

SCIG 参数：
SCIG 的切入风速、额定风速以及切出风速分别为

[6]

张焰, 陈章潮 . 电网规划中的模糊潮流计算 [J]. 电
力系统自动化 , 1998, 22(3): 20-22.

V ci =3m/s、V r =13.5m/s、V co =20m/s。额定容量 600kW，
额定电压 690V，Z r =0.00373+j0.10906（pu），

Zhang Yan, Chen Zhangchao. The calculation of

X s =0.09985（pu），X m =3.54708（pu）。

fuzzy load flow in electric power planning[J].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 1998, 22(3):

附录 B

20-22.
[7]

陈海焱 , 陈金富 , 段献忠 . 含风电场电力系统经济
调度的模糊建模及优化算法 [J].

电力系统自动化 ,

2006, 30(2): 22-26.
Chen Haiyan, Chen Jinfu, Duan Xianzhong. Fuzzy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algorithm on dynamic
economic

dispatch

in

wind

power

integrated

system[J].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s,
2006, 30(2): 22-26.
[8]

Bowden G J, Barker P R, Shestopal V O, et al.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function

and

wind

power

statistics[J]. Wind Engineering, 1983, 7:85-98.
附图
App.Fig.

含风电场 IEEE14 测试系统
IEEE14 test system with wind farm of

turbine generators[J]. IEEE Trans. on Energy Conver[10] 丁明, 吴义纯 , 张立军 . 风电场风速概率分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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