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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款新型启发式算法, 即深度军队联合作战算法(DJOA), 用于调节永磁同步发电机(PMSG)的比例–积
分–微分(PID)控制器最优参数. 从而实现不同风速下的最大功率跟踪(MPPT). DJOA由如下3类策略构成, 即: a) 进
攻作战: DJOA与传统军队联合作战算法(JOA)的进攻作战机理一致, 以实现最优解的全局搜索(global exploration);
b) 深度防御作战: DJOA引入两名副官(当前两个次最优解), 通过综合考虑军官(当前最优解)与两名副官的信息, 从
而合理引导士兵以实现更深度的局部探索(local exploitation); c)混合重组作战: DJOA引入混合蛙跳算法(SFLA)机
制来有效避免算法陷入局部最优. 本文通过4个算例对DJOA的优化性能进行研究, 即阶跃风速、低频随机风速、高
频随机风速以及鲁棒性测试. 仿真结果表明, 与量子遗传优化算法 (QGA)、生物地理学习的粒子群算法 (BLPSO)和
JOA相比, 所提算法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取风能且仅需最低的控制成本, 同时在发电机参数不确定下具有最高的鲁棒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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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meta-heuristic algorithm, called deep joint operations algorithm (DJOA), which
is used to optimally tune the proportional-integral-differential (PID) controller parameters for permanent magnetic synchronous generator (PMSG) to achieve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under different wind speed. DJOA is
consisted of three operations, e.g., a) Offensive operations: DJOA adopts the same mechanism of joint operations algorithm (JOA) to achieve a global exploration; b) Deep defensive operations: DJOA introduces two deputy officers (currently
sub-optimal solutions) to achieve a deeper local exploitation through 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officer and two depu-ty
officers; c) Shuffled regroup operations: DJOA employs the mechanism of shuffled frog leaping algorithm (SFLA)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e algorithm from trapping at a local optimum. Three cases are carried out, including step change of wind
speed, low-turbulence stochastic wind variation, high-turbulence stochastic wind variation and robustness test. Simu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DJOA can extract the maximum wind power and require just minimal control costs compared to
that of quantum genetic algorithm (QGA), biogeography-based learn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BLPSO) and JOA,
as well as the greatest robustness in the presence of generator parameter uncertai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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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 化石能源的高污染与
不可再生性等缺点日趋严重. 近年来, 以太阳能、风
能、水能、潮汐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为代表的可
再生能源引起了工业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 . 其中,
风力发电技术已成为当下最成熟的新能源发电技术
之一. 风力发电机组主要可分为双馈感应发电机
(doubly-fed induction generator, DFIG)[2] 与永磁同步
发 电 机 (permanent magnetic synchronous generator,
PMSG)[3] 两类. 由于PMSG具有发电效率高、无需变
速箱和噪声低等优点, 使得其在风力发电领域得到大
量应用.
PMSG控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在不同风速下尽可
能多地获取风能, 亦称为最大功率跟踪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4] . 目前, 常规MPPT通常
基于比例–积分–微分(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
PID)控制器, 其具有结构简单、可靠性高、稳定性好等
优点, 从而在PMSG控制中得到大规模的应用[5] . 但
是, PID控制器各参数相互影响, 如何合理地选取最
优PID控制器参数是PMSG运行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难
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 基于启发式算法的PID控制器最
优参数调节成为了今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 例如, 文
献[6]采用量子遗传算法(quantum genetic algorithm,
QGA)实现随机风速下PMSG的MPPT; 另外, 文献[7]
采用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算
法来改善PMSG在不同风速下的控制性能; 文献[8]提
出了一种自适应蚁群优化(adaptive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算法与神经网络相结合来实现MPPT; 文
献[9]研究了萤火虫算法(firefly algorithms, FA)来实现
PMSG稳定的MPPT. 事实上, 启发式算法也广泛地应
用于调节其他系统的最优 PID 控制参数上. 如文献
[10]采用了灰狼优化(grey wolf optimizer, GWO)算法
来优化计及时滞的互联电网的分数阶PID负荷频率控
制. 文献[11]则改进了传统的教学优化算法, 通过引入
多班级与小世界网络构建了交互式教学优化算法
(interactive teachinglearning optimizer, ITLO) 来搜索
柔性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最优PID控制参数. 基于社
会学习自适应细菌觅食算法 (social learning adaptive
bacteria foraging algorithm), 文献[12]对互 联 电网 自
动发电控制(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GC)的PID
最优控制参数进行了整定, 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控制性
能. 另外, 文献 [13] 应用布谷鸟算法 (cuckoo search,
CS)来优化直流电机的PID控制参数. 文献[14]则采用
阴阳对优化 (YinYang pair optimization, YYPO) 来搜
寻光伏逆变器的最优分数阶 PID 控制参数以实现
MPPT. 基于多目标改进黑洞优化算法(multi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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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black ho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文 献[15]
对非线性机械手臂系统的分数阶PID控制参数进行了
最优整定, 从而显著提高了控制性能.
为有效解决上述PID控制器无法获得全局一致控
制性能的问题, 近年来涌现出一系列更为复杂的非线
性控制策略来有效地处理风力发电系统的非线性与
系统建模不确定性. 在文献[16]中, 针对机械转矩已
知的情况其设计了一款非线性自适应控制器来实现
MPPT. 同时针对机械转矩未知的情况设计了一个两
层神经网络的在线逼近器(online approximator)对系
统不确定动态进行学习, 从而提高系统的稳态响应与
动态响应. 另外, 文献[17]提出了一款新型的自适应控
制策略来同时实现DFIG在变风速下的MPPT以及无
功功率调节问题, 其系统收敛性则基于Lyapunov定律
得以严格证明. 文献[18]结合无源控制理论与滑动模
态控制, 提出了无源滑模控制器(passivity-based sliding mode control, PBSMC) 来 实 现 PMSG 的 鲁 棒
MPPT. 同时, 文献[19]采用强化指数趋近策略的滑动
模态控制来大幅提高PMSG的鲁棒性能. 文献[20]则
应用基于自适应网络的强化学习(adaptive networkbased reinforcement learning)策略来实现PMSG在不
同风速下的最大风能. 基于模型预测控制 (model pre
dictive control, MPC), 文献[21]采用无差拍预测控制
(dead-beat predictive control) 来实现 PMSG 的 MPPT.
文献[22]则采用非线性观测器对PMSG的非线性与建
模不确定性进行实时估计, 从而实现在系统参数不确
定条件下的自适应MPPT.
最近, 文献[23]受军队作战策略的启发, 提出了一
种新颖的启发式算法, 即军队联合作战算法(joint
operations algorithm, JOA). 该算法通过模拟多支军队
在战斗中协同作战的军事思想, 设计了进攻作战(全局
搜索), 防御作战(局部探索)和重组作战(结构重组)三
类策略. 特别地, 重组策略的引入使得JOA可大幅降
低陷入局部最优解的概率, 从而使得该算法可有效地
寻找到全局最优解.
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提出了深度军队联合作战算
法(deep joint operations algorithm, DJOA)以进一步提
高JOA的寻优能力, 并将其用于调节PMSG的最优
PID控制器参数, 从而实现在各种风速下的MPPT. 在3
种算例(阶跃风速, 低频随机风速和高频随机风速)下
分别与其他的启发式算法进行了比较. 仿真结果验证
了DJOA的有效性.

2

PMSG系
系统建模

如图1所示, PMSG通过背靠背电压源换流器(voltage source converter, VSC) 与无穷大电网相连. 由于
MPPT主要依靠发电机侧VSC来实现, 因此本文忽略
电网侧VSC的动态特性[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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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MSG系统示意图
Fig. 1 The configuration of a PMSG system


Te = p (Ψsd isq − Ψsq isd ) =




p (Ψf isq + (Ld − Lq ) isd isq ) ,

Ps = vsd isd − vsq isq ,



Qs = vsd isq − vsq isd ,

2.1 风轮机建模
一般来说, 风能利用系数Cp (λ, β)由桨距角β 和叶
尖速比λ两者表示, 其中λ定义如下[24–25] :
ωm R
λ=
,
(1)
vwind
式中: R代表叶片半径, ωm 为风轮机的机械转速, vwind
代表风速. 基于风轮机的特性, 风能利用系数Cp (λ, β)
可由下式描述:
c5
c2
Cp (λ, β) = c1 ( − c3 β − c4 )e− λi ,
(2)
λi
1
1
0.035
式中:
=
− 3 , 系数 c1 至 c5 为 c1 =
λi
λ+0.08β β +1
0.22, c2 = 116, c3 = 0.4, c4 = 5, c5 = 12.5[26] . 风 轮
机从风速中捕获的机械功率为
1
3
Pm = ρπR2 Cp (λ, β)vwind
,
(3)
2
式中ρ是空气密度. 由于MPPT下风轮机低于额定风速
工作, 故禁用桨距角控制系统. 本文采用常用的最优
∗
叶尖速比法, 即ωm
= λ∗ vwind /R, 其中最优叶尖速比
λ∗ = 6.325[27] .

2.2 发电机建模
PMSG在dq 轴坐标系下的动态模型为
)
(
d Ld isd
=
dt Lq isq
(
)
( ) ( )
−Lq isq
isd
vsd
,
−
+ωe
−Rs
Ld isd +Ψf
isq
vsq

(6)

式中p是极对数.

2.3

转轴系统建模

机械转轴系统的动态建模如下[18] :
dωm
Jtot
= Tm − Te − Dωm ,
(7)
dt
Cp (λ, β) 2
1
Tm = ρπR5
ωm ,
(8)
2
λ3
式中: Jtot 是转轴系统的总惯性系数, D代表阻尼系数,
Tm 是 风 轮 机 的 机 械 转 矩. 此 外, 有 功 功 率 为 Pe =
Te ωe , 其中Te 为电磁转矩.

3 深度军队联合作战算法
JOA是模拟军队作战策略所提出的新型启发式算
法, 其主要包含以下3类策略: 进攻作战(全局搜索)、
防御作战(局部探索)和重组作战(结构重组). 其中重
组作战的引入使得算法得以有效避免陷入局部最优
解. JOA包含以下4类角色[23] :
· 军队(military unit): 由一名军官和一组士兵构
成的最小作战单位, 其适应度函数与其他军队相比较
以确定是否重组;

(4)

式中: Ld = Lls +Ldm , Lq = Lls +Lqm , Lls 代表定子
绕组漏抗, Ldm 和Lqm 为dq 轴定子和转子间的互感系
数, Ψf 为永磁体磁链.
在稳态条件下, 系统(4)可以化简为下式[26] :
( ) (
)( ) (
)
Vsd
−Rs −ωe Lq
Isd
0
=
+
, (5)
Vsq
ωe Ld −Rs
Isq
ωe Ψf
式中: Vsd , Vsq , Isd 和Isq 分别为稳态定子电压和电流
的dq 轴分量, 电磁转矩Te , 定子有功功率Ps 和定子无
功功率Qs 如下式计算:

· 指挥官(commander): 所有军队某次迭代中寻
得的最优解(适应度函数最小)个体, 其主要目标为指
挥全体军官搜索更好的解;
· 军官(officer): 每个军队某次迭代中寻得的最
优解(适应度函数最小)个体, 其主要目标为指挥该军
队中的士兵搜索更好的解;
· 士兵(soldier): 每个军队某次迭代中剩余的适
应度函数较大的个体, 其搜索范围由军官决定.
DJOA在每支军队中引入两名副官(deputy officer), 即某次迭代中次最优的两个解, 通过综合考虑军
官与两名副官的解的信息来协同指挥士兵的防御位
置, 如图2所示. 在所提框架下, DJOA可以实现更深度
的局部探索, 从而提高最优解的求解质量. 另外, JOA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286

的重组作战仅通过简单的随机排列来实现. 而DJOA
则采用SFLA的混合策略[28] , 即通过在所有士兵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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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位置信息实现军队的重组, 从而进一步提高避免算
法陷入局部最优解的概率.

图 2 DJOA中3种作战策略
Fig. 2 The schematic structure of DJOA associated with three different operations

3.1

初始化

首先, DJOA需要对军队中每个士兵的位置初始
化, 然后将其划分为K 支军队, 每支军队拥有M 个士
兵. k 支军队的第 m 个士兵的位置记作 xkm = (xkm,1 ,
xkm,2 , · · · , xkm,D ), 其 中: m = 1, 2, · · · , M , k = 1, 2,
· · · , K . 士兵xkm 的第d维位置表示为

xkm,d = Ld +rand[0, 1] × (Rd − Ld ),

(9)

式中: 函数rand[0, 1]表示均匀分布于[0, 1]范围内的
随机数, Rd 和Ld 分别表示xd 的初始上界和下界. 另
O
O
外, 军官的位置用矢量表示为xO
m = (xk,1 , xk,2 , · · · ,

xOk,D ), k = 1, 2, · · · , K , 指挥官的位置用矢量表示为
xC = (xC1 , xC2 , · · · , xCD ).
3.2

进攻作战

进攻作战是赢得战斗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指
挥官会根据当前的寻优信息将不同的进攻任务分配
给各名军官; 随后, 军官将指挥各自的士兵严格执行
该进攻任务. 指挥官领导下军队中士兵根据下式更新
其位置[23] :


xkm,d +rand[0, 1] × (Rdk − xkm,d ),




k
如果xC
d > xm,d ,
xkm,d =
(10)

xkm,d +rand[0, 1] × (Lkd − xkm,d ),




否则
{ k
O
k
O
Ld = xk,d +Pt × (Ld − xk,d ),
(11)
Rdk = xOk,d +Pt × (Rdk − xOk,d ),

Pt = |cos(t × F × π)| ,

(12)

O
式中: xC
d 是指挥官的第d维位置; 而xk,d 表示第k 个军
队军官的第d维位置; t = (1, 2, · · · , T )为当前迭代次
数; T 表示最大允许迭代次数; Pt 为一动态的周期性

参数用以调整全局搜索与局部探索之间的平衡; F 为
余弦函数频率.
非指挥官领导下军队中士兵根据下式更新其位置:
(
)
 k
xm,d +rand [0, 1] × Rdk − xkm,d ,





如果xCd > xO
m,d ,
k
xm,d =
(
) (13)
k
k
k

x
+
rand
[0,
1]
×
L
−
x
,

m,d
d
m,d



否则.

3.3

深度防御作战

对于每支军队而言, 士兵通常会在战场上建立强
大的防御工事, 以防止敌人发动潜在攻击. 为确保军
官和副官的人身安全, 士兵必须在其附近寻求最佳的
防御位置. 定义第k 个军队中第m个士兵的防御位置
ukm = (ukm,1 , ukm,2 , · · · , ukm,D ), 则士兵防御位置更新
如下:
 k1
um,d =







xOm,d +Pt × Gaussian(0, (xOm,d −xkm,d )2 ) ,








如果(d = drand rand[0, 1] 6 Pt ) ,






k
xm,d , 否则 ,






=
uk2



m,d v1

2
k


 x +Pt × Gaussian(0, (xv1
m,d −xm,d ) ) ,

  m,d
如果(d = drand rand[0, 1] 6 Pt ) ,




xkm,d , 否则 ,





=
 uk3


m,d v2

2
k
v2



 xm,d +Pt × Gaussian(0, (xm,d −xm,d ) ) ,




如果(d = drand rand[0, 1] 6 Pt ) ,



xk , 否则 ,


m,d



k3
k2
k1


 uk = um,d +um,d +um,d ,
m,d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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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km,d 为第k 个军队中第m个士兵的第d维防御位
v2
置, xv1
m,d , xm,d 分别表示两名副官的第d维位置; Gauk
2
ssian(0, (xO
m,d − xm,d ) )表示一个期望值为0, 标准差
k
O
为|xm,d − xm,d |的高斯分布中的随机数; drand 代表随
机维度, 其中drand ∈ 1, 2, · · · , D , D为空间维度个数.

每个士兵的新位置由当前位置xkm,d 和防御位置
ukm,d 的适应度函数进行对比后更新, 即
{
ukm , 如果(ukm ) < f (xkm ),
xkm =
(15)
xkm , 否则,
其中式(14)所引入的两名副官可实现更深度的局部探
索.

3.4 混合重组作战
对所有士兵间的位置信息进行共享, 从而引导每
支军队的搜索方向趋向于最有前景的区域, 如下:

Y k = [(D(m)k f (m)k |D(m)k =
D(K+N (m − 1)))],

(16)

k

f (m) = f (k+N (m − 1)) ,
m = 1, · · · , M ; k = 1, · · · , K,

(17)

式中: 集合{D(i), f (i), i = 1, · · · , N }是所有士兵按
降序排列的位置与其对应的适应度函数, 其中i = 1表
示具有最佳位置的士兵(即适应度函数值最小); M 为
每支军队的人数; K 代表军队的数量, N = M × K 为
所有军队的总人数.
随后基于SFLA的混合机制[28] 对军队进行重组,
DJOA将在每个重组后的军队中选取一名新的军官.
至此, DJOA相较于JOA的改进之处主要包括以下
两方面:
1) 在防守作战策略中, JOA只对每支军队的军官
进行防守,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 而DJOA还在每支军
队中引入两名副官(即除军官外适应度最小的两个士
兵), 进而让所有士兵同时对军官和两名副官进行防
守(如式(14)所示). 因此, DJOA可有效提高算法的局
部搜索能力, 提高最优解的质量.
2) 在重组作战策略中, JOA只是采用简单的随机
置换方式对军队进行重组; 与之相比, DJOA 采用蛙
跳算法的重组机制对军队进行有规则的重组, 首先根
据所有士兵的适应度由小到大进行排序, 然后将N 个
士兵分成K 个军队, 分配规则为第1个士兵进入第1个
军队, 第K 个士兵进入第K 个军队, 而第K+1个士兵
进入第1个军队, 依此类推. 因此, DJOA可以进行更合
理的重组, 提高局部搜索的效率.
另外, DJOA相较于其他启发式优化算法(仅包含
全局搜索和局部探索两个策略)而言, 其所引入的第3
种策略(重组作战策略)可大幅降低算法陷入局部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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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 从而进一步提高优化能力. 这一独特机制的
优点在高维度优化问题中表现的更加显著, 具体研究
参见文献[23].

4 基 于 DJOA的
的PMSG最
最 优 PID控
控制器参数
调节
4.1

优化框架

图3给出了基于DJOA的PMSG最优PID控制器框
∗
∗
架示意图. 其中, vsd
和vsq
是控制器dq 轴的最终输出电
′
′
压; vsd 和 vsq 表 示 dq 轴 电 压; −ωe Lq isq 和 ωe Ld isd +
ωe Ψf 分别为dq 轴电压补偿量. 上述变量关系如方程
(18)所示. 最终控制器输出通过正弦脉宽调制(sinusoidal pulse width modulation, SPWM)[29] 后接入发电机
侧VSC.
{
∗
′
− ωe Lq isq ,
= vsd
vsd
(18)
∗
′
vsq = vsq +ωe Ld isd +ωe Ψf .
采用DJOA对图3中所包含的3个PID控制回路参数进
行优化以获得最佳控制性能, 考虑如下 3 种算例:
(a) 阶跃风速; (b) 低频随机风速; (c) 高频随机风速. 最
后, 计及控制成本(Vd 与Vq )的DJOA优化问题描述如
下:

min f (x) =
∑ wT
(|isd −i∗sd |+|ωm −ωm∗ |+ω1 |Vq |+ω2 |Vd |)dt,
3种算例

0



KPmin
6 K Pi 6 KPmax

i
i ,




min
max

K Ii 6 K Ii 6 K Ii ,





 KDmin
6 K Di 6 KDmax

i ,
 i
min
max
s.t. vwind 6 vwind 6 vwind ,


 min

isd 6 isd 6 imax

sd ,





Vqmin 6 Vq 6 Vqmax ,




 V min 6 V 6 V max ,
d
d
d

(19)

(20)

其中: 共有9个PID控制参数需调节, 即比例增益KPi 、
积 分 增 益 KIi 和 微 分 增 益 KDi , 其 取 值 分 别 在 [0,
1000], [0, 1000]和[0, 200]之间; T = 25 s代表运行时
间; 风速 vwind 在 8 m/s 至 12 m/s 之间改变; 权重系数
ω1 = ω2 = 0.25.
在此, 优化目标函数(19)的含义为在所考虑的3种
算例下, 无功功率跟踪误差(对应|isd − i∗sd |), 有功功率
∗
|), 以 及 控 制 成 本(对 应 于
跟 踪 误 差(对 应|ωm − ωm
ω1 |Vq |+ω2 |Vd |)最小. 在满足此条件下, PMSG将在所
研究的3种算例下通过较小的控制成本获得较高的风
能. 另外, 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为PMSG接入无穷大电
网, 因此发电机所发的所有功率均可被电网完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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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MSG的DJOA控制结构图
Fig. 3 The overall DJOA based control structure of PMSG

4.2

参数设置

4.3

DJOA有3个参数需设置, 即余弦函数频率F 、军
队数量K 以及每支军队中的人数M . 其中较大的F 会
使得算法趋向于进攻作战; 反之, 则使得算法趋向于
深度防御作战; 另外, 较大的K 和M 值将提高算法全
局搜索性能, 但同时也会延长求解时间; 采用均匀设
计(uniform design)[30] 获 得 DJOA 的 参 数 如 下: F =
0.006, K = 40, M = 15. 最后, DJOA的收敛判据为

|Fk − Fk−1 | 6 ε,

优化流程
至此, 图4给出了基于DJOA的优化流程图.

(21)

式中: ε 是收敛误差, 本文选取 ε = 10−6 ; Fk 和 Fk−1
为第k 次迭代和第(k − 1)次迭代的适应度函数.
最后, PMSG的PID控制器表达如下:
w

∗
∗

dt+
v
=
K
(i
−
i
)+K
P1
sd
I1

sd
sd

(isd −i∗

sd )

∗


d(isd − isd )


KD1
− ωe Lq isq ,
w
dt
(22)
∗
∗

dt+
)+K
=
K
(i
−
i
v

I3
P3
sq
sq
sq

∗
(isq −isq )




d(isq − i∗sq )


KD3
+ωe Ld isd +ωe Ψf ,
dt
其中
w
i∗sq = KP2 (ωm − ωm∗ ) + KI2 (ωm − ωm∗ )dt +
∗
)
d(ωm − ωm
,
(23)
dt
式中KPi , KIi , KDi 分别为PID控制器的比例增益、积
分增益、微分增益.

KD2

图 4 PMSG的DJOA流程图
Fig. 4 The overall DJOA flowchart of P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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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迭代过程中, 算法的执行过程主要分为如
下4步:
1) 根据每个士兵的适应度, 确定每个军队的军官,
副军官及普通士兵;
2) 每个士兵执行进攻作战策略, 如果作战获得的
位置比当前的位置更优, 即具有更小的适应度, 则更
新其位置;
3) 每个士兵执行深度防御作战策略, 如果作战获
得的位置比当前的位置更优, 即具有更小的适应度,
则更新其位置;
4) 根据所有军队的所有士兵适应度函数排序分
布, 对军队进行重组.
其中, 每个士兵的位置更新先后经历了进攻和深
度防御两个阶段, 最后是依据深度防御作战策略确定
的; 混合重组则是在更新每个士兵的位置后进行的;
蛙跳规则是在军队重组的排序分布环节引入的, 其具
体算法可参照文献[28].

5 算例研究
本章将所提DJOA与几种典型启发式算法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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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即QGA 、生物地理学习的粒子群算法(biogeography-based learn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BLPSO)[31] 以及JOA[23] , 上述3类算法参数值与其对应
的参考文献一致. 由于控制输入可能会在某个运行点
超过VSC的最大容量, 因此需对其值进行限幅. 本文
将q 轴电压Vq 和d轴电压Vd 限制于[−0.65, 0.65] (p.u.).
另外, 表1给出了PMSG系统参数. 最后, 由于初始解
的位置会影响上述各优化算法的优化效果, 为尽可能
多地覆盖整个搜索区域, 本文从可行域内随机地选取
初始解如下:
[6]

x0di = lbd +r(ubd − lbd ),
d = 1, 2, · · · , D; i = 1, 2, · · · , n, (24)
式中: x0di 是第i个个体的第d个维度的初始解; lbd 和
ubd 是第d个维度的下限和上限; r是[0, 1]范围内的一
个随机数; D是可控变量的数量; n是种群规模, 对于
所有优化算法取同一值n = 100. 不同优化算法得到
的最优PID控制器参数见表2.

表 1 PMSG系统参数
Table 1 The PMSG system parameters
发电机额定功率
风轮机半径
d轴定子电感
q 轴定子电感
总惯性系数

Pbase
R
Ld
Lq
Jtot

2 MW
39 m
5.5 mH
3.75 mH
10000 kg·m2

磁通
极对数
空气密度
额定风速
定子电阻

136.25 V·s/rad
11
1.205 kg/m3
12 m/s
50 µΩ

Ke
p
ρ
vwind
Rs

表 2 不同优化算法得到的最优PID控制参数
Table 2 The optimal PID control parameters obtained by different algorithms
算法

KP1

KI1

KD1

KP2

KI2

KD2

KP3

KI3

KD3

QGA
BLPSO
JOA
DJOA

761.1
742.6
810.4
792.1

611.3
708.4
485.3
565.6

55.4
93.1
124.7
149.2

194.2
164.5
204.7
170.1

50.3
43.1
98.1
74.2

5.6
9.9
6.8
6.2

361.1
293.5
272.6
283.6

274.4
252.1
191.2
183.6

1.7
5.3
6.3
8.7

仿真基于MATLAB/Simulink 2016a搭建, 阶跃风
速通过MATLAB自带阶跃模块搭建, 两类随机风速数
据通过随机信号产生器得到, 其设置按照文献[18]. 求
解器采用ode 4(龙格–库塔)定步长10−5 . 仿真在个人
电脑 IntelR CoreTMi5 CPU 频率 2.2 GHz, 内存 16 GB
上运行.
图5比较了各类算法运行30次后获得的适应度函
数分布情况的Box-and-Whisker图. 显然, DJOA在4种
算法中具有最高的收敛稳定性, 这主要得益于其在全
局搜索和局部探索之间的合理平衡; 另外, DJOA拥有
最小的适应度函数, 故其具有最佳的优化性能.

(a) 最优解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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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功功率

(b) 算法收敛图
图 5 PMSG的DJOA流程图
Fig. 5 The overall DJOA flowchart of PMSG

5.1

阶跃风速

首先研究4次连续阶跃风速(由8 m/s增加到12 m/s)
下各优化算法的MPPT性能, 系统响应如图6所示. 由
图可见, 在阶跃风速下, DJOA具有最小的有功功率超
调量与最快的跟踪速率. 同时, DJOA可在最小超调量
下快速地调节d轴电流. 在所有算法中, DJOA 的机械
转矩也具有最小的波动与最快的调节速率.

(d) d轴电流

(a) 机械转速

(e) 机械转矩
图 6 阶跃风速下的系统响应示意图
Fig. 6 System responses obtained under step change of
wind speed

5.2

(b) 风能利用系数

低频随机风速

随后, 比较各类优化算法在低频随机风速下(7 m/s
至11 m/s之间变化)的MPPT性能. 系统响应如图7所
示. 从图中可见DJOA在所有优化算法中具有最大的
风能利用系数, 因此DJOA可在低频随机风速下有效
地实现M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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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随机风速

(e) 机械转矩
图 7 低频随机风速下的系统响应示意图
Fig. 7 System responses obtained under a low-turbulence
stochastic wind speed

5.3

高频随机风速
最后, 研究各类优化算法在高频随机风速(6 m/s至

12 m/s)下的MPPT性能. 系统响应如图8所示, 由图可
(b) 机械转速

见DJOA在高频风速下可获得最大的风能利用系数,
因此其具有最佳的MPPT性能.

(a) 随机风速
(c) 风能利用系数

(d) 有功功率

(b) 机械转速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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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风能利用系数
(e) 机械转矩
图 8 高频随机风速下的系统响应示意图
Fig. 8 System responses obtained under a high-turbulence
stochastic wind speed

5.4

统计分析

表3给出了各类优化算法的执行时间, 收敛时间和
收敛迭代次数的统计结果. 从表中可知, 由于DJOA
具有较为复杂的优化机理, 导致其相较JOA需要更长
的执行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算法是对PMSG进
行离线优化而非在线优化, 因此对实时性没有要求,
事实上, 由表3可见DJOA的执行时间和收敛时间相较
其他优化算法而言并未增加太多, 因此这在实际中完
全可以接受.

(d) 有功功率

表 3 不同算法执行时间, 收敛时间和迭代次数统计结果
Table 3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xecution time and convergence time obtained by different algorithms
算法
QGA
BLPSO
JOA
DJOA

执行时间/s

收敛时间/s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22.41
10.87
11.25
12.62

19.57
6.72
6.34
6.89

20.99
8.80
8.80
9.76

4.55
3.86
5.58
4.77

3.15
1.56
1.94
2.02

3.85
2.71
3.76
4.06

161
176
185
190

132
152
163
170

147
164
174
180

同时, 表4中列出了考虑3%测量误差下的稳定边
界法

[32]

迭代次数

与上述各类优化算法在阶跃风速, 低频随机风

速和高频随机风速 3 种算例下的绝对误差积分指标
wT
(integral absolute error, IAE), 即 IAEx =
|x−x∗ |dt.
0

由表4可见, DJOA 的IAE 指标在各类算例下均最小,
因此其可获得最佳的优化性能. 特别地, 在阶跃风速
中, DJOA的IAEwr 分别是稳定边界法, QGA, BLPSO
和JOA的64.81%, 71.50%, 72.66%和76.71%; 此外, 在
高频随机风速中, DJOA的IAEId分别是稳定边界法,

QGA, BLPSO 和 JOA 的 67.53%, 80.87%, 84.26% 和
86.83%. 最后, 上述5类算法在3%的测量误差下的总
控制成本如图9所示. 由图可见DJOA的控制成本在所
有3种算例下均为最低. 特别地, DJOA在低频随机风
速下的控制成本分别是稳定边界法, QGA, BLPSO和
JOA的62.84%, 81.50%, 89.67%和92.43%.
综上所述, DJOA相较于传统合理整定后(稳定边
界法)的PID控制参数而言可以大幅提高控制精度(阶
跃风速中转速误差可减少35.19%); 另一方面, DJOA
所需的控制成本也更低(低频风速下控制成本可减少
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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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考虑3%测量误差下各算例不同算法的IAE指标
Table 4 IAE indices of different algorithms calculated in three cases (p.u.) with 3% measurement errors
算例

IAE指标

稳定边界法

QGA

BLPSO

JOA

DJOA

阶跃风速

IAEId
IAEwr

0.2029
0.3887

0.1637
0.3523

0.1612
0.3467

0.1533
0.3284

0.1342
0.2519

低频随机风速

IAEId
IAEwr

0.2062
0.7638

0.1659
0.7231

0.1587
0.6701

0.1512
0.6609

0.1417
0.6137

高频随机风速

IAEId
IAEwr

0.2704
0.9736

0.2258
0.9101

0.2167
0.8889

0.2103
0.8726

0.1826
0.7948

图 9 考虑3%测量误差下各算例不同算法的总控制成本
Fig. 9 Overall control costs required in three cases of each

侧VSC与电网侧动态, 因此鲁棒性测试主要针对发电
机参数). PMSG系统在额定风速下增加1 m/s的风速
阶跃后有功功率|Pe |峰值对比如图10所示. 由图可知
稳定边界法, QGA, BLPSO, JOA和DJOA在±20%的
发电机定子电阻 Rs 不确定下的 |Pe | 分别是 15.76%,
14.66%, 13.87, 13.02%和12.17%; 同 时 在±20%的 发
电机d轴电感Ld 不确定下的|Pe |分别是15.81%, 14.72%,
13.91, 13.09%和12.24%. 因此相较于其他算法而言,
DJOA对于发电机参数不确定具有最强的鲁棒性.

algorithms with 3% measurement errors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PID参数是离线优化而非在
线优化, 这主要是由于优化算法耗时过长而无法实现
实时在线优化导致的. 具体来说, 首先, 构建一个适应
度函数(19)和(20); 随后, 在3种算例下(阶跃风速、低
频随机风速、高频随机风速)分别求解每一种算例下
的适应度函数并求和, 从而得到一次迭代中的适应度
函数值. 对此值进行优化, 即通过DJOA(或其他对比
优化算法)更新PID参数后进入下一次迭代从而得到
新的适应度函数值; 最后, 经过反复迭代直至3种算例
(即: a) 阶跃风速(由8 m/s增加到12 m/s); b) 低频随机
风速(图7(a)); 以及c) 高频随机风速(图8(a)))下的适应
度函数收敛, 如式(21)所示. 此时优化结束, 其所对应
的PID参数即为最优的PID参数并输入到PMSG控制
器中并保持不变. 对于其他的风速变化, 所求解的最
优PID参数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的控制性能, 这是由于
本文仅考虑了上述3类风速变化的情形. 在实际应用
场合有局限性, 且离线优化的方式也无法考虑现场工
作时将遇见的环境参数、系统模型、工作点等关键因
素的变化. 事实上, 本文所选取的3种典型风速主要旨
在验证算法的优化性能. 为解决这一问题, 在实际应
用中, 可将当下的3种风速变化算例扩展到常见的风
速变化, 常见的工作点, 以及常见的故障等多种算例
下进行优化.

5.5 鲁棒性测试
为研究发电机参数不确定时系统的鲁棒性, 对定
子电阻Rs 和d轴电感Ld 在额定值±20%范围内变化时
进行研究(由于本文主要研究MPPT, 并未考虑电网

(a) 发电机定子电阻Rs 鲁棒性

(b) 发电机d轴电感Ld 鲁棒性
图 10 发电机定子电阻Rs 和d轴电感Ld 在额定值±20%范围
内变化时, 系统在额定风速下增加1 m/s的风速阶跃后
有功功率|Pe |峰值对比图
Fig. 10 Peak value of active power |Pe | obtained under a
1 m/s step increase of wind speed from the rated
wind speed with 20% variation of the stator
resistance Rs and d-axis inductance Ld of three
approach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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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文设计了一款基于军队作战策略的新型启发式
算法, 即DJOA用以实现PMSG的MPPT. 其贡献点和
创新点可总结为如下3点:
1) DJOA采取了3种基本策略, 即进攻作战(全局
搜索)、深度防御作战(局部探索)和混合重组作战(结
构重组), 从而大幅提高最优解的质量;
2) DJOA在深度防御作战中引入两名副官来实现
更深度的局部探索. 同时, 在混合重组作战中引入
SFLA的混合机制, 从而显著减少算法陷入局部最优
解的概率;
3) 4类算例仿真结果表明, 跟稳定边界法、QGA、
BLPSO和JOA相比, DJOA在各类风速下均具有最佳
的MPPT性能, 最低的控制成本以及在发电机参数不
确定下具有最高的鲁棒性.
最后,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风机在额定风速以下
设计最优PID控制器以实现风机MPPT, 该问题吸引了
近年来大量的文献进行研究[4, 6–9] , 各类非线性控制
器[16–22] 也基于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未来研究方
向将考虑额定风速以上的风机载荷优化或桨距角控
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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