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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控制风力涡轮机的方法，包括：

接收请求电力增强以增加电力生产的增强命令，所述增强命令包括增强水平；

接收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作状态；

基于当前操作状态和增强水平，使用模型预测控制(MPC)例程计算一个或多个预测操

作轨迹，所述一个或多个预测操作轨迹包括预测控制轨迹，其中，轨迹包括至少一个变量的

时间序列；

在电力增强期间使用控制轨迹来控制风力涡轮机；

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力增强包括：

增强时段，其中，所述电力生产增加并且所述风力涡轮机转子减速；

恢复时段，紧随增强时段，其中，所述电力下降并且所述风力涡轮机转子加速，

其中，该方法包括：

增加电力生产是通过在增强时段期间施加所请求的生成电力(Pg)的第一最小值作为

模型预测控制例程中的约束，所述第一最小值由增强水平限定；以及

在所述恢复时段期间施加所述所请求的生成电力(Pg)的第二最小值作为所述模型预

测控制例程中的约束，所述第二最小值由最小允许生成电力限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在所述模型预测控制例程中施加一个或多个

约束来增加所述电力生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在所述模型预测控制例程中施加所述所请求

的生成电力(Pg)的最小值作为约束来增加所述电力生产。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在电力增强控制期间，所述一个或多

个预测操作轨迹被重复地计算为滚动时域轨迹，并且其中，使用最后计算的控制轨迹来控

制所述风力涡轮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一个或多个预测操作轨迹的时间序列跨越整

个增强时段的至少一部分，并且其中，至少一个预测操作轨迹的时隙与终止标准相比较，并

且其中，如果所述至少一个预测操作轨迹在时隙中满足终止标准，则终止增强时段。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增强期间的在电力生产中的增

加基于存储在所述风力涡轮机的旋转系统中的动能。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最大增强时段，其中，所述至少一个预测操作

轨迹是转子中的预测动能，并且其中，所述最大增强时段被确定为对应于时间序列的持续

时间，其中，在转子中的预测动能大于预定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基于由所述模型预测控制例程预测的风中可获得

电力确定所述预定值，使得确保风中可获得电力等于或大于使风力涡轮机返回到预增强电

力生产水平所需的可获得电力。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如果所述最大增强时段短于最小时段，则所述增

强时段终止。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所述增强时段期间重复计算所述最小时段。

11.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增强命令基于检测到的所述风

力涡轮机的能量分配系统的系统操作参数的变化。

12.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基于来自布置成测量与所述风力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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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的物理状态有关的传感器数据的传感器读数而获得所述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作状态。

13.一种计算机程序产品，包括：配置为当在数据处理系统上被执行时控制风力涡轮机

的软件代码，所述计算机程序产品配置为执行权利要求1-1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14.一种用于风力涡轮机的控制系统，包括：

控制器单元，其被布置为接收增强命令，所述增强命令包括请求电力增强用于增加电

力生产的指令，所述增强命令包括增强水平；

控制器单元，其被布置为接收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作状态并且基于当前操作状态和增

强水平，使用模型预测控制(MPC)例程来计算一个或多个预测操作轨迹，所述一个或多个预

测操作轨迹包括预测控制轨迹，其中，轨迹包括至少一个变量的时间序列；

控制器单元，其能够基于控制轨迹生成用于控制风力涡轮机的指令，

所述控制器单元被布置成执行权利要求1-1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15.一种风力涡轮机，包括：配置为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1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的控制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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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型预测控制的风力涡轮机的电力增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力涡轮机的控制，尤其涉及电力增强或有功电力生产的快速增加。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网中风能的渗透增加，可能需要或期望风力涡轮机应该有助于电网的稳定

性。在一些电网中，甚至可能以网络代码的形式要求风力涡轮机如何有助于稳定网络。

[0003] 在风力涡轮机中，存储在旋转系统中的动能可以用于网络稳定。这有时被称为风

力涡轮机可以提供惯性响应。储存的动能可以用于在短时间内增强来自常规生产的生成电

力，即增加输送到电网的电力，同时储存的动能减少，导致转子减速。

[0004] 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增强，但是其典型地包括增强时段，其中，与预增强时段

(或常规生产时段)相比，生成电力增加，之后是恢复时段，其中转子中的动能再次重建至预

增强水平。增强的大小、增强的持续时间以及恢复时间的约束可以用网络代码或其他要求

来形式化。增强要求的一个示例可以是：风力涡轮机必须能够在给定的时间段内，例如长达

10秒，输送额定电力5-10％的电力增强，并且涡轮机必须在2分钟后恢复到常规操作，而不

进入20％以下的预增强电力水平。

[0005] 一篇针对基于模型的控制技术以提供电力系统中风力发电机对初级频率调节的

贡献的文章被发表为：“An  Optimal  Model-Based  Control  Technique  to  Improve  Wind 

Farm  Participation  to  Frequency  Regulation”，由Bacciono等人，在IEEE 

Transactions  on  sustainable  energy  vol.6，No.3，2015年7月1日，第993-1003页。该文

章公开了单独风力发电机和风电场(WF)的模型作为整体以及所提出的控制策略。该方法的

关键特征是每个风力涡轮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对网络干扰作出反应，这取决于风力涡轮机

本身的风速以及其动态条件。

[0006]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设计了这项发明。

发明内容

[0007] 在短时间内增加电力生产期间，即在增强期间，提供风力涡轮机的改进的控制将

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整个增强时段(包括增强时段和恢复时段这两者)提供控制风力涡轮

机的其他方式将是有利的。

[0008] 相应地，在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控制风力涡轮机的方法，包括：

[0009] 接收请求电力增强以增加电力生产的增强命令，所述增强命令包括增强水平；

[0010] 接收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作状态；

[0011] 基于当前操作状态和增强水平，使用模型预测控制(MPC)例程计算一个或多个预

测操作轨迹，所述一个或多个预测操作轨迹包括预测控制轨迹，其中，轨迹包括至少一个变

量的时间序列；

[0012] 在电力增强时段使用控制轨迹来控制风力涡轮机。

[0013] 在本发明中，涡轮机的操作基于计算出的控制轨迹。轨迹是对于给定时隙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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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序列，所述轨迹包括对于与变量有关的操作参数的下一个变量值以及对于给定参数

的未来变量值的预测或预期数量。例如，控制轨迹可以是一种俯仰轨迹，所述俯仰轨迹包括

下一个俯仰命令，以及未来俯仰命令的预期或预测数量。

[0014] 通过使用模型预测控制(MPC)例程形式的滚动时域控制例程来计算一个或多个预

测的操作轨迹。由于MPC算法非常适合基于风力涡轮机的实际状态计算操作轨迹，因此使用

MPC算法计算增强时段的控制轨迹是有利的。MPC算法直接考虑对系统变量的约束，并且因

此可以有利地用于在安全操作界限内找到最优操作轨迹，不仅对于当前控制设定点，而且

对于未来设定点。

[0015] 在增强情况下，涡轮机离开常规操作，并且可能在操作方面离开最优操作，以实现

对应于相应风力条件的最大有效输出电力。在这种情况下基于MPC控制器来控制涡轮机是

有利的，因为在给定的增强条件下可以确保最优操作，并且可以确保风力涡轮机停留在操

作界限内，不仅仅是当前时刻，而且贯穿整个预测时域。

[0016] 增强时段电力生产的增加可基于存储在旋转系统中的动能，即存储在转子惯性中

的动能。因此，转子在增强时段期间可能会减速。基于存储在旋转系统中的动能增强电力生

产，允许在风力不足以生成增强电力的情况下进行增强。基于转子惯性增加电力生产不会

增加转子和塔架上的疲劳负荷，但只能对有限的时间内是可能的。

[0017]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在增强时段进行优化并考虑恢复时段。在电力增强时段控

制涡轮机时，确保涡轮机以最优方式经历恢复期且对电力生产的影响最小。

[0018] 其他实施方式将结合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中的内容进行描述。

[0019] 在另外的方面中，本发明还涉及一种计算机程序产品，该计算机程序产品包括一

种软件代码，所述软件代码配置为当在数据处理系统上被执行时控制风力涡轮机，还涉及

用于风力涡轮机的控制系统以及根据本发明的各个方面中任一方面控制的风力涡轮机。

[0020] 该计算机程序产品可以提供在包括指令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当该计算机程

序产品被加载到数据处理系统上时，使数据处理系统，例如以控制器的形式，执行指令。

[0021] 控制系统、控制方法和/或计算机程序产品可以至少部分地在风力涡轮机停放控

制器中实现，该风力涡轮机停放控制器被布置为控制风力涡轮机停放区的至少选定的涡轮

机。风力涡轮机停放控制器也可以被称为发电站控制器PPC。

[0022] 总体上，本发明的各个方面可以在本发明的范围内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组合和耦

合。参考下文描述的实施例，本发明的这些和其它方面、特征和/或优点将变得明显并且被

阐明。

附图说明

[0023] 将参考附图仅以举例的方式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其中：

[0024] 图1以示意性透视图示出风力涡轮机的示例；

[0025] 图2示出了与风力涡轮机的元件一起的控制系统的实施例；

[0026] 图3示出了与测量的操作变量y有关的MPC例程和MPC计算的控制变量u的大致各方

面；

[0027] 图4显示了增强的一个示例，包括增强时段和恢复时段期间；

[0028] 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控制器结构的示意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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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6示出了用于控制风力涡轮机执行本发明的各种实施例的各步骤的流程图的元

素。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图1以示意性透视图示出了风力涡轮机1的示例。风力涡轮机1包括塔架2、布置在

塔架顶点处的机舱3，以及可操作地耦合到发电机的转子4，所述发电机容纳在机舱3的内

部。除发电机外，机舱容纳将风能转换为电能所需的各种组成元件以及操作、控制和优化风

力涡轮机1的性能所需的各种组成元件。风力涡轮机的转子4包括中央轮毂5和从中央轮毂5

向外伸出的多个叶片6。在图示的实施例中，转子4包括三个叶片6，但该数量可以变化。此

外，风力涡轮机包括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可以放置在机舱内或者分布在涡轮机内部(或外

部)的多个位置处并且可通信地连接。

[0031] 风力涡轮机1可以被包括在属于风电站的其他风力涡轮机的集合中，所述风电站

也被称为风电场或风电田，其用作通过传输线与电网连接的发电站。电网总体上由发电站、

传输电路和变电站组成网络，所述网络由传输线网络耦合，将电力传输给以最终用户和电

力公用事业的其他用户的形式的负载。风电站可以包括发电站控制器，其可以负责控制各

个涡轮机的某些方面。

[0032] 图2示意性地示出了与风力涡轮机的元件一起的控制系统20的实施例。风力涡轮

机包括转子叶片21，所述转子叶片经由齿轮箱23机械地连接到发电机22。在直接驱动系统

和其他系统中，齿轮箱可能不存在。由发电机22生成电力经由电转换器25被注入到电网24

中。发电机22可以是双馈感应发电机，但是可以使用其他发电机类型。

[0033] 控制系统20包括多个元件，包括至少一个具有处理器和存储器的控制器200，使得

处理器能够基于存储在存储器中的指令来执行计算任务。总体上，风力涡轮机控制器确保

在操作中风力涡轮机生成所请求的电力输出水平。这是通过调整俯仰角和/或转换器的电

力提取而获得的。为此，控制系统包括俯仰系统，该俯仰系统包括使用俯仰参考28的俯仰控

制器27和包括使用电力参考26的电力控制器29的电力系统。该风力涡轮机转子包括转子叶

片，该转子叶片可以通过俯仰机制而俯仰。转子可以包括同时调整所有转子叶片上的所有

俯仰角的共同俯仰系统，并且除此之外还包括能够单独俯仰转子叶片的单独俯仰系统。控

制系统或控制系统的元件可以放置在发电站控制器(未示出)中，使得涡轮机可以基于外部

提供的指令来操作。

[0034]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控制系统200执行被编程为接收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作状

态的模型预测控制(MPC)例程。基于当前操作状态，计算一个或多个预测操作轨迹，其包括

至少一个预测操作轨迹，其大体上至少包括俯仰设定点28和电力设定点26。

[0035] 图3示出了与测量的操作变量y有关的MPC例程和在增强的情况下MPC计算的控制

变量u的大致各方面。该图的上部分30示出了对于变量y的状态轨迹，并且该图的下部分31

示出了对于控制变量u的控制轨迹。

[0036] 操作轨迹和控制轨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参数中的一个或多个：俯仰值(包括

集合俯仰值和单独俯仰值)、转子速度、转子加速度、塔架运动、与电力有关的各参数、与转

矩有关的各参数和这些参数的导数，以及诸如生成电力Pg、从风提取的电力Pw、在风中的可

获得电力Pav以及在旋转系统中的动能K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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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在一个实施例中，操作轨迹是预测的操作状态轨迹。状态是操作参数的集合，经常

表示为向量。示例性风力涡轮机状态是：

[0038]

[0039] 其中包括俯仰值θ、转子角速度ω，和塔架顶位置s以及这些参数的时间导数。可以

使用其他和更多参数来限定风力涡轮机状态x*。一般而言，操作轨迹包括用于计算所需疲

劳负载量度的操作参数。

[0040] 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作状态的状态值可以基于来自传感器的所测量的传感器读

数，所述传感器布置成测量与风力涡轮机的物理状态值有关的传感器数据。另外，也可以使

用估计值或计算值。在一个实施例中，状态可以由状态计算器(例如，其形式为负责确定当

前操作状态的专用计算单元，例如观察器或卡尔曼滤波器)来确定。

[0041] 轨迹也可以表示为控制轨迹。示例性控制轨迹可以是：

[0042]

[0043] 包括俯仰参考信号和电力参考信号。可以使用其他和更多参数来限定风力涡轮机

控制信号u1*。

[0044] 图3示出了针对多个离散时间步长的测量变量的轨迹33。该图示出了当前时间k以

及过去的多个时间步长34和多个未来时间步长35(也分别称为对于状态变量y和控制变量u

的预测时域和控制时域)。已知的变量值，即基于已测量的值，用实心圆标记，而预测的变量

值用空心圆标记。轨迹可以包括预测值的时间序列，即只有空心圆。该轨迹不需要包括过去

的并已知的值，但是可以在某些实施例中包括。特别地，当前值32可被包括用于测量变量的

轨迹。轨迹可以跨越几秒钟的时间序列，例如5-10秒。然而，根据给定的执行方式，轨迹可能

更长或更短。

[0045] 作为示例，轨迹示出了在时间t1给出增强命令(即样本k)以将输出电力从预增强

水平38增加到增强水平39的情况下的生成电力Pg。轨迹示出了当前生成电力水平32以及预

测的未来电力水平。也显示所示的变量允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0046] 图3进一步示出了通过使用MPC算法确定的一般控制轨迹36的示例。图3示出了操

作状态轨迹33和一般控制轨迹36之间的关系。

[0047] 虽然当前k-th值对于测量变量32是已知的，但是通过使用MPC例程来计算控制轨

迹的当前值37。

[0048] 该图还显示了u的控制轨迹值允许的最大和最小值。

[0049] 作为示例，轨迹显示了俯仰角的轨迹，即u＝θ。在该示例中，基于接收到的增强命

令，MPC算法确定相关的设定点，例如用于转换器的电力设定点以增加生成电力。结果，俯仰

角被降低。轨迹显示下一个俯仰设置37以及预测的未来俯仰设置以实现新的设定点设置。

[0050] MPC基于迭代有限时域优化。在时间t，当前状态被采样并且在计算成本最小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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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策略用于未来的时间范围内：[t，t+T]。在控制信号中仅使用当前样本k的第一预测值，然

后再次采样涡轮机状态并从新的当前状态开始重复计算，产生新的控制轨迹和新的预测状

态轨迹。预测时域不断向前移动，因此MPC是滚动时域控制器。

[0051] 模型预测控制(MPC)是一种多变量控制算法，它使用优化成本函数J在滚动预测时

域内计算最优控制移动。

[0052] 优化成本函数可以由下式给出：

[0053]

[0054] 参考图3，ri是第i-th个变量的设定点，yi和ui是第i-th个轨迹变量，并且wyi是定义

该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权重矩阵，并且wui定义与该变量的变化相关的惩罚权重矩阵。

[0055] 图4显示了一个增强的示例。该图显示了四个时期，预增强时期40，对应于根据给

定操作条件的常规操作。在时间t1，接收到增强命令，增强命令请求以增加电力生产的电力

增强导致在增强时段41电力生产从预增强水平P_preboost增加到指定增强水平P_boost 

39。在增强时段，电力增加基于存储在旋转中的动能。增强时段在t2结束，之后涡轮机进入

恢复时段42，其中重获旋转中失去的动能。在恢复时段42，生成电力减少45到被称为P_dip

的电力水平。这种减少一般被称为电力下降(power  drop)。在恢复时段后，恢复常规操作。

[0056] 在一个实施例中，风力涡轮机的控制器接收增强命令，增强命令包括增强水平(P_

boost)。与接收增强命令一起，控制器接收或访问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作状态。基于当前操

作状态和增强水平，使用模型预测控制(MPC)例程来计算一个或多个预测操作轨迹，并且在

电力增强时段使用控制轨迹来控制风力涡轮机。

[0057] 增强水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限定，例如，作为给定值、作为预增强电力(或当前生

成电力)的百分比、作为风中可获得电力的百分比，或通过任何其他合适的手段。

[0058] 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控制系统50的各元件的示意性概览。该控制器结

构可以例如是在图2所示的控制器200中实现。

[0059] 控制系统50可以包括MPC模块51形式的控制器单元，所述MPC模块接收风力涡轮机

的当前操作状态52，并且基于当前操作状态使用模型预测控制(MPC)例程来计算一个或多

个预测操作轨迹53，在此之后预测控制轨迹包括生成电力Pg。

[0060] 控制系统还可以包括增强模块54形式的控制器单元，其被执行为接收增强命令55

并将该增强命令转发给MPC控制器51。所转发的增强命令56可以是以最小所请求的生成电

力的形式。

[0061] 可以基于检测到的能量分配系统的系统操作参数的变化来请求增强命令55。例

如，增强命令可以由检测到的网络中的频率下降来触发。增强命令也可以从外部操作系统

接收，例如执行稳定网络的例程的网络操作系统。

[0062] 在一个实施例中，通过在模型预测控制例程中施加一个或多个约束来增加(增强)

电力生产。

[0063] 在一个实施例中，通过在模型预测控制例程中施加所请求的生成电力(Pg)的最小

值作为约束来执行增强功能。

[0064]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请求的生成电力(Pg)的第一最小值39作为增强时段41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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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控制例程中的约束而被施加，并且所请求的生成电力(Pg)的第二最小值45作为在恢复

时段42的模型预测控制例程中的约束而被施加。第一最小值可以由增强水平限定并且第二

最小值可以由最小允许生成电力限定。

[0065] 在第二最小值中，电力水平可以不直接限定为最小电力水平，而是可以从相对于

预增强电力水平不下降超过一定百分比的要求而间接设定。

[0066] 此外，恢复时段中的最小电力约束可以选择为不下降低于某个电力水平的最小值

Pgmin以及仍然确保转子加速的最大发电机电力水平。

[0067] 例如：

[0068] 在增强时段期间：Pgmin＝P_preboost+P_boost，并且

[0069] 在恢复期间：Pgmin＝min(P_preboost-P_dip，Pg_acc)

[0070] 其中，Pg_acc是为了确保转子加速而允许的最大Pg。对于给定时刻k，Pg_acc<α*

(Pw[k]+K[k+1]-K[k])，其中，α是用于控制所需恢复时间的小于1的参数，且Pw是从风中提

取的电力。

[0071] 有利的是，通过使用最小值形式的约束来增加电力生产，可能还有基于以(第二)

最小值形式的约束建立在恢复时段的电力水平。这是一个优点，因为约束是MPC例程的积分

元素，也因此可以通过约束处理以简单的方式处理增强。

[0072] 一个或多个预测的操作轨迹33的时间序列可以跨越整个增强时段的至少一部分。

这可以有利地用于确保涡轮机至少在预测时域或其已知部分期间支持持续增强。在一个实

施例中，将至少一个预测操作轨迹的时隙与终止标准进行比较。以这种方式，如果在时隙中

至少一个预测的操作轨迹满足终止标准，则可以终止增强时段。作为示例，可以设置最小动

能水平Kmin、最小转速ωmin，或其他终止标准。例如，如果预动态能量降低到预测时域内的

预定数量样本的最低水平以下，则增强时段终止，并且开始恢复时段。以这种方式，可以确

保增强时间的延长不会长于其在恢复时段实际的恢复。

[0073] 在一个实施例中，基于转子中的预测动能确定最大增强时段。在该实施例中，预测

的操作轨迹中的至少一个是转子中的预测动能。在该实施例中，最大增强时段可以被确定

为与转子中的预测动能大于预定值的时间序列的持续时间相对应的时间段。最大增强时段

可以从增强模块54输出为待使用的(例如，由发电站控制器或系统操作员使用的)信号57。

[0074] 预测动能应该大于的预定值可以基于由模型预测控制例程预测的风中可获得电

力来确定。以这种方式，可以确保风中的可获得电力等于或大于用于使风力涡轮机返回到

预增强电力生产水平所需的可获得电力。

[0075] 为了计算最大增强周期(Tleft)，给定Pgmin值和当前风速以及发电机速度/动能，

可以提供在预测时域内具有预测动能的矢量Kpred。向量中的元素编号对应于预测中的时

间步长，即，第三个元素是向前3个时间步长的预测。在一个实施例中，期间Tleft可以从

Kpred中对应对于K>Kmin*γ的最长预测的元素而计算出来，其中，γ是调整预测中的不确

定性的参数并且Kmin被计算为K的最小值，其满足：

[0076] Pav(V，Kmin)-Ploss＞P_preboost-P_dip

[0077] Pav是一个函数(在MPC中执行)，其计算作为根据风速和动能K的函数的可获得电

力。可以包含元素Ploss以考虑传动设备和发电机中的电力和机械力损失。在实施例中，

Ploss也可以由MPC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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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在一个实施例中，增强能力可以计算为1-Tb/(Tb+Tleft)，其中，Tb是在增强中当

前花费的时间。增强能力可以从增强模块54输出为待使用的(例如由发电站控制器或系统

操作员使用的)信号57。低增强能力对应于转子转速过低的高风险。增强能力可以用其他方

式计算。作为进一步的示例，其可以作为最小函数min(l，Tleft/Tboost)的结果给出，其中，

Tboost是预定义的增强长度。在这个实施例中，输出表示可以提供整个预定义的增强长度

或者仅提供其一部分。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将终止标准定义为增强能力的阈值，其用于终

止增强时段并进入恢复时段。

[0079] 由于MPC例程是滚动例程，因此在增强时段可以重复计算任何参数，包括最小时段

和增强能力。这是有利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对于下一个期间(预测时域)，涡轮

机不进入其从中不能恢复的操作状态，因此可获得增强的更好控制。

[0080] 在示例性实施例中，使用于增强时段的优化问题具有下列形式：

[0081] u*(t)＝argminJ0(S(t)，P(t)，u(t))

[0082] 受限于一组约束。

[0083] 在常规操作/预增强操作期间，示例性约束可以以如下这种参数给出：额定转子速

度(ωR)，其应该低于一给定极限值ΓωR，以及俯仰角θi(带有导数)，其应该在对于每个叶片

i的给定极限值内。此外，设定一约束，其中生成电力Pg应该低于额定电力Pr。

[0084]

[0085] -5≤θi≤90，i∈(1，2，3}

[0086]

[0087] Pg≤Pr

[0088] 在电力增强41期间，电力约束改变为：

[0089] P_preboost+P_boost≤Pg≤Pr+P_boost

[0090] 而在恢复时段42，电力约束被设置为：

[0091] P_preboost-P_dip≤Pg≤Pr

[0092] 函数argmin是标准数学运算符，它代表最小值的增强量，并找到由S、P、u和t所跨

越的参数空间中的点，其中，成本函数J0具有最小值。

[0093] 这里，名义成本函数J0使用控制信号u(t)提供电力(P)和负载(S)之间的折衷，而

约束限制转子速度、叶片俯仰角、叶片俯仰速度和电力。控制信号一般由叶片俯仰角和转换

器的电力参考值组成：

[0094]

[0095] 图6示出了显示用于控制风力涡轮机以执行本发明的各种实施例的步骤的流程图

的各元素。

[0096] 这些元素可以执行为计算机程序产品或代码，其被配置为生成指令给控制器，该

控制器被设置成控制风力涡轮机或风力涡轮机的组成元件的操作。计算机程序可以以任何

适当的方式提供。计算机程序产品一般由风力涡轮机控制系统或者由诸如发电站控制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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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控制器存储并由其执行。

[0097] 在第一步骤61中，确定或接收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作状态。风力涡轮机的当前操

作状态一般在涡轮机的总体控制中常规地不断更新。在常规情况下，基于当前的操作状态，

一个或多个预测操作轨迹被计算62。

[0098]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接收请求电力增强以增加电力生产增强指令63。随后，基于

当前操作状态和增强水平，一个或多个预测操作增强轨迹被计算64。预测操作轨迹包括至

少一个控制轨迹，用于在电力增强时段控制风力涡轮机，即增强65。

[0099] 虽然已经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不应将其解释为以任何方式限于所给

出的示例。本发明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手段来执行；并且根据所附权利要求书来解释本发

明的范围。权利要求中的任何参考符号不应被解释为限制所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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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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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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