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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挖掘光伏序列的混沌特性，提出一种基于混沌

特征改进的鲸鱼优化算法 (wha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OA)相关向量机 (relevance vector machine, RVM)预测方

法，确定 RVM参数与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混沌特征间的物

理联系。首先，利用伪近邻法和复自相关法计算光伏序列

的混沌参数，重构相空间，确定 RVM高斯核的径向范围；

然后，利用WOA对 RVM参数进行寻优，提高核函数泛化

能力和收敛速度，完善超短期预测方法；最后，运用实际

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数据，仿真分析 5个典型日的预测效果。

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不同天气情况下具有良好的预测准

确度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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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mining  the  chaotic  characteristic  of
photovoltaic(PV)  sequence,  a  forecasting  method  based  on
chaotic  characteristic-improved  wha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bbr.  WOA)  and  relevance  vector  machine  (abbr.  RVM) was
proposed to  determine  physical  relation  between  RVM   para-
meters  and  chaot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output  of  PV  power
generation. Firstly, the chaotic parameters of PV sequence were
computed  by  pseudo  nearest  neighbor  method  and  complex
autocorrelation  method  to  reconstruct  the  phase  space  and  to
determine the radial range of the Gaussian kernel by RVM pre-
diction method.  Secondly,  the  optimization  of  RVM paramet-

ers  was  implemented  by  WOA  to  improve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and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he  kernel  function  to  per-
fect the ultra-short-term forecasting method. Finally,  by use of
output data of practical PV power generation, the forecasted ef-
fect of  five  typical  days  was  simulated  and  analyzed.  Simula-
t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different  weather  situations,  the
proposed method possesses both satisfied forecasting accuracy
and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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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光伏发电在能源供应体系中的作用

愈加凸显 [1]。然而，由于光伏发电输出功率影响

因素多、耦合复杂、随机性强且变化频率快，导

致光伏发电输出功率预测难度大，准确率难以满

足电网实际需求，部分地区弃光现象严重，给电

力系统的调峰调频和并网消纳带来一定挑战。利

用储能系统对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波动进行实时平

抑，可增加光伏发电的利用率，保证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提高光伏发电输出功率预测准确度能有

效帮助储能系统制定平滑控制策略 [2]。

目前，针对光伏发电输出功率预测的研究方

法总体可分为物理法、统计法和元启发式学习法 [3]。

其中物理法基于气象因素和光伏组件参数间光电

能量转换的物理联系进行预测，建模过程复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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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气象数据质量较高 [4]；统计法基于光伏电站

历史数据的统计学规律，应用概率统计、聚类和

谱分析等方法展开预测，建模过程简单，所需信

息易于获取，在实际工程中应用前景广阔 [5-7]；元

启发式学习方法通过挖掘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气

象等历史数据的变化规律，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寻

找历史数据与未来光伏发电输出功率之间的映射

关系 [8]。目前利用数学方法模拟神经元活动的误

差反向传输 (back propagation, BP)和长短期记忆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神经网络方法，

以及利用核函数进行回归预测的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SSVM)方法，已

在光伏预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9-11]。其中 SVM利

用支持向量样本集决定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鲁

棒性，但计算复杂、耗时长。LSSVM利用误差

变量的正则项确定最终的决策函数，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 SVM支持向量样本集的求解难度，提高

了收敛速度。为进一步提高这类预测方法的稳定

性和适用性，通常采用寻优算法优化参数以获得

组合预测方法，提高算法预测准确度 [12]。然而，

这些方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SVM惩罚系数难以

确定、核函数受Mercer条件限制的问题。文献 [13]
提出一种基于贝叶斯框架的稀疏有监督学习方法

相关向量机 (relevance vector machine, RVM)，RVM
可以在先验参数结构下结合自相关判定，移除统

计学上不相关的数据点获得稀疏化的概率方法，

相较 SVM极大地减少了核函数的运算量，具有

良好的稀疏性、泛化能力，已在趋势预测领域得

到一定的应用 [14]。考虑到 RVM的泛化能力受核

函数影响，采用寻优算法迭代 RVM的解析解获

得最优核函数参数，能进一步提高预测方法准确

度和适应性。鲸鱼优化算法 (wha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OA)是通过模拟座头鲸捕杀猎物行为

设计的一种启发式算法，具有结构简单、调节参

数少且全局寻优能力强等优点[15]，因此，基于WOA
优化 RVM对光伏发电输出功率进行预测是一种

提高预测准确度的可能途径。文献 [16]通过分析

光伏序列的混沌特性，利用混沌相空间重构方法

挖掘光伏时间序列的动力学本质，结合径向基神

经网络预测光伏发电输出功率，表明混沌理论可

用于提高光伏发电输出功率预测准确度。在此基

础上，文献 [17]将光伏电站气象因素和混沌特征

结合，优化方法输入量品质，同时采用双模式布

谷鸟算法改进小波神经网络，进一步提高预测准

确度。

为提高方法适应性、改善预测准确度，本文

通过提取光伏时间序列混沌特征，挖掘其隐藏的

动力学信息与预测方法间的物理联系，提出一种

基于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混沌特征改进的WOA-RVM
预测方法。建模过程简单，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

潜力。 

1    基于混沌特征确定 RVM 核函数
 

1.1    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混沌特征提取

τ

为从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时间序列中得到有用

的混沌特征进行分析，需对原始序列进行相空间

重构，将光伏发电输出功率原始的动力学行为以

混沌吸引子形态在相空间内无奇异地呈现出来。

相空间重构的关键在于选取合适的混沌参数：时

间延迟 和嵌入维数 m [18]。 

1.1.1    基于伪近邻法计算嵌入维数

X Xi

Xi
NN Ri

混沌对初值具有敏感依赖性，初值的微小差

异会导致吸引子轨道演化的巨大差别，影响预测

准确度。由于光伏序列在采集过程中难免混入噪

声，为在 m 维空间内恢复体现光伏系统规律性的

混沌吸引子，采用抗噪性能较好的伪近邻法计算

m。取光伏序列 中任意相点 ，则在高维相空间

内存在其最邻近相点 ，相点间欧式距离为 ，

其中

Ri =
∥∥∥Xi−Xi

NN
∥∥∥ =

√√√√ m∑
j=1

[
xi+( j−1)τ− xNN

i+( j−1)τ

]2

(1)

Ri+1

当相空间的维数增加到 m+1维时，两点间的距离

变为 ，两邻近点之间的距离变化为：

Ri+1−Ri =
∥∥∥Xi+mτ−XNN

i+mτ

∥∥∥ (2)

Ri+1 Ri

Rm Rm

若 大于 ，则认为混沌吸引子中两个不相邻的

点投影到低维轨道上变成相邻的两点，称这两个

点为伪近邻点，即这样的近邻点是虚设的。真正

的近邻点距离为 ，定义两邻近点距离与 的比

率为：

ai=

∥∥∥Xi+mτ−XNN
i+mτ

∥∥∥
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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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Ri+1 Ri Xi

Xi
NN ai

式中： 为伪近邻率，当两邻近点距离不随维度

m 增大而变化时，即 与 相等。通过迭代 和

的值， 和设定判据的伪近邻率同时到达零

点，此时对应的 m 即为最小嵌入维数。
 

1.1.2    基于复自相关法计算时间延迟

τ时间延迟 为延迟坐标，决定吸引子的耗散

程度，即光伏序列各时刻点的相关性。由于光伏

系统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故采用复自相关法计

τ X Cτ算 [19]。光伏序列 的复自相关函数 定义如下：

Cτ =
1
N

N−1∑
i=0

m−1∑
j=1

(xi− x̄)(xi+ jτ− x̄) (4)

xk x̄ =
1
N

N∑
k=1

xk

N = n− (m−1)τ x̄

τ

式中： 为 k 时刻的光伏发电输出功率， ，

为相点总数， 为样本均值。理论

上所有大于或等于 处，复自相关函数为 0。
相空间重构后得到的相轨迹矩阵如下式所示：

X =


X1
X2
...

XN

 =


x(1) x(1+τ) · · · x(1+ (m−1)τ)
x(2) x(2+τ) · · · x(2+ (m−1)τ)
...

...
. . .

...
x(n− (m−1)τ) x(n− (m−2)τ) · · · x(n)

 (5)

Xk =
[
xk, xk+τ, · · · , xk+(m−1)τ

]
式中： 为相点。 

1.2    基于混沌特征确定 RVM 高斯核径向范围

RVM可以有效解决小样本、高维、非线性

系统的回归问题，故在建立高维空间内光伏

序列的动力学方法基础上，采用 RVM构造预测

方法。

{xi, ti}ni=1 xi ti

RVM预测方法中，给定输入–输出数据集

，其中 为输入量， 为目标值，n 为样本

总个数。基于概率论理论，输入与输出之间满足

如式 (6)所示的非线性关系。y (x,ω) =
n∑

i=1

ωik(x, xi)+ω0

ti = y (x,ω)+εi

(6)

ω0 ω = (ω0,ω1, · · · ,ωn)

(0,α−1) ωi

α

α εi

k (x, xi)

式中： 为方法的偏差； 为权

值，假设其服从 高斯分布，每一个权值

定义高斯分布的先验概率分布来约束最大似然估

计超参数 ，通过跟踪过去的评估结果，选择合

适的 来评估泛化能力，实现方法的回归拟合；

为独立分布的高斯白噪声； 为径向基 (RBF)
核函数，又称为高斯核函数，其表达式如下：

k (x, xi) = exp
(
−∥x− xi∥

2δ2

)
(7)

δ

ϕ(xi) ≡ k (x, xi)

Φ = [Φ(x1),Φ(x2), · · · ,Φ(xN)]T Φ(xi) =

[1,k (xi, x1) ,k (xi, x2) , · · ·k (xi, xN)]T

式中： 为高斯核核宽，用训练向量参数化的核

函数来定义基函数 ，RVM基函数矩

阵为 。其中，

。

根据相轨迹矩阵，构建预测方法的输入和输

出变量如表 1所示，即将相空间中的第 k 个相点

作为输入变量，将第 k+1个相点的最后一维作为

输出变量。

根据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基函数矩

阵变为：

Φ(xp) =
[
1,k

(
xp, xk

)
k
(
xp, xk+τ

)
· · ·k

(
xp, xk+(m−1)τ

)]T
(8)

p = k+ (m−1)τ式中： 。

δ核宽 愈大，径向范围愈大，若超出这一范

围，高斯核函数快速衰减至 0，RVM核函数失去

泛化能力，因此需要根据光伏序列的相轨迹矩阵

调整核宽参数。随着维度的增加，通过高斯核函

数暴力枚举迭代得到 RVM核参数，将增加时间

复杂度。各向异性高斯核通过提取同一纬度样本

的欧式距离来设定核参数，其效果优于传统高斯

核的特征选择 [20]。欧氏距离

dk =

√√√(m−1)τ∑
k=1

(xk − xk+(m−1)τ+1)2 (9)

可见，随着维度的增加，光伏相空间矩阵的

欧式距离 d 增大，为使高斯核函数工作在限定范

围内，通过将各个相点的欧式距离作为核宽赋值

给对应的基函数矩阵，采用各向异性高斯核自适

应确定高斯核核宽，即核函数径向范围，核函数

表达式如下：
 

表 1    预测方法的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
Table 1    Input and output variables of forecasting method

 

输入变量 输出变量

X1 =
[
x1, x1+τ, · · · , x1+(m−1)τ

]
y1 = x1+(m−1)τ+1

.

.

.
.
.
.

Xk =
[
xk , xk+τ, · · · , xk+(m−1)τ

]
yk = xk+(m−1)τ+1

.

.

.
.
.
.

XN−1 =
[
xn−(m−1)τ−1, xn−(m−2)τ−1, · · · , xn−1

]
yN−1 =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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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xk+( j−1)τ, xk+(m−1)τ+1

)
= exp

−
∥∥∥xk+( j−1)τ− xk+(m−1)τ+1

∥∥∥
2δk2


(10)

j ∈ [0,m−1] δk = dk式中： ， 。 

2    WOA- RVM 超短期预测方法
 

2.1    基于 WOA 优化 RVM 预测方法

α

为提高 RVM方法在各典型天气下的适应性，

采用 WOA优化 RVM核函数的核宽和最大似然

估计超参数 ，WOA寻优步骤为：

1)包围猎物。

WOA算法通过搜索代理包围目标来寻找最

佳位置，这一行为可由如下方程表示：D⃗ =
∣∣∣∣C⃗S⃗ ∗(t)− S⃗ (t)

∣∣∣∣
S⃗ (t+1) = S⃗ ∗(t)− A⃗ · D⃗

(11)

S⃗ ∗(t)

S⃗ (t) A⃗ C⃗

式中：t 是当前迭代次数； 表示当前最优位置；

是当前位置； 和 如下式所示：{
A⃗ = 2a⃗ · r⃗− a⃗
C⃗ = 2 · r⃗

(12)

a⃗ ∈ [0,2]

r⃗ ∈ [0,1] A⃗ C⃗

式中： ，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作线性衰减；

，取值随机，通过调整 和 的值，不停

更新位置。

2)泡泡网捕食。

通过式 (13)螺旋更新位置：

S⃗ (t+1) = D⃗
′ · ebl · cos(2πl)+ S⃗ ∗(t) (13)

[−1,1] D⃗
′

式中，b 是定义对数螺旋形状的常量系数；l 是属

于 区间的随机数； 是第 i 次迭代时与猎物

的距离。

3)搜索猎物。

A⃗利用 更新搜索代理的位置，根据式 (14)进
行全局搜索： D⃗ =

∣∣∣∣C⃗ · S⃗ rand− X⃗
∣∣∣∣

S⃗ (t+1) = S⃗ rand− A⃗ · D⃗
(14)

S⃗ rand式中， 是一个随机位置向量。

接着，建立基于 WOA优化的 RVM预测方

法，其流程如图 1所示。

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magent

Tmax ub 20 lb 210

1) 确定 WOA中搜索代理数量 为 3，单

个搜索代理最大寻优次数为 1000，最大迭代次数

为 20，寻优参数上限 为 、下限 为 ；

2)初始化鲸群位置，并根据 RVM预测方法，

计算初始的预测值，以最小均方差作为适应度函

数，然后根据式 (15)计算出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值。

f (x) =

√√
1
n

n∑
i=1

(yi−
∧
yi)

2
(15)

S⃗ ∗(t) yi
∧
yi式中， 为最优位置； 为实际值； 为预测值。

A⃗ C⃗

3)包围猎物，搜索代理根据式 (11)调整系数

和 ，连续激活WOA，不断更新最优解；

a⃗

a⃗

4)根据式 (12)中 的线性衰减缩小包围圈，

通过迭代不断缩小 的值，通过式 (13)螺旋更新

位置；

A⃗5)根据式 (14)搜索猎物，利用 来更新搜索

代理的位置，使 WOA能够遍历整个序列寻找最

优解，进行全局搜索；

6)以真实值和预测值的最小均方差作为适应

度值，重复步骤 3)、4)、5)，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时，输出全局最优解作为 RVM方法的核函数参

数，得到最终的WOA-RVM预测方法。 

2.2    基于混沌特征改进的 WOA-RVM 预测方法

为进一步提高 RVM的回归拟合能力，基于

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混沌特征的提取，利用 WOA
算法对 RVM核函数参数进行寻优，建立一种改

进的WOA-RVM光伏发电输出功率组合预测方法。

具体流程如图 2所示。首先，基于光伏发电输出

功率时间混沌特征提取重构相空间，恢复原始序

列混沌吸引子动力学演化轨迹；接着，基于相轨

迹矩阵自适应确定 RVM高斯核径向范围；然后，

 

N

N
N

搜索猎物：更新个体

适应度值和全局最优解

输出最优解

k≤iterMax

开始

结束

根据 RVM 计算
个体适应度值

初始化 WOA 参数和
搜索代理位置

包围猎物：更新适应
度值和最佳位置

f(ui(k))≤f(xi(k))

激活连续 WOA 算法

k=k+1

i=i+1i≤Np

泡泡网捕食：螺旋更新
最佳位置

图 1    基于 WOA 优化的 RVM 预测方法

Fig. 1    WOA-optimization based RVM forecas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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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合适的训练集和预测集，利用组合预测方法

进行光伏发电输出功率超短期预测。
  

开始

光伏功率时间序列输入

利用各向异性高斯核自适应
确定核函数径向范围

选择合适的训练集和测试集

输出光伏功率预测结果

结束

计算 m 和 τ，提取混沌特征，
确定相轨迹矩阵

利用 WOA 优化 RVM 参数

图 2    基于混沌特征改进的 WOA-RVM 预测方法
Fig. 2    The forecasting method based on chaotic

characteristic-improved whal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relevance vector machine  

3    算例结果分析

为验证所提方法在光伏发电输出功率超短期

预测上的有效性和优越性，选择美国国家标准与

技术研究所 (NIST)提供的光伏阵列 61 天出力数

据进行仿真 [21]。采样时段为 6:00—19:00，采样

步长 5 min，一天共 157个采样点，光伏阵列额定

功率 243 kW，在 Matlab 2016a环境下分析 5种典

型天气下的光伏发电输出功率超短期预测效果。 

3.1    混沌参数计算

分别采用伪近邻法和复自相关函数法确定混

沌相空间重构参数，统计量结果见图 3。

τ

由图 3(a)知，在 m 为 6处，3个判据同时为

0，因此 m 为 6。图 3(b)中，时间延迟为 21处初

次出现复自相关函数为 0，因此时间延迟 为 21。 

3.2    混沌特征对预测准确度影响分析

为验证混沌特征提取对 WOA-RVM方法的提

高效果，选取光伏发电输出功率的前 56天作为

训练集，分别从后几天 (以晴天为代表的非突变

天气和以多云转晴、晴转多云、多云、阴雨天为

代表的突变天气)中各挑选 1天作为测试集，分

别从收敛速度和预测绝对误差两方面进行比较。

图 4为两种预测方法适应度进化曲线对比，

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所提预测方法迅速收敛，

而 WOA-RVM预测方法前期收敛速度较慢，且收

敛时预测准确度低于所提方法。

图 5为所提方法与 WOA-RVM的绝对误差曲

线对比，所提方法预测的准确度和适应性明显高

于WOA-RVM方法。 

3.3    应用分析

为客观对比分析所提方法的预测性能，利用

WOA优化 LSSVM和 SVM核宽参数得到 WOA-
LSSVM和 WOA-SVM组合预测方法，并将所提

方 法 、 WOA-LSSVM、 WOA-SVM、 RVM、 B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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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混沌参数计算

Fig. 3    Calculation of chaotic parameters 

 

所提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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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A-RVM 预测方法

图 4    不同预测方法的适应度值进化曲线对比

Fig. 4    Fitness values comparis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that of WOA-RVM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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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STM方法基于单步循环滚动局域预测机制， 进行光伏发电输出功率超短期预测，同时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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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绝对误差曲线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absolute error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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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种天气情况下不同预测方法的预测结果

Fig. 6    Forecasting results by different forecasting methods under various weather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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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和 LSTM鲁棒性较差，分别独立运行 30次取

均值得到最终预测值，各方法预测结果见图 6。
由图 6可见，在 5种典型天气下，各预测方

法都与实际值有不同程度的偏差，其中 BP和

LSTM方法整体偏差较大。各预测方法在晴天时

跟踪性能较好，阴雨天气误差波动最为剧烈。在

图 6(a)晴转多云天气和图 6(d)多云转晴天气

10:00—11:00这部分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急剧上升

或下降的时段，从局部放大图上可以看出，BP
和 LSTM方法预测结果均出现了较显著的偏差，

无法很好反映出光伏发电输出功率变化趋势，而

利用核函数进行拟合的 WOA-LSSVM、WOA-
SVM和 RVM方法误差波动较小，跟踪性能较好。

在图 6多云天气 9:00—10:00和图 6(c)(e)阴雨天

气 11:00—12:00，这部分波动较频繁的时段，BP
和 LSTM方法跟踪性能明显较差，预测准确度有

待进一步提升，WOA-LSSVM、WOA-SVM和RVM
方法虽有一定的时滞现象，但能较好反映光伏发

电输出功率波动情况，误差波动范围有所减小。

所提预测方法通过重构混沌相空间提取原始光伏

发电输出功率时间序列的隐藏信息，建立混沌特

征与 RVM高斯核函数的物理联系，对光伏发电

输出功率突变和波动更加敏感，尤其在光伏发电

输出功率低而剧烈波动的拐点处，跟踪性能最好。

NMAPE

NRMSE NMAE

为定量分析预测结果，利用标准化平均相对

误差百分比 ( )、标准化均方根误差百分比

( )、标准化平均绝对误差百分比 ( )和
决定系数百分比 (R-square)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价，

对比结果见表 2。各项指标表达式分别为：

NMAPE =
1

Ntotal

1
Pinst

L∑
i=1

∣∣∣∣∣∣yi− ŷi

yi

∣∣∣∣∣∣×100% (16)

NRMSE =
1

Pinst

√√√
1

Ntotal

L∑
i=1

(yi− ŷi)
2×100% (17)

NMAE =
1

Ntotal

1
Pinst

L∑
i=1

∣∣∣yi− ŷi
∣∣∣×100% (18)

R− square =


1−

n∑
i=1

(yi− ŷi)
2

n∑
i=1

(yi− yi)2


×100% (19)

Ntotal Pinst式中： 为预测点个数； 为额定装机容量；

yi ŷi
−
yi为实际出力； 为预测值； 为实测值的均值。

从表 2可以看出，5种典型天气情况下，所

提预测方法通过挖掘光伏发电输出功率的混沌特

 

表 2    不同天气情况下预测误差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forecasting errors under various

weather situations
 

预测方法
评价指标

NMAPE NRMSE NMAE R-square

总体

所提方法 0.0556 5.2640 2.8544 95.8600

WOA-LSSVM 0.0645 5.3334 3.1343 95.7557

WOA-SVM 0.0754 5.3717 3.0771 95.6865

RVM 0.0904 5.4256 3.2783 95.5974

BP 0.0740 5.4656 3.4246 93.6549

LSTM 0.0719 5.4384 2.9366 94.8081

晴转多云

所提方法 0.0599 6.4742 3.3237 92.3630

WOA-LSSVM 0.0663 6.5441 3.6422 92.0791

WOA-SVM 0.0711 6.6739 3.8356 91.8487

RVM 0.0931 6.6944 3.9101 91.7822

BP 0.0707 7.8081 4.0593 87.6305

LSTM 0.1015 8.4569 5.6133 91.0401

晴

所提方法 0.0316 2.4570 1.7594 99.1097

WOA-LSSVM 0.0364 2.7495 2.0087 98.8687

WOA-SVM 0.0349 2.6274 1.8924 98.945

RVM 0.0484 3.0278 2.2727 98.6025

BP 0.0442 2.7877 2.2306 97.0017

LSTM 0.0384 2.6827 1.7966 98.2320

多云

所提方法 0.0553 1.5023 1.1402 97.4530

WOA-LSSVM 0.0797 1.9837 1.6330 96.6387

WOA-SVM 0.1305 1.6154 1.1896 97.3320

RVM 0.1139 2.0299 1.5763 96.1028

BP 0.0916 9.8947 6.9822 93.0346

LSTM 0.0999 2.5720 2.2565 95.4068

多云转晴

所提方法 0.0552 3.8386 2.3885 98.0510

WOA-LSSVM 0.0561 3.9074 2.5665 97.9953

WOA-SVM 0.0554 4.0290 2.6573 97.8681

RVM 0.0917 4.0230 2.7197 97.8570

BP 0.0650 3.9049 2.4700 95.9870

LSTM 0.0684 4.8031 3.004 96.1364

阴雨天

所提方法 0.0759 8.5792 5.6604 91.0570

WOA-LSSVM 0.0842 8.5229 5.8210 90.1962

WOA-SVM 0.0850 8.6018 5.8105 90.0772

RVM 0.1048 8.5379 5.9128 90.2248

BP 0.0890 9.1618 5.6901 89.1287

LSTM 0.0856 8.4974 6.0497 90.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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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APE

征并将 WOA和 RVM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预测

准确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表 2可以看出，除了

个别指标略差于 LSTM预测方法，所提出的方法

在不同天气条件下的表现一般优于所有对比方法，

表中以粗体显示。并且在以晴天为代表的非突变

天气情况下，各预测方法的预测性能差异最小，

且预测效果要优于突变天气情况。所提方法总体

比 WOA-LSSVM、WOA-SVM、RVM、BP
和 LSTM预测方法分别降低 13.80%、 26.26%、

38.49%、24.86%和 22.67%，其中在光伏发电输

出功率波动频繁的多云天气总体提升最多。

NRMSE

NMAE

同时，从表 2中可以看到，所提方法总体

比其他预测方法分别降低 1.31%、2.00%、2.97%、

3.69%和 3.21%，其中在晴转多云和阴雨天天气

下提升较多；总体 比其他预测方法分别降低

8.93%、7.24%、12.93%、16.65%和 2.80%，其中

在波动剧烈的多云天气和光伏发电输出功率急剧

上升的多云转晴天气下提升较多；所提方法 R-square
在各种天气情况下均超过 90%，优于所有对比方

法，表明各个天气情况下所提方法均能对光伏发

电输出功率进行较好拟合，具有一定适应性。 

4    结论

实例证明所提的预测方法不仅预测准确度高、

适应性强，而且建模过程简单，具有以下优点：

1)充分挖掘光伏混沌特性对 RVM核函数泛

化能力的影响，基于混沌特征确定 RVM的基函

数矩阵，再利用 WOA对 RVM参数进行寻优，

相较 WOA-RVM自回归预测方法，泛化能力得到

提高；

2)在 5种天气条件下的预测性能指标均高于

优化后的 LSSVM和 SVM预测方法，方法的拟合

能力指标 R-square均超过 90%，尤其在波动较大

的天气下，跟踪性能更好；

3)通过提取光伏发电输出功率的混沌特征避

免了多次寻找最邻近相点，预测过程简单，便于

工程实践，为将超短期预测结果应用于光伏发电

功率平滑控制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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