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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wea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output of the PV generation, a feedback based
neural network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similar days is proposed. From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weather, the weather similar
days are selected, the Elman neural network predic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predict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imilar days of the power generation and the similar days and the weath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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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影响光伏发电出力的主要天气因素下，提出了一种基于相似日的反馈型神经网络预测模型。从天气的历
史数据中选择出天气相似日，结合相似日的发电功率和相似日与预测日的天气数据建立Elman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来预
测光伏发电的出力。
关键词：光伏发电，功率预测，神经网络

1.引言
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指导下，在传统能源消耗殆尽
的威胁下，新能源发电上网电量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1]。
光伏发电是新能源发电的典型代表。光伏发电出力受自然
界环境的影响较大，光伏电池所处的自然环境中的光照和
温度等气象因素都会影响到光伏电池的出力。当一个容量
较大的光伏电站接入传统大电网后，由自然环境变化带来
的光伏出力的波动将影响到传统大电网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所以要光伏发电出力预测就显的至关重要[2-5]。如
果能较准确预测传统大电网接入的光伏电站的出力，就可
以根据光伏电站的出力来调整其他电站的出力，不仅能为
调度提供依据，还可以为各种电站出力的时空互补提供依
据。
光伏发电出力的预测方法主要可分为两类：间接法和
直接法[6]。间接预测法是先利用光伏电站的历史气象观
测数据预测太阳辐照度，然后采用神经网络或工程计算公
式预测电站的输出功率或发电量；而直接法是利用光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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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发电量的历史数据及天气预报数据直接预测光伏系统
或阵列的输出功率或发电量。近年来针对以上问题，在科
学研究和实际生产中，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在光伏发电出力
预测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文献［7-10］建立了BP神经网
络光伏发电预报模型来预测光伏发电的出力。其中，文献
［7-8］将光伏发电预测模型分为四个子模型，分别建立
了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的模型，以天气预测数据和预
测日前一日的光伏发电出力数据作为BP神经网络的输入
变量，这种方法依赖于预测日和前一日的日类型是否连续，
对与日类型不连续的天气类型预测精度不高;文献［9-10］
重点关注对天气类型的分类，对不同天气类型采用了不同
的BP神经网络，相较于前面的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是又
增加的预测模型的数量；文献［11］中结合大量的实验数
据，采用Elman神经网络来预测光伏发电出力，验证了在
光伏出力预测领域Elman神经网络相比于BP神经网络具有
计算速度更快、准确性更高的优点。Elman神经网络是反
馈神经网络，其联想记忆功能更好，并且稳定性比较好，
对于时间序列预测问题准确性BP神经网络好。文献［12］
将极端学习机法和相似日法结合使用，建立了预测模型。
本文综合相似日的方法和Elman神经网络方法和进行光伏
出力预测。首先，通过后一日的天气预报从历史气象数据
中选取天气的相似日，结合相似日的发电出力数据和相似
日与预测日的天气数据建立Elman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来进
行光伏发电出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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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工程用光伏阵列的模型只需要输入供应商提
供的几个常用的技术参数Isc、Uoc、Im、Um，就可以根据
式（3）、式（4）得出C1和C2。式（2）决定最后的太阳电
池的I-U特性曲线。
2.1.日类型对光伏出力的影响
常见的日类型分类为：晴天、阴天、雨天等。不同的
日类型对光伏电站的出力有影响，某光伏电站在晴天、阴
天、雨天的光伏电站出力对比如图1所示。

2.光伏出力分析
由于光伏电池的并联结电容对光伏电池的动态特性
影响很小，所以在分析时通常将其忽略。光伏电池输出电
压

U pv

与输出电流 I pv 的关系可用下式进行描述：
I PV = I λ -I 0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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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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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为二极管理想因子，A=1——2；K为玻尔兹曼
常数，K=1.38*e-23J/K,T为绝对温度（K）；q为电子电
荷,q=1.6*e-19； λ 为光照强度（kW/m2）；I0为反向饱和
电流（A）； I λ 为光生电流（A）。
式（1）是光伏电池最基本、在理论分析中被广泛应
用的、在实际生产中被广泛采取的、基于物理模型的数学
表达式。但是式（1）中的 I λ 、I0、Rs、Rp、A等技术参数

图1 不同日类型下某光伏电站出力对比。

2.2.季节对光伏出力的影响
我国大部分国土属于温带气候，四季交替循环，与人
类在一年四季的体表感受相类似，一年四季对光伏电站的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某光伏电站在春季、夏季、秋季和冬
季的光伏电站出力对比如图2所示。

并不是光伏电池厂商提供给用户的技术参数，而且这些技
术参数确定起来相对困难，在实际研究和应用中并不方便。
以式（1）为基础，并假设以下两点近似：
U + I PV
①将 PV
项忽略；
Rp
②假定Il=Isc，并假定：
⑴开路状态下：Ipv=0；Upv=Uoc；
⑵最大功率下：Ipv=Im；Upv=Um；
工程实际中应用的光伏电池数学模型为：

图2 不同季节下某光伏电站出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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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光照强度对光伏出力的影响
由光伏发电出力计算公式可知，不同光照下会影响光
伏发电出力，由于光伏电站拥有最大功率跟踪环节，在光

伏出力限制范围内，光伏出力与光照量同增同减。某光伏
电站在晴朗夏季光伏出力与光照的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不同光照下某光伏电站出力曲线。

2.4.温度对光伏出力的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了光照、季节、日类型对光伏出力的影响，在上述条件近似相同的前提下，不同温度下，光伏出力
也不同。从而温度也是光伏出力的影响因子。如图4所示。

图4 不同温度下某光伏电站出力对比。

由上述分析可知，光伏发电系统的输出功率受诸多因
素的影响，在本文中通过对发电出力数据的处理，将这些
影响因素映射为相似日指数作为预测模型的输入。

3.天气类型
描述天气状态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例如晴朗的程
度、温度的高低、湿度的大小、降水的多寡、风力的强弱、
空气的质量等。天气类型作为描述大气物理状态的标签，
综合了各种气象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能够比较全
面地表征天气状态的特点。中国气象局制订的国家标准
GB/T22164——2008将天气状态分为33种不同的类型。但
是考虑到光伏电站应该建设到日照时间较长和日照强度
较大的地区，应该重点考虑晴朗天气的光伏发电出力预测，
而较少考虑阴雨天气的光伏发电出力预测。基于以上原因，
将日类型分为晴朗天气、晴天偶尔多云、多云偶尔晴天、
多云天气、阴天、雨天等6种典型天气类型。

4.光伏发电功率预报模型
本文首先基于一个自然年的春、夏、秋和冬的不同天
气情况来分别建立日特征向量，然后根据相似日原理，利
用前面建立的日特征向量来选取对应的相似日，其次结合
所选取的相似日的发电功率数据和相似日与预测日的气
象数据建立Elman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并且对Elman神经网
络进行训练，来形成不同季节下的光伏发电出力预测模型，
最后将四个季节得到的光伏发电出力预测模型整合成一
个自然年的光伏发电出力短期预测模型。
4.1.相似日原理
在已有的文献中，发电量的预测模型将预测日前一时
间的历史发电数据作为输入变量。这种方法在预测天气情
况基本不变的晴天的光伏发电出力有着较好的准确性，但
是当日类型不连续或者出现多云天气、雨雪天气等复杂天
气情况时，预测将失去其原有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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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这些不足，本文将一年按照一年4个季度分
别建立子模型，将气象因素和各个子模型的日特征向量联
系起来，包括气温、辐照时间和日类型等指数，设日特性
向量为：

X i = [i, Tl , Th , T , t , e]

（5）

式中：i为日期序号，Tl 为最低温度K，Th 为最高温度
K， T 为平均温度K，t 为日照时间h， e 为日类型指数（日
类型分为晴朗天气、晴天偶尔多云、多云偶尔晴天、多云
天气、阴天、雨天，分别对应1~6）。
天气预报提供的气象信息往往会比较粗略，只能判断
出大致粗略的天气类型，故本文在做日类型指数训练映射
时，在天气预报提供的信息前提下，根据欧式距离表达式
对天气类型进一步归类，如式（6）。的欧氏距离是一种
绝对的距离定义，表示在m维空间中两个点之间的绝对距
离。拓展使用欧式距离定义来判断不同天气预报信息之间
的相似度差异，对天气类型进行区分归类。
8

2
 Dij = ∑ ( xki − xkj )

k =1

Oij = 1 − α Dij


式中： n y 为隐含层单元数； n 为输入单元数； m 为
输出单元数； a 为[1,10]之间的常数。
4.5．Elman神经网络模型结构
本文采用的Elman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拓扑结构图如图
5所示，x向量为神经网络预测模型输入向量，z向量为神
经网络预测模型隐含层的输出向量，y向量为神经网络预
测模型输出层输出向量。 a1 、 b1 和 a 2 、 b 2 分别为神经网
络预测模型隐含层和输出层的权值和阈值， a3 为神经网
络预测模型承接层权值，D为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反馈支路
的延迟单元，logsig为激活函数， n1 和 n 2 分别为激活函
数的输入向量。

（6）

式中， k 为日特征向量的元素序号， xk 为日特征向
量的第 k 个元素。一般情况下取归一化因子 α =

1
。
max( Dij )

图5 Elman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拓扑结构图。

因此，日特征相似度 Oij 越高，表示两天之间的气象参数
等因素越相似。
4.2．预测模型的输入层节点的确定
在预测模型中，基于相似日的7:00~18:00每个整点发
电时间序列作为预测模型的12个输入变量；预测日和相似
日的平均温度作为预测模型其中的2个输入量；预测日和
相似日的日类型指数为模型的另外2个输入量，预测模型
输入变量确定为有16个。
4.3．预测模型的输出层节点的确定
预测模型所求得的输出是后一天的12个小时整点时
间点的光伏发电出力序列，所以输出层的节点数确定为12
个。
4.4．预测模型的隐含层节点的确定
隐含层单元的数目与问题的要求、输入和输出单元的
数目有着直接的关系，若隐含层数目太少，网络所得到的
数据量太少；若隐含层数目过多，会增加训练的繁琐程度，
导致训练的时间大大增加，本文通过经验公式（7），并
进行多次试验，隐含层节点数确定为14个。
ny =

n+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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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图6 Elman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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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报模型训练和评估

5.1.5.清扫不当

对建立好的Elman神经网络需要反复多次的训练，而
选取的样本的质量和数量影响着整个Elman神经网络的预
测结果的精度和速度。
光伏发电出力并非只受到前述日类型、季节、光照和
温度几种主要因素的影响，由于光伏电站处于自然环境中，
光伏发电出力受到了更多的自然界的影响，比如海拔、气
压、湿度和空气质量等。所以仅考虑影响光伏发电的主要
影响因素而忽略一些次要的影响因素来预测光伏发电出
力是不可行的。

由于本文选择的光伏电站是位于青海省沙漠中某光伏
电站，受到近年来发生频繁的沙尘天气的影响导致光伏电池
上不可避免的积累灰尘，一次沙尘暴可造成光伏电站的出力
下降5%以上，而严重的雾霾天气光伏电站几乎没有出力，在
冬季，当积雪覆盖在光伏电池上也会大大降低光伏电站的出
力。在选取光伏电站的出力样本数据时，要去当地气象部门
了解光伏电站在沙尘天气高发时段的天气情况，排除那些由
于沙尘天气造成的明显异常的数据，要去光伏电站搜集清扫
工作的记录，以了解灰尘和积雪对光伏电站出力的影响，如
果有清扫不当的情况发生，应该排除这几日的数据。

5.1．实际影响光伏发电出力的因素
5.1.1．温度系数
由于光伏电池组件的温度无法完全跟踪环境温度，导
致光伏电站的实际出力和环境温度下光伏电站预测出力
有所不同，这种特性用温度系数来表示。晶硅光伏电池的
温度系数为-0.35~0.45%/℃；非晶硅光伏电池的温度系数
为-0.2%/℃。实际光伏电站出力历史样本数据自动包含温
度系数的影响，在预测中不需要特别考虑。
5.1.2.日照角度
由于日照强度包含了直接辐射日照、反射辐射日照和散
射辐射日照，这三种辐射照射到光伏电池上并不是都能转化
为光电子继而转化为光电流发电的。例如光伏电池在总日照
2
强度为50W/m 以上才能向电网供电，但是在总日照强度为
2
100W/m 以下输出功率较低，
即使在我国日照强度较好的西北
地区，总日照中直接辐射日照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不可用
日照辐射也有2~3%。实际光伏电站出力历史样本数据自动包
含日照角度的影响，在预测中不需要特别的考虑。
5.1.3.设计不当

5.2.样本数据的选取
样本数据包括各种日类型下的历史发电量数据，天气预
报的信息数据，但是出现一些由于前述其它影响光伏发电出
力数据的异常噪声，而这种异常噪声对神经网络的训练没有
好处的。例如在某日天气预报预测的日类型为晴朗天气，但
是由于雾霾天气的影响，真正照射到光伏电池上的光照远不
如天气预报预测的那样强烈，导致这一日的光伏发电出力明
显下降，如果将这一日的样本数据引入神经网络，会导致晴
朗天气的光伏发电出力预测数据偏小；例如本应到了该清洁
光伏电池的时候，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导致这几
日的光伏发电数据明显偏小，过了几日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一
问题，又去清洁光伏点出，导致光伏发电数据恢复正常，如
果将由于没有及时清洁光伏电池导致的光伏发电出力下降
的数据引入神经网络，会导致这几日任何日类型下光伏发电
出力预测数据偏下。所以在选取数据的时候应该排除那些明
显异常的数据，给后面的训练和预测打好基础。
5.3.样本数据的处理
神经元网络的输出通常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典
型的限制范围为（0，1）或（1，-1）。
但是得到的日类型样本数据不可能完全分布在这个
较小的范围内，直接用得到的日类型样本数据进行Elman
神经网络的训练会造成神经元饱和，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
处理。本文在训练之前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给后面的
训练和预测做好准备，如式（8）。

光伏电站设计不当造成的就是“间距设计不当”。
由于目前光伏电站大都采用竖向布置，下沿的少量遮挡
往往会造成整个光伏电池组输出功率极具下降。在一些
前后间距偏小的电站，前后遮挡对光伏电站出力影响甚
至能达到3%。另外，山地电站除了考虑前后遮挡以外，
还要考量东西方向高差所带来的遮挡。在坡度比较大，
而东西间距较小的电站，对光伏电站出力影响可达到2%。
x − xmin
xi = i
（8）
除了间距以外，我还经常看到在光伏电站场区内，设计
xmax − xmin
有较高的建（构）筑物，对周围的光伏阵列造成遮挡。
式中：xi 为实际获得的输入数据或预测得到的输出数
光伏电池组件的相互遮挡在光伏电站历史数据中自动
体现，在预测中不需要特别的考虑，由于本文模型中选
据。
择的光伏电站是位于青海省沙漠中的某光伏电站，实际
5.4.预测数据的评估
考察中并没有发现有高达建筑物遮挡的现象出现，在预
测中不需要特别的考虑。
虽然采取了以上各种方法来增强预测的准确性，但预
测的数据还是会和实际的数据有一定细微的偏差。本文在
5.1.4.设备故障
训练之后对数据进行均方根误差分析，来评价预测的准确
光伏电站中的所有设备处于自然环境中，受到自然环
性，如式（9）。
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设备故障是不可避免的，设备故障
1 n
造成的光伏电站历史样本数据出现奇异点，在选取的时候
Ee =
（9）
∑ ( xi − yi )2
n i =1
应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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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i 为预测得到的数据， yi 为实际的数据。

6.算例
在前面所做的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待预测日的日
特征向量求取相似日，将相似日的各项数据和预测日的天
气预报数据输入到已经训练好的Elman神经网络模型，来
求得预测日的光伏出力数据。验证了结合日类型利用
Elman神经网络来预测不同的日类型下的光伏电站出力预
测的准确性。

阴天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实际数据
9
12
4
3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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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数据
14
8
6
4
2
1
0

误差
-5
4
-2
-1
0
0
1

表1 日类型为晴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
晴天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实际出力
2
29
38
40
44
42
41
35
28
10
5
3
1
1

预测出力
0
30
40
42
45
42
41
34
26
9
4
3
0
0

误差
2
-1
-2
-2
-1
0
0
1
2
1
1
0
1
1

图8 日类型为阴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

表2和图8是日类型为阴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与实际
出力对比，比日类型为晴天时误差较大，其原因可能是阴
天时由于云层对太阳光线的遮蔽，难以预测云层的位置和
厚度，难以预测云层飘到光伏电站上空的时间，影响了预
测的准确性，这是由于所有神经网络都有一定的惯性造成
的。但总体来看，阴天时候结合利用Elman神经网络来预
测光伏电站出力是比较可靠的。
表3 日类型为雨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

图7 日类型为晴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

表1和图7是日类型为晴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与实际
出力对比，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比较接近，在清晨和傍晚
时预测数据和实际数据误差较大，可能是由于清晨和傍晚
时光照量和温度变化较快引起的，影响了Elman神经网络
的学习过程和准确性，影响了预测的准确性。但总体来看，
晴天时候结合利用Elman神经网络来预测光伏电站出力是
十分可靠的。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实际数据
0
2
3
4
4
4
5
6
5
4
4
3
2
0

预测数据
0
2
3
3
4
5
5
5
6
5
4
2
1
0

表2 日类型为阴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
阴天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实际数据
1
5
8
11
12
14
15

预测数据
0
5
9
12
13
15
13

误差
1
0
-1
-1
-1
-1
2

图9 日类型为雨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

误差
0
0
0
1
0
-1
0
1
-1
-1
0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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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和图9是日类型为雨天光伏电站出力预测与实际
出力对比，虽然绝对误差量较小，但这是由于雨天光伏电
站出力本来就小，预测数据的曲线和实际数据的曲线相差
较大，说明相对误差较大。可能因为雨天天气本就属于强
对流天气，天气变化较晴天和阴天更难以预测，另外一个
确切的原因是本文所选的光伏电站本就建设在日照充足
的自然环境下，在这种环境下，日类型为晴天的数量较多，
而日类型为雨天的数量较少，所能得到的Elman神经网络
训练的样本也较少，利用十分有线的光伏发电出力样本数
据来预测雨天的光伏发电出力本就误差较大，影响了训练
的准确性。

7.结语
日类型分别为晴天、阴天和雨天的光伏电站出力预测
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均方根误差对比如表4和图10所示。
表4 不同日类型下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均方根误差。
日类型
误差

晴天
4.796

阴天
7.483

雨天
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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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不同日类型下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均方根误差。

由表4和图10分析可知，相似日与Elman神经网络联合
预测有着较高的准确度。在日类型为晴天时预测准确性较
高。在多云天气条件下，预测效果波动最大，因为多云天
气变化比较剧烈，随机波动剧烈。虽然雨天的相对均方根
误差较小，是由于雨天时光伏出力本身就较小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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