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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风机状态预测是风电数字化和智能运维的关键环节. 深度学习由于在挖掘复杂高维数据隐藏

关系上具有强大潜力, 逐渐被应用于风机状态预测中. 然而深度学习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推理性和

解释性差等局限性, 如何将领域知识与智能算法有效结合是智能运维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文以多元时

间序列图神经网络通用框架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graph neural network, MT-GNN) 为基础, 提出

了一个知识嵌入式图神经网络模型 (knowledge-embedded graph neural network, K-GNN), 对风机多元

时间序列状态数据进行预测. 在该模型中, 本文将知识嵌入模块与图学习模块相结合, 通过嵌入相关、

因果、专家经验 3 种知识矩阵, 更好地刻画出状态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 结果显示, 在 3 种知识嵌入

式 K-GNN 模型中, 嵌入了专家经验矩阵的图神经网络模型在预测上的表现更为出色, 说明领域知识

能够有效提升图神经网络模型的泛化性能和可解释性.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风电预测性维护技术的研

发和推广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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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电作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主力军, 其大规模应用能够降低全社会的用能成本, 实现

更经济的能源转型. “十四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 大力提升风能、光伏发电规

模.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数据, 截至 2021 年 6 月底, 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2.9 亿千瓦, 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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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4.7%. 在平均温升低于 2◦C 的条件下, 2050 年我国风电装机总量预计能够达到 231.2 亿千瓦 [1].

随着电力系统低碳化转型的持续进行, 风电需求持续增长, 风力发电的数字化和智能运维越来越受到

重视, 风机状态预测是风电设备预测性维护和故障诊断的关键环节, 及时准确地预测风机状态能够减

少停机时间, 避免风机的灾难性损坏 [2], 是风电大规模稳定应用的基础, 对于我国 “智慧风电” 建设和

“双碳” 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数据采集和预测技术的演进,风机状态预测领域涌现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物理建模、

统计预测, 到人工智能方法, 各种模型不断被提出,在预测精度提升、数据隐藏关系挖掘等方面不断取

得研究进展.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数值模拟的物理建模法,通过模拟风电场内的风流和发电过程建立数

学模型, 对风力发电功率等指标进行测算 [3, 4], 该方法能够在有限的数据采集条件下提供方向性的判

断, 但难以对大型风电机组多元状态进行精细化预测. 技术的发展使得风力发电行业的数据日益完备,

以时间序列分析为代表的统计预测方法相比于物理建模法,在预测精度和效果上得到一定的提升 [5∼7],

但时间序列模型仅突出了时间因素的作用, 未充分考虑到气象等时间以外的重要因素, 以及状态变量

相互关联带来的影响, 使预测精度的改善受到限制 [8].

近年来, 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在挖掘复杂数据隐藏关系上表现了强大潜力, 逐渐被应用于风

机状态预测中. 风电厂通过设置多点传感器可以采集气象、风机多元状态的时间序列数据, 技术人员

通过选择合适的模型可以挖掘出风机数据的复杂非线性关系, 对风机状态做出更为精准的预测, 从而

有效支撑风电机组的智能运维.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人工智能方法比传统的物理建模、统计方法表现出

更好的预测性能, 例如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9]、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10] 等. 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人工智能在预测中的优势, 很多研究针对基

础模型进行了改进. 比如为了解决 RNN 中的梯度消失问题, 相关研究提出一种长短期记忆网络模型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11, 12], LSTM具有很强的记忆功能,可以建立前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此外还有研究通过门控循环单元 (gated recurrent unit, GRU) 删除 LSTM 的某

些冗余结构, 减少了模型的训练时间 [13]. 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分割风电序列数据或依据不同时段的预

测性能对模型进行加权等方式的组合,建立了混合模型,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 [14∼16]. 但上述人工智

能模型没有对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进行建模, 不能很好地提取出风机状态之间的关联, 也就无法对复

杂多元风机状态做出高精度、可解释的预测.

而卷积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特征提取能力,其中适用于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神经网络为时间卷积

网络 (temporal convolution network, TCN), 该方法通过因果卷积和残差连接的扩展, 能够解决深度卷

积模型在序列预测中的长期依赖和性能下降的问题,与前面提到的几种模型相比, TCN显示出更高的

预测准确性 [17]. 此外, 图神经网络 (graph neural network, GNN) 的优势在处理关系依赖方面也逐渐

凸显. Wu 等 [18] 将 TCN 与 GNN 的优势相结合构造了一个 MT-GNN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graph

neural network) 框架, 其中主要包含图结构学习、图卷积和时间卷积 3 个模块, 用于对多元时间序列

数据进行建模, 并自动学习图结构. 相比其他方法, 该 MT-GNN框架在建立特征间关系和时间空间依

赖关系方面贡献突出, 预测的准确性高于前面提到的几种方法. 其中图结构学习模块学习变量之间隐

藏的空间依赖关系, 将变量属性之类的外部知识整合到模型之中; 图卷积模块与时间卷积模块相互交

错,分别捕获空间和时间相关性. 虽然 MT-GNN在预测精度上有很大的提升, 但人工智能方法一直存

在 “黑箱” 问题, 模型建立的过程中缺乏与领域知识的有效结合.

本文在多元时间序列通用图神经网络框架 [18] 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嵌入式 K-GNN (knowledge-

embedded graph neural network) 模型. 通过获取相关、因果、专家经验 3 种知识矩阵, 将其加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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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积模块, 使得图卷积层在知识和经验的指导下能更有效地发现数据中潜在的关联性. 此外, 不同于

以往文献将单一的风电功率状态作为输出, 本文以某风电企业真实的风机状态数据为研究样本, 应用

K-GNN 模型对风机多元状态展开预测, 从而提升风电机组智能运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我们对比了

当前常用的主流预测方法,包括 ARMA (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RNN, LSTM, GRU, TCN,以

及时序预测框架 MT-GNN [18]. 通过对比 3 个经典的预测效果评价指标 RSE (relative standard error),

RAE (relative absolute error), Corr (correlation), 实证结果发现, MT-GNN 模型框架相对于以往预测

模型具有很强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 嵌入了专家知识矩阵的图神经网络模型 K-GNN-3 几乎在各个测

试集中表现出了比 MT-GNN更好的预测精度.由此得出,我们提出的 K-GNN方法能够更有效地刻画

状态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 取得显著的预测效果改进.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 2 节介绍预测问题的建模思路和模型框架; 第 3 节详细介绍预测方

法, 包含引用的基础模型框架和本文研究所提出的创新性改进方法, 在图结构获取上介绍了 3 种知识

矩阵的获取,在图卷积模块介绍了专家经验的嵌入和图卷积的工作机理;第 4节介绍实验设置,包括数

据来源、数据的预处理方法、用于对比预测效果的基准模型和评价指标; 第 5 节进行实验, 将 K-GNN

方法与几种基准模型在预测准确性上进行评估对比; 最后一节对本文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

2 问题建模和方法框架

下面我们首先对风机状态预测问题进行建模,然后详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知识嵌入式图神经网络

的模型框架及核心环节.

2.1 风机状态预测问题建模

本研究提出的 K-GNN 方法将多元风机状态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输入, 对包含风电功率的风机状

态进行短期预测. 设 xt ∈ Rdi 表示 di 维变量在当前时点 t 的值, K-GNN 模型的输入变量为历史风机

状态数据 X = {xt, xt−1, xt−2, . . . , xt−s | s}. 我们对未来 p 时间点的状态进行预测 ŷ = {x̂t+p | p}, 使
得预测状态和真实状态 Y = {xt+p | p} 的均方误差最小化

minimizeL(ŷ, y) = MSE(ŷ, y), (1)

其中, s表示输入的时间序列的长度, p表示输出时点距离当前时点 t的时间跨度,单位均为 min. y 表

示真实状态, ŷ 表示预测状态.

2.2 本文预测模型的框架

接下来简单介绍我们提出的知识嵌入式 K-GNN 模型, 部分引用 Wu 等 [18] 提出的多元时间序列

数据通用图神经网络框架, 整体上由图学习模块 (graph learning module)、知识获取模块 (knowledge

module)、m 个图卷积模块 (GC module)、m 个时序卷积模块 (TC module) 和一个输出模块 (output

module) 组成. 图学习模块能够学习变量之间的关系, 并将这种单向关系提取出来, 将变量属性之类

的外部知识融入到模型当中. 对于序列内的空间和时间依赖性, 则设计了一种混合跳跃传播层和一个

扩张的起始层来捕获依赖. 但由于自动学习结果无法结合领域内的专家知识, 形成的关联矩阵并不能

很好地呈现变量间的实际关系, 为了进一步提升精度和泛化能力, 我们通过利用专家经验的正则化作

用降低 MT-GNN 的过拟合可能 [19, 20], 具体来说, 我们人为提炼变量之间的关联作为知识矩阵. 采用

的知识矩阵包括: 计算两变量间 Pearson 相关系数, 学习因果关系, 以及邀请风力发电领域内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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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ramework of K-GNN

利用其经验为变量间相关性进行打分. 在图卷积模块中加入知识矩阵作为先验知识, 将变量间的知识

矩阵和自动学习的图结构相结合, 加入图卷积模块的经验混合层, 使得图卷积层在专家经验的指导下,

结合数据驱动的方法, 从数据中发现被专家经验忽视的潜在的关联性, 从而提升最终预测效果. 具体

的预测方法在第 3 节将有详细的说明.

3 预测方法介绍

该部分我们详细介绍预测方法,包含引用的基础模型框架 [18] 和本文研究所提出的知识嵌入方法.

引用部分参考图 1 中虚线所示, 这是我们进行知识嵌入和图卷积的模型背景, 主要包括图学习模块、

时间卷积模块、跳跃连接层和输出层. 创新改进部分参考图 1 中实线所示, 我们将详细地介绍本文采

用的 3 种知识矩阵的获取方法, 以及如何将知识矩阵加入到图卷积模块当中, 通过外部知识嵌入来优

化 MT-GNN 模型.

3.1 图学习模块

图学习模块在图邻接矩阵中自动学习图结构, 从而获得时间序列数据之间潜在的关联信息. 多元

时间序列的预测希望一个节点条件的变化带动另一个节点条件的变化, 避免对称或双向的距离度量,

所以设计该方法来学习单向关系.

M1 = tanh (αE1W1) , (2)

M2 = tanh (αE2W2) , (3)

B = ReLU
(
tanh

(
α
(
M1M

T
2 −M2M

T
1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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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1, E2 表示随机初始化嵌入矩阵, 在训练过程中是通过学习得到的; W1, W2 为线性变换转置矩

阵,其对应原始数据特征变量的潜在特征. α是一个预设的超参,用来控制 tanh激活函数的饱和速率.

式 (4) 通过学习 M1, M2 获得原始变量之间的关联矩阵 B, 利用减法项和 ReLU 激活函数对关联矩阵

进行正则化, 如果 Bvu 为正, 则其对角线对应的 Bvu 值为零, 该方程使邻接矩阵呈现非对称性.

Bvu 值大小表示节点间关联性的强弱, 对 B 中的每一个节点 B[i, :], 我们保留前 k 个最大的值表

示连接性, 剩下的赋值为 0, 由此得到节点间的邻接矩阵 A.

3.2 知识获取模块

本文通过刻画 120 个风机状态变量 xt ∈ Rn (n = 120) 之间的关系来获取知识, 通过计算各

个变量的相关性、因果关系, 以及利用风力发电专家经验为变量的相关性打分, 得到 3 种知识矩阵

M = {MR,MC ,ME}.
(1) 相关矩阵 MR. 第 1 类知识矩阵, 我们通过计算 Pearson 相关系数 rxy 的方式获取. 通过计算

变量间的两两相关性,我们可以获得统计意义上的变量间结构关联. 这种方法计算简单、方便,可以快

速获取结果, 但同时该方法假设数据样本相互独立, 缺少变量间的时序关系.

rxy =

∑di
i=1(xi − x̄)(yi − ȳ)√∑di

i=1(xi − x̄)2
√

(yi − ȳ)2
, (5)

其中, x和 y 分别表示两个变量, x̄为变量 x的均值, di为状态变量个数. 由以上方程,通过计算 120个

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性得到关联知识矩阵 MR.

(2) 因果矩阵 MC . 第 2 类知识矩阵, 我们应用因果学习的方式来获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传统

的数据统计方法更多关注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实际上, 领域内的专家和实践者更加专注于发现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 例如, 风速的加快是否会导致发电功率的上升等. 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性, 因果性和

相关性的主要区别在于判定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变化是否是由于干扰因子导致的. 我们将变量之间的关

系假定为一张网络图, 利用贝叶斯 (Bayes) 网络结构的因果模型, 将变量建模为网络中的节点, 因果建

模为网络中的边. 我们利用基于分数的结构学习方式计算得到能够最好地解释数据的网络结构图.

为得到最优的网络结构, 以最大化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 (LL) 为目标:

maximize LL(θ;D) =
∏
d∈D

P (d | θ), (6)

其中, θ 为拟合的贝叶斯图网络模型的参数, D 为数据集, d 为数据点. 理论上, 在这种最大对数似然

函数的目标下,全联网会获取最高的对数似然值,造成过度拟合.因此我们引入一个正则项来征罚过多

的网络参数, 防止过度拟合.

maximize LL(θ;D)− log(a)

2
dim(θ). (7)

以上方程又称为贝叶斯信息准则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BIC) 分数, 其中 a 是拟合的贝

叶斯网络中选用节点的数量. 这里, 我们利用爬山搜索法来学习网络结构, 更多信息请参照文献 [21].

我们将学习到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参数 θ 转化为因果关系矩阵 MC , 有因果关系的单元为 1, 否则为 0.

(3)专家经验矩阵 ME . 在生产运营等环节中,我们经常利用包含大量知识和经验的程序系统来协

助推理和判断, 模拟专家的经验决策过程, 解决特定领域内的问题. 专家经验指的是人类专家根据工

作经验提供的领域内知识, 这种类似于人类领域专家的思维过程能够指导模型或系统的工作, 从而更

加合理、高效地解决一些人类难以直接处理的复杂问题. 专家经验可以极大地减少解决复杂问题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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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 Mix-hop propagation layer and (b) graph convolution module

理空间、搜索空间, 以及初始化空间, 从而使得复杂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因此收集和利用领域知识和

专家经验将有助于提升系统的启发性、透明性, 以及灵活性, 从而提升系统的辅助预测、维护的效率,

使系统的决策结果更容易被理解和信赖.

专家经验的形式多种多样, 主要包括: 陈述性知识, 对概念事物和对象的表达; 结构知识, 对概念、

事物、对象之间的关联性的描述;程序知识,关于概念和规则的应用;元知识,定义知识的知识;启发性

知识, 主题内的特定知识. 本文是关于数据驱动方法的研究, 因此获取和应用的专家经验属于结构性

知识, 进一步来说, 本文利用结构性知识研究各个输入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果关系, 以及依赖性.

通过将结构性知识输入至图网络之中, 分解变量中的关联性, 解耦变量之间的正交性, 来提高变量的

信息利用率, 从而达到快速提升网络学习速度和预测精度的目的. 同时由于专家经验能够对关系进行

显式表达, 因此我们可以揭开复杂神经网络自动学习到的部分复杂知识的面纱, 这使得进一步解读模

型学习到的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第 3 类知识矩阵, 我们将关联性分成 3 个等级: 无关联 (0), 有一定关联 (0.5), 有强关联 (1). 通

过专家访谈, 基于风电领域专家经验, 为 120 组变量之间的关联度进行打分, 获取变量间的关联矩阵

ME .

3.3 图卷积模块

图卷积模块在本文图神经网络中的主要作用是处理节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融合节点 (变量)

和强关联节点的相互信息, 其输入来自上一层时间卷积的输出. 在该模块中, 可以通过数据驱动的方

式学习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在该层加入 3.2 小节介绍的知识矩阵, 指导图卷积模块更好地学

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两个混合跳跃传播层是图卷积模块的主要结构, 混合跳跃传播层处理每个节

点变量的流入信息, 并且在经验混合时加入知识矩阵, 通过对混合跳跃传播层和经验混合层的输出进

行注意力相加来获取最终的信息流出.图卷积模块再将混合跳跃传播层输出的信息经过关注层进行融

合. 图 2 显示了融合知识矩阵的图卷积模块 (GC module) 和混合跳跃传播层 (mix-hop).

如图 2(a) 显示, 给定一个图邻接矩阵 A, 混合跳跃传播层用来处理临近特征节点上的信息传递.

混合跳跃传播层包括信息传递、信息选择输出两个步骤. 给定图结构, 信息传递步骤输入前一步骤的

隐藏节点信息 (潜在特征向量) Hk−1 和原始状态信息 Hin, 递归地向下一步骤传递经过处理的节点信

息 Hk. 在图卷积模块中, 随着传递层数量 K 达到一定多的数目 (K 是一个很大的值), 节点隐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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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会收敛到一个点. 因此, 在传递过程中除了传递经过处理的信息 ÃH(k−1), 同时保留了一部分节点

的原始状态 Hin, 因此传递的节点状态既可以保留局部性, 又可以探索更深的邻域.信息传递步骤定义

如下:

H(k) = βHin + (1− β)ÃH(k−1), (8)

其中, Hin 是原始输入状态, β ∈ [0, 1] 是一个预设的超参数, 它控制保留根节点原始状态 Hin 和传递

的信息向量 H(k−1) 的对应比率,我们经验化地将 β 的初始值设定为 0.3,通过反向传播逐渐学习优化.

Ã = D̃−1(A + I), A 是图结构学习得到的邻接矩阵, I 是单位矩阵, D̃ii = 1 +
∑

j Aij , D 为对角矩阵,

k ∈ [1,K] 是当前传递层, K 是总共迭代的次数.

相较于把所有的隐藏节点信息直接相加, 信息选择输出层引入信息关注矩阵 W (k) 关注主要隐藏

节点的信息,滤除在每一步骤产生的无用信息,保留最重要信息.在图卷积模块初始状态或者变量间没

有关联性的情况下, 直接相加所有隐藏节点信息只会向下一层输出无用的噪声. 其中参数矩阵 W (k)

为图卷积模块中通过反向传播学习得到的关注矩阵. 当给定隐藏节点信息相互独立时, 仍然可以通过

对 W (k) 进行相应调整来保留原始节点 k > 0 的自身信息. 信息关注输出步骤定义如下:

Hout =

K∑
k=0

H(k)W (k), (9)

其中, W (k) 是第 k 传播层对应的关注矩阵,对特征间的关联性进行相应的调整. Hout 是图卷积模块输

出层.

我们的知识矩阵 M 同时体现在信息传递和信息选择输出层中, 用于指导我们的邻接矩阵和关注

矩阵学习. 在信息传递步骤中, 对每一步传递的信息融合了知识矩阵, 并对知识矩阵进行加权选择:

H(k) = βHin + (1− β)((1− α1)Ã+ α1M)H(k−1), (10)

其中 α1 ∈ [0, 1] 是一个预设的调节图学习矩阵和知识矩阵的比率参数, 将其初始值设为 0.1, 通过反向

传播逐渐学习优化.

由此, 我们通过输入经验矩阵来提升图卷积模块的学习效率和效果, 可以使该卷积层在领域知识

和专家经验的指导下, 结合数据驱动的方法, 从数据中发现被忽视的潜在的变量间关系, 从而提升模

型最终的预测效果. 该方法类似于在原始损失方程 (1) 的基础上, 额外的将知识矩阵用作正则化模型

的训练. 其效果相当于使图网络自学习得到的关联矩阵 A 向知识矩阵 M 靠近.

3.4 时间卷积模块

时间卷积模块通过一组标准空洞 1D 卷积过滤器 (dilated 1D convolution filters) 来对高维时间特

征进行提取. 该模块由两个 1D 空洞初始层 (dilated inception layer) 组成 [18]. 一个空洞初始层后面连

接一个正切双曲激活函数作为过滤器, 另一个空洞初始层后面连接一个 sigmoid 激活函数, 两个函数

用来控制输出到下一个模块的的信息量.

在确定合适的过滤器大小时, Wu 等 [18] 提出由 4 个过滤器 filter 组成的时间起始层, 4 个过滤器

大小分别为 1× 2, 1× 3, 1× 6 和 1× 7, 通过 4 种大小的过滤器组合覆盖所有可能的时间信号周期; 在

处理非常长的序列时, Wu 等采用空洞卷积来避免使用非常深的网络或非常大的过滤器, 从而降低模

型复杂度. 例如, 让每一层的膨胀因子以指数 q (q > 1) 的速度增加, 假设初始膨胀因子为 1, 则一个卷

积核大小为 c 的 ε 层空洞卷积网络的对应感受野大小为

R = 1 +
(c− 1) (qε − 1)

q − 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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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初始层结合了起始和空洞卷积,时间卷积部分的输入表示为 z,给定某个特征 b的 1D序列输

入表达形式为 z.,b ∈ Rl. 第 1个时间卷积模块的输入来自 1×1卷积的输出,其余时间卷积模块的输入

来自残差连接以及上一层图卷积的输出, 如图 2 所示. 由 f1×2 ∈ R2, f1×3 ∈ R3, f1×6 ∈ R6, f1×7 ∈ R7

组成通过学习获得的过滤器组, 因此空洞初始层表示为

z.l,b = concat
(
z.l−1

,b ⋆ f1×2, z.
l−1
,b ⋆ f1×3, z.

l−1
,b ⋆ f1×6, z.

l−1
,b ⋆ f1×7

)
, (12)

其中, z.l,b 为当前 l 层的输入, f 为过滤器, ⋆ 为卷积符号, concat 为连接运算符.

4 个滤波器的输出根据最大的滤波器被截断到相同的长度, 并在信道维数上串联, 空洞卷积表

示为 (
z.l,b ⋆ f1×g

)
[j] =

g−1∑
i=0

f1×g(i) ⋆ z.
l
,b(j − e× i), (13)

其中, e 为空洞因子, g 表示过滤器的大小, l 指第 l 层.

3.5 跳跃连接层和输出模块

跳跃连接层是 1× Li 标准卷积:

(h ⋆ f1×Li) [j] =

Li−1∑
k=0

f1×Li(k) ⋆ h(j − k), (14)

其中 h 表示跳跃连接层的输入, Li 为输入 X 到第 i 跳跃连接层的长度, 由此来规则化每一层时间卷

积层的输出向量的维度, 使得每个输出具有相同的序列长度.

输出模块能够将输入数据的维数转换为期望的输出维数, 该模块由两个 1 × 1 标准卷积层构成.

当期望输出某一时点的预测值时, 输出维数为 1 维. 当期望输出连续 n 个时点的预测值时, 输出维数

为 n 维.

4 实验设置

该部分内容介绍数据处理的设备条件和预处理工作,引入用于预测准确性对比的 6种基准方法以

及 3 种评价指标.

4.1 数据准备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某个风能发电企业,通过风机上配置的传感器获取风机 2015年 7月 1日

12:00∼2017 年 8 月 9 日 16:58 期间每分钟的 120 个状态, 共计一百万余条时间序列数据. 状态包含风

机多个关键位置的温度、发电机转速和加速度、变流器电压电流、网侧有功功率,以及环境温度等数据.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我们对传感器收集到的所有数据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 (x−min)/(max−min)进行

归一化处理. 并将数据分成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3 部分, 其中训练集为时间上前 60% 的数据, 验

证集为中间 20% 的数据, 测试集为最后 20% 的数据. 对于输入变量 X = {xt, xt−1, xt−2, . . . , xt−k | k}
和输出变量 Y = {xt+n | n} 的参数, k 取 120, n 取 1, 3, 5, 10, 20. 在预测准确性对比阶段, 我们对用

于对比的几种基准模型的超参都进行了精细调整, 以获取对应方法可以取得的最高性能.

关于 K-GNN 模型, 批量 (batch size) 为 32 个, 图卷积层为 2 层, 卷积层数 5 层, 模型的学习优

化器 optimizer 为 Adam 优化器, 学习率为 0.001, 权重衰减 (weight decay) 为 1E−5. 对于本文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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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准模型在训练时取 epoch = 50, 并对每种方法用验证数据集运行 10 次得到平均的 RSE, RAE,

Corr (定义) 值.

4.2 用于对比的基准模型

我们选取了 6 种基准方法用于预测准确性的对比, 包括 ARMA, RNN, LSTM, GRU, TCN, MT-

GNN 方法. MT-GNN 方法即为本文所参照的多元时间序列预测 GNN 通用框架, 其他 5 种基准方法

的介绍如下所示.

ARMA. 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常被应用于金融市场、气象预报等, 是最常用的平稳序列拟合模型.

风机状态多元时间序列数据集具有非平稳特点, 并且可能具有较复杂的非线性趋势, 在数据处理时需

要先进行平稳化, 或对序列进行分解, 然后利用 ARMA 对子序列进行建模预测分析. 在本文用于对比

的 AMRA 基准模型中, 其阶次通过 BIC 求解获取.

RNN. 循环神经网络被更多地用来处理序列数据信息, 其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将之前的输入信息保

留下来应用到当前输出的计算中. 作为一种人工神经网络, RNN 的单元首先按照各输入在网络层中

所占的比重来为输入分配一个权重矩阵, 然后对这些权重应用一个损失函数来获得其输出, 该函数的

作用是控制实际输出与目标输出之间的误差. 但 RNN 方法的输入需要依次处理, 无法并行化. 此外

在处理较长的序列时, 会产生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问题. 在本文用于对比的 RNN 基准模型中, 模型深

度 3 层, 每层隐单元为 200.

LSTM. 长短期记忆网络则是一种特殊的循环神经网络, 与 RNN 相比, LSTM 往往被应用于更长

的序列数据当中, 因为 LSTM 能够应对当训练较长序列时可能出现的梯度消失或梯度爆炸问题. 在本

文用于对比的 LSTM 基准模型中, 模型深度 3 层, 每层隐单元为 200.

GRU.类似于长短期记忆网络,门控循环单元模型的原理是利用门控机制控制输入、记忆等信息做

出当前时间上的预测. GRU包括两个门,一个被称作重置门 (reset gate),另一个被称作更新门 (update

gate). 设计这两个门控机制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全部信息来避免梯度消失问题, 其主要的作用在于保存

较长序列中的信息, 使其不会随时间推进或因与预测不相关而被删除. 在本文用于对比的 GRU 基准

模型中, 模型深度 3 层, 每层隐单元为 200.

TCN. 时间卷积网络通过使用并行性来加快培训和评估速度, 它由 3 部分组成: 因果卷积、膨胀

卷积和残差连接, 解决了深度卷积的长期依赖和性能下降问题, 通过因果卷积和残差连接预测序列模

型. 在本文用于对比的 TCN 基准模型中, 模型深度同样为 3 层, 每层隐单元为 200.

4.3 评价方法和指标

我们在相对平方误差 (RSE)、相对绝对误差 (RAE) 和经验相关系数 (Corr) 3 项指标上对预测准

确性进行对比. 其中 RSE, RAE 越小越好, Corr 越大越好.

5 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我们将风机状态时序数据代入本研究提出的知识嵌入式 K-GNN 模型进行预测, K-GNN-1, K-

GNN-2, K-GNN-3 分别代表嵌入了第 1, 2, 3 类知识矩阵的模型. 此外, 将数据带入 6 种基准方法

ARMA, RNN, LSTM, GRU, TCN, MT-GNN, 在 RSE, RAE 和 Corr 上对比预测的准确程度, 结果如

表 1 所示.

在全部实验结果的对比上, 我们验证了 MT-GNN 在预测精度提升上的优越性. 对比观察表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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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部实验结果

Table 1 All experimental results

Method Metric Time horizon=1 Time horizon=3 Time horizon=5 Time horizon=10 Time horizon=20

ARMA

RSE 0.2612 0.3077 0.3325 0.3982 0.4711

RAE 0.1832 0.2665 0.2819 0.3671 0.4200

Corr 0.5644 0.5212 0.5158 0.5091 0.4499

RNN

RSE 1.0370 0.9882 0.9185 0.8979 0.9533

RAE 0.7391 0.7026 0.6929 0.6385 0.8117

Corr 0.0773 0.1419 0.0251 0.0801 0.0457

LSTM

RSE 0.9759 0.9956 0.9794 0.9860 0.9538

RAE 0.6683 0.6574 0.5752 0.6183 0.7734

Corr 0.0179 0.1103 0.0237 0.1547 0.0358

GRU

RSE 0.9262 0.9320 0.9582 1.0100 1.0319

RAE 0.7073 0.8713 0.7414 1.0330 0.9205

Corr 0.0985 0.1053 0.1863 0.0550 0.1003

TCN

RSE 0.7586 0.9196 0.8952 0.9099 0.8862

RAE 0.5737 0.8856 1.0261 0.7081 0.7126

Corr 0.3516 0.3884 0.4823 0.4579 0.4644

MT-GNN

RSE 0.1438 0.1789 0.2008 0.2399 0.3438

RAE 0.0544 0.0728 0.0831 0.0979 0.1668

Corr 0.7212 0.7246 0.7000 0.6740 0.6243

K-GNN-1

RSE 0.1433 0.1766 0.1999 0.2318 0.3217

RAE 0.0438 0.0681 0.0831 0.0981 0.1613

Corr 0.7800 0.7745 0.7354 0.7001 0.6451

K-GNN-2

RSE 0.1515 0.1751 0.2020 0.2708 0.3303

RAE 0.0597 0.0630 0.0915 0.1247 0.1755

Corr 0.7533 0.7534 0.7297 0.7101 0.6338

K-GNN-3

RSE 0.1418 0.1722 0.1986 0.2317 0.3226

RAE 0.0600 0.0623 0.0777 0.0990 0.1572

Corr 0.7391 0.7798 0.7482 0.6810 0.6559

ARMA, RNN, LSTM, GRU, TCN, MT-GNN 在 5 种预测时间范围的各项预测指标数据, 可以看出

MT-GNN 相比于前几种模型, RSE, RAE 明显降低, Corr 明显增加.

接下来我们将 K-GNN与 MT-GNN模型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 K-GNN-1和 K-GNN-3在不同

预测时段和各项评估指标上的表现几乎都优于 MT-GNN, 其中 K-GNN-3 的表现相对最优. 表 2 中加

粗数据表示同样输出时间和评估指标下 (同列数据比较), K-GNN 比 MT-GNN 实验结果表现更好的

数据.

将表 2 中第 2 和 4 行与第 1 行对比可得, K-GNN-1 和 K-GNN-3 几乎在各项指标上超越 MT-

GNN, 这表明加入了相关性知识矩阵和专家经验矩阵的模型比纯自动学习图结构的图卷积模型预测

更准确. 综合 5 种预测时段来看, K-GNN-3 方法在以上 4 种图卷积模型中精度提升更大, 整体表现

更为出色, 尤其是 20 min 的预测, K-GNN-3 与 MT-GNN 相比, 将 RSE, RAE 分别降低了约 6%,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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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MT-GNN 与 K-GNN 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MT-GNN and K-GNN

Time horizon=1 Time horizon=3 Time horizon=5 Time horizon=10 Time horizon=20

RSE RAE Corr RSE RAE Corr RSE RAE Corr RSE RAE Corr RSE RAE Corr

MT-GNN 0.1438 0.0544 0.7212 0.1789 0.0728 0.7246 0.2008 0.0831 0.7000 0.2399 0.0979 0.6740 0.3438 0.1668 0.6243

K-GNN-1 0.1433 0.0438 0.7800 0.1766 0.0681 0.7745 0.1999 0.0831 0.7354 0.2318 0.0981 0.7001 0.3217 0.1613 0.6451

K-GNN-2 0.1515 0.0597 0.7533 0.1751 0.0630 0.7534 0.2020 0.0915 0.7297 0.2708 0.1247 0.7101 0.3303 0.1755 0.6338

K-GNN-3 0.1418 0.0600 0.7391 0.1722 0.0623 0.7798 0.1986 0.0777 0.7482 0.2317 0.0990 0.6810 0.3226 0.1572 0.6559

Corr 提升了约 5%. 并且经过前面的验证, MT-GNN 在预测精度提升上优于其他几种基准方法, 所以

K-GNN-3 方法在所有基准方法和知识嵌入式图卷积方法中预测精度相对最高.

K-GNN-3 表现优异的原因可能是专家经验能够起到修正预测误差的作用, 减少误差的传播, 起到

一定正则化的作用. 我们将图结构学习得到的矩阵与专家经验矩阵进行对比发现, MT-GNN 自动学

习到的图结构相比于专家经验矩阵, 规律性较差且存在较大噪声, 忽视了一些根据经验看来应该存在

的依赖关系; 同时, 自动学习模型也能够发现少量专家凭借经验不能发现的变量间关系, 我们猜测自

学习矩阵和专家经验矩阵之间能够相互补充,两者结合或许能够进一步提升图卷积模块的学习效率和

效果.

K-GNN-3的预测能力优于 K-GNN-1可能是由于 K-GNN-1直接从数据出发计算 Pearson相关系

数, 捕捉了两变量间的线性关联, 但忽视了变量间的时序关系, 且丧失了一定的因果性. K-GNN-2 虽

然在 Corr 指标上超越 MT-GNN, 但在 RSE, RAE 的表现上并不好, 这可能是由于数据的复杂程度较

高, 以及数据并非通过控制采集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误差. 我们将第 2 种知识矩阵与第 3 种知识矩阵

进行对比发现, 第 2 种矩阵中的因果关系连接并不充分. 而 K-GNN-3 中通过专家评分得到的关联矩

阵是在依据风力发电领域经验并参考相关性和因果性后得出的一个综合优化的矩阵,在图结构关系的

构造上更加合理有效.

6 结论

本文基于一个时间序列预测通用框架 MT-GNN 提出了知识嵌入式 K-GNN 模型, 对多元时间序

列风机状态数据进行预测. 我们构建相关、因果、专家经验 3 种知识矩阵, 作为变量间关系的显示表

达形式, 并将这部分可以被解释的图结构与通用框架中自动学习得到的图结构相结合, 能够更好地刻

画出状态变量间的关联, 从而指导模型的进一步学习. 实证结果显示, 嵌入专家经验矩阵的 K-GNN-3

模型在短期预测上表现更为出色,该专家经验矩阵是在依据风力发电领域经验并参考相关性和因果性

后得出的一个综合优化的矩阵, 在图结构关系的构造上更加合理有效.

在模型应用上, 我们将领域知识融合到智能算法当中, 有效提升了图神经网络模型的泛化性能和

可解释性. 本文的方法不仅能够对风机多元状态进行及时有效的预测, 而且对于风力发电预测性维护

的其他领域也具有参考价值, 从而助力 “智慧风电” 和 “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和实施.

多元时间序列状态数据的预测具有复杂性、时变性的特点. 本文目前仅从知识矩阵的角度来挖掘

多元状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问题解决和预测精度提升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关于设计更加具有可

解释性的知识矩阵, 评价知识矩阵对不同时段预测效果的影响, 尚缺乏理论角度上的深入解释和相应

的实验设计, 这需要我们在未来进一步地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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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e prediction of wind turbines is a key aspect of wind power’s digitalization as well as its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M). Deep learning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the state prediction due to

its powerful potential in mining the hidden relationships of complex and high-dimensional data; however, it

also has some practical limitations such as poor inference and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effectively combining

domain knowledge with intelligent algorithms give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to the intelligent O&M.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knowledge-embedded graph neural network (K-GNN) model based on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graph neural network (MT-GNN), so as to predict the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state data

of wind turbines. We combine the knowledge embedding module and the auto-graph-learning module to better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tate variables by embedding three knowledge matrices, i.e. correlation, causality

and expert experienc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K-GNN models, the one with the

embedded expert experience matrix performs best in prediction, indicating that domain knowledg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generalizability and interpretability of GNN models.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the demonstrated work

is valuable to the R&D and promotion of wind power predictive maintenance techniques.

Keywords wind turbines, state prediction,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expert experience, graph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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