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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离心式水泵高效工作区的性能曲线进行二次拟合，分析了离心式水泵机组并联调
速运行特性．以泵机组功率最小为目标函数，以系统流量为约束条件，提出了一种符合水泵并联调
速运行特性的最小功耗优化数学模型，将不同转速泵并联调速的最优控制问题转化为求解多元函
数条件极值问题．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和非线性方程组的Ｎｅｗｔｏｎ迭代法求解该模型，给出了并联
调速机组优化运行时工况点的计算方法．试验结果证实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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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的泵站系统一般工作在高耗低

变频调速技术，对这类有约束非线性问题利用注水

效状态，实现泵站的优化控制¨ｑ１对水利以及其他

泵效率特性描述轴功率，建立了注水泵站效率优化

工农业部门的节能减排有重大意义．文献［４］通过

模型，并采用枚举法进行求解，但是该优化过程对离

对管路约束的简化，建立了以泵站流量为单一约束

心泵并联调速特性并未给出明确的数学模型．

条件下的泵站并联调速数学模型，并给出了单泵调

作者根据泵的并联调速运行特性，通过对管路

速情况下并联调速工况点的计算方法．但是未给出

约束的简化，建立了以系统功率最小，以泵站系统流

优化运行的计算方法．文献［５］结合最优化方法和

量为约束条件下的泵站并联调速数学模型，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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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优化运行情况下并联调速工况点的计算方法．

５７

式中Ｑ＞［（ｊ｝。ｎ？一艮：ｎ；）／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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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调速运行特性分析

（ｋ。ｎ：２＋ｋ２ｎ？）／２

２丽‘勿耵旷而瞩啄≯可

考虑管路水力损失后泵站的管路折引特性为

玩＝蜘＋｜ｓ肋Ｑ２

１．１多泵并联运行特性
为了便于运行调节、管理，泵站泵运行的类型一

（８）

多泵并联运行功耗分析

１．２

般设置为两种．同型号泵并联运行时，其日一Ｑ性能

单泵功率

曲线可用等扬程条件下的流量叠加原理求得，因此

Ｐ；：ｐ—ｇＱ—ｉ Ｈｉ：—ｙＱ，—Ｈｉ

泵机组的优化运行可以最终归结为两台不同类型泵

１ｌ

（９）

１ｌ

式中ｙ为输送流体的重度；泵效率‘５ ３为

的并联调速控制（见图１）．

叼＝０．９４一（１３．２Ｑ）ｍ ３２—０．２９（１ｎ１６１／ｎ。）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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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曩㈦篡≮㈣，

图１不同型号泵并联运行模型简化不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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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卅ｔ¨仙要

（１４）

Ｌ爿２＝爿。＋５ｃＢＱｉ

泵站系统功率Ｐ。

和流体机械相似理论可知，在关死点工况，泵的扬程

％砉只嵋＋Ｂ＝７（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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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风ｌ，

．

泵１、泵２的扬程为

式中Ｋ。，恐分别是泵１、泵２的性能曲线拟合系数．
忽略泵内机械和热损失，由旋转流体的静力学

（１３）
（１ｊ）

｛
ＬＡ２＝０．９４—０．２９（１ｎ１６１／ｎ，ｚ）‘

设泵１、泵２在转速ｎ。，ｎ：时的性能拟合为哺］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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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１５）

ｈ—百一２＿，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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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式中ｋ。，ｋ：分别是泵１、泵２的工况相似抛物线系数．

并联调速优化运行的数学模型

２

当泵１、泵２分别调速至ｎ ７。，ｎ ７：时

日’。＝ｋ。ｎ？一Ｋ。Ｑ２

（３）

Ｈ７：＝ｋ。ｎ孑一＆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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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泵吸入口到联络管水力损失不同，需要考
虑该部分的水力损失折引后的泵调速性能【４】．

（５）

日：＝ｋ２ｎ孑一（恐＋ｓ凹）Ｑ２＝ｋ２ｎ孑一砭Ｑ２
（６）

式中Ｋ：＝Ｋ，＋Ｓ肚，砭＝砭＋Ｓ∞．

见；目标函数：系统最小功率Ｐ戚。．

’卜（半）０‘５响：）
¨半）０‘５叫由Ｑ７’
其中

则折引后的泵１、泵２并联调速性能为‘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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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学删：

并联调速优化运行数学建模

２．１

以＝Ｈｓｒ＋ＳＢｏＱ：

（１８）

在确定的泵站系统流量和管路下，系统静扬程如、
（７）

扬程风均是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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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１７）得不同型号，不同转速泵并联调速的

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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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Ｆ’（Ｑ‘神）为向量函数Ｆ（Ｑ）的Ｊａｃｏｂｉ矩阵

优化控制转化为求解多元函数条件极值问题：

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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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Ｑ。＝Ｑ。＋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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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口３

ａＱｌ

并联调速优化运行数学模型的解法

№Ｑ２）＝ｙ【燃＋

对上述优化运行的模型可以采用拉格朗日乘数

１）输入初始值Ｑ∞’＝（Ｑ：们，Ｑ｛们，Ｑ ｊｏ）Ｔ
３）得到△Ｑ‘ｏ’
４）计算Ｑ‘¨＝Ｑ‘ｏ’＋△Ｑ‘ｏ’

ｉｊ再硒≯Ｊ＋

５）置Ｉｔ＝１

Ｑ３（Ｑ。＋Ｑ２一Ｑ。）

６）若０ Ｑ如“’一Ｑｈ’ＩＩ＝．ｍａｘ

（２０）

其中Ｑ，是辅助参数．则

Ｑ：”¨一Ｑ：”’ｌ＜

７）若ｎ＜Ｎ，则置，ｌ＋ｌｊ，ｌ，ＱｊＱ∞’，转步骤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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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０２＝ｃ—Ｄ＝Ｑ，＝０

期＝７坠掣黜铲

否则输出失败信息，停机．

ｔＱ。＋Ｑ：一Ｑ。：０

通过迭代求出Ｑ。，Ｑ：，然后代入下式

。ｆＱｌ＝（半）ｎ ５拍，）
㈦牵）０‘５叫劫Ｑ６’

０．１４１Ｑ＿３２（皿＋ＳＡ．Ｑ：）

（Ａ１一．
”２）２
Ｂ叫］ｉｊ０函４４开０；可广
。

１——瓦■再砸而广
（以＋３Ｓ∞Ｑ；）（Ａ２—０．４４Ｑ；¨２）

求出ｎ：，ｎ≥
将Ｑ。，Ｑ：，ｎ。，／＇／＇２代入式（３），（４）即可求出泵１、

∥叫—瓦ｊ０再４４砺Ｑ下
’

Ｉ

８，则输出Ｑ’＝Ｑ，停机；否则转步骤２．

ｔＦｏｌ＝Ａ—Ｂ＝Ｑ３＝０

ｎ

现

２）计算Ｆ’（Ｑ‘ｏ’）ａＱ‘ｏ’＝一Ｆ（Ｑ‘ｏ’）

Ｑ：（以＋Ｓｃ８Ｑ；）１

一
ｃ

（２５）

设误差限为８，迭代最大运行次数为Ⅳ，算法如下

法进行求解．构造辅助函数

Ｄ

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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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Ｑ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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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西
ａＱ２

０．１４１Ｑｉｎ ３２（玩＋Ｓｃ．Ｑｉ）
（Ａ，一．
≯“）２

泵２的扬程日。，Ⅳ２．

ｆｙ（皿＋３５。ＢＱ；）（Ａｌ一０．４４Ｑ－３２）一０．１４１ｙ×

３

并联调速优化运行的仿真算例

｛Ｑ－３２（Ｅ＋ＳＡ。Ｑ：）＋Ｑ，（Ａ。一０．４４Ｑ？８‘３２）２＝０
｛ｙ（／－／．＋３Ｓｃ口Ｑ；）（Ａ２—０．４４Ｑ尹。３２）一０．１４１ｙ×
ＩＱ≯３２（皿＋ＳｃｎＱ；）＋Ｑ，（Ａ２—０．４４Ｑｉｏ－３２）２＝０
【Ｑ。＋Ｑ：一Ｑ。：０

某泵站日最高供水量５０

ｍ３／ｄ，扬程５８

０００

天供水量的５．１１％（０．７１ ｍ３／ｓ），第二级工作从２０
时至５时，每小时供水量占全天供水量的２．６ｌ％

（２２）

（０．３６３ ｍ３／ｓ），管路特性用式（２７）表述：

记：

Ｈｃ＝３６＋４４Ｑ２

…Ｑ＝，（Ｑ～，，Ｑ２…，Ｑ３），ｒＱ：（Ｑ），五（Ｑ））Ｔ（２３）
ｖ¨，，，：（Ｑ），五（））。
．、。，

上述方程组可利用非线性方程组的Ｎｅｗｔｏｎ解

法，设给定方程组的第ｎ次近似解为Ｑ和’＝（Ｑ：…，
旌…，Ｑ』…Ｔ，以函数Ｆ（Ｑ）在Ｑ“’处的一阶Ｔａｙｌｏｒ

速ｎ＝１

４５０

ｒ／ｍｉｎ，在高效区泵的日一Ｑ曲线可以由

下式拟合
日＝７７．１—１１７．８Ｑ２

（２９）

由式（２７），（２９）确定系统工况点．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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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两泵未调速时的并联特性
Ⅳ＝７７．１—２９．４５Ｑ２

Ｆ’（口‘“’）△Ｑ‘４’＋Ｆ（Ｑ‘４’＞＝０

（２７）

根据泵型谱选择２台１４ＳＨ一９Ａ双吸泵，额定转

多项式近似函数，得到线性方程组
Ｑ＝０．７１
Ｆ’（Ｑ‘“’）Ａｔ２‘“’＝一Ｆ（Ｑ‘“’）

ｍ，

泵站第一级工作从５时至２０时，每小时供水量占全

‘（２４）

ｍ３／ｓ，Ｈ＝５８

ｍ满足一级工作要求．

两级工作时，单台泵运行时由式（２７），（２８）确定单

第ｌ期

韩伟等：离心泵机组并联调速优化运行的数值解法

泵工况点：Ｑ＝Ｏ．４１

ｍ３／ｓ，Ｈ＝４２

ｍ，因此单泵工作

［２］

５９

袁云，俞赛峰，林磊，等．排水泵站变频节能的工
程实践和机理初探［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６，２４（５）：２５—

不能满足泵站二级工作时的要求，必须采用两泵并

２８．

联调速运行．根据文献［３］和本文推导的计算方法，

ＹＵＡＮ Ｙｕｎ，ＹＵ Ｓａｉ－ｆｅｎｇ，ＬＩＮ Ｌｅｉ，ｅｔ ａ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具体计算结果见表１．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表１泵站优化运行控制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ｔｉｏｎ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６，２４（５）：

２５—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Ｐｅｚｅｓｈｋ Ｓ，Ｈｅｉｗｅｇ Ｏ

Ｊ，Ｏｌｉｖｅｒ Ｋ Ｅ．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４，１２０（５）：

５７３—５８６．

由表１可见，两泵并联调速优化运行时，系统总

［４］

功率比单泵调速功率减少１７．５％，比节流调节减少

韩伟，李仁年，苏敏，等．泵站离心式机组并联调
速运行特性分析［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７，２５（２）：３３—

２２．２％，因此对于多泵变流量运行，本文给出的优化

３６．

控制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泵站的运行成本．

ＨＡＮ

Ｗｅｉ，ＬＩ Ｒｅｎ－ｎｉａｎ，ＳＵ Ｍｉｎ，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ｇａｌ

４结论

ｇａｔｉｏｎ

基于泵的并联调速运行特性，通过对管路约束

［５］

ｓｐｅ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ｈ缸ａｅｔｅｍ

０１１

ｐａｒａｌｌｄ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ｒｒｉ－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２５（２）：３３—３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承慧，马永庆，钟麦英，等．离心式注水泵站变频调
速系统效率优化控制［Ｊ］．控制与决策，２００３，１８（６）：

的简化，建立了以系统功率最小，以泵站系统流量为

７４４—７４６．

约束条件下的泵站并联调速数学模型，以及调速工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ＭＡ Ｙｏｎｇ·ｑ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Ｍａｉ－ｙｉｎｇ，

况点的计算方法，通过仿真试验说明了该模型以及

ｅｌ

计算方法是可行的，可为泵站的节能和优化运行提

ａ１．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供一定的参考．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Ｄｏ＝ｉ－

ｓ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８（６）：７４４—７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致谢：本课题得到了兰州理工大学流体机械及

［６］

王涛，侯宝军，张言禾，等．用数值方法计算水泵并

流体工程重点建设教学团队经费的支持，在此表示

联运行工况点［Ｊ］．西北水力发电，２００５，２１（１０）：

衷心感谢！

１６４—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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