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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在离心泵优化设计中的应用
何希杰１’２，朱广奇１’２，劳学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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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和探讨了离心泵的遗传算法优化设计方法；首次采用遗传算法，对低比转速离心泵参
数的优化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中低比转速离心泵叶轮参数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将多目标
优化设计转化为单目标优化设计问题．对一台低比转速离心泵的叶轮进行了优化设计，经过多次选
择、交叉和变异等遗传操作和大量计算，得出了参数优化设计结果，并与传统方法设计的泵作了比
较．结果表明，采用遗传算法优化设计的叶轮，其泵效率有所提高，并消除了扬程曲线的驼峰现象；
与传统设计方法相比，遗传算法优化设计具有思想简单、易于实现、应用效果显著等优点，因此更合
理、更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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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的水力设计，就是根据给定的泵性能参

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离心泵

数，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法，确定泵的几何参数，绘制

优化设计方法‘１。３１．这些方法都属于传统的或者说

出用于加工的泵过流部件的结构形状和尺寸图．
离心泵设计，一般采用传统设计方法．随着计算

常规的优化设计方法．遗传算法优化设计方法属于
智能优化算法的一种．从查阅有关资料来看，尚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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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泵的遗传算法优化设计的报道和信息．

毋（Ｘ）≤０√＝１，２，…，ｎ

笔者采用遗传算法对低比转速离心泵过流部件

以上式子中，ｘ＝［茗。，菇：，…，‰］Ｔ为设计变量，ｘ是

的几何参数进行优化设计，进而提出了低比转速离

，ｌ维欧氐空间中的１个点；Ｆ为ｎ维欧氐空间玑（ｘ）

心泵遗传算法优化设计方法．

为目标函数；歌（ｘ）＝０为等式约束；ｇ，（ｘ）≤０为
不等式约束；ｍｉｎ也可以写成ｍａｘ．

遗传算法优化设计

多目标优化设计，一般可转化为单目标优化设
计问题．

遗传算法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美国ＨｏＨａｎｄ教授及
其学生提出来的，是一种基于生物遗传和进化机制

采用某种优化设计方法对数学模型求解，可以
得到一个优化设计方案，即一组设计变量

的、适合于复杂系统优化计算的自适应概率优化技

ｘ’＝［菇１．，菇ｆ

ｏ，石：］７

术Ｈ．５ Ｊ．它是采用群体搜索技术，通过对当前群体施

不仅满足优化设计约束条件，而且使目标函数以ｘ）

加选择、交叉、变异等一系列遗传操作，从而产生新

达到最优值八ｘ’）（最大或最小），称ｘ。为优化问

一代的群体，并逐步使群体进化到包含或者接近优

题的最优点．最优点ｘ＋和最优值Ｆ（Ｘ‘）统称为最

化解的状态，由于其思想简单，易于实现，应用效果

优解．

显著等优点而被许多应用领域的人员所接受，并在

离心泵理论方程式为…

自适应控制、组合优化、模式识别、机器学习、人工生

珥＝÷（“２秽皿一Ⅱ＾１）

命、管理决策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Ｍ’７Ｊ．
生物遗传物质的主要载体是染色体．在遗传算
法中，染色体一般是一串数据或数组，以此作为优化

（１）

在假设泵叶轮入口无预旋的条件下，理论扬程公式
（１）可以写为

一个群体（种群）开始的（称为初始种群）．一个群体

珥＝古【肛（署）２Ｒ；一酾Ｑ咖ｎ丽】（２）

由多个个体组成，一个个体即为一个染色体。群体中

式中弘为理论扬程修正系数，用式（３）计算¨１；咖：为

染色体的数目为群体的大小或群体的规模．初始群

叶轮出口排挤系数，用式（４）计算［１１；，７，为泵的容

体的产生，也就是初始群体中各个初始染色体的产

积效率，根据式（５）计算［８１；ｂ２为叶轮出口宽度；卢：

问题的解的代码．遗传算法对优化问题的求解是从

生，是随意的．染色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称为适应
度，它反映了一个染色体的优劣．根据进化论“适者

为叶轮出口安放角．饥为泵的水力效率，根据式（６）
计算［９】．

生存”的原则，选择高适应度值的染色体进行复制

皿：１一—百ｓｉｎ—ｆ１２

（也称选择），选出优良的染色体。交叉（杂交）是按

咖ｚ＝卜盎

给定的概率来改变群体中的特性，并使好的特性保
留到下一代．变异是对群体的染色体进行人工突变，
以达到产生新品种的目的．通过复制、交叉、变异等
操作后，得到新一代群体．对新的群体（后代）不断
重复这一过程，经过给定的次数迭代之后，将末代群

（３）
‘４）

式中Ｄ：为叶轮出口直径；ｚ为叶片数；Ｓ为叶片厚度．

田，＝１＿０．０２８（志）

７／ｈ：１－攀

体中最好的染色体作为问题的解．

（５）
（６）

Ⅱ。

２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

扬程曲线不出现驼峰的判别准则Ⅲ１为
侥≤９０石吨７７３

水泵水力设计，大多数是多目标优化设计问题．
多目标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可以写为如下式子．
求设计变量：
ｘ＝［戈ｌ，彤２，…，戈。］Ｔ∈Ｅ“
使目标函数：
一ｒａｉｎＺ（Ｘ），ｉ＝１，２，…，ｍ
Ｓ．Ｔ．ｇ。（Ｘ）＝０，ｉ＝１，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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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低比转速离心泵的主要问题是泵的效率较低，
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叶轮圆盘摩擦损失大所
致．这种圆盘摩擦损失约占有效功率的１０％一
３０％．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圆
盘摩擦损失即缩小叶轮直径并使其最小，可以作为
设计目标之一．

建立中低比转速离心泵叶轮参数优化设计数学

排

４２

灌

ｍｉｎ牡（警＋☆）布㈩

模型如下：

Ｓ．Ｔ．

ｂ２

Ｅ（５，１５）

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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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考虑离心泵设计趋势¨２，１３１和几何参数对泵
性能的影响，尤其是几何参数对泵性能（例如扬程）
的综合影响及其排序Ｈ４，１５ Ｊ．
下面采用遗传算法对泵叶轮参数进行优化设
计．

石∈（４，７）

３．１

岛∈（２０。，４０。）

个体编码
遗传算法不能直接处理解空间的数据，必须通

过编码将它们表示成遗传空间的基因组型个体符号

设计实例

３

串．本例中变量算。＝（ｂ：），石：＝（ｚ），并，＝（卢：）编
码为二进制整数符号串，ｂ：，ｚ，口：取整数，可取６位

离心泵设计流量Ｑ为２５ ｍ３／ｈ，扬程日为５０
转速ｇ／，为２

９００

ｍ，

无符号二进制整数表示，３个变量组成１８位二进制

ｒ／ｍｉｎ，采用遗传算法对泵叶轮参数

整数，形成个体基因型，表示一个可行解．本例中基

进行优化设计．

因型为置＝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１１０１０１００，所对应的表现型

首先计算泵的比转速（ｎ。）为４６．９．此泵处于低
比转速范围（凡。＝２０—８０…１）．遗传算法优化设计

是Ｘ。＝［１０，７，２０］．本例中１２个个体（染色体）基
因型Ｘｉ列于表１中．

表１初始可行染色体
Ｔａｂ．１

３．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

遗传算法参数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

３．４

群体（种群）规模：一般，选择概率Ｐ。＝１０—
１６０，本例中取Ｐ。＝１２．
交叉概率：一般只＝Ｏ．３一Ｏ．９９，本例中取
Ｐ。＝０．３３３．．

变异概率：一般Ｐ。＝０．０００ １—０．１，多个变异
算子时取Ｐ。＝Ｏ．２—０．４，本例中取Ｐ。＝０．３３３．
复制概率计算公式中，取ｅ＝０．１０．
目标值Ｄ２的相对误差占＜０．０１，作为遗传算法
计算终止收敛准则．
３．３

解的代码及检验函数

初始群体
利用轮盘赌选择法确定初始群体．将ｂ：∈（４，

１５）用整数值（例如４，５，…，１５）放在轮盘的１７个扇
区内．每转动一次轮盘，指针停止在某一扇区，该扇
区代表个体ｂ：被选中．转动１２次，１２个个体中每一
个个体都有一个ｂ：值，可能出现不同的个体拥有同
一个ｂ：值．每个个体的ｚ和卢：值，采用类似的办法确
定．个体置的选择结果为Ｘ。＝（１０，７，２０），１２个初
始可行的染色体如表１所示．
３．５

染色体的适应度
计算染色体的目标值Ｄ２＝以ｘ），列于表ｌ中．

以染色体ｘ＝（ｂ：，：，ＪＢ：）作为解的代码．检验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当前群体八墨）的最大值为

染色体Ｘ＝（６：，ｚ，ｔ３：）可行性的检验函数设计为：

以蜀），因而取Ｃ一＝八五），然后按下式计算染色
体的适应度值Ｆｉｔ（置），其结果列于表１中．

若５＜ｂ２＜１５，４＜彳＜８：２００＜仍＜４００，表示被
检验的染色体可行；否则，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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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Ｆｉｔ（ｘ）：ｆｃ一一八Ｘ），叠ｘ）＜ｃ一（９）
ＬＯ，
其他情况

Ｕ＝［Ｘ’‘＝（６：，ｚ，ｐ：）’］＋Ｒ。｛［ｘ’…＝

复制操作

Ｖ＝［Ｘ’ｉ＋ｌ＝（ｂ：，ｚ，卢２）’］＋Ｒ。｛［Ｘ’；＝

（６：，ｚ，卢：）’］－［ｘ’ｉ＝（ｂ：，ｚ，卢：）Ｔ］｝

从表Ｉ中可以看出，染色体五是群体中最好

，（６：，ｚ，／３２）’］一［ｘ’Ｍ＝（６：，ｚ，ｐ：）７］｝

的，而染色体丘是最差的．按染色体适应度值的大
小重新排列染色体．按下式计算染色体的复制概率

．（１１）
３．８

只和累积概率ｑ；，即为

变异操作
变异操作与交叉操作中选择父代的过程相类

ｉ

Ｐｔ＝ｅｒ（Ｉ—ｅ）‘。１，吼＝∑只

（１０）

似，变异操作时选中如下４个染色体作为父代，用以

变异操作：ｒ，，矾，ｒ，和ｒ，．

在区间（０，ｑ；：］＝（０，０．７１８］上产生随机数
Ｒ。＝０．２２４，由于９２＝０．１９＜０．２４４＜９３＝０．２７１，
所以排列序号为１０的染色体置。被选中，复制作为

在三维空间冗中随机产生一个方向Ⅳ＝
（一０．８６３，０．２１０，０．８３６），沿该方向对染色体Ｆ。作
变异操作＂】，取Ｇ＝３，则有

新群体成员的一员．第２次产生的随机数Ｒ。＝

ｆ，１０１

０．２００，由于ｑ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ｑ３＝０．２７１，所以染

∥ｌ＝Ｆｌ＋Ｇ日＝ｌ

色体五。第２次被选中作为新群体成员的一员．第３次

７

Ｌ２１／

产生的随机数Ｒ。＝０．０７４，由于％＝０＜０．０７４＜

ｆ，７．４０、

ｇ。＝０．１，所以染色体置被选中作为新群体成员的

ｂ笺ｊ２训

一员．经过１２轮选择操作，得到一个新群体ｘ７；，列
于表２中．
表２

Ｎｅ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

０．２１０

Ｌ

０．８２６／

ｒ ７、

检验∥。的可行性，如前所述．
变异操作完成后，得到变异后的群体∥。，列于

经过选择复制、交叉和变异后得到的新群体

Ｔａｂ．２

ｆ，一０·８６３１

ｌ＋３ｌ

表２中．至此，从初始群体经过复制、交叉和变异等
遗传操作过程，得到新一代的群体．
经过１８代后，得到最优解
Ｘ＋＝（７．５，７，２８），以ｘ＋）＝１９６．４２
目标值相对误差
。

Ｄ

２—Ｆ ２—１瓦矿２
Ｄ一一ＤｌＩＩｉ。

０．００５

１９７．９２—１９６．４２

１＜占＝０．０１（规定值）

这是本次研究的优化收敛准则．遗传算法操作
结束。现将传统设计与遗传算法优化设计的参数设
计结果，列于表３中．
３．７

表３设计结果比较

交叉操作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对新群体ｘ’，进行交叉操作．交叉概率Ｐ。Ｉ－－．
０．３３３，所以平均有４个染色体进行交叉操作．从区
间［０，１］上产生随机数Ｒ．＝０．３３１，由于Ｒ。＝

０．３３１＜０．３３３＝Ｐｃ，故第１个染色体石’。被选中作
为交叉操作的一个父个体．产生第２个随机数Ｒ。＝

４

结论

０．７９５，由于Ｒ。＝０．７９５＞０．３３３＝Ｐ。，故第２个染
色体ｘ７：未被选中．经过１２次，被选中的４个染色体

采用遗传算法对低比速离心泵参数进行了优化

为ｘ’。，ｘ’，，Ｘ’。和ｘ’。．将这４个染色体随机配对为

设计研究；以一台离心泵设计为实例，得出了参数优

（ｘ’。，ｘ’，），（ｘ’。，ｘ ７８）．然后采用下列公式１７１计算，

化设计结果．泵效率有了一定的提高，消除了原有扬

计算结果得到群体，列于表２中．

程曲线的驼峰现象．遗传算法设计方法与传统设计

万方数据

排

灌

机

械

第２６卷

方法相比，具有思想简单，易于实现，应用效果显著

［Ｊ］．水泵技术，２００５（１）：１２—１４．

等优点，对各种型式泵的优化设计都具有重要参考

ＨＥ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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