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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泵站优化运行的混沌算法
鄢碧鹏，成立
（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以机组开机状态为变量，抽水流量和调速泵调速范围为约束条件，泵站总耗能最小为目
标，采取直接优化的方法，建立了供水泵站优化运行的数学模型．利用混沌优化技术，通过对定速
泵的变量取整以及判断调速泵转速是否在调速范围，形成泵站开机状态变量，对等式约束采取增
加惩罚函数、不等式约束通过变量尺度变换和平移办法解决．应用Ｍａｔｌａｂ语言编制优化计算程
序，对泵站一天实际运行数据进行优化计算，总消耗功率比经验操作可减少３．６７％左右．该方法
简单易行，求解精度和可靠性较高，是解决既有定速泵又有调速泵泵站优化运行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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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城市二级供水泵站多数安装了调速装

转速和最优流量，当调速泵最优流量之和大于给定

置，采用定速泵与调速泵并联运行，保证了供水流量

流量时只开调速泵，优化运行在调速采之间进行，当

和压力，提高泵站运行效率¨。．这种类型供水泵站

调速泵最优流量之和小于给定流量时开定速泵，采

的优化是在流鼍和扬程一定的情况下，确定定速泵

取的是凋速泵在最佳转速运行，组合各种定速泵开

的开停状态和调速泵是否开启以及调速泵的转速，

机方案进行功率比较，消耗功率最小的为优化方

使泉站总能耗最小．定速泉的开停是关于０，１的整

案一。．当泉站机组台数和型号较多，性能曲线复杂

数规划问题，而调速泵在调速范围内转速町以连续

时，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并且在相同工况下调速泵

变化，同时也可以处于停机状态．目前研究认为在

效率不一定比定速泵高，结果和实际运行情况有差

给定出口压力条件下每台调速水泵都有对应的最佳

异．目前常用的优化计算方法是微增率法、动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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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遗传算法，微增率法只能在每台机组开机情况

当Ａ取４时，系统处于混沌状态，即在［０，１］问任取

确定的情况下应用，动态规划法的计算点是离散的

初始值迭代，茗。可在［０，１］上遍历．对于ｔ维向量，只

而非连续的，都不适合这类采站的优化计算ｍ引．笔

要给予不同初值，其迭代结果也在［ｏ，１］上遍历．利

直利用混沌优化原理提出一种既有定速泵又有调速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构造混沌序列，经尺度变换和平移，

泵泵站优化运行方法．

可将ｔ维向量在［ｏ，１］上的遍历转化成在优化问题
解空间作混沌遍历，经过搜索，寻找问题的最优

供水泵站优化运行的数学模型

１

解。６引．
在编制供水泵站优化运行程序时，首先在０．５１

设泵站中有ｔ台机组，其中ｍ台定速泵，Ｚ台调速

—０．９９（或Ｏ．０１—０．４９）中产生ｔ个随机数作为变量

泵，要求泵站的供水流量为仇，供水压力为Ｐ。，定速

初值，根据式（８）迭代得到ｔ个混沌变量，按照式（９）

泵的开停状态用ｋｊ表示，调速泵的转速用Ｉｔｉ表示，

将混沌变量变换到优化问题的解空间，然后将混沌变

以ｌ代表开机，０代表停机．由于供水泵站机组大都

量戈：进行第一次载波，每次迭代后计算函数Ｆ（戈：）

采取并联运行的方式，如果采用水泵性能曲线将不

的值，如果当前函数点函数值小于已有的最优函数

能得到准确的水泵流量，因此在优化调度时须对每

值，则保留当前点和其函数值厂（ｘ：），否则继续迭

台水泵装置进行测试，得到装置性能曲线．定速泵装

代，如果厂＋（戈：）经过ＩＩｔ步搜索后保持不变，则终止搜

置扬程曲线和功率曲线利用二次曲线拟合，当供水

索．如果不行，则苇新取一组初值迭代，最后利用第一

压力为Ｐ。时装置的扬程为Ｈ，可以通过式（１）和式

次载波搜索结果进行第二次载波，由于向量点已接近

（２）求出定速泵装置的流量和功率．

最优点，按式（１０）变化后进一步搜索，则很快叮以接

Ｈ＝口ｌＱ２＋（／２Ｑ＋口３

（１）

Ｑ２＋ｂ２Ｑ＋ｂ３

（２）

Ｐ＝ｂＩ

设某调速泵的额定转速为‰，额定功率Ｐ。，额
定流量为仉，在不同转速运行时功率Ｐｉ和流量Ｑｉ

弘㈤Ｒ
＂（老）Ｑ０

（３）

（』＝ｌ，２，…，ｎ）

ｘｊｋ＝ｏｉ＋Ｓｉ石杆

（９）

式中Ｄｉ为第．『个变量取值端点相对原点的偏移量；ｓｉ
表示第＿『个变量的取值范围值．

Ｘ～＝Ｘ’＋喁

（１０）

其中镀，为遍历区间很小的混沌向量．
由于优化过程中存在０，ｌ整数问题，对定速机

（４）

组变量进行取整，对调速机组变量通过尺度变换和

则泵站机组在运行状态确定的情况下的总功率

ｋ酗Ｐｆ＋；未。（老ｐ

近最优点．

平移后进行判断，如果转速低于调速下限则取０，在
（５）

调速范嗣则作为町行方案予以保留．
２．２

式中凡。。为第ｉ台调速泵额定转速．

等式和不等式约束问题处理
非线性约束优化问题叮描述为

约束条件：

ｍｉｎ“茗）

仇＝∑Ｑｉ

（６）

ｍｉｎ ｎｆ≤ｎｉ≤ｍａｘ，ｌｉ

（７）

式中ｍｉｎ ｎ。为第ｉ台调速泵转速下限；ｍａｘ Ｉｔ；为第ｉ
台调速泵转速上限．优化目标就是确定机组运行状
态使总功率最小．

ｓ．Ｌ

（１１）

Ｑｉ（戈）＝０（ｉ＝１，２，３，…，ｋ）（１２）

，ｉ（ｘ）＞＝０

（ｉ＝ｌ，２，３，…，ｍ）

（１３）

在解决等式和不等式约束问题时一般用不可微
精确罚函数．如果不等式约束是变量自身的变化范
围，则在将混沌变量变换到优化问题的解空间过程
中已经得到了解决，目标函数按照式（１４）计算．
ｆ—ｆ

ｐ（ｘ，ｓ）＝八戈）＋ｓ

供水泵站混沌优化算法

２
２．１

∑卜ｒａｉｎ（０，ｒ；（茗））］Ｉ
＿＿一

基本原理和方法
混沌的迭代具有不重复性和遍历性，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是混沌研究中的最典型模型，其方程为
髫＾＋ｌ＝Ａｘｔ（１一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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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ｌ Ｑｉ（茁）ｌ＋

戈＾ｆｔ．［０，１］

（１４）

式中∑Ｉ Ｑ；（ｘ）ｌ为等式约束的计算余量；∑［一
ｍｉｎ（０，／＇ｉ（石））］为不等式约束计算余量；ｓ为惩罚

（８）

系数，其大小要根据目标函数值的大小以及等式和

５８

不等式计算余量的值确定，本例中只有等式约束．

号分别为２８ＳＡ—ｌＯＡ，２４ＳＡ一１０Ｂ，３２ＳＡ一１０Ａ．除
２台３２ＳＡ一１０为调速泉外，其他３台为定速泵，机

３供水泵站直接优化实例

组装置性能参数见表１．
当装置扬程为６４ ｍ，总流量为３．９ ｍ３／ｓ时确定

某供水泵站安装了３种型号５台水泵机组，型
表１
Ｔａｂ．１

编号

优化运行方案．

泵站机组装置性能参数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

水泵型号Ｈ—Ｑ曲线方程Ｐ—Ｑ曲线办程

是否捌速

ｎｏ／（ｒ／ｍｉｎ）Ｐ０／ｋＷ

１

２８ＳＡ—１０Ａ

７２．２２—１．５３×１０－６０２

９１３．２＋０．０６Ｑ

否

９８０

１

２２７

２

２８ＳＡ—１０Ａ

７２．２２—１．５３ ｘ１０。６０ｐ

９１３．２＋０．０６Ｑ

否

９８０

１

２２７

３

２４ＳＡ—ｌＯＢ

７１．５５一Ｉ．２７×１０－６０２

３４３．１＋０．ｏａＱ

否

９８０

５４５

４

３２ＳＡ一１０Ａ

９３．１４—４．８３×１０－６０２

９０８．１＋０．１０ｑ

是

７４２

ｉ ４０５

５

３２ＳＡ一１０Ａ

９３．１４—４．８３×１０－６Ｄ２

９０８．１＋０．１０Ｑ

足

７４２

１

先对机组进行编号，确定调速机组的转速范围，
本研究确定的调速范围为０．７５ ｎ。。１．００‰，然后利
用Ｍａｔｌａｂ编制的程序进行优化，得到机组运行向
量：Ｋｉ：［０，０，１，６８５，６９０］，即开３，４，５号机，４，５号

蛩组转速分另ＩＪ为６８５’６９０ｒ／ｍｉｎ．，此时泵站总功率
ｋＷ·
为２
７０７·２５

利用上述方法对该泵站一天的运行资料进行优
化计算，分５个时段，即早低峰（Ｏ～５时）、早高峰（５
～８时），中峰（８～１７时），晚高峰（１７～２０时）、晚
低峰（２０～２４时），以各时段平均供水量和压力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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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条件，优化运行总消耗功率比经验操作平均可减ｔｒｏｌ
少３．６７％左右．

４０５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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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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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０（１）：３７—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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