畦灌灌水技术参数的多目标模糊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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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畦田灌水质量和高效用水，采用田间水利用系数的数值模拟模型求解田间水

利用系数和灌水均匀度，以两者为目标建立了畦灌灌水技术参数的多目标优化数学模型．分析了
该优化问题的模糊性，提出了模型的模糊解法．利用所建立的多目标模糊优化模型和计算方法，
对试验畦田进行了灌水技术参数的优化计算．根据优化计算所确定的灌水技术参数，即单宽流量
和灌水时间，进行田间灌水试验，测定和计算了田间水利用系数和灌水均匀度，并与优化计算的
目标值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实测值与计算目标值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所提出的灌水技术参
数优化模型及解法，可同时满足节水与保证灌水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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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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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地面灌溉方法仍然是最

技术参数优化设计的方法，并通过试验对这一方法

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灌水方法¨。Ｊ．畦灌作为地面

进行检验，旨在为确定畦灌灌水技术参数、提高畦田

灌水技术的一种主要方式，其灌水质量的评价及

灌溉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灌溉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
之一＂‘８ Ｊ．在我国，由于受土地平整程度差、畦田

１灌水技术参数多目标优化数学模型

规格及灌水技术参数的不合理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灌溉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畦田灌水效率低、灌水

畦灌灌水技术参数多目标优化设计问题可描述

效果差以及水量浪费严重等问题．对畦灌的灌水

为：在一定的土壤条件和田问工程状况条件下，为了

技术参数进行优化组合设计，是提高畦灌灌溉质

同时获得较高的田间水利用系数和较高的灌水均匀

量的一个重要途径．优化的方法有试验法一。¨和

度，通过多目标优化方法获得合理的灌水技术参数．

模拟寻优法¨２‘１纠等．试验法往往受地域条件等的

畦灌灌水技术参数多目标优化数学模型为

限制，且费时、费力，其研究成果的推广具有较大

ｆｍａｘ么ｌ＝’７（ｑ，ｔ，，

的局限性．模拟寻优法即设定不同的灌水技术参

【ｍａｘ Ｚｚ＝Ｄ。（ｑ，ｔ），

数范围，通过相应的模拟计算，对计算结果利用畦

／，、

ｆｑ。ｉ。≤ｑ≤ｇ。。，

ｓ．ｔ．Ｚ

灌质量指标作为目标进行优选．模拟寻优法国内

【ｔ＞０，

的研究报道较少．张新民等¨引开发建立了畦灌灌

式中Ｚ，为某次畦灌的灌水效率目标函数；７／为田

水要素决策服务系统，但其中的畦灌技术参数优

间水利用系数，根据ＧＢ／Ｔ ５０３６３－－２００６《节水灌

化局限于灌水效果单目标的优化，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孔祥元【ｌ引根据美国的有关试验资料，以需水
分配效率为目标函数，对沟（畦）灌技术要素模糊
优化进行了研究，而对于优化取得的灌水技术要
素未能进行进一步的试验验证．

溉上程技术规范》¨纠的要求，取９０％≤田≤１００％；
ｇ为人畦单宽流量，ｍ３·ｓ～·ｍ一；ｆ为灌水时间，ｓ；
ｚ：为某次畦灌的灌水效果目标函数；Ｄ。为灌水均
匀度，取８０％≤Ｄ。≤１００％；ｇ。。；，ｑ。ｉ。分别为允许的
最大、最小单宽流量，确定的原则是使入畦水流既能

目前，在田问灌溉系统的评价中，常采用田问水

覆盖整个田面，又不侵蚀土壤，按下式计算ｉ１ ４｜：

利用系数叼和灌水均匀度Ｄ。来评价畦田灌水质
量¨引．其中＇７是评价灌水效率的指标；Ｄ。是评价灌
水效果的指标．如果单纯考虑满足作物的需水要求，
提高Ｄ。可能会造成计划湿润层以下深层渗漏损失
的增加，导致叼下降；反之，仅从节水的角度考虑，
片面地提高刀，则灌水均匀度Ｄ。将得不到保证．这
一问题的实质就是节水与保证灌水质量之间的矛
盾，是非充分灌溉理论的关键性问题．如何找到灌水
技术参数的最优值，使叩与Ｄ。都能达到较高的水
平，这样的决断需进行多日标优化研究．
在畦田条件（土壤质地、畦块规格、田面糙率以
及田面坡度等）一定时，刀与Ｄ。叮被看做仅随人畦
单宽流量ｑ和灌水时间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不
同条件下的畦田可通过调节灌水技术参数ｑ和ｔ，来
提高灌水均匀度Ｄ。和田间水利用系数叼，以达到节
水增产的目的．
由于叼与Ｄ。都达到“较高”具有一定的模糊
性，ｑ的大小及ｔ的长短缺乏明确的界限，亦带有一
定的模糊性，为此，本研究以灌水均匀度Ｄ。和田间
水利用系数叼最大为目标，建立畦灌灌水技术参数
多目标优化数学模型；根据模糊数学理论，提出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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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ｇ一＝０．０１０

５９／Ｓｏｏ’”，

｛
一
【ｑｍｉｎ＝０．０００ ３５７Ｌ￣／氐／ｎ，
其中５。为田面坡度，ｍ／ｍ；凡为田面糙率．

２叼和Ｄｕ的求解
田问水利用系数数值模拟模型的建模思路是，
将田面水流运动模型与土壤水分运动模型结合起
来，以完整地描述畦灌的地面水流运动过程和人渗
水分的分布，并由此计算田问水利用系数田和灌水
均匀度Ｄ，其中，地面水流运动模型采用零惯量模
型．假定每一田块内坡度均匀，土壤质地、土壤类型
和田面糙率等ｆ１然条件均相同，则畦灌水流运动的
基本方程为‘１４］

警＋蓑＋警＝ｏ，
ｍ

以

批

’

㈩
、

ａｖ

二＝Ｓｏ—Ｓｆ，

（３）

其中入渗项采用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公式计算：
Ｍ＝Ｋｔ“，

（４）

式中Ａ为田面水流的断面面积，ｍ２；Ｑ为田面水流
的流量，ｍ３／ｓ；Ｍ为累积入渗水深，ｍ；并为沿畦长方

相矛盾的¨７｜．本研究结合模糊理论，求解灌水技术
参数多目标优化数学模型．

向距畦首的距离，ｍ；ｙ为田面水流的水深，ｍ；Ｓ，为阻

首先将目标函数模糊化，即构造模糊目标集

力坡度，｜ｓ，＝二，其中Ｐ。，Ｐ２都是经验形状系数，对

面∈（Ｒ２）和西。Ｅ（Ｒ２）．按照最大隶属原则，满足

Ｄ２ｎ２

Ａｐ２

ｐｌ

于畦灌，Ｐ。＝１．０，Ｐ２＝３．３３３¨４１；Ｋ为土壤入渗系数，

Ｖ（面（ｇ，ｔ）＾Ｄ。（ｑ，ｔ））的ｑ＋和ｔ。为最优值，即求两
模糊目标集的内积：

Ⅱ∥ｓ；ａ为人渗指数．

Ｄ。＝Ｖ（Ａ Ｉ叼＾ｎＤ。＾≠咖），

叼ｏ

土壤水分运动模型采用～维垂向非均质土壤水
分运动基本方程表达¨引．设Ｚ轴以地面为原点，垂
直向下为正，则

Ｊ，７。Ｄ。＝Ｖ（Ａ Ｉ了ｑ∈Ｒ，了ｔ∈Ｒ，７／（ｑ，ｔ）≥
Ａ，Ｄ。（ｑ，ｔ）≥Ａ）．

ｃ（＾’面ａｈ＝去（Ｋ（＾’面Ｏｈ）一塑≯，（５）

这样就可将模糊优化问题重新转化为普通优化
问题．

式中ｈ为负压水头，ｃｍ；Ｃ（ｈ）为比水容量，１／ｃｍ；

３．２求解步骤

Ｋ（ｈ）为导水率，ｃｍ／ｍｉｎ；ｚ为距离坐标．

３．２．１单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

用差分法将田面水流运动的基本方程离散，采
用牛顿一罗菲逊法结合普莱斯曼二次消去法求解．具
体求解方法详见文献［１４］．对于畦灌土壤水分运动
方程，采用隐式差分格式对方程进行离散，离散方程
化为三对角型代数方程组，用“追赶法”求解．
零惯量模型的计算结果给土壤水分运动模型提
供了运动的地表边界条件，两者结合起来，可求得灌
后的土壤含水率分布．根据水量平衡原理，建立田间
水利用系数的计算模型为

∑∑ｂｄｉ

＇７

（８）

也可表示为

对目标ｚ。用单纯形法求得最大值叼ｊ和此时的
灌水均匀度Ｄ。，；对目标ｚ：用单纯形法求得最优值
Ｄ孟和此时的田间水利用系数７７：．而町：＜ｒ／。＋，Ｄ。，＜
Ｄ二，所以在单目标优化的前提下，很难使两个目标
都达到优化．
３．２．２隶属函数的构造
为了使两个目标都能被较好地满足，需运用多
目标模糊优化原理进行优化分析．根据单目标优化
的结果和ＧＢ／Ｔ ５０３６３－－２００６（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

ｔｊ（ｏ也一０。）

２旦丛１■一，（６）

式中ｂ为田面宽度，ｍ；吐为田间沿土壤深度方向第

（ｉ√）测点所代表的土层厚度，ｍ，脚标ｉ代表第ｉ层

范》¨轧的要求，确定最优值１７＋应为叼ｉ和０．９之间
的值，最优值Ｄｊ应为Ｄ立和０．８之间的值．给出各
目标的伸缩指标ｅ。＝ｒｈ‘一０．９，ｅ：＝Ｄ三一Ｏ．８，则隶
属函数为

面（ｑ，ｔ）＝

土体（江１，２，…，，１）；Ｚｉ为田间沿畦长方向第（ｉ，Ｊ）测
点所代表的地段长度，ｍ，脚标Ｊ代表第，段土体（，＝

０

１，２，…，ｍ）；Ｋ为田块的进畦水量，ｍ３；０订，０记分别

ｌ一吉（７７１．刊，，７ｉ—ｅｔ＜讹∽＜ｎ

为第ｉ层土体灌前、灌后土壤体积含水率．

，叼（ｑ，ｔ）≤叼？一ｅｌ，

１

灌水均匀度的计算式为

Ｄ。＝ｌ一訾，

，叼（ｑ，ｔ）≥７７ｉ，
（９）

（７）
和

Ｒ

式中ＡＲ为沿畦长方向的入渗水深平均绝对离差；尺

Ｄ。（ｑ，ｔ）＝

为沿畦长方向的入渗水深平均值．入渗水深采用

ｆ０

Ｋｏｓｔｉａｋｏｖ公式计算，其中田面各点的入渗时间需根

｛１－吉（Ｄ三加ｕ）＇Ｄ．２－ｅ２＜Ｄ．（¨）如三，

据零惯量模型计算出的地面水流运动过程来确定．

，Ｄ。（ｑ，ｔ）≤Ｄ三一ｅ２，

Ｌ１

３

，

Ｄ。（ｇ，￡）≥Ｄ三．

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模糊性与求解

（１０）

３．２．３普通优化问题的解
３．１

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模糊性

引入新变量Ａ∈［０，１］，则式（１）转化为

在多目标优化问题中，多个目标往往是彼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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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Ｚ＝Ａ．

与示范河村实验区，进行畦灌灌水技术参数的优化

Ａ≤１一÷（刀？一田），

设计．
在试验畦田取代表性土样，在室内测定土壤非

Ａ≤卜ｅ１－，－（Ｄ三一Ｄ。），
（１１）
ｑ｜ＩＩｉ。≤９≤９一，

饱和导水率、水分特征曲线、土壤初始含水率以及饱
和含水率等土壤特性参数；在田间测定土壤的人渗

ｔ＞０．

系数、入渗指数、畦长（ｚ。）、畦宽（ｂ。）以及田面坡度

Ａ≥０．

（５。）等参数．

＾＜１

利用Ｅ述所建的多目标模糊优化模型和计算方

利用单纯形法结合罚函数法即可求得该问题的

法进行灌水技术参数的优化计算，结果见表１，表中

最优值叼‘和Ｄ：，以及最优参数ｑ‘，ｔ’，Ａ’．

Ｇ为灌水定额．

４

值，在所选畦田上进行灌水试验，测定并计算田间水

根据计算优化所确定的灌水技术参数ｑ’和ｔ＋

应用实例

利用系数叼和灌水均匀度Ｄ。并与优化计算的目标
在山西省半干旱地区旱作物综合节水技术研究
表１
Ｔａｂ．１

值进行比较，详见表１．

灌水技术参数的优化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皂考！。２罂呈粤奎翌要委篓．裴耄羔皇：匀譬

参考文献（Ｒｅｒｅ心ｎｃｅｓ）
’一…”
’

Ｄ．．的优化计算目标值与灌水实测值比较吻合．其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方法对灌水技术参数进行优化是可行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９６（７）：１ １４６—

心３薹发薹嚣青磊磊矗篙嚣裟现状

５结论
非充分灌溉理论中，节水与保证灌水质量之间存
在的矛盾决定了畦田灌水系统性能指标优化问题的

ｔｉｏｎ粕ｄ

ｄｅｖ。ｌ。ｐｉｌ：ｇ ｔｒｅ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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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ａｇｅ．ｍｅ。ｔ［Ｊ］．Ｄｍｉ，嘲。彻ｄ腑泓面ｎ肌池ｉ聊ｗ，

和灌水均匀度，提高畦田灌溉质量，具有实际意义．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ｏｎｄ腑倒幻疗ｍｋ＾ｉ耻可，２００７，２５（６）：３１一

。４，茎裳，嚣荔？农田地表径流溶解态污染物迁移解

曼粤变型震于耋堂掌变挈？度要竺望堡，，堡要翌璺¨１磊曩ｉ！斧羞菇篇名篡蒜ｉ纠２０“０８侈，２府９。
田阁奎耋譬些墨鋈篓要曼錾竺翼囊妻：多塞耋童乏

储水效率¨引．同时考虑以上３个指标建立多目标模
糊优化模型，以确定畦灌灌水技术参数，是今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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