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圈的单水源树状管网优化改进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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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投资、运行费用之和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了单水源树状管网优化数学模型．根据完
整的树状管网优化需同时对管网布置和管径优化的特点，采用二进制编码和整数编码相结合的
双重编码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其中二进制编码表示管网的布置形式，整数编码表示管径．
通过整数编码的设计，使管径约束自动得到满足．根据单水源树状管网与图论中生成树的相似
性，在二进制编码操作时，采用基于圈的方法产生初始解及进行交叉、变异操作，使初始解和变异
操作时生成的均为可行解，交叉操作时满足了生成树的基本条件．通过上述操作，大大降低了不
可行解的产生几率，提高了算法的计算效率．优化算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树状管网；单水源；优化设计；改进遗传算法；双重编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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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

管网输配水系统中的管网投资约占系统总投资

管线只有连接或断开两种状态，因此分别用ｌ或０

的７０％～８０％．因管网的造价高，且管网的设计结

表示，其中ｉ＝ｌ，２，…，ｎ。．；ｃｌｉ为管线ｉ的单位长度价

果还将直接影响系统的运行状况，因此，进行管网优

格；以为第ｉ条管线的长度；ｙ为单位换算系数；ｐ。，

化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Ｑ，分别为泵出ｔ－７压力、排量，Ｑ，与系统中各用水节
点的用水量之和相等；ｃｄ为电费；Ｔ为管网系统设计

树状管网具有图论中树的性质，其完整的优化
应包括管网布置优化和管径优化两部分，分别优化

运行寿命．

从水源到各用水节点之间的管网连接关系和各管线

需要考虑的约束条件如下：

的管径．在仅对管径进行的优化中，国内外的研究广

（１）节点压力约束

泛采用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遗传算法以及蚁群算

ｐ，≥ｐ胁。，Ｊ＝１，２，…，ｒ／．。，

（２）

ＤＩ．８５２

法等优化方法进行求解¨。５］．当同时优化管网布置

乃＝ｐ，一∑ａＫ茄南而ｔ一一，

时，可进一步降低管网投资、改善系统运行状况．文

ｕ

ｌＥ‘

（３）

ｕｉ

献［６］中，在遗传算法编码时，用管径为零表示管线

式中Ｐｊ，ｐ械。分别为节点＿『的压力和最低允许压力；

断开，不为零时表示连接，以此进行管网布置优化；

厅。为用水节点总数；，Ｊ为从水源点到，节点所经过的

文献［７］用二进制编码单亲遗传算法优化管网布

管线集合；ｄ为考虑局部水头损失的放大系数；Ｑｉ

置，用经济流速法确定管线管径．这些方法中，管网

为管线ｉ的流量；破为管线ｉ的管径；Ｋ为数值系数，

布置优化时完全是随机产生布置形式，将产生大量

当Ｑ。的单位为ｉｎ３／ｓ，ｄ。的单位为ｍ时，Ｋ＝１０．６７；

的不可行解；并且，把管径当作连续变量时，无法保

Ｃ为与管道材料有关的系数，取Ｃ＝１３０；＾，为节点，

证对应标准管径后解的最优性．文献［８］采用两级

处的地面高程．

整数编码遗传算法进行树状灌溉管网的优化设计，

（２）流速约束

采用不同目标分别对两个问题进行优化，且在布置

Ｖｋｒａｊ。≤移“≤秽＆。，．｜｝＝１，２，…，ｎ。ｌ，

（４）

优化时需已知管网初步连接图中各管线的水流方

式中移。。。，∥椭。，吼分别为管线ｋ的最大、最小允许流

向，这对于较复杂管网无法事先确定．上述方法虽然

速和实际流速；ｎ。。为连接状态管线数量．
（３）管径约束

对管网优化中的两个问题进行了求解，但没有把优
化问题的两部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在产生初
始解及交叉、变异操作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不可行

（５）

ｄｊ∈Ｉｄ，

式中，ｄ为标准管径的集合，设共有ｎ。种标准管径．

解，严重影响算法的计算效率．

通过对编码方式及操作方法的设计，操作过程

本研究针对灌溉系统中广泛应用的单水源泵压

中管径约束始终自动得到满足．

供水树状管网进行优化．建立目标函数时考虑运行

此外，生成的布置形式应为所有用水节点都能

费用，并采用二进制编码和整数编码相结合的双莺

供水的树状管网．在遗传算法操作过程中，通过基于

编码遗传算法，同时优化管网布置和管径，在表示管

圈的方法以及对少量不可行解的舍弃或修复，使该

网布置形式的二进制编码操作过程中，采用基于圈

约束条件得到满足．
利用外部惩罚函数法将原目标函数和剩余的压

的方法避免或减少不可行解的产生．

力、流速约束条件转化为无约束优化问题，即

１优化数学模型的建立

ｒ

ｎｎ

／＝ｃ。＋川∑ｍａｘ（０，１一Ｐｊ／Ｐ知ａ。）＋
’，２１

在管网优化的同时，考虑管网投资和运行费用，

ｎｅｌ

以两者之和最小为优化目标．所考虑的运行费用指

ｋ＝１

需要的泵出口能量，即管网输人的能量消耗．以管网
布置形式和管线管径作为优化设计参数，总费用Ｃ。

，

∑ｍａｘ（Ｏ，１一ｖｋ／ｖｋｍｉｒｔ＂＾向岫一１）Ｉ，
一

（６）
式中Ｍ为惩罚因子．

最小为目标函数，管网优化数学模型为
ｍｉｎ

ｃ。：兰（６川ｉ）＋仰，ＱＰｃｄｒ，

２
（１）

式中ｎ。。为管网初步连接图中所有管线的数量；最为
第ｉ条管线的连接状态，即表示管网的布置形式，因

万方数据

１６５

基于圈的改进遗传算法实现

２．１编码方式及初始解产生方法
管网布置形式中，要优化的是各管线的连接状

态．因管线只有连接或断开两种状态，因此可以直接

通情况，故这样产生的二进制编码均为能够保证所

用二进制编码中的１或０来表示．管线的管径应是

有节点都能供水的树状管网．

离散的标准值，不应被当作连续变量．在操作过程

例如，对于图ｌ的管网，某随机初始解的产生过

中，定义一个包含ｎ。个元素的一维数组，其值分别

程为：在处理第１个圈时断开管线２（也叮能是３，随

与标准管径一～对应；基因操作过程中，对［１，ｎ。］范

机选择，下同），第２—５个圈不操作（因为已经存在断

围内的整数进行处理，计算目标函数时则用其对应

开的管线），第６个圈断开管线８，第７个圈断开管线

的数组值．因此，遗传算法的编码方式采用二进制编

３，第８—１０个圈不操作，第１１个圈断开管线５，第１２

码和整数编码相结合的双重编码∽Ｊ．

个圈不操作，产生过程结束．该随机初始解为｛１，０，Ｏ，

管网布置优化时，根据图论中树的性质，单水源

ｌ，０，１，ｌ，０｝，表示断开的管线为｛２，３，５，８｝．

树状管网应是管网初步连接图（包含所有节点和管

产生表示管径的整数编码时，对应每一位二进

线）的一棵生成树，即包含管网初步连接图中的全

制编码，用一个［１，ｎ。］范围内的随机整数表示该管

部节点，且不含圈（起点与终点相同的路称为圈）的

线的管径，这样也使管径约束得到满足．

连通图．根据树的性质，管网中处于连接状态的管线
数量应等于节点数量减去１．因此，单水源树状管网
的管网布置优化，实质上就是在管网初步连接图的

按此方法产生的双重编码染色体均为可行解．
２．２交叉操作
二进制编码表示管网的布置形式．如果采用常
用的二进制编码交叉方法，很容易产生不满足生成

基础上寻找最优的生成树．
如图１所示，管网初步连接图中，节点Ｏ为水源

树基本特性的不可行解，产生可行解的效率非常低．

节点，其他为用水节点；其中包括１２个圈，各圈中包

为了减少不可行解的产生，设计了基于圈的交

含的管线编号集合分别为｛ｌ，３，２｝，｛１，４，６，２｝，｛ｌ，

叉方法．首先随机选择一个圈，且该圈在交叉的两个

５，７，２｝，｛ｌ，４，８，７，２｝，｛ｌ，５，８，６，２｝，｛３，７，８，４｝，

父个体中断开的管线数量相同但管线编号不同（如

｛３，６，４ｆ，｛３，７，５｝，｛４，８，５｝，｛３，６，８，５｝，｛４，６，７，

果编号相同，则交叉后染色体不变）；然后交换两个

５｝，｛６，８，７｝．

染色体中该圈包含的所有管线对应的基因值，这样
交叉后，连接管线的数量与节点数量的关系仍满足
成为生成树的基本条件．其中包括２种情况：①两
个染色体在该圈中均只有一条断开的管线，根据破
圈法原理，交叉后生成的两个染色体一定为可行解；
②两个染色体在该圈中断开的管线数量大于ｌ，虽
然交叉后也有可能产生不可行解，但由于满足生成
树的基本条件，可以大大增加产生町行解的几率．
例如对应图ｌ的两个染色体｛ｌ，０，０，１，０，１，ｌ，
０｝，｛１，０，１，０，０，０，１，ｌ｝进行交叉，设随机选取第１２
图１

Ｆｉｇ．１

简单管网初步连接图

个圈进行交叉操作，互换两个染色体的第６，７，８位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ｉ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论中，构造生成树可采用破圈法¨引，即：逐次
删除管网初步连接图中任一圈中的任一管线，直至
图中不存在圈，最后得到的图即为牛成树．

基因，属于第②种情况，生成的子染色体｛ｌ，０，０，ｌ，
０，０，１，Ｉ｝与｛１，０，１，０，０，１，１，０｝均为可行解．
整数编码可以随机选择以下两种交叉方法中的
一种：

根据以上理论，在产生表示管网布置形式的二
进制编码时，可依据破圈法原理进行设计．首先形成
管网初步连接图，即令所有二进制编码基因值均为
１；然后在没有处理过的圈中随机选择一个圈．如果
该圈中没有断开的管线，则随机断开该圈中的任一

（１）离散霞组．在基于圈的二进制编码交叉的
同时，相应整数编码也随之交换．
（２）中间重组交叉方法．设两个染色体的整数编
码为（省。，娩，…，％。。）和（，，。，扎，…，Ｙ。。），交叉方法为

ｌ戈ｉ

Ｉ‘一Ｊ．厶－
ａ１）
５髫ｉ＋占ｉ【ｙｌ一石ｆ）’（ｉ：１，２，…，ｎ
【Ｙ：５Ｙｉ＋占ｆ（菇ｆ—Ｙｉ），

’

管线，即把相应管线对应的二进制编码变为０．当几

●¨，－ｌ，

（７）

、’，

个圈包含共同管线时，可能出现某圈中断开多条管

式中层，为Ｅｏ，１］范围内的随机数．计算后需进行四

线的情况．但由于其他圈的连接关系不会出现不连

舍五入取整操作，以使其值仍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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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管线造价

因交叉前各染色体的整数编码满足管径约束，

Ｔａｂ．１

按此方法交叉后，新基因值自动满足管径约束．
２．３变异操作
二进制编码如果采用普通的单点变异，变异后
的染色体将不满足生成树中总的连接管线数量与节

Ｃｏｓｔ ｏｆ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ｄ／ｎｕｎ

。Ｊ／（影ｍ）

６５

４．４０

８０

５．９０

ｌｏｏ

８．７４

１２５

１２．６０

１５０

１６．９６

点数量的关系，一定为不可行解．例如某位基因由０
变为１时，会出现环状管网的情况；而由ｌ变为０
时，则会出现不连通节点或不连通区域．
为了避免不可行解的产生，可以采用以下两种

在用水量一定的情况下，泵出口能量仅与出口

变异方法中的一种：①在染色体的基因值中随机选

压力有关，而泵出口压力应等于最低节点压力与最

择一个０，将其变为ｌ，然后搜索到出现环状管网的

大压降之和．为了计算所需泵出口压力，在优化过程

圈，根据破圈法，随机把此圈中其他基因值为１的一

中，先初设一个水源压力值，计算后各节点压力值统

个基因变为０；②在染色体的基因中随机选择一个

一增减调整，使压力最低节点的压力等于最低允许

１，将其变为０，然后搜索到不连通节点（或区域），在

压力值（统一设为１０ ｍ水柱高），加上最大压降之

其与连通区域有可选连接关系的其他断开管线中随

后便可计算出需要的最低泵出口压力．
当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算法以管网总长度最短为优化目

机选择一个将其基因值变为１．
整数编码可随机选择以下两种变异方法中的一

标【ｌ“，仅对布置形式进行优化，管径按经济流速法计

种：①两点交换，随机选择具有不同基因值的两位

算并取标准值后，从水源节点到末端节点的最大压降

基因，互换基因值；②单点变异，即在管径约束范围

（节点９）为１４．７９ ｍ水柱高，总费用为９０ ５９１元．当

内随机增减一个较小的整数扰动量．

采用二进制编码单亲遗传算法以管网投资最小为优
化目标【７ｉ，同样对布置形式进行优化，管径按经济流

３优化算例

速法确定后，最大压降（节点９）为１１．６８ ｍ水柱高，
总费用为８２ ８４０元．

利用本研究的算法，对图２所示的单水源管网川

采用本研究的改进遗传算法，同时考虑管网投

进行了试算．该管网共有ｌｏ个节点，其中０为水源

资和运行费用，并同时对管网布置和管径进行优化

节点，其他为用水节点，各节点用水量为１０

设计．优化过程中，节点压力约束通过设置从水源节

ｍ３／ｈ；

共有２３条管线，图２中管长单位为１００ ｍ，管线允

点到末端节点的最大压降约束来间接表示．

许最低流速为０．５ ｍ／ｓ，各节点地面高程均相同；计

为了和上述结果对比，当压力约束设定为最大

算时取局部水头损失放大系数ｄ＝１．１，电费Ｃ。＝

压降不超过１４．７９ ｍ水柱高时，优化后最大压降

０．５形（ｋＷ·ｈ），管网运行寿命Ｔ＝１０ ０００

ｈ．标准

（节点４）为１４．７１ ｍ水柱高，总费用为８１ ０４８元，对

管径规格及单位长度造价见表ｌ，表中ｄ为管径，Ｃ。

应表２中的“本研究算法１”；当压力约束设定为最

为单位长度价格．

大压降不超过１１．６８ ｍ水柱高时，优化后最大压降
（节点９）为１１．５３ ｍ水柱高，总费用为８２ ３７４元，对
应表２中的“本研究算法２”．详细结果对比见表２，表
中Ｌ。为管网总长度，Ｃ。为管网投资，危一为最大压降，
Ｃ，为运行费用，Ｃ。为总费用．

≮｝‘７／婚
９粼线编号。管长，

从优化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压力约束相同的情
况下，采用本研究算法与已有２种仅对管网布置进
行优化的算法相比，虽然管网总长度有所增加，但管
网投资分别降低了９ ４４５元和２８２元，使得总费用
比已有２种算法的结果分别降低了９ ５４３元和４６６
元，从而使管网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同时，由
于在操作过程中避免或减少了不可行解的产生，算

图２某管网初步连接图
Ｆｉｇ．２

法的计算速度也得到了提高．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ｉ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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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优化结果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ｕ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结

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论
［５］

Ｍｓｈａｒ

ｔｉｏｎ

和管径优化的有机融合，且在操作过程中将产生大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１３４（２）：１４７—１６０．

Ｍ Ｈ．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ｆｏｒ

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针对现有管网优化方法没有完全实现管网布置
量不可行解的情况，对单水源树状管网进行了优化

ｓｐａ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ｔ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ｐｔｉｍｉ．

ｐｉ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３７

（５）：５２５—５４０．

［６］

研究，采用改进的遗传算法进行了求解．

Ｍｓｈａｒ

Ｍ

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ａｘ—ｍｉｎ

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ｊｏｉｎｔ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设计了二进制编码和整数编码相结合的双承编
码，实现了对树状管网的管网布置和管径的同时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３８（３）：２９９—３１７．

［７］

化．同时，根据单水源树状管网与图论中牛成树的相

骆力明，王华，王炎．基于单亲遗传算法的管网优
化［Ｊ］．计算机应用与软件，２００８，２５（６）：６８—７０．

似性，针对表示管网布置形式的二进制编码，设计了

Ｌｕｏ

Ｌｉｍｉｎｇ，Ｗａｎｇ Ｈｕａ，Ｗａｎｇ Ｙ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ｐｉｐｅ－

基于圈的方法进行遗传编码操作，与随机编码操作

ｌ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方法相比，避免或减少了不町行解的产生．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由于多水源树状管网不是管网初步连接图的一
棵生成树，其优化过程中避免不可解的方法还有待

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０８。２５

（６）：６８—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马孝义，范兴业，赵文举，等．基于整数编码遗传算法
的树状灌溉管网优化设计方法［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８，

进一步研究．

３９（３）：３７３—３７８．
Ｍａ Ｘｉａｏｙｉ，Ｆａｎ Ｘｉｎｇｙｅ，Ｚｈ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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