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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ＮＳＧＡ一Ⅱ算法的水轮机活动导叶多目标优化设计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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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了基于ＮＳＧＡ－Ｂ算法的叶片多目标水力优化设计系统，该系统以叶片的形状参数
为优化变量，以能量性能和空化性能为目标函数，将ＮＳＧＡ—ＩＩ遗传算法引入作为优化工具以实
现叶片的多目标优化设计．对某电站水轮机模型活动导叶的水力性能进行了优化设计，优化后导
叶流道的进出口总压损失减小了２６．９７％，导叶表面上的最低静压力值上升了３４．１７６％．结果表
明，优化后的导叶不仅减小了流动损失，而且具有更好的空化性能．所提出的优化方法能以较少
的变量控制叶片几何形状，且能有效分析各设计变量对目标函数的影响程度和范围，缩小优化问
题的规模，得到满意的优化结果，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水力机械叶片优化设计工具．
关键词：水轮机导叶；参数化；计算流体动力学；ＮＳＧＡ—ＩＩ算法；多目标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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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几何参数化技术和现代智能优化算法的发

过叶型参数化为设计对象建模并提供设计变量，由

展，国内外已涌现出一类新的水力机械优化设计方

数学过程替代设计人员经验来控制优化方向，通过

法，它将数值优化技术与高保真度的流场ＣＦＤ分析

ＣＦＤ计算分析建立足够的样本空间，采用有效的优

相结合，根据设计目的选择设计目标和约束条件，通

化算法搜索到全局最优的自动优化设计方法．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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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学者已经开展了水力机械优化设计研究工作，并取

并输出网格划分模块能接收的几何数据．首先采用

得了一些成果¨－４］．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Ｒ等∞１利用Ｂ样条曲

参数化造型程序读人叶片的形状参数，计算叶片截

面技术对水轮机叶片曲面进行参数化，采用非线性

面离散数据点，并基于ＣＡＤ软件接口格式在ＣＡＤ

规划算法对叶片形状参数进行了优化，试验证明优

软件中生成町视化叶片截面，采用ＣＡＤ软件中的曲

化效果良好．Ｔｏｍａｓ Ｌ等∞１对一混流式转轮叶片的

面造型功能生成叶片曲面，最后输出网格划分模块

挠度采用３５个参数进行描述，采用全局优化策略对

需要的几何模型数据．

叶片挠度参数进行了优化．Ｆｅｒｒａｎｄｏ Ｌ等。刊提出了

１．２网格划分模块

利用Ｊａｖａ优化平台和进化算法对参数化叶片进行

进行个体评价首先需进行ＣＦＤ流场性能分析，

优化的新方法．Ｅｎｏｍｏｔｏ Ｙ等旧１将混流式水轮机转

所以要对个体进行网格划分．本模块所有个体共用

轮的叶片和轴面流道参数化为３０个设计参数，然后

一个拓扑结构，通过个体具体几何形状将共用的拓

用多目标遗传算法以通过转轮流道的总压损失和尾

扑结构套加到几何模型上，实现自动关联映射，生成

水管的流动损失为目标函数对３０个设计参数进行

网格．

了优化，新转轮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空化性能

１．３

ＣＦＤ性能预估模块

和压力脉动也得到了改善．在国内，肖若富等一１将

对每个个体进行ＣＦＤ性能计算，并将其性能输

离心泵参数化设计、网格划分、ＣＦＤ计算和后处理

出到数据文件中供ＮＳＧＡ—１１算法读入并进行评价．

的过程全自动集成，采用二阶组合优化策略对叶片

ＣＦＤ性能预估采用商业软件ＣＦＸｌｌ．０，采用ＣＦＸ中

进行优化，新叶轮效率由８９．８％提高到９２．４％．王

的批处理功能来实现前处理快速加载、求解器后台

小翠等¨训对离心泵低稠度导叶进行了优化设计，得
到了稠度Ｏ．８９的导叶型线，其水力性能比原型更

自动运行和后处理自动生成叶片性能数据并输出．
１．４

ＮＳＧＡ—ＩＩ算法模块
ＮＳＧＡ—ＩＩ算法主要负责对每个个体进行评价和

优．上述均证明了采用新方法的有效性．
文中将综合Ｂ６ｚｉｅｒ曲线参数化技术，全三维粘

遗传进化操作．优化系统中的ＮＳＧＡ－ＩＩ算法内嵌在

性ＣＦＤ计算方法和ＮＳＧＡ－ＩＩ遗传算法，建立基于

基础优化平台中，计算时读人每个个体对应的ＣＦＤ

ＮＳＧＡ—ＩＩ算法的适用于水力机械叶片的多目标水力

性能数据，每个个体的形状参数就是其对应的遗传

优化设计系统．并以某电站水轮机的活动导叶为算

基因，每个个体的ＣＦＤ性能数据就是其对应的目标

例，以导叶的形状参数为优化变量，能量性能和空化

函数．然后对种群进行遗传进化操作，获得一系列

性能为目标函数，实现导叶的多目标优化设计．

Ｐａｒｅｔｏ解．

１

基于ＮＳＧＡ—ＩＩ算法的优化系统

２

叶片多目标优化设计的数学模型

叶片优化过程中，需要对设计方案进行反复地

多目标优化是指在满足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从

选择和对设计参数即叶片的形状进行反复修改，即

设计变量的取值范围内搜索最佳设计点．而一般情

需要对叶片的三维流场性能进行反复计算．文中将

况下，多个目标是处于冲突状态的，不存在一个最优

叶片的几何形状表达成形状参数，然后将参数化造

设计点使所有的目标同时达到最优．因此，多目标优

型、网格划分、ＣＦＤ数值计算和ＮＳＧＡ—ｎ算法集成

化寻求的是Ｐａｒｅｔｏ解．

到一个开放式优化平台中形成了基于ＮＳＧＡ—ＩＩ的
ＣＡＤ—ＣＦＤ联合优化系统．其系统流程如图１所示．

在叶片的多目标优化问题中，通常以叶片的一
组形状参数Ｘ＝（并。，菇：，髫，，…，龙。）作为优化变量，
以叶片的性能参数Ｚ（ｘ）作为优化目标，描述为
优化变量：Ｘ＝（髫ｌ，算２，茁３，…，戈。）；
优化目标：ｍａｘ｛Ｚ（Ｘ）｝，ｉ＝１，２，…，ｓ，或
ｍｉｎ｛Ｚ（Ｘ）｝，ｉ＝ｌ，２，…，ｓ；

图１优化系统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１参数化造型模块
对输入优化系统的参数化叶片进行三维造型，

万方数据

变量约束：ｊ．ｔ．ｆ毋（ｘ）≥ｏ，＿『＝１，２，…，ｐ，
Ｌ＾＾（Ｘ）＝０，ｋ＝ｌ，２，…，ｇ．
式中乃，ｓ，Ｐ，ｑ分别为优化变量、目标函数、不等式约
束和等式约束的个数．

在水力机械的多目标优化问题中，目标函数与

线的约束，只选择了点Ｅ，Ｆ的ｘ坐标氍，ｘ，作为设

优化变量旱高度非线性关系，存在局部极值点．为

计变量，在优化过程中比，酢通过三点共线的方式

此，项目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ＮＳＧＡ—ＩＩ来进行叶片

求出．导叶的二维叶型用‰，ｘ，，Ｊ】｜ｆ。，ｙｃ，％，％，ｙＤ，

的多目标优化．ＮＳＧＡ－ＩＩ算法具有良好的寻优能力，

ｙＧ，％，砟共１０个变量来参数化表达．

采用该算法对转轮叶片进行优化不仅能避免陷入局
部最优，还能获得良好的Ｐａｒｅｔｏ解．

３活动导叶的性能优化
以某电站轴流式水轮机的活动导叶为例，对开
度为２０ ｍｍ工况下的活动导叶进行性能优化．该电
站的水轮机模型参数为转轮直径Ｄ．＝０．３４ ｎｌ，轮毂
比为ｄ／Ｄ１—０．４２８，转轮叶片数Ｚ＝５，导叶相对高
度Ｂ／Ｄ，＝０．３７１，活动导叶数为Ｚ。＝２４．为了在流
场评价过程中考虑固定导叶的影响，进口条件给定
为导叶单流道流量３５．８５

ｋｇ／ｓ．

图２导叶参数化示意图

３．１导叶的几何参数化造型
几何参数化是整个优化设计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尽量采用较少的设计参数代替几何坐标来定义
叶片，建立几何形状与设计参数的函数关系，并为优
化设计提供设计变量．为了保证优化后的导叶与顶
盖和底环配套，在导叶优化过程中保持导叶枢轴直
径和导叶出水边部分不变，只对导叶的头部曲线
ＡＤＣＪ进行优化．同时，保持三维导叶叶型沿叶高方
向不变，只参数化导叶的二维截面叶型．
导叶头部曲线以用３段Ｂ６ｚｉｅｒ曲线表示，然后
根据Ｂ６ｚｉｅｒ曲线的拼接规则将３段曲线拼接得到导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ｇｕｉｄｅ

Ｆｉｇ．２

３．２

Ｙａｎ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ｆｉｚｅｄ

ＣＦＤ性能预估
优化过程中需要对每个个体的流动性能进行评

价．流动计算流道网格划分采用六面体网格，如图３
所示．在每次优化过程中的网格划分采用相同的拓
扑结构，并让拓扑结构与几何自动关联映射，从巾ｉ实
现网格的自动调整，每次划分的网格数目相同．流场
计算时在进口给定质量流量，方向为固定导叶的出
流方向，在流域出ｕ给定静压，固体壁面则采用无滑
移的边界条件．

叶头部型线，并要求在连接点处斜率连续，达到曲线
几何连续．如图２所示，其中点Ａ，Ｂ，Ｃ，Ｄ为曲线ＡＤ
的控制点，点Ｄ，Ｅ，Ｆ，Ｇ为曲线ＤＧ的控制点，点Ｇ，

日，，，－，为曲线甜的控制点．在优化过程中，保持点
Ａ，．，坐标，直线ＡＢ与Ⅳ不变，以保证优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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