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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的改进及其在流体机械领域的应用
陶海坤１，谭磊２，曹树良２
（１．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４；２．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对遗传算法流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形成了可以称为“基于排序的轮盘赌、选优策
略、启发式交叉、自适应非均匀性变异、跨世代精英选择、小生境策略”的遗传算法．该算法弥补
了基本遗传算法客易产生早熟现象而得到局部最优解的局限性，加快收敛速度，计算选取的种群
较小，降低了计算工作量．应用改进遗传算法，以大型泵站钟形进水流道为研究对象，结合ＣＦＤ
分析了设计参数与出口流速分布均匀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改进遗传算法能成功地应用于钟
形进水流道的多参数优化设计，改善其水力性能，２参数和５参数的目标函数值分别达到了
９６．８１７％和９７．２８５％，具有很好的工程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流体机械；遗传算法；优化；泵站；进水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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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ＧＡ）是一种模拟生命进化机制的
随机型搜索方法．它借鉴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

１遗传算法的改进

生存的自然选择和自然遗传机理，形成了一种求
解问题的高度并行全局搜索的算法¨ｊ．它与其他

１．１编码方案

优化方法相比具有更强的全局寻优能力、鲁棒性、

对于不同的问题，通常应采用不同的编码方案．

隐并行性等智能特性，特别适合于处理工程中极

二进制编码虽然应用广泛、简单易行，但当个体编码

为复杂的多极值非连续目标函数最优化问题，已

串的长度较短时，可能达不到精度的要求，而个体编

广泛应用于函数优化、组合优化、生产调度、自动

码串的长度较大时，又会使遗传算法的搜索空间急

控制等各个方面，但在流体机械领域应用较少，所

剧扩大．对于流体机械优化而言，因为要求精度较

用也多是基本遗传算法，优化效率较低．基本遗传

高，为了提高运算效率，宜采用实数编码．

算法的缺陷主要有：

１．２初始种群的设定

（１）ＧＡ在全局搜索方面性能优异，但是局部搜

初始种群规模的确定．如果算法采用种群规模

索能力不足．这导致ＧＡ在进化后期收敛速度变慢，

大小一定的形式，则初始种群规模和每代种群的规

甚至无法收敛到全局最优解．

模大小一致．对于初始种群大小的确定，要结合具体

（２）ＧＡ的操作算子中，选择算子可以保证选

问题进行确定，一般取为２０—１００．种群取得过小，

出的都是优良的个体，但是交叉算子和变异算子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但种群过大会导致计算量迅

仅仅是引入了新的个体，其操作本身并不能保证

速增大，同时也没有必要．

产生的新个体是否优良，使得遗传算子缺乏方向
性．

为了尽量减少计算量，缩短计算时间，取种群大
小，ｔ＝１０．虽然种群较小，极为容易出现早熟现象，

（３）由于ＧＡ单纯用适应度来决定解的优劣，因
此当某个个体的适应度较大时，该个体的基因会在

但本研究对遗传算法流程做出的改进可有效地对早
熟现象予以防止．

种群中迅速扩散，导致种群过早失去多样性，解的适

初始种群采用随机法产生，即随机在取值范围

应度停止提高，陷入局部最优解，从而找不到全局最

内选取ｎ个个体，比如对某一实数编码的优化变量

优解，即产生早熟现象．这也是迄今为止最难处理的

毛，石；∈［口ｉ，ｂｉ］，则初始种群生成过程为

关键问题．
遗传算法在流体机械中的应用主要分为３类：
叶栅优化设计、翼刑优化设计和叶片型线优化设计
等．虽然应用范围还较小，但已经显示出了广阔的应
用前景旧。Ｊ．
由于流体机械流道和流场的复杂性，流动参数、
几何参数与目标函数之间的关系很难用显式的数学

茗？＝口ｉ＋ｒ（ｂｉ—ｄｉ），

（１）

其中ｒ为［０，１］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１．３

适应度函数的确定
通常情况下，个体生存概率由其适应度决定，因

此适应度函数的确定，是决定算法搜索最优值能力
最关键的步骤．
在流体机械优化中，一般目标函数的差异较小．

表达式表示．由于ＣＦＤ可以预测流体机械性能，所

为了防止产生“搜索迟钝”问题．需要对目标函数进

以有学者尝试将ＣＦＤ引入优化设计系统．将ＣＦＤ

行尺度变换，相对比较复杂．这里直接采用排序法来

引入流体机械优化设计系统的优点是预测精度很

确定个体生存概率．个体的生存概率为
（２）

高，缺点是计算时间长．采用遗传算法优化，每一代

以石ｉ）＝ａ（１一ａ）”‘，

种群都必须对其中的各个个体进行适应值计算，需

其中ｚｉ为从大到小排序后的种群个体；ａ是与种群

要多次调用流场计算程序，若采用收敛较慢的遗传

大小有关的参数，一般可取Ｏ．Ｏｌ一０．３．因本研究所

算法，计算量非常大．因此采用收敛速度快、调用流

取种群较小，经试验研究，视目标函数的复杂性，取

场计算程序少的遗传算法也是需要迸一步研究的课

ａ为０．２或０．１较好．

题‘６１．

采用排序法，排序越高的个体被选中的概率越

为了将遗传算法与ＣＦＤ结合直接用于复杂流

大．生存概率只与个体在排序中的位置有关，而与适

体机械的优化，拟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为了尽量减少

应度值无关．因此适应度可以直接取为目标函数．而

计算时间，提高优化效率，文中将对遗传算法流程做

且，不管进化过程如何，新一代个体生存概率之间总

多处改进．

存在适当的差异，能够保证“优胜劣汰”始终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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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下去．
１．４

启发式交叉算子有以下几个特点：

选择算子的确定

（１）克服了后代个体生成区间的限制，扩大了

采用排序法确定各个个体的生存概率后，即可

算法的搜索空间，并保持了群体中个体的多样性．

以按轮盘赌选择的方式选择父体，以进行遗传操作．

（２）引进了对后代个体进化方向的指导．新交

轮盘赌使得每个个体都有机会被选中，增加了种群

叉算子生成的后代个体位于适应度大的父代个体

的多样性，可以防止早熟，但不能保证最佳个体被选

（较优个体）的两侧，即后代通过识别父代个体的优

中，最佳个体的基因不一定能扩展到下一代．

劣，向着适应度改善的区域搜索前进，从而避免了进

为了保证最佳个体必然被选中，增加选优策略，
即将排序后位于前列的以个个体直接选中进入父代

化的盲目性，提高了进化速度．
１．６

个体，其他１０一ｎ。个个体采用轮盘赌选择．取他＝２．

变异算子的确定
变异算子本质上是一种局部搜索能力．此处变

此处的选优策略不同于传统的最佳个体保存

异算子采用非均匀性变异，就是对原值做一随机扰

法．最佳个体保存法是指将父代最佳个体不进行任

动，以扰动后的结果作为变异后的新值．比如对于给

何遗传操作直接放入子代中，以保护最佳个体的基

定的变量‰被选来变异，茗。Ｅ［口。，ｂ。］，则变异后的

因，但是最佳个体的基因没有任何改变．而此处提出

扎＋按以下两种叮能随机进行变化：

的选优策略是将最佳的ｎ。个个体直接放入父代进
行遗传操作，其优秀基因在种群中得到传播．
１．５

茗ｆ＝书Ｉ＋△（ｔ，ｂ上一菇Ｉ），
或

交叉算子的确定

髫ｆ＝算Ｉ一△（ｔ，菇Ｉ一口Ｉ），

（５）

式中函数△（￡，Ｙ）给出［０，Ｙ］的一个值，使得△（ｔ，Ｙ）

对于实数编码而言，交叉操作为算术交叉．两个

随着ｔ的增大而趋于０．此处取

个体茗。和髫：之间进行算术交叉后所产生的两个新

●

△（ｔ，Ｙ）＝ｙｒ（１一音）６，

个体为

（６）

Ｊ

ｆｘ，＝Ａｘｌ＋（１一Ａ）茗２，

１菇ｆ＝Ａ戈２＋（１一Ａ）菇。．

，，，、

【ｊ，

这其实是一种内部线性变换，所产生的两个新个体
始终位于两个父个体之问的区域，搜索范围扩大有

其中ｒ为［Ｏ，１］的一个随机数；ｆ和ｒ分别是当前进
化代数和预先设定的最大代数；６是确定非均匀度
的参数，ｂ Ｅ［２，５］，一般取ｂ＝２．
Ｉ．７

其他遗传策略

限，搜索具有随机性．为了扩大搜索范围，且保证是

为ｒ保证遗传算法的收敛性，类似于最佳个体

在较优个体附近进行搜索，可以引入启发式交叉．对

保存法，此处采用更强硬的“跨世代精英选择策

于启发式交叉，两个新个体按式（４）确定：

略”，即将选择算子选择出的父代个体全部放入新

旺ＺＥ≥

‘

㈩

其中髫，的适应度大于菇：的适应度；Ａ为［０，１］均匀
分布的随机数．

分析式（４）可知，茗：‘仍处于［茗：．茗Ｉ］界内，而茗．＋
将处于［省：．戈，］界外，如图１所示，但也有可能处于整
个搜索区间之外．若如此，则重新产生一个随机数Ａ，

并按式（４）再次生成ｘ。‘和石：‘，直至满足要求
｜

产生的子代中进行排序，父子两代进行竞争．这样，
也使得种群的平均适应度得到提高．
如此，个体之间不免拥挤．为此再引入“小生境
策略”，采用排挤法对相似个体进行惩罚．对父子两
代个体进行排序后，依次计算两个个体间的广义海
明距离△（对实数编码而言即为个体差值）．若△小
于门限ｄ，就认为两个体相似，对其中适应度较小的
个体进行惩罚，在其适应度上增加罚函数使其大大
减小．然后再对适应度重新进行排序，取前ｎ个个体
作为最新的子代．
这样的小生境策略能够有效防止个体的过度拥
挤，扩大种群的多样性，避免早熟现象．
Ｉ．８

遗传参数的确定
遗传参数中主要的两个参数是交叉率Ｐ。和变

异率Ｐ。．
图１
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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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式交叉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交叉操作的实质是对个体的基因重组，有利于
扩大全局的搜索范围，但交叉也是对基因的破坏．对

于基本遗传算法而言，交叉率Ｐ，最高取０．９９，是为

间控制在最少．

了防止优秀个体基冈被完伞破坏．但在本研究中，由

Ｉ壅堕塑璧竺鍪Ｉ

于采用了比最佳个体保存法更为强硬的“跨世代精

Ｉ

英选择策略”，根本不必担心优秀基因被破坏。因此

Ｉ随机产生初始种群

可取交叉率Ｐ，＝１．

－

对于进化初期，种群多样性较好，应以交叉算子
为主，以方便进行全局搜索．但对于进化后期，种群

基于排序的轮盘赌选择＋选优策略

芏

个体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小，交叉算子效果很差，应以
变异算子为主，以方便进行局部搜索．因此，应当采
用自适应变异率．通常的自适应变异率和个体的适

自适应非均匀变异

应度相联系，虽然优点明显，但由于要计算适应度，
需要进行正问题计算，为了尽量减少计算量，此处的
自适应变异率，不与个体适应度联系而仅与当前进
化代数有关．其表达式为

Ｐ。：ｆＰｍ一。‘砂…

ｒ

罢．一

ｎ鬲蕊石●—雨磊焉磊
小生境策略

（７）

【Ｐ。ｍｉ。，Ｐ。一·ｅ１Ｌ幸一１ Ｊ＜Ｐ。ｍｉ。，

捧序并截取为新一代种群

式中ｔ与ｒ意义同前；Ａ是与ｒ有关的常数．这里Ｔ＝

｝

统计该代的结果

１０，经过试验，Ａ取为４比较合适．Ｐ。一为最大变异
率，为了增大后期局部搜索能力，可取Ｐ。。，为较大
的值，例如Ｏ．４．Ｐ。面。为最小变异率，可取为０．０５．
１．９改进遗传算法的流程
以上是本研究中改进遗传算法的各个方面，可
以称为“基于排序的轮盘赌、选优策略、启发式交

图２改进遗传算法的流程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Ａ

叉、自适应非均匀性变异、跨世代精英选择、小生境
策略”的遗传算法．其中，基于排序的轮盘赌加选优
一

２对改进遗传算法的测试

策略消除了目标函数的干扰和影响，有效避免了
“早熟收敛”和“搜索迟钝”现象，并确保了算法的收
敛性；启发式交叉不但扩展了全局搜索范围，还指明
了进化方向，大大加快了收敛速度；自适应非均匀性
变异具有较强的局部搜索能力，和启发式交叉结合
起来保证了搜索的空间和有效性；跨世代精英选择

为了验证改进遗传算法的性能，对一个典型的

ｍａｘ八舅，＝。．５一ｉ ｊ吉｛三；壬亏三潞，

复杂二元函数进行优化测试：

ｘ，ｙ∈［一１０，１０］．

策略提高了种群的适应度，加快了收敛速度；而小生

该函数又叫Ｓｃｈａｆｆｅｒ函数，在其定义域内具有

境策略则可以避免种群的过度拥挤，从而有效防止

～个全局极大值点．厂（０，０）＝ｌ和无数个局部极大值

早熟．采用以上改进措施，全面弥补了基本遗传算法

点，这些局部极大值点形成几个圆环包围唯一的全

存在的局限性，既大大加快了收敛速度，又防止了因

局极大值点，最靠近全局极大值点的一个圆脊，它们

此容易产生的早熟现象，同时对目标函数的计算次

的取值均为０．９９０ ２８３．若算法搜索能力较弱，则极

数也限制在了最少次，所选取的种群大小ｎ＝１０也

易收敛于该局部极值点．

非常小，使得遗传算法与ＣＦＤ结合直接用于复杂流
体机械领域的优化成为可能．

采用改进遗传算法优化Ｓｃｈａｆｆｅｒ函数的结果如
图３所示．遗传算法的各个参数设定如前文所述．图

改进遗传算法的流程框图如图２所示．一般而

３中，实线是各代最佳个体的演变情况，虚线是各代

言，遗传算法中适应度的计算最费时间．由图２可

种群均值的演变情况．改进遗传算法运行到第２１代

见，改进遗传算法在每一代进化过程中对每个个体

时获得最佳个体为．廊（茗，Ｙ）＝０．９９９

只计算一次目标函数，保证了改进后算法的计算时

第２４代时获得的最佳个体为．ａｔ（菇，Ｙ）＝１．０００

万方数据

９９９

５，运行到
０００，

说明改进的双参数遗传算法在第２１代时已经基本
收敛到了全局最优解．

遗传算法来进行双参数的优化尝试．
优化变量约束条件：ＪＩｌ。＋ｈ：＝１．０Ｄ。。最终可化

为了与其他文献，７。９ｊ的改进遗传算法作性能比

为单参数．遗传算法参数设置：种群大小为ｌｏ，最大

较，种群大小取为相同的值１００，选优个数增大为

进化代数Ｔ＝１０，其他和前文相同．其他参数取值：

２５，其他参数不变．本文的改进遗传算法运行到第

Ｄ。＝１．４Ｄｏ，吸水室上壁面倾角ａｋ＝６５ ｏ，蜗壳断面

１０代时获得的最佳个体为．廊（茗，，，）＝０．９９９

９９９ ４，

高度ｈ。＝１．０Ｄｏ．程序采用单目标优化，目标函数为

运行到第１２代时获得的最佳个体为ｆｉｔ（ｘ，Ｙ）＝

钟形进水流道的出口流速分布均匀度，计算结果如

１．０００

０００，说明本文的改进双参数遗传算法在第１０

图５所示．

代时已经基本收敛到了全局最优解，而其他文
献一曲ｊ的最快收敛代数为１６代，最差的达到７０代．

图５
Ｆｉｇ．５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２参数优化过程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

ｔｗｏ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Ａ

图３改进遗传算法测试Ｓｃｈａｆｆｅｒ函数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ｃｈａｆｆ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Ａ

通过上述对复杂函数的优化测试，说明本文的
改进遗传算法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和较高的收敛精
度．

改进遗传算法运行到第３代时，已经收敛到最
优鳃：ＩＩｌｌ＝１．１５４

５，ｈ２＝１．４４５

５，ｆｉｔ（ｈｌ，ｈ２）＝

ｆＣｈ。，ｈ２）＝０．９６９ ４８，即采用遗传算法获得的最优
组合为ｈＩ＝１．１５４

５

ｍ一０．４４Ｄｏ，ｈ２＝１．４４５

５ ｍ一

０．５６仇，此时的目标函数值为９６．９４８％．而传统文
献认为的ｈ。＝０．４Ｄｏ，ｈ：＝０．６Ｄ。，此时的目标函数

３应用实例

值为９６．８１７％．说明采用遗传算法优化的最优组合

利用改进遗传算法结合ＣＦＤ，对大型泵站钟形
进水流道（见图４）的相关设计参数进行了优化．
ＣＦＤ采用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时均Ｎ—Ｓ方程．

结果较好．
（２）喇叭管进口直径Ｄ．、喇叭管高度ｈ．、喇叭
口悬空高ｈ：、吸水室上壁面倾角ａ。和吸水室高度ｈ。
等的５参数优化．
这５个参数是钟形进水流道最主要的设计参
数，决定了流道吸水段的形状．这里采用改进的５参
数遗传算法来进行优化．
优化变量约束条件。ｍ。：Ｄ。＝（１．３一１．４）Ｄｏ，
ｈ２＝（０．５—０．７）Ｄｏ，ｈＩ＋ｈ２＝１．０Ｄｏ，ａｋ＝４５ ｏ一

图４钟形进水流道的主要几何参数示意
Ｆｉｇ．４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ｂｅｌｌ—ｌｉｋｅ ｉｎｌｅｔ

ｐ酗ｓａｇｅ

７０。，ｈｋ＝（０．８—１．０）Ｄ。．遗传算法参数设置如前，
最大进化代数Ｔ＝２０．
改进遗传算法运行到第１４代时收敛到最优解，

（１）喇叭管高度ｈ。和喇叭口悬空高ｈ：的２参数
优化．

最佳个体为：Ｄｌ＝３．６３９

５３５，ｈｌ＝１．１４３ ０３３，ｈ２＝

１．４５６ ９６７，ａｋ＝６８．１０８ ７１。，ｈｋ＝２．０８０

目前各种文献。州推荐的取值为ｈ。＝０．４Ｄ。，

０．９７２ ８４７

１４７∥ｆ＝

６，即采用遗传算法得到的喇叭管进口直

ｈ：＝０．６Ｄｏ，也就是说，当喇叭管高度ｈ。和喇叭口

径Ｄ。一１．４Ｄｏ，喇叭管高度ｈＩ一０．４４Ｄ。，喇叭口悬

悬空高ｈ：之和为定值１．０Ｄｏ时，ｈ，和ｈ：各取为

空高ｈ：一０．５６Ｄ。，吸水室上壁面倾角吼一６８。，蜗

０．４Ｄｏ和０．６Ｄ。．这是否就是最佳组合，尚值得进一

壳断面高度ｈ。一０．８Ｄｏ．此时Ｄ。和ｈ。各取最大值和

步研究．为了精确求出这个最佳组合，现在采用改进

最小值，目标函数ｆ一９７．２８５％，相比优化前有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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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说明采用遗传算法优化能够得到更好的设计

［４］

Ｆｒａｎｚｅｎ Ｒ．Ａｐｅｌ Ｃ，Ｌａｍｐｅｒｔ Ｆ，ｅｔ ａ１．Ｕｓｅ ｏｆ

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ｌａｓｅｒ ｐｕｍｐ ｃａｖｉｔｙ ｄｅ－

结果．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ｐｐｌｉｅｄ∞妞，２００７．４６（８）：１３０２一
４

１３０９．

结论

［５］

何希杰。朱广奇．劳学苏．遗传算法在离心泵优化设
计中的应用［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８。２６（２）：４０—４４．

文中的改进遗传算法大大提高了收敛速度，又

Ｈｅ

有效地避免了早熟．通过对一个典型的复杂二元函

Ｘｉｊｉｅ，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Ｌａｏ Ｘｕｅｓｕ．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

ｎｅｔｉ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ｐｕｍｐ

数——ｓｃｈａ＆ｒ函数的优化测试，说明该改进遗传算

［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法具有良好的性能．

（２）：４０—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将遗传算法与ＣＦＤ结合，应用于泵站钟形进水

［６］

［７］

Ｊｉａ Ｒｏｎｇ，Ｃａｉ Ｚｈｅｎｈｕａ，Ｌｕｏ Ｘｉｎｇｑｉ．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ｄａｐ－

少而且具有良好的收敛性，使得遗传算法应用于流

ｆｉｖ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ｂｉｄ—

体机械基于复杂流场正问题计算的优化成为可能，

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Ｊ］．Ｊｏｕｍａ／ｏｆ鼽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６（１）：１ｌ—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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