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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ＤＰＳＡ方法的江都四站单机组优化运行
懿１

张礼华１，程吉林１，张仁田１，一，仇锦先１，龚

（Ｉ．扬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２．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提出了考虑峰谷电价与水位变幅等因素的水泵叶片全调节与变频变速组合优化（以下
简称组合优化）运行的动态规划数学模型，以日开机运行总耗电费用最小为目标函数，各时段水
泵开机的叶片安放角和机组转速为决策变量，规定时段内抽水总量为约束奈件，通过动态规划逐
次逼近法（即ＤＰｓＡ）确定最优解．以江都四站为例，对单机组组合优化运行与定桨恒速运行进行
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典型潮位过程（１２月至２月份平均潮位过程），设计日均扬程（７．８～
３．８

ｍ），机组以１００％，８０％和６０％总水量（机组额定运行时的水量）作为约束时，组合运行优化

结果与定桨恒速运行相比，考虑峰谷电价时可节省电费０．９９％一３５．００％，不考虑峰谷电价时可
节省电费０．２６％一１７．２３％．优化效果良好。为南水北调泵站优化运行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泵站；叶片调节；变速；动态规划逐次逼近法；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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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由９级１３座泵站组成，规划

运行时段，根据峰谷电价划分；Ｈ。为第ｉ时段的平均

ｈ以上；如何优化泵站运行方

扬程，Ｉｎ；Ａｔ。为第ｉ时段的时间长度，ｈ；Ｃｉ为第ｉ时段

年运行时间达到５

０００

式、降低调水运行成本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由于

的分时电价；畎为所需日提水总量；田小叼。，，７而，

受潮汐的影响，长江水位日变幅较大，作为源头泵站

’７，ｉ分别指装置效率、电动机效率、传动效率和变频

的江都站的泵站机组优化运行成为必需．

效率，叩。ｉ与ｉ时段流量、扬程有关，叼。一般取０．９４，

目前，国内外对大型泵站机组的优化运行方法
研究主要集中在机组的叶片调节优化’卜２、变频变

直接连接机组的叩ｍ为１，田ｒ。效率以０．９６考虑．
１．２

动态规划模型的求解

速优化‘卜４’等。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动态规

上述模型为各阶段双变量动态规划模型，可采

划逐次逼近法（即ＤＰｓＡ）已在水库优化调度’５。、洪

用动态规划逐次逼近法进行求解．具体步骤为：①

水预报‘６。等方面得到应用，但将该方法应用于泵站

首先假设各阶段单机组叶片角０ｉ。已知。采用常规

机组优化运行目前尚不多见．为此，文中建立了江都

一维动态规划方法求解，确定在此状况下的各阶段

四站单机组叶片全调节与变频变速组合优化模型，
拟采用动态规划逐次逼近法进行求解，并对扬程
７．８—３．８

Ｉｎ、考虑与不考虑峰谷电价等条件下的优

化运行结果进行分析，为南水北调泵站优化运行提
供参考．

机组转速ｎ汕和最小费用厶；②固定上述求得的各
阶段机组转速ｎ加，优化模型（１）～（４），重复应用
一维动态规划方法，确定优化变量见。，确定最小费
用．＾；③再以求得的机组叶片角０¨为条件，推求各
阶段机组转速ｎ¨和最小费用厶；④如此循环往复，
直至求得的最小费用相对变化幅度小于确定的精

１单机组日运行优化模型

度，即可认为达到优化效果，以此决定各阶段最优叶
片角一转速组合与日最小运行费用．

１．１模型的建立
以日开机运行总耗电费用最少为目标函数，各
时段水泵开机的叶片安放角与机组转速为决策变

２相关变量与参数的确定

量。规定时段内的抽水量为约束条件，建立叶片全调
节单机组日优化运行数学模型，其中每天２４ ｈ可考
虑峰谷电价与潮位涨落情况而划分为尼。时段，则有
如下４个模型：

ｍｍｆ萎ｎａｎ拦她，（１）

目标函数：

总水量约束：

江都四站安装７台套立式轴流泵，机组额定转
速ｎ．＝１５０ ｒ／ｍｉｎ，叶轮直径为２

９００

ｍｍ；水泵叶片

为液压全调节，设计叶片安放角０＝０。，调节范围为
［一４。，＋４。］．
２．１

典型潮位过程与分时电价和时段的划分
（１）典型潮位过程。川．江都四站的进水前池与

长江相连，因此进水池的水位受潮位影响，以枯水月
份１２月、１月和２月的长江三江营站平均潮位过程

∑Ｑｉ（佛，／Ｉｉ）Ａｔｉ≥取，

（２）

位为Ｏ．２８ Ｉｎ，平均潮位为０．８８ Ｉｎ，平均潮差为１．２

流量约束：

Ｑ胁≤色（０；，ｎｉ）≤Ｑ。，
功率约束：

（３）

咝必≤［Ｐ０］．（４）
１１五１１Ⅲｊｌｈｍｊｌｌｆｉ

以上式中厂表示ｌ ｄ运行总费用，万元；Ｑｉ（０ｉ，ｎｉ）为
在第ｉ时段水泵流量，在扬程确定时的条件下，为叶
片安放角（０ｉ）与转速（ｎ。）的函数；ｎ。为ｌ ｄ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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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典型潮位过程．平均高潮位为１．４８ Ｉｎ，平均低潮
ｍ，平均涨潮历时３
总计２４

ｈ ３７

ｍｉｎ，落潮历时８

ｈ ４９ ｍｉｎ，

ｈ ５ｌ ｍｉｎ．

（２）分时电价、时段划分一Ｊ．根据２００８年江苏
省物价局公布的峰谷分时销售电价，不同时段的电
价见表１．
综合考虑分时电价和潮位涨落，将全天分为９
个时段，各时段分时电价及时均扬程见表１．

表１
Ｔａｂ．１

各时段电价与时均扬程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为［一４０，＋４。］之间，可离散为０＝一４０，一２。，一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０。，＋ｌｏ，＋２０，＋３０，＋４。，共计８个角度．
（２）机组转速离散：机组转速根据不同装置扬
程进行离散．例如在日均扬程６．８ ｍ情况下可离散
为１３０，１３５，１４０，１４５，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５ ｒ／ｒａｉｎ，共计
８个转速．
２．３流量与效率的确定
一定装置扬程Ｆ，不同叶片角与转速组合所确
定的流量、效率计算方法如下：
（１）对江都四站额定转速（ｎ，＝１５０ ｒ／ｍｉｎ）下、
不同叶片安放角时的性能曲线进行拟合．并进行显

２．２叶片安放角、机组转速的离散

著性检验．拟合结果见表２，括号中的数值分别表示

（１）叶片角的离散：江都四站的叶片调节范围

拟合性能曲线取值点数、相关系数、显著性水平．

表２江都四站性能曲线拟合表
Ｔａｂ．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Ｎｏ．４ Ｊｉａｎｇｄｕ

（２）不同叶片角、转速组合条件下机组流量、效
率的确定油。９］．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ｍ，满负荷提水量大于２．９５×１０６ ｍ３（单机组常规运
行，叶片安放角为０。，转速为１５０ ｒ／ｍｉｎ，全时段开机

额定转速条件下，不同叶片角条件下水泵机组

时的水量）时，采用叶片全调节与变频变速组合优化

日一Ｑ，卵一Ｑ性能曲线拟合表达式确定，在叶片安放

运行方式，其单位提水费用为１７５．４０形（１０４ ｍ３），而
常规运行时单位提水费用为１７７．２０形（１０４ ｍ３），节

角不变的条件下，在一定的转速变化范围内，可认为
水泵的流量、扬程和功率符合比例率，且相似工况点
效率不变．由此可得出在一定叶片角条件下，根据额
定转速ｎ。、流量Ｑ。（ｎ。）和装置扬程以（ｎ。），得到任
意转速ｎ。条件下装置扬程Ｈ。（ｎｉ）、流量Ｑ。（ｎ；）和对
应装置效率％（ｎｉ）．

器Ｑ ｎ＝老；Ｈ器ｅ ｆｉ＝（≯㈩
。（。）

乃。’

（。）

＼ｎ．Ｊ．

…７

在各时段时均扬程、机组可能的开机流量、效率
确定的条件下，采用常规一维动态规划方法即可对
模型（１）一（４）进行求解’”。．

省０．９９％；潮型不变，当日均扬程分别为６．８，５．８，
４．８，３．８

ｎｌ时，其提水费用相较于常规运行，分别节省

３．３７％，１０．３４％，１０．４４％，１２．５０％．

考虑峰谷电价，以８０％和６０％满负荷提水量作
为约束水量进行优化运行，并与常规运行结果进行
比较．不同日均扬程下的单位费用节省分别介于
１８．１０％一２５．７０％和２５．８０％～３５．００％之间．叶片
全调节与变频变速组合优化与常规运行结果的比较
见图１所示，图中盯为不同负荷下单位费用节约百
分比，日。，为日均扬程．

３求解结果与分析

由图ｌ可知，日均扬程不变，随着提水量的减少
（１００％，８０％，６０％满负荷），机组单位提水费用节

３．１

考虑峰谷电价优化结果分析
典型潮位过程，考虑峰谷电价，日均扬程７．８

万方数据

省随着提水量的降低而提高；不同日均扬程条件下，
机组以满负荷，８０％，６０％满负荷运行，其单位提水

费用节省随着１３均扬程的降低而提高．
考虑峰谷电价，日均扬程５．８ ｍ，６０％负荷时优
化运行结果与常规运行结果对比详见表３．
对表３优化运行结果进行分析可知，在考虑峰
谷电价条件下，机组开机方式主要受峰谷电价的影
响．谷电时（第Ⅳ，Ｖ阶段）应尽可能提高转速和增
大开机叶片角，以增大运行流量；峰电时（第１，Ⅱ，
Ⅵ，Ⅶ阶段）则应减小运行流量或不开机，以减少机

图ｌ考虑峰谷电价，与常规运行相比

组耗电费用．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Ｍ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ｅａｋ·ｖａｌｌｅ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

表３考虑峰谷电价。日均扬程５．８ ｍ．砷％负荷工作的优化运行过程
Ｔａｂ．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ｉｌｙ·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ａｄ ５．８ ｍ ａｎｄ ６０％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ｌｏａｄ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ｐｅａｋ－ｖａｌｌｅ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３．２不考虑峰谷电价时优化运行结果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以峰谷电价的加权平均值０．６１４

影（ｋＷ·ｈ）作为平均电价，采用同样的提水水量
进行优化．优化结果表明：与常规运行相比，不考虑
峰谷电价时，日均扬程（７．８ ｍ）、典型潮位过程、满
７

负荷工作，要求提水量大于２．０６５×１０ ｍ３的情况
下，采取叶片全调节优化运行，其日单位提水费用为
１７７．６０

ｆｔ．／（１０４ ｍ３）；而对应额定运行状态的单位

提水费用为１７８．１０ ｆｒ＿／（１０４ ｍ３），减少０．２６％．８０％

图２不考虑峰谷电价，与常规运行相比
Ｆｉｇ．２

和６０％负荷工作时单位提水费用分别为１７４．７０，

１７１．８０形（１０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ａｋ—ｖａｌｌｅ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

ｍ３），与额定运行相比分别减少

１．１４％和３．７ｌ％．

４

结论

日均扬程６．８，５．８，４．８和３．８ ｍ时，１００％，
８０％和６０％负荷工作，组合优化运行与额定运行相

（１）采用动态规划逐次逼近法确定单机组叶片

比提水费用平均节省了１．９９％～７．４２％，２．７９％～

全调节与变频变速组合优化运行方式是一种有效

１２．１０％和５．４４％一１７．２３％．详见图２．

的、可靠的优化方法，可应用于低扬程轴流泵和混流

万方数据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泵机组的优化运行，为南水北调泵站单机组、多机组

［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及梯级之间优化运行提供了新的思路．

（５）：２５—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采用动态规划逐次逼近法对江都四站机组

［５］

胡名雨，李顺新．逐次逼近动态规划法在水库优化调
度中的应用［Ｊ］．计算机与现代化，２００８（６）：８一ｌＯ．

的优化结果表明，由于长江水位日变幅较大影响进

Ｈｕ Ｍｉｎｇｙｕ，Ｌｉ Ｓｈｕｎｘ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ｐ－

水水位，当规定在时间内提取一定水量时，无论是否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ｒｖｉ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考虑峰谷电价，采用叶片全调节与变频变速组合优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化运行方式，相较于常规运行，均可有效降低单位提
水费用，降低机组能耗，优化效果良好．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６）：８

—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３）在提水量满足要求的条件下，一般应首先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Ｓ Ｅ。Ｄｅｖｅ｜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考虑减少开机时间，并在低扬程、低电价时尽量增大

ｗａｖ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矿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叶片角度、提高转速，以加大运行流量；高扬程、高电

（４）：３４７—３５３．

价时宜采用减小开机流量或关机的运行方式，以减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６。２４

［７］

ａｌ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ｆｌｏｏ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１

程吉林，张礼华，张仁田，等．泵站叶片可调单机组
日运行优化方法研究［Ｊ］．水利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４）：

少运行费用．

４９９—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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