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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求解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
张宽地１，王光谦２，吕宏兴１，陈俊英１，洪

成３

（１．两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１：程学院，陕西杨凌７１２１００；２．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３．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安徽蚌埠２３３０００）

摘要：为了解决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无显函数计算方法的现状，通过对明渠恒定均匀流方程
进行数学变换，得到了标准Ｉ，Ⅱ型马蹄形过水断面正常水深求解的分段非线性约束优化问题．
将粒子群算法中的权重函数随着迭代次数和不同粒子与最优粒子之间的距离大小进行调整，用
以加速算法的收敛速度和提高粒子的搜索能力，并将调整惯性权重模型的粒子群优化算法运用
到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的求解中．通过实例计算及误差分析表明：分段优化模型在水深特征点连
续，且该法能１００％收敛到全局最优解，故该方法求解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适用性强、计算精度
高、算法实现简单，为马蹄形过水断面水力计算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关键词：水力计算；正常水深；粒子群算法；马蹄形断面；明渠均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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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马蹄形断面由于其受力条件好、适应地形能力

蹄形断面正常水深的计算问题转化为求解含上下限

强、水力条件好等多方面的优点，已成为农田灌溉工

的非线性约束优化问题，并采用新型的动态调褴惯

程中较常采用的断面形式之一．

性权重模型的粒子群优化算法进行求解，以期为马

水力计算中的正常水深的计算是隧洞输水工程

蹄形断面均匀流水深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求解思路．

设计中的关键水力要素，应用十分频繁且有较高的
精度要求．对于几何形状较为简单的渠道，如梯形、

基本方程

１

圆形以及城门洞形断面临界水深和正常水深的计算
马蹄形过水断面无压流顺坡渠段可按恒定均匀

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提

流计算，对应水深为正常水深．若采用曼宁公式计算

出了不少简捷的计算公式¨。５】：如文献［１—２］基于
牛顿迭代法推导出梯形、圆形断面临界水深的迭代

谢才系数，则流量计算公式为∞】

Ｑ：譬×筹，

（１）

（∥＝≯，

（２，

法，文献［６—７］给出了断面形式复杂的马蹄形隧洞
临界水深的计算方法．但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计算

式中Ｑ为输水流量，ｍ３／ｓ；ｉ为渠道比降；，ｌ为糙率；Ａ

方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现有的计算方法主要有：

过水断面面积，ｍ２掰为湿周，ｍ．

文献［８］针对工程中常见的标准Ｉ型和标准Ⅱ型，

１．１过水断面水力要素

公式，并根据最优一致逼近理论，给出了迭代初值，

”

得到了直接计算公式，文献［３］将遗传算法引入到
临界水深的计算中，文献［４—５］采用数值逼近法得

爿

式（１）也可整理为

到城门洞形隧洞正常水深与临界水深的直接计算

结合明渠均匀流方程，给出了适合计算机求解的迭

马蹄形输水隧洞中经常采用的断面形式有标准

代公式，文献［９］提出了求解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

Ｉ型和标准Ⅱ型２种，标准Ｉ型断面的底拱半径和

的遗传算法．

侧拱半径均为顶拱半径的３倍，如图１所示．标准Ⅱ

上述两种方法在工程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

型断面的底拱半径和侧拱半径则为顶拱半径的２

用，但迭代公式形式复杂，收敛速度较慢．遗传算法

倍，如图２所示．两种断面形式均由４段圆弧曲线构

需要进行复杂的种群交叉、变异计算，算法实现相对

成，过水断面水力要素为分段函数，其计算公式如表

比较困难，不便于工程界直接采用．为此，笔者将马

１所示‘６１．

（｜），≤＾ｏ≤２，

（ｂ）ｔ≤｜ＩＩｏ≤，

（ｃ）ｏ≤．Ｉｌｏ≤ｔ

图Ｉ标准Ｉ型马蹄形断面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ｔｙｐｅ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固一挺一国
（ｂ）。≤＿ＩＩｏ《，

（ｓ）ｒｊｇｈ０９２ｒ

图２标准Ⅱ型１弓蹄形断面
Ｆｉｇ．２

万方数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１Ｉ·ｔｙｐｅ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ＩＩｏ≤。

表１标准Ｉ，Ⅱ型马蹄形断面水力要素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Ⅱ－臼ｐｅ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注：式中ｒ为顶拱半径；ａ为过水断面侧拱对应的【６｛Ｉ心角，ｒａｄ；卢为过水断面底拱对应圆心角的一半，ｒａｄ；标准Ｉ捌，Ｃ。＝１８（０—０．５ｓｉｎ ２０＋
ｓｉｎ２ｐ）；标准Ⅱ璎ｐ＝０．４２４ ０３１ ｒａｄ，Ｃ２＝２０一ｓｉｎ ２０＋２ｓｉｎ２０；ｅ为断面底拱高度，标准Ｉ型ｅ＝３ｒ（１一ｅ０８口），标准Ⅱ嘲ｅ＝２ｒ（１一ＣＯ￥ｐ），
底拱与侧拱高度之和等于顶拱半径ｒ．
１．２

分界流量

３

屹

根据过流量Ｑ来计算均匀流水深时，因无法确
定水深范围，当然表ｌ公式也就无法应用．对此可将

∞

断面特征水深ｈ。＝ｅ和ｈ。＝ｒ时，对应的特征流量

尸
３

万一玷万一凡

Ｑ。和Ｑ，作为分界流量来判别正常水深的范围，经分

即当０≤Ｑ≤Ｑ。时，Ｏ≤ｈｏ≤ｅ；当Ｑ。≤Ｑ≤Ｑ，时，

析计算公式如下：

ｅ≤ｈｏ≤ｒ；当Ｑ≥Ｑ，时，ｒ≤ｈｏ≤２ｒ．
１．３标准Ｉ。Ⅱ型马蹄形断面均匀流方程

标准Ｉ型马蹄形断面分界流量为
ｆ

由分界流量可以判别一定过流流量Ｑ对应的

ｆＱ，＝１．１６７ ｌ生ｒ们，
ｎ

ｊ

（３ａ）

【Ｑ。＝０．０２９ ｌ等∥．

正常水深范围，因此可将表ｌ标准Ｉ，Ⅱ型马蹄形断
面的水力要素代入式（２），整理后可得求解标准Ｉ，
Ⅱ型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的非线性均匀流方程组，

标准Ⅱ型马蹄形断面分界流量为

如表２所示．

表２标准Ｉ。Ⅱ型马蹄形断面均匀流方程
Ｔａｂ．２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Ⅱ－ｔｙ畔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Ｃｌ＇Ｏ鹤－ｓｅｃｔｉｏｎ

由此可知，马蹄形断面均匀流水深ｈ。的计算等

精度，不失为一种新的求解思路，但该方法要进行繁

价于非线性方程组的求根问题，工程中对此问题的

琐的种群迭代和选择计算，算法实现相对比较复杂，

求解一般采用试算法或迭代法．但该方程组不仅为

不便于工程界采用．

高次隐函数方程，且未知量包含在三角函数中，迭代
计算一般为振荡收敛，即使平方收敛的牛顿迭代法

２非线性优化模型

对该方程来说收敛速度也比较慢．为此，文献［９］将
遗传算法运用到马蹄形断面均匀流水深ｈ。的求解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马蹄形断面均匀流水深ｈ。

中，避免了传统方法中存在的缺点，提高了求解的

的计算问题等价于函数值最小为目标函数的非线性

万方数据

吉ｓｔｎ【２ａｒｅｓｉｎ（学）】－
ａｒｃｓｉｎ（宁）＋学ｌ，

约束优化问题，根据实际输水流鼍与特征流照关系
将计算模型分为３种情况，对于标准Ｉ型马蹄形断
面正常水深计算模型：
当０≤Ｑ≤Ｑ，时，
×

ｍｉｎ以ｈｏ）

２ａｒｃｃｏ＋、ｈｏ，－ｒ）】－２ａｒｃｃｏｓ（＿ｈ０－ｒ）ｌ，

ｒ１

（４）

０≤ｈｏ≤ｅ．

：㈣。６一＋

当Ｑ≥Ｑ，时，

陋＋竹一２ａｒｃｃｏｓ（宰）】０４
ｓｉｎ

（８）

ｅ≤ｈｏ≤ｒ．

。＋１Ｔ—Ｉ警ｌ
以。）＝Ｉ ２Ｃ。＋订一２（警）¨×
以。）＝Ｉ

ｎｉ
ｈ ｍＣ２

ｉｎ

２ａ…ｓ、２ｒ２－，ｈｏ）】…ｃｃ。ｓ（譬）Ｉ，

（９）

ｒ≤ｈｏ≤２ｒ．

当Ｑ。≤Ｑ≤Ｑ，时，
３

ｍ蝴¨＝争（秒６×
６０４【２０…ｃｓｉｎ（争）】０一

３．１基本粒子群算法
粒子群优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９ｒ１＿６

ｌ

大学的Ｋｅｎｎｅｄｙ和Ｅｂｅｒｈａｒｔ博士在１９９５年提出的

ａｒｃｓｉｎ（百ｒ－ｈｏ）＋与等Ｉ，

的基本概念来源于对鸟群捕食行为的研究，因而也

一种新的基于群体智能的演化优化方法【１０－１２］．ＰＳＯ

蒜㈣ｎ６生掣３ｒ－ｈｏ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ＰＳＯ）算

÷ｓｉｎ【２ａｒｅｓｉｎ、ｒ－３，ｈ０）】一
（５）

易实现同时又有深刻的智能背景．因此，ＰＳＯ算法
一提出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新
０．４＋

２ａｒｃｃｏｓ（学）】－ａ…ｓ、３ｒ３－ｒｈｏ）Ｉ，
（６）

ｒ≤ｈｏ≤２ｒ．

可称作鸟群算法，是集群智能的代表性方法之一．该
算法具有并行处理和鲁棒性好等诸多优点，简单容

当Ｑ≥Ｑ，时，

虿８

Ｓｗａｒｍ

法是一种新的集群优化算法，它最早是由美国普渡

ｅ≤ｈｏ≤ｒ．

ｍｌｎ

改进ＰＳＯ算法

的并行优化进化算法，ＰＳＯ算法可以解决大量非线
性、不可微、非连续和多峰的优化问题，并已广泛应
用于科学和工程领域，如函数优化、神经网络训练、
模式分类、模糊系统控制等［１

３１．

假设在一个Ｄ维的目标搜索空间中，有ｍ个粒

标准Ⅱ型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计算模型：

子组成一个群落，其中第ｉ个粒子表示为一个Ｄ维

当０≤Ｑ≤Ｑ。时，

ｍｉｎ肌）＝Ｉ ８Ｃ：＋霄一２（警）０６×

的向鼍Ｘｌ＝（茗‘Ｉ，菇丑，聋ｆ２，…，ｘ∞），ｆ＝ｌ，２，３，…，ｍ，

【８０＋霄一２ａｒｃｃｏｓ（字）】０－４

人目标函数便可计算出其适应度值，根据适应度值

ｓｉｎ【２ａｒｃｃｏｓ

的大小衡蛩Ｘ。的优劣．第ｉ个粒子的“飞翔”速度也

＋

ｈｏ－ｒ）】＿２ａｒｃｃｏｓ（字）｜，
０≤ｈｏ≤ｅ．

当Ｑ。≤Ｑ≤Ｑ，时，

ｍｉｎｆ（ｈｏ，＝Ｉ ｃｚ一（∥６×

【２０…吲ｎ（等）】０４
４０·６ｒ１．６

万方数据

即第ｉ个粒子在Ｄ维搜索窄间中的位置工。．将Ｘ。代

（７）

是一个Ｄ维的向量，记为ｙｉ＝（ｔＪ订，％，％，…，∥∞），
将第ｉ个粒子迄今为止搜索到的最优位置记为Ｐ。＝
（Ｐ¨Ｐ垃．Ｐ舯…。Ｐ巾），整个粒子群中，所有粒子所搜

索到的最优位置记为Ｐ一＝（Ｐ门Ｐ卵，Ｐ加…，Ｐ印）．对
于第ｋ次迭代，每个粒子的进化采用式（１０）进行操
作：

秽譬１＝∞∥乞＋ｃＩ
Ｃ２

Ｘ

ｒｌ

Ｘ（Ｐ讨一算乞）＋

Ｘ（Ｐ一一ｘ乞）。
ｘ：？。＝茗Ｉ“ｔ＋ｔ７：？１，
Ｘ ｒ２

（１０）

（１ １）

其中ｉ＝１，２，…，ｍ是粒子数；ｄ＝ｌ，２，…，Ｄ是向量

粒子种群，根据分段优化模型计算每个粒子的适应

维数；后＝１，２，…，，ｌ是迭代次数；学习因子ｃ。和Ｇ

度，然后按式（１０），（１１）进行迭代计算，直至达到最

是非负常数，分别调节向全局最好粒子和个体最好

大迭代次数，其具体的迭代步骤为：

粒子方向飞行的步长；ｒ，和ｒ２是介于（０，１）之间的

（１）根据式（３ａ），（３ｂ）计算分界流量，并根据

随机数，∞是惯性权重．迭代中止条件根据具体问题

已知流镀与分界流量的关系选用适合该流量的非线

而定，一般选最大迭代次数或粒子群搜索到的最优

性计算模型．确定待优化变量ｈ。的取值范围．

位置满足预定值作为终止条件．基本ＰＳＯ算法需要

（２）设定ＰＳＯ的计算参数：粒子群体大小、最大

调整的参数并不多，而且采用实数编码使其操作简

迭代次数后一、学习因子Ｃ．和ｃ２、惯性权霞的最大

单，故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其缺点是易陷入局部

值∞一和最小值∞面。、粒子最大距离，一和最小距离
Ｌ。．

极值点，搜索精度不高．
３．２

ＰＳＯ算法的动态调整惯性权重模型

（３）在优化变量ｈ。的取值范围内，采用随机方

分析式（１０）中的惯性权重∞，可以发现：ｃ￡’较

法产生初始群体粒子个体．
（４）根据日标函数式（４）一（９），计算群体中每

大时，％靠近全局最优点Ｐ。和历史最优点Ｐｉ的机会
较小，％会偏离当前最优点，从而有可能探索更好

个粒子的适，赶度值．

的最优点，这在早期非常有利，但在晚期是不利的，

（５）根据每个粒子计算出来的适应值，判断每

因为晚期不利于全局最优点的收敛．而当∞较小时，

个粒子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好位置（即适应值最小

与上面情况相反．所以，ｃｃ，的大小对收敛与探索的影

的水深序列）和整个粒子群迄今为止搜索到的最好

响是一对矛盾．因此，在应用中先将∞的初始值定为

位置（全局最优解）．
（６）计算每个粒子相对全局最优解的距离并根

最大值，并使其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线性递减至最
小值，以达到期望的优化目标，其权重函数∞由式

∞２∞一一—瓦■瓦玎鼬“１４’
∞＝∞。。一！！等＿云三－竺静×｜｜｝·（１４）

据式（１４）计算惯性权重：

（１２）来确定：
（１２）

∞＝∞一一塑专二堂×ｋ，
＾ｍＩ

式中∞一，∞。；。分别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七一
分别为当前迭代次数和最大迭代次数．但上述权重

（７）根据式（１０）和（１１），更新所有粒子的速度
和位置，如果新速度超出最大速度限制［秽ｍ；。，ｔ，一］，
设新速度为最大速度．

函数的设置也有不利的一面，假设迭代初期就已经

（８）结束条件判断，若达到最大迭代次数，停止

找到全局最优点，则因其权重过大有可能跳出这个

计算，输出结果；否则，转至步骤（４）继续计算，直至

最优点，因而不在其附近探索，致使算法收敛速度

满足结束条件为止．

降低．要想提高收敛速度就必须给靠近最优点的部
分粒子赋予较小权重，让粒子在靠近Ｐ。领域范围进

４

应用举例

行微小探索，而不承担更大范围的探索．而赋予远
离最优点其他粒子较大权重，让其承担更大范围的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及正确性，已知某灌区输

探索任务，进一步去探索可能更优的点．因此，惯性

水隧洞采用马蹄形断面，顶拱半径ｒ＝１．５ ｍ，底坡

权重∞的值不仅要随着迭代次数而变化，而且针对

ｉ＝１／２

不同粒子，要根据其与最优粒子之间的距离大小而

时的正常水深．

变化．假设ｔ表示第ｉ粒子与全局最优粒子Ｐ。的距
离，则惯性权重可采用式（１３）调整：

∞：∞一一业手鱼华皆×ｋ，（１３）
∞２∞一一——７＿ｒ——１—弋了—一ｘ
～１Ⅲ一ｏｍｍ，“ｑ

，

Ｌ Ｉｊ，

式中，呲，Ｌ。分别为粒子距全局最优值的最大距离
和最小距离．
３．３

改进ＰＳＯ算法在正常水深计算中的实现
对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的计算可理解为在水深

可能取值范围内随机生成一组水深序列，作为初始

万方数据

０００，粗糙系数，Ｉ＝０．０１４．求不同过水流量

标准Ｉ型断面特征水深ｈ。＝ｒ和ｈ。＝ｅ对应
的分界流量分别为
ｑ，＝１．１６７

ｌ（产５／ｎ）严＝５．４９６

０３５ ｎ１３／ｓ，

ｑ．＝０．０２９ ｌ（产５／ｎ），们＝０．１３７ ４０２ ｍ３／ｓ．

标准Ⅱ型断面特征水深ｈ。＝ｒ和ｈ。＝ｅ对应
的分界流鼍分别为
ｑ，＝１．１２１

９（产５／ｎ）严＝５．２８３

０９４ ｍ３／ｓ，

ｑ．＝０．０４６ ６（产５／ｎ）ｒ们＝０．２１９ ２０３

Ｉｎ３／＆

由实际流量ｑ与分界流量关系选用公式（４）一

．（９）不同的优化模型求解，对于分界流量Ｑ，对应的

次独立计算，从中选取最优结果作为正常水深的最

特征水深ｈ。＝ｒ时采用Ｑ≥Ｑ，与Ｑ，≤Ｑ≤Ｑ，两

终解．计算参数取为：粒子群体大小２０，最大迭代次

种优化模型分别求解，对于分界流量Ｑ，对应的特征

数ｌ ０００，初始惯性权重０．８，最终惯性权重０．２，学

水深ｈ。＝ｅ采用Ｑ，≤Ｑ≤Ｑ，与０≤Ｑ≤Ｑ，两种

习因子Ｃ．＝Ｃ２＝２，最大粒子距离ｌｍ。＝１．０，最小

优化模型分别求解，以期验证分段优化模型在特征

粒子距离，。；。＝０．２．运用Ｍａｔｌａｂ７．１对上述算法进

点的连续性及ＰＳＯ优化算法求解的稳定性．

行编程计算¨引，其正常水深的计算结果见表３，４．＾：

根据以上计算参数，应用ＰＳＯ算法连续进行１０

为ＰＳＯ计算结果，ｒａｉｎ（ｈ。）为最小目标函数值．

表３标准Ｉ型正常水深计算成果表（０＝Ｏ．２９４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５１５

ｒａ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ｔｙｐｅ ｈｏｒｓｅ－ｓｈｏｅ ｃｒｏ鲻－ｓｅｃｔｉｏｎ

由表３，４可以看出，其结果在特征水深点是吻

优化问题，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笔者提出的优化模

合的，由此证明了分段优化模型在特征水深点的连

型在特征点是吻合的，由此证明了分段优化模型的

续性及结果的正确性．从最小目标函数可以直观看

正确性．

出，该方法计算精度高，能满足工程要求．笔者通过

采用粒子群算法的动态调整惯性权重模型对分

大量计算发现动态调整惯性权重模型的ＰＳＯ算法

段优化模型进行求解，该算法能在正常水深可能取

能１００％的收敛于全局最优解，不会产生局部收敛

值的整个区间范围内进行快速自适应全局优化搜

欺骗性，且该方法避免了迭代法计算参数多、容易出

索，求解精度高、收敛速度快．实际算例的计算结果

错的缺点．

表明．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马蹄形断面正常水

综观计算结果的精确性、算法实现的简捷性、计

深问题具有算法简单通用、求解精度高、收敛速度

算结果的稳定性等诸多因素．动态调整惯性权莺模

快、适用性强等优点，从而为工程上诸如马蹄形、蛋

型的ＰＳＯ算法不失为一种求解该问题的较好算法．

形等复杂隧洞断面的正常水深问题的求解提供了一
种新方法。具有工程实用价值．

５

结论
针对目前马蹄形断面正常水深计算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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