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站群多目标优化调度建模及求解 

技术发展动态 

中水科技自动化  胡宇丰、梁犁丽、李匡、于茜 

1 学科方向 

水电站运行调度是研究一段时期内水库的 优运行调度方式及其实施的有关问题，大致可分

为常规调度和优化调度。常规调度以水库调度图作为水电站水库控制运用的工具，该方式简单直

观，带有一定的经验性，但所利用的调度信息有限，难以达到全局 优，更难以处理多目标、多

维变量等复杂问题；优化调度是根据入库流量过程，遵照一定的调度准则和约束条件建立数学模

型，运用优化求解技术寻求 优的水库调度方案，使发电、防洪、灌溉、供水等各方面在整个分

析期内的总效益 大。 

水电站调度从时间上划分，一般可分为中长期（年、月、旬）调度、短期（周、日、时）调

度和实时调度；从径流描述上划分，可分为确定型和随机型调度两种；从采用的方法上划分，可

分为常规调度、优化调度和模糊调度、模拟调度等；从分布状况上可分为单库、梯级、并联和混

联形式的水电站群联合调度；从调度目标上可分为单目标调度和多目标调度。本报告主要关注的

内容为水电站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及其优化求解算法，重点调研水电站群多目标优化算法。本报

告所调研的多目标侧重单站的防洪、发电、供水、灌溉等目标，水电站群的联合防洪、发电目标，

对生态调度暂不予考虑，可借鉴其他调研报告成果。 

2 调研背景概述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形成了复杂、大规模流

域梯级水库群及水电系统，对其调度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水电开发已进入由建设到运

行管理的关键转型期，研究规模与范围也转向更为复杂的跨流域、跨区域的水电调度或水火电协

同调度。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优化调度是在满足市场、电网负荷需求及水电系统约束和上下游

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协调各级水电站之间的水头、流量和出力关系，提高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运行

管理效益的主要手段，不需要增加额外投资便可获得更大效益。随着流域梯级水电站数目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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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水电站间的水力、电力联系及其时空特性更加复杂，能量传输后效性及不确定性更加明

显，使得流域梯级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问题的高维性、非线性、耦合性及不确定性等特征更加突

出，约束条件更加难以处理。 

水电站优化调度技术与方法经历了单库优化、梯级多库优化、水电站群联合优化以及电力系

统水火电联合优化等多个阶段。传统的水电站调度模式通常着重考虑单个调度目标，其余目标或

暂不考虑、或转化为约束，这种处理方式难以充分发挥流域梯级水电站群的综合效益，且传统的

优化理论与计算方法存在约束条件处理困难、计算实时性不高、易产生“维数灾”等问题。目前，

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优化调度问题正朝着多时空尺度、多层次、多目标的方向发展。随着多目

标建模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多目标优化算法的发展，流域梯级水电站群以及整个水火电力系统多目

标联合优化调度逐步成为流域能源系统调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本报告以跟踪调研水电站群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模型准则为主，重点调研几种传统和启发式

智能多目标优化、高效求解算法的发展及应用情况，评述了各种优化算法的优缺点、适用性及未

来发展方向。鉴于我国在水库群调度方面具有较先进的水平，本报告在阅读国外文献的基础上，

在国内主要跟踪调研了华中科技大学张勇传、周建中课题组，大连理工大学程春田课题组，西安

理工大学黄强课题组，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马光文课题组，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郭生练课题

组，以及大连理工大学陈守煜课题组的系列研究成果及主要进展。调研的主要目的是：（1）跟踪

水电站群多目标建模准则（目标），调研多目标优化求解技术在水电站群优化调度中的应用、

新进展及发展趋势；（2）比较分析目前应用较多的优化算法的优缺点、适用性，为相关专业的科

研人员提供一定的技术参考。 

3 当前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本调研报告重点关注的是变化环境下水电站群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建模及其优化求解技术

发展动态，具体为：（1）水电站群多目标模型构建准则；（2）几种常规和启发式智能多目标优化

求解方法；（3）各算法的应用情况及优缺点比较等。侧重于具有防洪和发电功能要求的水电站群，

调度目标考虑单个水电站以及水电站群防洪、发电、供水目标联合优化调度问题。 

3.1 水电站群优化调度目标与调度模型 

水电站调度目标（或调度准则）对 佳运行策略的获得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的高

度重视，水电站调度模型则是调度目标或准则的函数表达。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梯级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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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构建了多种同时考虑不同运行目标的优化模型。 

黄强等[1]认为水电站调度目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用货币指标表示的经济目标，如水

库综合利用净效益或总收益 大，运行费用 小等；另一类是可用某一物理量表示的非经济目标，

如年发电量 大，出力保证率 大，水库弃水量 小，水电站调峰容量 大等等。公认为理想的

目标是经济目标，但其在实际中往往难于用货币合理度量；目前常用的是非经济目标，虽然这种

目标不尽合理，但概念明确，计算简便、使用方便。 

总体来说，调度目标根据水电站群的不同利益主体、不同调度时期、决策者的调度目的等来

确定。如考虑不同利益主体时：在以发电为主的水电站系统中，常以调度期末发电量 大、总出

力 大或发电效益 大等为目标；在以防洪为主的水电站群系统中，常以 大削峰准则、 大防

洪安全保证准则和 短洪灾历时准则等作为目标[2]；在有火电机组的电力系统中，以剩余负荷序

列的均方差来描述水电调峰的目标[3]；近年来随着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日益加强，综合考虑

水资源经济、环境、生态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考虑生态调度的水库群多目标调度已经成为研究热

点，因此，在水电站群优化调度中越来越多地考虑了生态环境目标[4,5]，通过协调水库兴利要求

和生态环境要求，实现水库调度经济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的均衡，即实现生态友好型水库调度[6]。

考虑不同调度时期时：在水电站群短期优化调度中， 常用的调度目标为调度期末调峰电量 大、

发电量 大、发电效益 大等；在中长期优化调度中，常用调度期末发电量 大、蓄能 大、梯

级水电站弃水量 小等目标。 

水电站群优化调度 常用的一类模型是给定各电站入库流量、期末水位或平均发电流量等控

制条件，以发电量 大、耗能量 少、总蓄能 大、综合利用效益 大等作为优化目标，在调度

期内调节水量时空分布。针对不同的调度模型函数，不少学者比较了其调度结果，认为：以发电

量 大为目标函数求得的运行结果往往发电不均匀，汛期和非汛期 大、 小时段的发电量相差

很大，且以牺牲其他目标的利益为代价，达不到梯级水电站综合效益的 大化。在电力系统中，

以总耗能量 小的优化调度模型，既能满足整个电力系统的经济运行要求，又能节约水力资源，

但该模型会造成水头 高的水电站耗能量 大，造成水库低水位运行的现象。梯级水电站总蓄能

大的优化调度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对于某些特殊运行条件，由于不

同约束条件之间的矛盾，存在无解的情况，容易出现放空末级水库的现象，导致下个调度时段无

水可调。电力市场下，由发电效益 大的长期优化调度模型求解得出的运行结果比较均匀，在调

峰时既有充足的电量用于填谷，又可在高峰期有回旋余地，既能降低出力又能避免弃水，具有很

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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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电站群优化调度方法 

水电站（群）调度研究大致经历了常规调度和优化调度两个阶段。优化调度研究始于 20 世

纪 40 年代，其标志性成果是 Little 于 1955 年建立的水库群优化调度离散随机动态规划调度模型

[7]。国内代表性成果始于张勇传等[8]于 1981 年的湖南、凤滩并联水电系统的联合优化研究，该研

究以大系统分解协调思想为求解框架，引入偏优损失变量， 后通过协调各水库 优调度策略实

现了系统的整体优化。之后，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各大流域水电站（群）调度运行需求开展了大量

富有成效的研究，在调度理论、调度模型求解算法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 

水电站群优化调度通常采用建立效益函数的方式构建 优数学模型，并确定模型应满足的约

束条件， 后采用现代优化方法求解由效益函数及约束条件组成的方程组，以寻找解空间中的

优调度方案。相比常规调度方法，它是一个多目标、具有大量约束条件的动态、复杂非线性系统

的 优控制问题，是目前水电站（群）调度研究领域的热点。 

3.2.1 调度方法 

目前用于水电站群多目标优化调度的方法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基于规则的调度方法 

水电站群调度是实践性、实时性很强的决策过程，基于规则提取的调度模型主要是利用模糊

系统、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数据挖掘等技术方法对大量确定和非确定性数据进行聚类分析、非

线性映射关系分析以及逻辑关联分析，从大量的历史信息中提取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抽象概化成

具有实际意义的调度规则作为指导[9]，更好地为决策服务。如黄强等[10]将模拟技术与差分演化算

法相结合，提出了基于模拟差分演化算法制定梯级水库优化调度图的方法，将模拟技术嵌套在优

化计算中，实现了模拟与优化的结合，不仅大大降低了优化问题的复杂程度，还可以更逼真地描

述系统的运行策略。刘心愿等[11]基于大系统聚合分解理论，建立了梯级水电站总出力调度图（聚

合）与出力分配模型（分解）相结合的双层优化模型，分别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和离散微分动态

规划进行优化，得到了梯级水电站优化调度规则，大大降低了计算的复杂度。舒卫民等[12]根据

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决策的特点，用逐步优化算法对长系列资料进行优化计算，并将优化计算

所得结果作为 BP 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建立了水电站群 优调度规则的调度函数模型。郭旭宁

等[13]提出基于模拟-优化模式的混联供水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规则求解框架，首先通过构建虚拟

聚合水库，编制联合调度图，以做出水库群对各用水户的供水方案，然后通过优化成员水库供水

任务分配因子，并结合供水水库群常规调度规则，实现共同供水任务在水库间的优化分配。许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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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14]以能量的形式将混联水库群聚合成一个等效水库，在隐随机优化调度的基础上，建立了

等效水库调度函数模型，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提取调度规则。 

（2）基于优化的调度方法 

基于优化的调度方法是目前 常用的调度方法，本报告主要关注此方法，这类调度方法可分

为模糊优化调度方法、常规优化调度方法、启发式优化调度方法等。1984 年，张勇传[15]等把模

糊等价聚类、模糊映射和模糊决策等引入水库优化调度的研究；随后，陈守煜[16]提出多目标、

多阶段模糊优选模型的基本原理和解法，把动态规划和模糊优选有机结合起来，又提出了系统层

次分析模糊优选模型[17]，为水库模糊优化调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谢新民等[18]用大系统理

论和模糊数学规划方法，分析并建立了水电站水库群模糊优化调度模型，提出一种目标协调-模

糊规划（IB-FP）法。模糊优化调度方法在水电站群多目标调度中的应用较少，本报告仅简略提

及，将对常规优化调度方法和启发式优化调度方法做较详细的调研。 

（3）其他调度方法 

其他调度方法多结合调度规则和优化求解算法获取或评价调度函数，并求解调度模型，这方

面的应用成果不多，较常见的是回归分析法，如舒卫民等[19]根据门限回归具有非线性决策的特

点，建立了梯级水电站群 优调度规则的门限回归调度函数。近年来，也有学者将优化和模拟方

法相结合来获得调度函数，如刘攀等[20,21]构建了制定梯级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函数的“优化-拟合

-再优化-随机仿真”框架：首先建立梯级水库群优化调度模型，通过改进的动态规划方法得到

优样本；然后对 优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联合调度函数，并基于模拟调度结果采用非线性规划

法直接修正调度函数， 后通过水文随机模拟技术生成径流系列，进一步检验、评价所得调度函

数的效率。 

基于规则的调度方法首先需要足够的调度样本来建立调度规则，样本采用长系列资料或采用

随机模型获取。基于优化的调度方法主要在于确定调度目标函数与求解算法，调度结果与模型求

解算法关系较大。 

3.2.2 对调度时段的考虑 

水电站群调度时段长短不同，考虑的调度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相应会有所差别。在调度期为

日、时的短期调度中，调度目标主要考虑调峰发电问题，约束条件中要考虑不同水电站间区间和

下泄径流的传播历时、较为准确的来水预报、机组出力特性、震动区等；在调度期为旬、月、年

的中长期调度中，约束条件中对机组运行特性的考虑较粗略，可不考虑电站间区间入流和下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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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传播历时，较多地考虑了入库径流，即来水情况。由于入流的不确定性，中长期优化调度多

用于制定发电计划。 

3.2.3 对来水情况的考虑 

按来水情况的不同可将中长期优化调度分为确定性优化调度和随机优化调度：（1）确定性优

化调度，即隐随机优化调度，仅利用实际径流序列确定性地描述入库径流，然后基于确定性优化

结果寻求各运行要素间的规律性，进而生成 优决策规则（调度函数）来指导水库运行。（2）随

机优化调度假定未来入库径流是一个具有一定周期的平稳随机过程，以径流的随机分布函数来描

述未来径流序列。经过一定时限后，这个过程会收敛到一个稳定状态，因此根据优化结果可直接

得到水库调度规则。但该方法由于需要径流资料较多和计算上的“维数灾”问题，使其应用受到一

定的限制[14]。 

随机优化又包括显随机优化和隐随机优化，显随机优化用随机分布函数描述径流，确定水库

优决策与蓄水量、入库径流的函数关系来指导实际运行；而隐随机则通过对大量确定性径流过

程进行优化调度计算，然后以统计分析和回归计算为手段，寻求出水库 优决策和状态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并以优化调度函数来反映。由于隐随机调度既反映了径流的随机性特点，又能以确

定性优化模型为基础进行计算，而且可以考虑面临时段的预报入流，所以较显随机更适用于实际

调度，但仍然存在满足大部分样本的调度函数在遭遇个别径流时结果不合理而不能使用的情况。

所以隐随机优化中特别需要注意基函数的选取以及特殊样本的排除[22]。但两种优化对未来较长

时段的来水预报都不可能十分精确。 

3.3 梯级水电站群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求解算法 

目前，水电站群多目标优化调度研究依据处理多个调度目标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通过

目标函数拟合、约束法、权重法等将多目标问题转化为单目标问题进行求解，另一类则运用以

Pareto 理论为基础的多目标进化算法对问题进行并行求解。已有的水电站群优化调度算法可大致

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的优化求解算法，如线性规划法、非线性规划法、网络流规划法、动态规

划法、大系统分解协调法等，通常这些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维数灾”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进步和人工智能理论的发展，模拟生物进化、迁移和觅食行为，具有启发式特点的现代智能优化

算法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如遗传算法（GA）[23]、模拟退火法（SA）[24]、粒子群优

化算法（PSO）[25]、混沌优化算法[26]、差分进化法[27]、蚁群算法（ACO）[28]、人工神经网络（ANN）、

混沌优化算法（COA）、禁忌搜索算法（TS）、人工鱼群算法等。这些智能优化方法多基于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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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演变过程中的进化机制，具有内在的并行搜索能力，可以避免大部分数学规划方法所面临的

“维数灾”难题，求解效率较高。用于求解流域梯级水电站群优化调度问题时，启发式智能优化算

法对问题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的形式（如是否连续、可导等）没有特殊要求，且计算时空代价随

梯级规模的增大呈线性增长，较常规优化求解方法适应性强，故近年来，多种智能优化算法已成

功地应用于求解水电站（群）的优化调度问题。 

3.3.1 基于单目标的求解方法 

这种求解方法以传统单目标优化方法为基础，以约束法、权重法及模糊拟合等技术手段，借

助调度决策者的经验和偏好信息，将多目标问题简化为单目标问题，然后采用数学规划或智能优

化方法对模型进行迭代求解生成多目标调度方案集，其本质仍然是单目标优化问题。如唐幼林等

[29]以模拟集理论为基础，采用不同模糊子集描述水库多个调度目标，以各模糊子集加权隶属度

之和 大为水库优化调度的 优原则，构建水库综合调度模糊非线性规划模型；林翔岳[30]依据

五个电站水库的运行特点和用户需求，构建了水库群多目标分层序列优化调度模型；陈洋波等[31]

以发电量 大和保证出力 大为目标，使用约束法求解两目标优化模型的不劣解集，利用交互式

决策偏好的多目标优化从不劣解集中寻找 优解。Nagesh Kumar 等[32]综合考虑防洪风险、灌溉

供水保证率和发电效益等调度目标，通过联立效益函数的方式构建了水库群优化调度模型，并提

出一种基于约束转化策略的模型求解方法；胡国强等[33]提出了一种兼顾发电效益和梯级运行成

本的水库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并通过设置一组模糊隶属度将多目标优化问题进行降维处理；高

仕春等[34]根据黄柏河流域水库群供水、发电以及灌溉等综合利用的工程需求，在分析三个用水

目标优先权的基础上，通过将次优先级的目标转化为约束的方式构建了水库综合利用多目标优化

调度模型；吴杰康等[35]以模糊理论为基础，采用模糊隶属将梯级电站多个调度目标函数进行了

拟合，并采用非线性规划法求解拟合后的单目标优化问题，得到了可均衡考虑各目标的综合调度

方案；徐国宾等[36]建立了考虑水质改善的三峡水库枯水期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通过设置一组

权重向量进行降维处理，并应用遗传算法求解简化后的模型，获得了可兼顾发电效益和改善流域

水质需求的综合调度方案。 

这种多目标处理方法实现相对简单，对于约束法，其不足在于需要根据先验知识确定主、次

目标，并将其他目标转化为约束条件；对于权重法和模糊函数法，需不断调整决策偏好系数以获

得多目标调度的非劣解集，且人工设定的权重向量或模糊隶属度难以反映各调度目标间的制约与

竞争关系，当问题多目标前沿非凸、非连续时，这些方法解出的非劣调度方案集无法反映真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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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前沿的特性。同时，这种降维处理方法采用的寻优机制无法满足多目标优化所需的“矢量对比”，

给予决策者的调度信息十分有限，且单次求解只能得到一个调度方案，若需获得多种调度方案集

则需要进行多次迭代，计算效率偏低。 

3.3.2 多目标进化算法 

水电站群多个调度目标的效益函数间存在竞争和制约的关系，均衡考虑这些目标的联合优化

调度是一类多目标优化问题（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problems，MOP），其 终目的是获得

一组非劣的调度方案集，为调度人员提供完备的决策信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基于群体

智能的多目标进化算法（Multi-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MOEA）开始被应用于多目标优

化领域，Schaffer 等[37]于 1984 年提出向量评估遗传算法（VEGA)，并将其应用于解决机器学习

问题，为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求解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近年来，几类具有代表性的多目标优化

算法，如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 NSGA[38]、带精英策略的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NSGA-II）[39]、强

度 Pareto 进化算法（SPEA）[40]、改进的强度 Pareto 进化算法（SPEA2）[41]等先后提出，这些进

化算法仍以进化计算为问题求解的基本框架，直接继承了进化算法较强的问题寻优特性，同时引

入了 Pareto 优化的相关理论与技术手段，将进化计算的优化机制推广至多目标优化领域，使其具

有处理多个目标的能力，并行优化个体直至 终获得一组多目标非劣解集。与传统的多目标处理

方法相比，求解效率有较大提升，其内在的搜索机制对非劣前沿不规则的多目标进化问题具有适

用性。近年来，多目标进化算法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步被引入到梯级

水电站群联合多目标调度研究领域。 

Janga Reddy[42,43]通过综合考虑灌溉、发电等调度目标，构建了梯级水库群多目标优化调度

模型，同时为遗传算法及粒子群算法（PSO）的框架设计了模型多目标并行优化解法；杨俊杰等

[44]针对三峡梯级多目标调度问题，以发电效益 大和保证出力 大为主要考虑目标，提出了改

进粒子信息密度、Pareto 优解搜索机制和 Archive 集修剪技术的多目标粒子群算法（MOPSO）

求解相应的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丁胜祥等[45]提出利用强度 Pareto 算法（SPEA）求解水库群多

目标优化调度问题；陈小兰等[46]通过在遗传算法计算框架中引入宏观进化算法（MA）中的种群

关联矩阵，提出一种宏观进化多目标遗传算法（MMGA），并将其应用于求解清江梯级水电站群

多目标发电优化调度模型，得到了关于发电量 大和保证出力 大的多目标非劣调度方案集；覃

晖等[47,48]通过分析梯级多目标发电、防洪调度中各目标之间的制约竞争关系，构建了梯级水库多

目标发电、防洪优化调度模型，并针对不同问题的特点探讨了相应模型的差分进化求解算法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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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约束处理方式。 

基于进化算法框架的多目标进化算法在应用于求解实际工程问题时，需要克服算法的“早熟

收敛”和陷于局部非劣前沿等共性问题，特别是应用其求解梯级水电站群多目标优化调度这一类

含复杂耦合约束的实际工程优化问题时，由于水库群调度问题规模庞大，仍存在难以处理高度非

线性且复杂多重约束条件、计算耗时较长、非劣解分布散乱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3.4 常规优化算法发展动态 

3.4.1 动态规划法及其改进 

动态规划法是水电站单库优化调度算法中 成熟的方法，是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 优化的一

种数学方法，其特点是把多阶段决策问题变换为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单阶段决策问题，从而把高维

问题分解为一系列低维递推子问题，然后逐个加以解决。其缺点是需要离散状态变量、占用内存

多、计算工作量大、耗费机时多、易导致“维数灾”。应用时状态变量的选取必须慎重，一般来说，

时段初水库蓄水量或水位是首选的状态变量。 

为适应多核计算技术的发展趋势，万新宇等[49]在分析传统串行动态规划算法计算特点的基

础上，建立了基于主从模式的并行动态规划模型；自 Young 于 1967 年提出随机概念并应用于单

一水库的 优化调度以来，随机动态规划（SDP）方法在水库优化调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该方法与动态规划法一样易导致“维数灾”问题；针对多库优化中的“维数灾”问题，众多学

者提出了许多降维方法，如离散微分动态规划法（discrete differential dynamic programming，

DDDP）、逐次逼近法动态规划法（Succesive Approximation Methods of Dynamic Programming，

DPSA）、增量动态规划法等[50]，以上几种优化算法在水库调度研究中均有应用[51,52,53]。 

（1）离散微分动态规划法 

离散微分动态规划法具体的步骤如下：1）假设一条符合约束条件及期初、期末起始条件的

可行调度线，选取常规调度图结果作为初始轨迹线；2）选择增量△z，并在除起点、终点以外的

每个时段的初始点上下各取若干个点，形成廊道；3）在廓道范围内利用动态规划法进行寻优计

算，得出一条发电量 大相应的新轨迹线；4）重复 2）、3）步，直到新轨迹线与前一条轨迹线

重合，减小增量△z；5）重复 2）、3）、4）步，直到△z< 小增量，或者前后两条轨迹线计算发

出电量相差很小时，停止计算。DDDP 的优化速度较快，但容易陷入局部 优，解的质量与其初

始解有很大的关系，为此，艾学山等[54]提出了可行搜索-离散微分动态规划（FS-DDDP）方法，

利用正向搜索和逆向搜索相结合的方式寻找水库优化调度过程的大量可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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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次逼近动态规划法 

逐次逼近动态规划法由 MejiaM. M 等 早引入到水电站优化调度中，其基本思路是把带有

若干个决策变量的问题分解成仅带有一个决策变量的若干子问题，使这些子问题的优化序列收敛

于原问题的解，因而其计算工作量只是随维数 n 呈线性增长而不是呈指数增长，从而减少计算工

作量，便于计算机求解。在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时常将该方法与其他单库优化算法相结合，首先用

DPSA 将 n 维问题分解成只有一维的 n 个子问题，然后用优化算法实现每个子问题的 优化。 

联合逐步优化算法（Progressive Optimality Algorithm，POA）法求解有 n 个水库的梯级水电

站群发电量 大优化模型的步骤如下：1）用 POA 求解的单库 优作为各库的初始策略和状态序

列；2）固定第一个水库的
k

t
k

t VV 11 +− 、 ，得到两时段的 tt NN ,1− ，保持其它 1−n 个水库的运行策

略和状态变量序列暂时不变，对第一个电站进行优化计算，通过调节 1−tN 和 tN ，使两阶段梯级

总的发电量 大，保存第一个水库在该时段的 优 1+k
tV ，同理，逐时段计算出第一个水库的运

行策略；3）再对第二个水库进行优化，除第一个水库保持新的运行策略外，其余 n-2 个水库仍保持

初始策略，同 2），用 POA 算法逐时段求解第二个水库的 优运行策略；4）用同样的方法对剩下的

水库分别进行优化，得到各个水库的新的运行策略；5）再从第一个水库开始，重复上述步骤，进

行第二轮、第三轮……迭代计算，直到目标函数不再有改善或前后两轮迭代目标函数值满足收敛

要求为止。 

（3）随机动态规划的改进 

对随机动态规划引起的维数灾和“模拟灾”（需要显示模型来描述每个系统的过渡过程和相关

的代价），不少学者在实际操作中对其进行了简化和近似处理，但可能造成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现

象，Castelletti, A 等[55]提出了 Q-迭代强化学习方法，它结合了一个利用经验来学习和设计调度规

则的过程来实现基于树-回归的值连续函数的逼近，采用粗网格离散来减少维数灾，利用基于历

史数据和模拟数据的经验学习来减少 “模拟灾”；Kumar Jha, D 等[56]结合罚函数，提出了在水库

调度中减少下泄量的水库调度随机动态规划法，以求解下泄量 小情况下的年发电量 大水库优

化调度模型。 

3.4.2 逐步优化算法 

逐步优化算法是 1975 年由加拿大学者 H.R. Howson 和 N.G.F. Sancho 提出的，是一个典型的

将多阶段问题转化为两阶段问题的算法，它不需要离散状态变量，避免了“维数灾”问题。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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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据贝尔曼 优化思想，提出了逐步 优化的原理，即 优路线具有这样的性质：每对决策集

合相对于它的初始值和终止值来说是 优的。该算法在水库调度研究中应用较多，是一个较成熟

的优化算法，具有占内存少，计算速度快，可获得较精确解的优点，算法求解的关键在于选择一

个既合理又可行的两阶段寻优计算方法。 

设调度期为 n 个时段，调度期内水库初始时刻水位和终止时刻水位为定值，选取库容 tV 作

为状态变量，出力 tN 作为决策变量，POA 算法步骤如下：1）确定初始调度线。根据入库径流

资料，在满足水库各项约束条件下，用常规调度算法拟定一条初始调度线 ),1,2,1( nntV k
t −= L ，

mk ,,2,1,0 L= ， k 为逐次寻优次数；2）固定 k
t

k
t VV 11 +− 、 ，用一个两阶段寻优法（如 0.618 法）

调整 k
tV ，选取 )max( 1 tt NN +− ，得到新的 1+k

tV 代替 k
tV ；再固定 1+k

tV 和 k
tV 2+ 两点，得到新的 1

1
+

+
k

tV

代替 k
tV 1+ ，依次固定两点，使 nnt ,1,,2,1 −= L ，完成一轮计算；3）利用步骤 2）求出的新轨

迹 代 替 初 始 轨 迹 ， 并 重 复 步 骤 2 ）， 然 后 比 较 两 轮 轨 迹 ， 若 不 满 足

),1,,2,1(,12 nntVV k
t

k
t −=≤− ++ Lε ，则用第 2+k 次轨迹重复步骤 3）；若满足则转下一步；4）

第 2+k 或 1+k 次轨迹为 优轨迹，输出相应各时段 优水位、出力等。 

离散微分动态规划法对初始值不太敏感，但计算精度不高；逐次逼近动态规划法虽对初始值

较敏感，但计算精度较高；逐步优化算法在求解两阶段优化问题时，可与多种算法相结合进行计

算，以提高算法精度和便于算法的实现。 

3.4.3 大系统协调分解法 

大系统分解协调方法以拉格朗日乘子法为数学基础，采用先“分解”整体，后“协调”的方

法，通过建立子系统的拉格朗日函数，将原问题转换为无约束非线性规划问题，从而减少计算所

需内存，缩短求解时间，并避免了维数灾，是解决库群系统优化问题的有效方法。马光文[57]应

用大系统随机控制理论，提出了水库群长期优化运行的随机递阶控制方法，它不仅可同时考虑多

库间径流序列的时间、空间随机相关，而且由于采用大系统递阶控制原理和方法，克服了由于多

库所带来的“维数灾”问题；李玮等[58]结合贝尔曼的逐步逼近思想提出一种改进的大系统分解

协调方法，并建立基于预报及库容补偿的水库群防洪补偿联合调度逐次渐进分解协调模型

（Successive Approximate Decomposition Coordination Mode，SADCM），针对系统中的不同约束

条件，通过选择适宜的协调变量和协调方法进行模型的求解，推求水库汛期防洪库容补偿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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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大系统分解协调算法只能求得近似的 优解，且计算复杂，收敛缓慢[59]。 

3.5 启发式优化算法评述 

启发式算法（Heuristic Algorithm）是根据经验或者某些规则来解决问题，与动态规划算法不

同之处是：它不一定能保证所得解的可行性和 优性，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无法阐述所得解同 优

解的近似程度。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现代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诞

生了基于不同原理的各种新型智能与群集（swarm intelligence）算法，为解决水电调度问题提供

了新的思路与方向[60]。这种现代智能算法多是模拟自然界中某种现象或具体事物的物理规律而

形成的一种启发式优化智能算法，普遍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等优点，可以在合理的计算

资源条件下给出较高质量的解。 

3.5.1 粒子群算法及其改进 

粒子群优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是 Kennedy 和 Eberhart 于 1995 年提出

的一种具有仿生物理机制的启发式优化算法，它通过模拟鸟类在迁徙过程中的觅食行为实现问题

求解，具有收敛速度快、占用资源少、鲁棒性强的特点，能够避免类似进化算法的复杂遗传操作，

简单易实现。近年来，PSO 在水电站（群）联合优化调度研究领域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杨

道辉等[61]运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水电站中长期优化调度模型，并依据算法的特点设计了模型

约束的处理策略，与动态规划相比，提高了年发电收入 148 万元的情况下，计算速度提高 4 倍；

武新宇等[62]在考虑电站 小出力约束的前提下以经济效益 优为目标建立了水电站群优化调度

模型，并提出一种两阶段粒子群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 

粒子群优化算法受其进化机制和实现方式所限，存在“早熟”、后期收敛慢且易陷入局部

优解的问题。目前，针对粒子群算法的改进研究很多，如针对使算法陷入局部 优解的惯性权值

的调整研究。陈贵敏等[63]、黄强等[64]、董新亮等[65]分别使用了惯性权值递减策略和自适应随机

惯性权值；张双虎等[66]通过将惯性权值表示为粒子平均移动速率和目标函数平均适应度的函数，

提出了一种改进自适应粒子群算法，与动态规划（80离散点) 相比，发电量相差不大，计算时间

仅是动态规划的1/5；张俊等[67]提出了一种新的惯性权重系数更新策略—自适应指数惯性权重系

数（SEIWC）代替线性递减惯性权重系数（LDIWC），并将遗传算法中的染色体交叉变异思想引

入粒子的更新策略，提高粒子的多样性，使用Rosenbrock函数和Schaffer函数验证了改进粒子群

优化算法的有效性，与PSO算法相比，年发电量可增加5.78亿kwh；陈立华等[68]提出了自适应多

策略粒子群算法，并将该算法与基本PSO、改进型PSO、杂交PSO和收敛因子PSO分别在雅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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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级水库群优化调度中应用，通过对其优化结果的比较，验证了改进算法在加快收敛速度和提高

算法精度方面的有效性；张景瑞等[69]提出一种动态自适应惯性权重调整策略克服标准粒子群算

法迭代后期个体之间趋同化严重的弊端；Nagesh Kuma等[70]提出了一种精英变异算子，并将其嵌

入粒子群进化的算法框架；马玉新等[71]将PSO种群分为多个集群，并通过设计竞争、协作算子实

现了集群之间的信息交互，提升了算法的收敛精度和计算效率。 

此外，不少研究者将多种全局寻优算法与粒子群算法相结合，提出新的混合粒子群算法，如

混沌粒子群算法、免疫粒子群算法、文化粒子群算法等。混沌粒子群算法利用了粒子群优化算法

收敛速度快和混沌运动遍历性、随机性等特点，对传统粒子群算法进行改进，摆脱粒子群算法后

期易陷入局部极值点的缺点，同时又保持了前期搜索的快速性[72]，提高混沌粒子群算法的全局

优化能力。混沌映射可选择 logistic 映射、切比雪夫映射等。相比 logistic 映射，切比雪夫映射（[-1,1]

区间）可在负值区间进行搜索。针对粒子群优化过程中容易陷入局部 优和混沌算法重复搜索部

分解的问题，汪超等[73]在配电网无功补偿优化配置模型中设计了基于黄金分割的混沌粒子群优

化算法，该算法通过黄金分割评判准则，按照适应度的高低，将粒子群分成标准粒子和混沌粒子

两部分，以提高 PSO 算法的搜索能力。为使各适应度层次的粒子维持一定的浓度，保证种群的

多样性，利用免疫原理的免疫记忆与自我调节机制，免疫算法被融入到粒子群算法中[74]，引入

的疫苗接种等操作可对算法进化过程进行有目的、有选择地指导，提高算法的搜索性能。谢维等

[75]在粒子群算法的进化机制中引入文化算法（CA），建立了文化粒子群算法（PSO-CA），该算法

一方面利用信仰空间中的形势知识对群体陷入局部 优的状态进行监视，并通过杂交变异的方式

使得群体跳出局部 优；另一方面通过信仰空间的规范化知识对粒子加以限定，对算法的寻优过

程进行指导，加快了收敛速度。原文林等[76]提出了协进化粒子群优化算法（Co-evolutionar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CPSO），其基本思路是在算法中包含了两类种群，一类用于进化决策解，

另一类用于进化第一类种群子种群中的罚函数因子，并针对约束违反量、目标函数与约束违反量

的尺度问题，以及种群中的个体代替问题提出了改进技术。 

这些改进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粒子的“早熟”现象，增强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但都

只对单个粒子的行为进行修正，没有利用群体经验指导种群进化，在具体应用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利用动态调整惯性权重来协调全局和局部搜索能力的方法只有在算法能够搜索到全局 优

点附近的领域时才有效，否则更会使算法陷入局部极值点[74]；（2）引入“灾变”原理或者“杂

交”思想来试图跳出局部极值点的方法，其进化过程具有随机性，会影响算法的稳定性，并且在

进化后期收敛速度明显变慢。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探索PSO算法与其他优化算法的组合算法，如

251



 

 

周建中等[77]以求解三峡梯级电站的中长期多目标发电问题为目标，提出多目标混合粒子群算法

（MOSPSO），该算法采用混合蛙跳算法的分组-混合循环优化框架以增强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

在族群内通过粒子群算法的飞行调整策略指导个体进化，同时，建立了基于自适应小生境的外部

精英集维护策略，提高了算法的收敛性和所求调度方案非劣解集的多样性。申建建等[78]通过模

拟退火的降温过程来提高算法后期的进化速度和精度，并改进粒子群算法的惯性权重，与PSO相

比，平均每年可增加发电量约150万kwh，与传统动态规划法相比，年均发电量可增加约280万kwh；

王永强等[79]在求解水电站机组组合问题时提出了基于改进二进制粒子群与动态微增率逐次逼近

法混合优化算法，改进了粒子概率变换和位置更新方程，使其具有更强的全局寻优能力和更快的

收敛速度，与动态规划法相比，计算时间却只占其计算时间的1/364。PSO算法是启发式算法中

较为成熟的方法之一，应用前景较好，而这些组合优化算法的探索和应用也为其继续发展提供了

有效途径。 

3.5.2 遗传算法及其改进 

遗传算法（GA）是美国 John H Holland 提出的、基于自然选择和基因遗传学原理的随机并

行优化搜索算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模拟生物在自然界中的选择和遗传进化机理和过程来求解一

些复杂优化问题。它不要求目标函数必须可导，只要将需要优化问题的专业计算模块与遗传算法

模块连接即可进行计算，具有简单通用、鲁棒性强、搜索速度快等优点，在不同领域的多目标优

化问题中得到了应用。但对于大型非线性复杂系统的优化求解问题，标准的 GA 算法仍存在许多

缺陷，如局部寻优能力差，进化过程过早收敛等。对此，国内外研究者在该算法的编码、基因、

适应度函数、遗传算子、控制参数、与其他算法的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改进。 

（1）编码 

标准遗传算法采用二进制编码，为避免采用二进制编码时存在的编码冗余问题，马光文等[80]

提出了一种浮点表示的遗传算法（A Genetic Algorithm with floating point representation，FP），该

算法不需将状态和控制变量离散化，可大大减少计算机内存；畅建霞等[81]提出了一种基于十进

制整数编码的改进遗传算法；陈立华等[82]提出了采用超立方体浮点数编码自适应遗传算法

（AGA）和超立方体浮点数编码遗传模拟退火算法（SA-GA）；chen，L 等[83]提出了实数超立方

遗传算法（HDGA）。 

（2）适应度函数 

在遗传算法中，用适应度函数评价染色体的优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遗传操作，它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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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中个体选择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遗传算法的收敛性和解的质量。通常遗传算法要求目标

函数的优化方向对应适应度函数的增大方向，同时为了保持遗传算法的良好性能，需对所选择的

适应度函数进行某些数学变换，如线性变换、幂变换等，但所用的适应度函数通常是固定的，不

少研究者根据不同约束条件的重要性和特点，设计不同权重的罚函数因子替代单一的罚函数，提

高了 GA 的学习性和适应功能。如徐琦等[84]提出了一种改进自适应遗传算法（IAGA），自适应调

整遗传算法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同时依据当前 优个体解码所对应调度方案对约束条件的违

反量，动态调整相应的惩罚系数，使调度方案获得期望的约束程度；朱记伟等[85]提出退火罚函

数法和混沌变异因子法，在继承遗传算法群体智能寻求全局 优的基础上，实现连续域上寻优，

并解决其早熟收敛和约束处理问题。 

（3）遗传算子 

遗传算法的三个基本算子是选择、交叉、变异，选择算子从旧群体中选出适应性强的某些染

色体作为选择算子，为通过染色体交叉和变异产生新种群做准备，选择方法可以采用适应度比例

法、期望值法、顺序法、保存优秀法等；交叉算子通过两个染色体的交叉组合，来产生新的优良

品种；变异算子用来模拟生物在自然遗传环境中，由于各种偶然因素引起的基因突变，通过变异

操作，可确保群体中遗传基因类型的多样性，以使搜索能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中进行，避免丢失在

搜索中有用的遗传信息而陷入局部解[81]。游进军等[86]根据遗传算法每代均产生大量可行解和隐

含的并行性这一特点，设计了一种基于排序的表现矩阵测度可行解对所有目标总体表现好坏的向

量比较方法，并通过在个体适应度定标中引入该方法，控制优解替换和保持种群多样性，采用自

适应变化的方式确定交叉和变异概率，设计了多目标遗传算法（Multi-Objective Genetic 

Algorithm，MOGA）；万星等[87]通过引入对称调和个体和动态调整选择率、交叉率和变异率，改

变了产生子代新种群过程的父代种群来源，提出了自适应对称调和遗传算法，使问题尽快收敛；

钟平安等[88]引入了基于均匀设计的初始种群生成方式，保障了初始种群空间分布的均匀性，在

交叉、变异操作中建立了个体可行性判断与处理方法，保障了个体进化过程中的可行性。 

（4）运行控制参数 

王少波等[89]引入自适应调整函数，使遗传控制参数随个体适应度大小和群体的分散程度自

动调整；张忠波等[90]第一层采用广度变异和外部存档的方式改善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层嵌套广

度变异模块，改善了 GA 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并行遗传算法（Parallel Genetic Algorithm，PGA）

除具有 GA 的优势外，还能充分利用并行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有效地提高求解质量和求解速度，

并能够维持群体多样性，抑止早熟现象[91]，在解决巨型水库群优化调度问题方面具有广阔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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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景。如李想等[92]采用 PGA 粗粒度模型（CGGA），并引入迁移算子，以三峡-葛洲坝梯级水

库为例，将基于双向环迁移拓扑的 CGGA 应用于水库调度模型求解，收敛性和并行性均较好。 

（5）结合其他优化算法 

由于遗传算法的简单通用性及鲁棒性强等特点，与其他优化算法的结合也是近几年来研究的

热点问题之一。如利用模拟退火较强的跳出局部 优解的能力，将模拟退火和标准遗传算法相结

合构建的退火遗传算法[93,94]、利用多层次的改进遗传算法构建的模拟退火优化算法（IGA-SA）[95]

来解决水电站优化调度问题。类似的研究还有结合动态规划法与混合编码的多目标遗传算法的动

态规划-遗传算法[96]；采用逐次逼近算法与遗传算法相结合[97]，使搜索空间不限于可行解，而采

用罚函数来淘汰不可行解，并通过逐次循环，使搜索空间不断缩小，逐步找到全局 优解；应用

协同进化思想，通过表征决策解和罚因子的两类种群之间的协同竞争来改善遗传算法的全局收敛

性[98]，提高遗传算法在解决复杂的优化问题时的效率；以及基于机会约束规划的随机多目标决

策模型，针对模型中的多目标和复杂机会约束问题，耦合不确定模拟技术、妥协算法及遗传算法

的混合智能算法[99]等。 

3.5.3 蚁群算法 

蚁群算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 Algorithm，ACO）是意大利学者 M. Dorigo，A.Colorni

等[100,101,102]受自然界蚁群觅食行为的启发于 1992 年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它主要通过蚂蚁群体之

间的信息传递和相互协作而达到寻优目的，具有分布式并行全局搜索能力以及多样性、正反馈、

后期收敛速度快的特点。其基本原理是：自然界中每只蚂蚁在觅食过程中会释放信息素来记忆觅

食的轨迹，即发现食物的道路轨迹上的信息素的量越多，后来蚂蚁选择该路径的概率也相对越大，

终整个蚁群会找到 优路径。蚁群算法虽然具有分布式并行全局搜索能力，但它通过信息素的

积累和更新收敛于 优路径，在解决大型优化问题时，存在搜索空间和时间性能上的矛盾、易过

早收敛于非全局 优解等弱点，且由于初期信息素匮乏，求解速度慢。 

20 世纪 90 年代初，蚁群算法首先成功应用于求解旅行商问题（Traveling Saleman Problem，

TSP，是 基本的路线问题，该问题是在寻求单一旅行者由起点出发，通过所有给定的需求点之

后， 后再回到原点的 小路径成本），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提出新的改进算法，使

蚁群算法得到了广泛应用；进入 21 世纪，ACO 才逐步应用于水库（群）优化调度研究中。算法

的改进主要是从局部搜索策略、蚂蚁内部状态、信息素更新策略及选择策略四个方面进行。如自

适应蚁群算法、基于信息素扩散的蚁群算法、多态蚁群算法、基于信息熵的改进蚁群算法、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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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划分策略的连续域蚁群算法、基于交叉变异操作的连续域蚁群算法等。如陈峻等[103]提出一

种基于分布均匀度的自适应蚁群算法，算法自适应地调整路径选择概率的确定策略和信息素更新

策略；黄国锐等[104]提出通过建立信息素扩散模型，加大近距离的蚂蚁个体间的协作，在该算法

中，蚂蚁个体可以改变多条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以提高蚂蚁群体之间的合作效果[105]；侯云鹤等

[106]提出一种通用优化算法用于求解一般形式的非凸、非线性约束优化问题，称之为广义蚁群算

法（Generalized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GACO），彭勇等[107]将其应用到水库群优化调度中，并

采用逐步优化算法改进了邻域搜索方法，计算结果与离散点为 200 的动态规划相近，但无维数灾

问题；杨文娟等[108]将蚁群系统中的蚁密、蚁量系统的局部更新和蚁周系统的全局更新有机结合，

提出了一种求解梯级水库优化调度模型的蚁群系统（ACS）算法，应用于乌江流域时比动态搜索

算法略大，但提高了模型求解的搜索效率。 

此外，蚁群算法还能与其他优化算法相融合，相互取长补短，改善算法的性能。目前这方面

的研究有蚁群算法与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粒子群算法及人工免疫算法等算法之间的融合。

如刘卫林等[109]将遗传算法中的进化思想和蚁群算法中的群体智能技术有效地耦合，提出了一种

基于两者的混合智能算法，该算法利用蚁群算法的并行性、正反馈性以及良好的全局寻优能力，

避免搜索陷入局部 优，同时借鉴遗传算法的进化思想，利用杂交变异算子来进行局部寻优，使

其能快速搜索到全局 优点，在种群随机搜索过程中嵌入确定性的模式搜索，使得算法同时具有

随机性和确定性特点；Li 等[110]、原文林等[111]和万芳等[112]提出了基于免疫进化的蚁群算法，该

混合算法充分利用了免疫进化算法的全局快速收敛性和蚁群算法的正反馈性，同时在蚁群算法中

增加扰动策略，克服了蚁群算法在求解过程中出现初期信息素匮乏、易陷入局部 优解的问题，

提高了求解效率；陈立华等[113]针对蚁群算法在优化过程中出现搜索时间较长和早熟停滞现象，

提出了具有变异特征混合局部优化算法的蚁群系统（MSA-ACS），该改进策略融合了蚁群算法的

全局搜索能力和模拟退火算法的局部搜索能力，提高了算法的搜索效率，改善了算法的收敛性。 

这些融合算法在解决某些特定问题时，表现出了比较优异的性能，因此，设计新的融合策略

结合其他优化算法进一步改善蚁群算法的性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向。蚁群算法的参数设置对

算法的性能也有重要的影响，如 Solno 提出了在蚁群算法运行前加入一个预处理阶段，这个阶段

先不使用信息素找到一定数量的路径，再从中选择部分路径在算法开始前初始化信息素，获得了

较好的效果。然而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参数的设置原则也值得深入的研究[114]。 

3.5.4 禁忌搜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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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搜索（Tabu Search，TS）是一种软计算智能亚启发式搜索算法，由 Fred Glover 在 1986

年首次提出，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算法[115]。它是在局部邻域搜索基础上模仿人类具有智能特征

的寻优过程形成的一种全局优化算法，通过禁忌表记忆 近搜索过程中的历史信息，然后根据记

忆的信息，禁忌某些解，避免走回头路，达到跳出局部 优的目的，它的特点是采用了禁忌技术，

可记录已得到的局部 优解，并在后续迭代中避开这些局部 优解继续搜索。该算法采用一定的

藐视准则使搜索过程跳出局部 优解，从而提高获得全局 优解的可能性[116]，充分体现了集中

和扩散两个策略。集中策略体现在局部搜索，扩散策略通过禁忌表来实现，避免了出现局部 优

解。但该算法对初始解依赖性强、后期迭代效率低。为此，乔西现等[117]提出了动态规划-禁忌搜

索算法，应用动态规划进行初始解的寻求，应用关键路径进行当前解的邻域构造，禁忌长度采用

了动态设置，在清江梯级水库群优化调度中的应用表明，DP-TS 与 POA 相比，发电量相差不大，

计算时间提高了 50%，与 TS 相比，发电量提高了 2.4%，计算时间提高了 2.6%；朱颢东[118]提出

了一个基于双禁忌对象的禁忌搜索算法，在此算法的基础上，利用并行化分散搜索策略来提高算

法的求解精度，其基本思路为：先以解向量的分量作为禁忌对象进行禁忌搜索，当这个搜索过程

完成后，再以当前求的 优解为初始解进行禁忌搜索，直到算法满足结束条件。该算法在水电站

多目标优化调度中单独应用的实例尚不多见，多用于和其他优化算法相结合，改善其他算法的求

解效率。 

3.5.5 差分进化算法 

差分进化算法（differential evolution，DE）是一种采用实数矢量编码的并行搜索算法[119,120]，

具有群体搜索和协同搜索能力，其原理简单，受控参数少，易于编码实现，同时它对初始值无要

求，收敛速度快，对各种非线性函数适应性强，尤其适应于多变量复杂问题的寻优，在众多优化

问题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实际优化过程中，针对某些复杂优化问题，仍存在容易早熟收敛，

无法搜索到全局 优解等缺陷[121]。吴亮红等[122]指出，DE产生早熟收敛的根本原因在于贪婪选

择策略带来的趋同现象，为提高差分进化算法的性能，提出了一种自适应二次变异差分进化算法，

有效地避免早熟，提高了算法的全局收敛能力，并采用了一种串行结构实现了差分进化算法的并

行计算，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率和全局搜索能力[123]；覃晖等[124]为求解水库多目标防洪优化调度

问题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柯西变异的多目标差分进化算法（multi-objective differential evolution 

with adaptive cauchy mutation，MODE-ACM），维持种群多样性，克服了早熟收敛问题，提高了

收敛精度，同时根据多目标优化的特点，对差分算子进行修正，引入外部档案集更新策略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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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收敛速度；随后又提出一种强度Pareto差分进化算法（Strength Pareto Differential Evolution，

SPDE），采用SPEA2的适应度评价方法，并根据多目标优化的特点对DE的进化算子进行修正[125]；

卢有麟等[121]提出一种混沌差分文化算法（CDECA），该算法模型将DE嵌入文化算法的框架作为

主群体空间的进化过程，同时引入具有较强局部搜索性能的混沌搜索来进行信念空间的进化，并

通过设计一组联系操作实现文化算法模型中两个空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某水库的应用中，

与3000 离散点的DP 的计算结果精度一致，而所需的平均计算时间仅为DP的约1/20；原文林等[126]

针对差分进化算法在进化过程中适应度的进化模式未考虑进化的外部环境与进化成分之间的内

在联系问题，借鉴生态学对个体生存环境与种群竞争的关系，提出了协同差分演化算法在梯级水

库中长期发电优化调度中的应用。 

3.5.6 其他启发式算法 

（1）文化算法 

Robert G. Reynlods[127]从模拟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出发，于1994年提出了文化算法（Cultural 

Algorithm，CA），其主要思路是从进化的群体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指导种群

的进化，从而提高搜索效率。将文化看作人类社会中信息的载体，可以被社会所有成员全面接受，

并指导每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从而促使人类的进步和发展。CA中个体积累自身的知识，并

相互交流形成群体经验，而群体经验也将反过来指导整个种群的进化。不同于其他进化算法，文

化算法包含两个进化空间：（1）微观层面上由具体个体组成的种群空间（Population Space）；（2）

宏观层面上由进化过程中获取的知识和经验组成的信仰空间（Belief Space）。这两个空间通过影

响函数和接受函数进行信息交流。在种群空间，通过目标函数评价个体适应值；个体在进化过程

中形成的个体经验通过接受函数传递给信仰空间，信仰空间将收到的个体经验按一定的规则形成

群体经验，并通过特定的规则不断更新现有的信仰空间；信仰空间用更新后的群体经验，通过影

响函数修改种群空间中个体的行为规则，从而高效指引种群空间的进化[75]。为提高算法的收敛

速度和搜索效率，覃晖等[128]将克隆选择算法（CSA）嵌入文化算法框架中，提出文化克隆选择

算法（CCSA），并根据克隆选择算法的特点，重新定义了文化算法信念空间的4种知识结构，进

而利用这些知识结构指导克隆选择算法的演化过程，避免了高频变异对收敛速度的不利影响，在

一个梯级水电站联合优化调度中的应用表明，1981-2000年，CSSA 求得各年份调度方案的总发

电量均高于DDDP，多年平均增发电量0.1596 亿kW·h。 

257



 

 

（2）混沌优化算法 

混沌性规律的特征有：解对初始值的高度敏感性、相空间的遍历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混

沌迭代的不重复性和遍历性确定了其快速寻优的可能性，近期针对混沌优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王文川等[129]利用混沌运动的特点，提出了一种求解水电站水库优化调度问题的基于浮点数编码

的混沌遗传（CGA）算法，该算法的思想是采用混沌优化进行改善初始种群质量和利用混沌退

化变异算子代替常规算法中的变异算子，避免搜索过程陷入局部极值，在云南省柴石滩水库长期

优化调度的应用中表明，CGA 比 DP 算法的多年平均发电量提高 7.7%，计算时间仅为 DP 算法

的 1/17.5；贾仁甫等[130]以混联水电站群总电能 大为目标函数，根据混沌运动的随机性，由

Logistic 模型产生的混沌变量进行优化搜索，求解了混联水电站群长期优化调度模型，年发电量

比 POA 算法提高 0.61%；刘起方等[131]结合了分形分割逼近算法的高遍历性、普适性和混沌优化

算法的随机性、规律性、遍历性等特性，提出了基于分形与混沌理论的嵌套搜索算法。 

（3）模拟退火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SAA）思想 早是由 Metropolis 在 1953 年

提出的，而该算法在 1983 年才出现，源于对固体退火过程的模拟，用一组称为冷却进度的参数

控制算法的进程，使算法在控制参数 T 徐徐“降温”并趋于零时， 终求得优化问题的全局或准全

局 优解。它使用基于概率的双向随机搜索技术，是一个全局 优算法，理论上讲，它能以 100%

的概率收敛于全局 优解，具有并行性、质量高、初值鲁棒性强、简单通用、易实现等优点，但

由于要求较高的初始温度、较慢的降温速率、较低的终止温度以及足够多的抽样，故优化过程慢。

该方法的改进方式有：增加升温或重升温过程以避免陷入局部 小、增加记忆功能、增加补充搜

索过程、每一状态多次搜索以及结合其他搜索算法等。 

（4）人工鱼群算法 

人工鱼群算法（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AFSA）是一种基于模拟鱼群行为的随机搜索

智能启发式算法，主要利用了鱼的觅食、聚群和追尾行为算子，构造单个人工鱼个体的底层行为，

通过鱼群中个体的局部寻优达到全局 优值在群体中突现出来的目的[132]。该算法具有良好的克

服局部极值取得全局极值的能力，并且具有快速收敛、对初值和参数选择不敏感、鲁棒性强、简

单易实现等特点。但它保持探索与开发平衡能力较差，搜索盲目性较大，寻优结果精度低[133]，

当问题规模过大时全局搜索能力下降，且后期求解速度慢。对该算法改进的研究有：改进人工鱼

视野、步长及局部更新策略[134]，在算法中增加鱼群的协调行为，与其他智能算法相融合等。 

258



 

 

（5）混合蛙跳算法 

混合蛙跳算法（Shuffled Frog Leaping Algohtm，SFLA）是 2000 年由 Eusuff 和 Lansey 提出

（2006 年发表）的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后启发式计算技术[135,136]，可以理解为沼泽中的青蛙群体

通过分散成多个子群独立寻找食物，并周期性地重新聚集起来交换食物源信息的过程；也可以将

其理解为人类社会中特定行业或文化群体自发地形成多个小组，并定期聚集起来交换经验和信

息，以促进技术或文化发展的过程[137]。在 SFLA 算法中，群体（解集）由一群具有相同结构的

青蛙（解）组成，整个群体被分为多个族群（memePlex），不同的族群被认为是带有不同类信息

的青蛙的集合。各族群中的个体按照一定策略执行解空间中的局部深度搜索，在已定义的局部搜

索迭代次数结束之后，信息在混合过程中进行交换。局部搜索和混合过程一直持续到定义的收敛

条件结束为止。 

SFLA 作为一种全新的生物进化算法，结合了混合进化算法（shuffled complex evolution，SCE）

全局信息交换和粒子群算法局部深度搜索的优点，具有算法参数少（比 PSO 少），全局寻优能力

强等特点[138,139]，局部深度搜索使得个体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搜索，而混合机制使得个体间信息

得到充分交换，避免了算法陷入局部 优，成为混合蛙跳算法 主要的特点[140]。但由于算法出

现的时间不长，在水库多目标调度方面的研究应用成果相对较少。 

（6）其他算法 

模拟植物生长算法（Plant Growth Simulation Algorithm，PGSA）是李彤等[141]受植物生长形

态和分枝模型的启发，根据植物生长向光性特点提出的一种 初针对整数规划全局优化问题的新

型仿生算法。该算法将整数规划的可行域作为植物的生长环境，根据各可行解目标函数的变化情

况确定植物的生长信息（形态素浓度），进而模拟出向光源（全局 优解）迅速生长，直到人工

植物在优化问题可行域中从初始状态生长到大树长成的终态（即不再有新的树枝生长）的植物生

长动力学模型。PGSA 由形态素浓度决定其方向性和随机性搜索机制，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能力，

且对参数的确定极为简单和宽松，该方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目前对 PGSA 的研

究还处于初步理论建模和应用探索阶段，研究者通过改进算法的生长点集的生成、规模及步长的

选取和调整机制，提高了其全局寻优性能，并逐渐将其应用于电力系统、电网重构、作业车间调

度、水库群优化调度[142]等领域。 

人工蜂群算法（ABC）是由 Karaboga 于 2005 年提出的，并成功应用于函数优化问题[143]，

该算法具有控制参数少、计算简洁、易实现等优点，同样，ABC 算法也具有后期搜索速度慢、

局部搜索能力差等缺点。有研究者进而提出精英人工蜂群算法（Elitist ABC）、interactive ABC 等，

259



 

 

银建霞等[144]结合差分进化算法中的变异思想，提出一种改进的人工蜂群算法，其基本思路是在

标准人工蜂群算法中观察蜂更新蜜源的阶段，使用差分进化算子对蜜源进行更新，在差分变异算

子中引入混沌序列，以提高观察蜂在此阶段的局部搜索能力， 终获得 优蜜源；成鹏飞等[145]

在水电站优化调度中设计了一种以反向学习策略搜寻初始解、以自适应比例选择策略代替轮盘赌

法、以基于指数分布突变策略更新蜜源位置，改进了人工蜂群算法，在新安江水电站的中长期优

化调度应用中表明，年总发电量比 POS 算法提高 0.44%，且收敛速度更快。 

人工免疫系统（Artificial Immune System，AIS）是一种全局随机概率搜索方法，通过用抗体

代表问题的可行解，抗原代表问题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采用能体现抗体促进和抑制的期望繁

殖率来选择父个体，从而达到快速收敛到全局 优解的目的[146]，具有多样性、耐受性、免疫记

忆、分布式并行处理、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和鲁棒性等特点。 

Shah-Hosseini[147]在 2007 年提出了智能水滴算法（Intelligent Water Drops Algorithm，IWD）

来解决组合问题，继而算法被应用于旅行问题、多维背包问题、机器人路径规划问题、车辆路径

问题、作业车间调度问题及灌溉系统、无功优化调度问题等，其结构与 ACO 算法非常相似。A. 

B. Dariane[148]将其应用于水库优化调度问题，并比较了其与 ACO 算法的结果，表明水滴算法比

ACO 算法大大节省时间。 

此外，近几年还出现了果蝇算法[149]、蝙蝠算法、布谷鸟算法、萤火虫算法等仿生算法，这

些算法在多种优化问题中的适用情况还需进一步检验。 

3.5.7 启发式优化算法评述 

上述启发式算法，既是仿生算法，又是群体智能算法，这些算法之间 大的不同在于算法更

新规则上，如 PSO，AFSA 与 SFLA 等算法是基于模拟群居生物运动步长更新，ACO 算法则根

据觅食机理设定更新规则，但它们有以下突出的共有特点： 

（1）鲁棒性强。算法不依赖问题本身的严格数学性质，对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要求较宽

松，在不同的优化问题求解环境下适用性好，且群集算法中的个体是分布式的，无集中控制，即

使个别个体出现故障，也不会影响群体对问题的求解。 

（2）具有潜在的并行性和分布式特点。算法同时对群体中的各个个体进行搜索寻优，各个

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通信协同工作，寻优过程实际上是种群的进化过程，具有本质上的并行性。 

（3）算法理论基础较差，多注重求解速度和效率。启发式算法多是根据经验提出，没有坚

实的理论基础，故算法不以达到精确 优解为目标，且由于非线性，算法易陷入局部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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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组织性强。算法的基本思想均来自对某种自然规律的模仿，种群能够通过自组织和

自学习提高其适应性，具有人工智能的特点。 

（5）优化流程的结构框架相似，扩展性好。虽然各种启发式算法在优化机制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异，但其优化流程却相似，均是一种“邻域搜索”框架。算法从一个（一组）初始解出发，

在算法参数的控制下，通过邻域函数，产生若干邻域解，按接受准则（确定性、概率性或混沌方

式等）更新当前状态，然后按参数修改准则调节控制参数，如此重复搜索过程直至终止准则满足，

终得到问题的全局 优解。搜索方式、邻域函数、状态更新方式、算法收敛准则是这些算法的

核心[150]。 

4 结论与建议 

本报告主要关注流域梯级水电站群多目标优化调度问题，在调研目前水电站群多目标模型构

建及其求解算法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得到的初步结论和建议如下。 

4.1 水电站群多目标优化调度发展方向 

（1）模型系统求解稳定性和求解效率的平衡问题 

近年来，随着电网精细化要求的提高，电网对水电调峰、出力、出库与水位控制的要求也更

为精细。大规模水电站群优化调度问题具有高维、非线性、多阶段、强约束等特点，求解过程十

分困难，而不断扩大的水电系统使电站间、梯级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水力和电力联系，增加了问

题的约束条件数目。如何保证系统求解和运行效率是大规模系统面临的关键问题[151]，需要进一

步引进新理论、新方法，开展多种理论方法的耦合研究，探索适应于高维、复杂、时变、多目标

调度中实际需求的高效、稳定的求解技术。 

（2）考虑生态环境的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式研究 

随着生态调度理念的形成，仅简单地将流域生态环境流量作为约束条件在梯级水电站群多目

标优化调度模型中考虑已不能满足某些特定时期调度的需求，构建基于流域生态健康、环境安全、

符合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水电站（库）群优化调度新模式的研究势在必行。 

（3）水电站群优化调度模型描述方法 

除动态规划外，启发式算法等水库优化调度模型方法对水库调度过程中的动态描述都不能很

好地体现，而动态规划方法从理论上也不能对其入库流量、水位及放水的变化过程等全部信息进

行连续性描述，不能精确地对连续动态变化过程的特性进行描述[152]。在目前大规模复杂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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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调度中，是否需要另寻能精确描述各变量状态变化过程的动态 优化模型描述方法？是利用

优控制理论还是采用模糊控制理论？仍值得探讨。 

（4）优化模型输入和输出的不确定性问题 

不确定性是水电站（库）优化调度技术中的三大难题之一。优化模型的输入为水库的入库流

量，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流域径流预报精度和预见期，其不确定性分析对水库电站群的多目标调

度决策方案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长的预见期基本为一周，而水库以上流域

来流具有随机性，如何在这种具有高度输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制定调度决策方法是需要研究的问

题之一，建立响应曲面来表达水库入库流量、库水位以及 优下泄流量三者之间的关系[153]也许

是一个较好的方法。利用启发式算法等得到的模型输出是优化调度方案集，即 优解集，而这些

优解可能存在“异轨同效”现象[154]，如何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或是找出 优调度轨迹的区间

并应用于实际调度，尚需深入研究。 

（5）机组高水头多振动区运行问题 

在水电站群短期优化调度中，高水头多振动区是我国干流巨型梯级水电站群面临的突出运行

问题之一[155]，程春田等以机组组合为基础，分别利用动态规划技术与组合数学理论生成各组合

机组的发电特性曲线与振动区，并将振动区避开策略引入逐步优化算法来进行模型求解，较好地

解决了高水头多振动区调峰问题，是该问题的有益探索。 

4.2 智能优化算法发展方向 

从 20 世纪 40、50 年代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启发式算法虽经历遗传算法时期、群集智

能算法等超启发式算法（Hyper-Heuristic Algorithm）时期，但启发式算法还有其不足和发展的空

间。 

（1）智能算法数学理论基础研究 

除遗传算法外，大多数启发式智能算法虽然原理清晰，但缺乏成熟、严格的数据基础，仍停

留于试验和检验阶段，在应用于高维、多目标、多约束的水电站群优化调度模型中，其鲁棒性分

析、收敛性和收敛速度证明十分困难。此外，模型全局 优解与算法局部 优解、多峰值解之间

的关系，算法初始种群数目选择与计算速度之间的关系等研究较少，寻求新的数学工具和分析方

法，将数学理论研究和计算机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算法鲁棒性、收敛性的分析，更加客

观地比较各种算法的性能，建立算法的性能评估机制，将是其发展方向之一。 

（2）参数对算法结果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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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式算法中的参数对算法的性能和效果影响较大，如何有效选择和设置这些参数仍没有定

论，目前仅根据实际问题，依靠经验反复多次试算，使得参数对实际问题的依赖性较强。因此，

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研究控制参数与算法收敛性、解空间的搜索效率、解的质量之间的影响与制

约关系，为 优参数的选取提供理论指导和规律性结论。 

（3）各种优化算法的改进与融合研究 

各种启发式算法各有其优缺点，今后一段时间内，各种算法的改进和融合仍将是热点研究内

容之一。一方面，改进算法自身搜索机制、优化操作等，提高其计算性能；另一方面，不同优化

算法间相似的优化流程与框架结构使得它们可以相互借鉴、补充，取长补短，在统一的框架下发

展更高效、强大的具有良好收敛性、求解速度和求解质量的混合智能算法。 

（4）求解算法的并行计算和云计算技术研究 

并行计算、云计算、海量数据存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复杂大规模水电站群优化调度模型求

解算法的架构与工作分解、提高分布式计算能力、缩短程序执行时间、海量数据的快速调用等方

面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如何在并行计算和云计算技术的支持下，更有效地利用计算机资源，提高

优化算法的执行速度也将是水电群优化调度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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