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ＣＮＫＩ：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１０９１１ １１３２ ０１０

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及其求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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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三峡梯级枢纽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及其对长江流域典型生态系统修复及持续改善的科学需求，通过分
析发电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制约竞争关系，以发电量最大和生态缺水量最小为目标建立了梯级电站多目标生态
优化调度模型，对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进行了研究。同时，针对传统优化方法难以同时处理多个调度
目标的固有缺陷，提出一种改进多目标差分进化算法对所构建模型进行高效求解。该方法针对差分进化算法在多
目标协同优化和全局寻优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依据问题的特点重新设计了差分进化算法的进化算子，同时设计了
一种多目标混沌搜索策略以加强算法的局部搜索能力。最后，依据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问题的特点设计了一种不
需要设置惩罚因子的约束处理方法。通过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的实例应用，验证了本文所构建模型
的合理性以及所提出算法的有效性和工程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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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梯级枢纽工程在防洪、发电、供水和航运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但同时也影响了长江上游水流情势，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胁迫［１］。传统的梯级电站群优化调
度模式多单纯追求发电效益的最大化，对生态效益解决水库群调度生产运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不够重视。近
年来，随着生态友好型水库群调度模式的提出，大型梯级枢纽生态调度逐渐受到重视，国内外学者针对如何
转变水库优化调度方式，均衡考虑电站群经济和生态效益，实现兴利、生态、防洪等多个调度目标的协同优
化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胡和平等［２］以水电站年发电量最大为优化目标，以
生态方案为约束，提出了基于生态流量过程线的水库优化调度模型；梅亚东等［３］根据雅砻江下游梯级水库
水电站的布置和河道生态环境要求，建立了考虑生态需水约束的梯级电站群长期优化调度模型，并采用动态
规划法进行求解。然而，从建模角度而言，以往生态调度研究多采用设置目标权重系数［４］，或将生态目标
作为约束［３］等方式将多目标问题转化为单目标问题进行求解，此类转化工作虽然有效降低了模型的求解难
度，但由于人为设定的权重向量和生态约束难以充分反映兴利、生态调度目标间的制约竞争关系，导致此类
模型难以实现多个目标的并行协同优化。从求解方式角度而言，以往研究多采用单目标优化方法［５］、人机
互动决策方法［４］对模型进行求解，一次计算只能求得一个调度方案，生成非劣调度方案集需要进行多次循
环计算，求解效率不高。同时，若实际多目标最优前沿曲线非连续非凸，上述方法多次计算结果无法保证非
劣调度方案之间互为非劣，限制了其工程应用价值。因此，针对生态友好型水库调度面临的工程需求和科学
问题，亟需开展水库群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建模理论与优化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差分进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算法由Ｓｔｏｒｎ和Ｐｒｉｃｅ于１９９５年提出，是一种采用浮点矢量编码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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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优化算法，其原理简单，受控参数少，可在连续空间内进行全局搜索［６］。近年来，ＤＥ以其易用性、稳定
性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７９］。通过分析兴利调度模式和生态流量调控措施之间的互补性和竞争性，本
文提出以发电量最大和生态缺水量最小为目标的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同时，针对多目标
生态优化调度问题的特点，依据多目标协同优化思想对ＤＥ的进化算子进行了修正，提出一种改进多目标差
分进化算法（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ＭＭＯＤＥ），最后以三峡梯级枢纽为工程应
用实例，考虑多种来水情势，采用本文研究成果进行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建模，同时应用所提出算法对模型
进行了高效求解，并对多目标调度结果进行了对比以及数值分析。

１　 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
开展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研究，首要任务是明确生态调度目标，本文针对三峡梯级枢纽调度

运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以三峡水库下游河道内生态缺水量最小作为三峡梯级枢纽的生态调度目标。河道内生
态流量是维持流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流量，是开展水库生态调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１０］。作
为一个“龙头电站”下接日调节径流式电站的梯级电站群，三峡梯级枢纽的最优兴利调度方式要求其龙头电站
三峡电站在枯水期尽量控制下泄以抬高平均水头，提高水量利用率，增发电量。然而，生态流量调控措施要求
三峡电站在枯水期进行生态补水，使其下泄流量尽量满足河道的生态流量。综上所述，三峡梯级枢纽最优兴利
调度模式仅仅追求发电效益最大化，往往忽视了下游河道生态需求，导致下泄流量可能难以满足下游河道生态
流量的要求。因此，三峡梯级枢纽兴利、生态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很难同时优化，本文通过综合考虑
梯级电站群的兴利效益和生态效益，建立了以下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
１ １　 目标函数

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主要体现在发电效益和生态效益两个方面。本文模型中，经济效益主
要体现为梯级电站总发电量，生态效益主要体现为河道生态缺水量。以梯级发电量最大和三峡电站下游河道
生态缺水量最小为目标建立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

（１）梯级发电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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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Ｅ为梯级枢纽的总发电量；Ｎ ｓ为梯级枢纽电站总个数；Ｔ为调度时段总数；Ｋ ｉ为第ｉ个电站的出力系
数；Ｑｆ（ｉ，ｔ），Ｈｆ（ｉ，ｔ）分别为第ｉ个电站第ｔ个时段的发电引用流量和平均水头；Ｎｉ，ｔ为第ｉ个电站第ｔ个时段的出
力；Δｔ为单个时段长度。

（２）三峡电站下游河道生态缺水量最小
ｍｉｎ ｆ２ ＝ ｍｉｎＷＱ ＝ 

Ｔ

ｔ ＝ １
｜ ｍｉｎ（０，（ＱＸ（ｓ，ｔ） － ＱＳ（ｓ，ｔ）））｜ Δｔ （２）

式中　 ＷＱ 为三峡下游河道生态缺水量；ＱＸ（ｓ，ｔ）为三峡电站第ｔ时段的下泄流量；ＱＳ（ｓ，ｔ）为第ｔ时段三峡电站下
游河道的生态流量。
１ ２　 约束条件

（１）水位（库容）约束　 　 　 　 　 　 　 　 　 Ｚｍｉｎ（ｉ，ｔ）≤ Ｚｉ，ｔ ≤ Ｚｍａｘ（ｉ，ｔ）
（２）出力约束 Ｎｍｉｎ（ｉ，ｔ）≤ Ｎｉ，ｔ ≤ Ｎｍａｘ（ｉ，ｔ）
（３）流量约束 Ｑｍｉｎ（ｉ，ｔ）≤ ＱＸ（ｉ，ｔ）≤ Ｑｍａｘ（ｉ，ｔ）
（４）水量平衡方程 Ｖｉ，ｔ ＋１ ＝ Ｖｉ，ｔ ＋ （Ｉｉ，ｔ － Ｑｉ，ｔ）Δｔ
（５）梯级电站间的水力联系 ＩＧ，ｔ ＝ ＱＸ（Ｓ，ｔ － τ） ＋ ｑｔ

式中　 Ｚｍｉｎ（ｉ，ｔ）、Ｚｍａｘ（ｉ，ｔ）分别为第ｉ个电站第ｔ个时段的水位约束（可用水位库容曲线转化为库容约束）的上下
限，其值取水库自身水位上下限和调度规程所规定的时段水位上下限的交集；Ｎｍｉｎ（ｉ，ｔ）、Ｎｍａｘ（ｉ，ｔ）分别为第ｉ个
电站第ｔ个时段的出力约束，其值取电站总装机容量、时段预想出力约束以及时段保证出力约束的交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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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Ｑｍｉｎ（ｉ，ｔ）、Ｑｍａｘ（ｉ，ｔ）分别为第ｉ个电站第ｔ个时段的流量约束，其值取水库自身过流能力约束和调度规程所
规定的水库时段下泄流量限制的交集；Ｖｉ，ｔ、Ｉｉ，ｔ分别为第ｉ个电站第ｔ个时段的库容和来水；ＩＧ，ｔ为葛洲坝电
站第ｔ个时段的来水；ＱＸ（Ｓ，ｔ － τ）为三峡电站第ｔ － τ时段的下泄流量；τ为三峡电站至葛洲坝电站的流达时间；
ｑｔ为第ｔ个时段三峡至葛洲坝河段的区间入流。考虑到本文建模主要针对中长期多目标生态调度，故水流时
滞对调度结果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同时，考虑到葛洲坝电站为日调节径流式电站，本文依据调度规程在建模
时对其做了一定概化，使其枯水期按水位６５ ０ ｍ运行，汛期按水位６５ ５ ｍ运行。

２　 改进多目标差分进化算法设计
２ １　 外部种群及其维护策略

多目标优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有效保存算法在搜索过程中找到的最优非劣解，并在保持它们分布多样
性的同时将非劣解集的规模维持在一个合理界限内，以精确的描绘出问题目标域Ｐａｒｅｔｏ最优前沿的离散形
式。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外部归档技术［１１］，因此，本文构造了外部种群ＡｒｃＳｅｔ（）用来保存
算法求解过程中搜索到的非劣调度方案，同时，为维持ＡｒｃＳｅｔ（）的规模并使各非劣调度方案分布尽量均匀，
本文采用如下策略对ＡｒｃＳｅｔ（）进行维护：设ＡｒｃＳｅｔ（）的规模为Ｎ ａ，算法的搜索迭代次数为ｇ，将第ｇ代种群中
搜索到得非劣调度方案存放到一个临时的非劣解集ＮｄＳｅｔ（ｇ）中，然后对ＮｄＳｅｔ（ｇ）中每个个体（这里以第ｉ个
个体ｎｉ，ｇ为例）执行如下操作：

（１）若ＡｒｃＳｅｔ（）为空，则直接将ｎｉ，ｇ加入到ＡｒｃＳｅｔ（）中；
（２）若ＡｒｃＳｅｔ（）不为空，则将ｎｉ，ｇ与ＡｒｃＳｅｔ（）中的个体进行向量对比，若ＡｒｃＳｅｔ（）中无任一个体Ｐａｒｅｔｏ支

配ｎｉ，ｇ，则将ｎｉ，ｇ加入到ＡｒｃＳｅｔ（）中，并删除ＡｒｃＳｅｔ（）中被ｎｉ，ｇ支配的个体；
（３）若ＡｒｃＳｅｔ（）规模超过了Ｎ ａ，则需要实施截断操作来维持外部种群的规模。这里本文引入著名多目标

优化技术ＮＳＧＡⅡ所采用的拥挤距离法［１２］对ＡｒｃＳｅｔ（）进行维护，裁去聚集密度较大个体，维持非劣调度方案
的多样性。
２ ２　 改进多目标差分进化算法

ＤＥ的基本进化算子包括变异、交叉以及选择操作，对父代种群中任一个体（以第ｉ个个体Ｘｉ为例），ＤＥ
算法通过变异操作生成变异个体Ｖｉ，之后交叉操作通过个体重组生成实验个体Ｕｉ，最后选择操作通过比较
Ｘｉ和Ｕｉ的优劣选出较优个体进入子代种群继续参与进化过程，ＤＥ的详细操作可见文献［６］。在多目标优化
问题中，各个体是通过Ｐａｒｅｔｏ支配来判定其优劣的，故本文多目标优化问题的特点是重新设计ＤＥ的进化算
子，并针对ＤＥ易产生“早熟”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多目标优化的混沌局部搜索策略并将其引入ＤＥ以提
升算法的全局优化性能，提出一种改进多目标差分进化算法ＭＭＯＤＥ。
２ ２ １　 ＤＥ变异操作及其修正

ＤＥ有多种变异个体生成方法，本文采用的变异操作如下：
Ｖｇ＋１ｉ ＝ Ｘｇｒ１ ＋ Ｆ（Ｘｇｒ２ － Ｘｇｒ３） （３）

式中　 Ｖｇ ＋ １ｉ 为变异个体；Ｆ为变异常数，用来控制差分矢量的影响。在原始版本ＤＥ中，Ｘｇｒ１、Ｘｇｒ２和Ｘｇｒ３是从
父代种群中随机挑选的３个互不相同的个体。为提高算法求解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效率，本文对ＤＥ的变异操
作进行了修正。从２ １节的描述可知，外部档案归档技术的引入使得算法在搜索过程中所获取的最优多目标
前沿信息可得到有效保存，若能合理利用外部集中的精英解来指导种群进化，算法的优化效率会大大提升。
因此，本文所提出ＭＭＯＤＥ从外部种群而非父代种群中选择Ｘｇｒ１、Ｘｇｒ２和Ｘｇｒ３，以便于有效利用外部集中精英个
体所携带的最优前沿信息和分布特性信息来指导种群个体进化，提升算法效率。
２ ２ ２　 ＤＥ选择操作修正

ＤＥ设计的初衷是用于求解单目标优化问题，其选择策略面临矢量优选的难题无法适应多目标优化的需
求，需进行根据问题特点进行修正。因此，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ＤＥ的选择算子进行了多目标修正，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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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原有“贪婪”策略的同时，引入Ｐａｒｅｔｏ优化思想和考虑分布性的截断操作，提出一种新的选择策略，其
具体操作如下：

（１）首先生成一个临时群体用于存放需进行向量优选的个体，其规模设置原种群大小Ｎ ｐ 的２倍。
（２）对算法原种群中任一个体Ｘｇｉ，将其与相应实验个体Ｕｇ ＋ １ｉ 进行Ｐａｒｅｔｏ支配比较，若Ｘｇｉ 支配Ｕｇ ＋ １ｉ 则

Ｘｇｉ 进入临时种群，否则将Ｕｇ ＋ １ｉ 加入临时种群，若Ｘｇｉ ～ Ｕｇ ＋ １ｉ ，则将两者同时加入临时种群。
（３）当种群中所有个体执行上一步操作后，将生产一个规模介于Ｎ ｐ 和２Ｎ ｐ 之间的临时种群。为选择Ｎ ｐ

个最优个体进入下一代参与继续进化，需依据个体的分布性对所获得临时种群实施裁剪操作。本文采用ＮＳ
ＧＡⅡ中基于拥挤距离的截断策略［１２］来选取临时种群分布性最优的Ｎ ｐ 个个体组成子代种群，以维持子代种
群的多样性。
２ ３　 基于多目标优化的混沌局部搜索策略

进化算法早熟收敛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体的多样性随着进化过程急剧下降［１３］。从ＤＥ角度而言，其主要
通过变异和交叉操作开辟新的寻优领域，而变异操作又是其核心算子。从式（３）可以看出，一旦群体多样性
急剧下降，则差分矢量（Ｘｇｒ２ － Ｘｇｒ３）将趋于零矢量，此时算法基本失去继续寻优的能力。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
明，混沌序列因其具有内在随机性和遍历性等特点，可显著提升进化算法在解空间中的寻优能力。因此，本
文基于Ｐａｒｅｔｏ优化理论以及混沌序列提出一种基于多目标优化的局部搜索策略对外部集中的精英个体实施有
序扰动以提升方法全局优化性能的同时保持个体分布的多样性，本文采用Ｔｅｎｔ混沌映射作为搜索的迭代方
程，其数学表达式如下所示［１４］：

ｃｋ ＋１ｉ ＝
２ｃｋｉ
２（１ － ｃｋｉ{ ）

　
０ ≤ ｃｋｉ ≤ ０ ５

０ ５ ＜ ｃｋｉ ≤ １
　 　 ｉ ＝ １，２，…，Ｄ；ｋ ＝ １，２，…，ｋｍａｘ （４）

式中　 ｋ为混沌迭代次数；ｋｍａｘ为最大混沌迭代次数；ｃｋｉ 为第ｋ代混沌矢量的第ｉ维，其取值一般在［０，１］范
围内。从式（４）可知，若ｃ０ｉ∈（０，１）∧ｃ０ｉ｛１ ／ ４，１ ／ ２，２ ／ ３，３ ／ ４｝的初始条件能满足，Ｔｅｎｔ映射的混沌决策变
量ｃｋｉ 将会在（０，１）范围内进行混沌遍历。以Ｔｅｎｔ映射为基础，对外部集中任一个体ｑｉ，ｇ，本文设计的多目标
局部搜索策略如下：

步骤１　 将ｑｉ，ｇ设为局部搜索起始点Ｐ０，令混沌搜索次数ｋ ＝ ０，随机生成一个Ｄ维的混沌矢量，ｃｋ ＝
（ｃｋ１，ｃｋ２，…，ｃｋＤ）。

步骤２　 将混沌矢量映射到优化变量空间得到搜索尺度Ｐｍ：
Ｐｍ，ｊ ＝ Ｘｊ，ｍｉｎ ＋ ｃ

ｋ
ｊ（Ｘｊ，ｍａｘ － Ｘｊ，ｍｉｎ），Ｊ ＝ １，２，…，Ｄ （５）

式中　 Ｘｊ，ｍｉｎ和Ｘｊ，ｍａｘ为优化变量第ｊ维的取值上下限。
步骤３　 将局部搜索起始点和搜索尺度进行线性拟合以得到新的局部搜索点：

Ｐｋ ＝ （１ － ε）Ｐｍ ＋ εＰ０ （６）
步骤４　 计算Ｐｋ 的目标函数值，若满足任意下述条件则停止混沌搜索，将Ｐｋ 作为混沌搜索的结果返回

替换ｑｉ，ｇ，否则转步骤５：
（１）Ｐｋ ＞ Ｐ０；
（２）Ｐｋ 和Ｐ０ 相互非劣，Ｐｋ 的个体聚集密度小于Ｐ０；
（３） ｋ ＞ ｋｍａｘ。
步骤５：ｋ ＝ ｋ ＋ １，采用Ｔｅｎｔ混沌映射迭代方程计算ｃｋ ＋ １ ＝（ｃｋ ＋ １１ ，ｃｋ ＋ １２ ，…，ｃｋ ＋ １Ｄ ），转步骤２迭代继续。

２ ４　 算法流程
步骤１　 设置算法参数变异常数Ｆ，交叉系数Ｃ ｒ以及最大进化代数ｇｍａｘ，将算法迭代次数ｇ初始化为０，

在决策空间可行域范围内随机生成初始种群Ｐ０。
步骤２　 分别计算各调度方案的发电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依据非劣支配关系和调度方案分布性将Ｐｇ 中

的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加入到外部种群ＡｒｃＳｅｔ（ｇ）中，并使用２ １节所述方法对ＡｒｃＳｅｔ（ｇ）进行维护。

３８７　 第６期 卢有麟，等：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及其求解方法



步骤３　 采用本文修正过后的ＭＭＯＤＥ进化算子对Ｐｇ 实施进化操作，并依据搜索过程中种群个体的约
束违反状况采用适当的策略进行约束处理。

步骤４　 利用２ ３节中设计的多目标混沌搜索策略对ＡｒｃＳｅｔ（ｇ）进行二次搜索，并对ＡｒｃＳｅｔ（ｇ）进行维护。
步骤５　 判断ｇ ＞ ｇｍａｘ是否满足，满足则停止搜索迭代过程并输出ＡｒｃＳｅｔ（ｇｍａｘ）作为最终最优非劣调度方

案集，否则ｇ ＝ ｇ ＋ １，返回步骤２继续进行。

３　 实例研究
以三峡梯级枢纽为实例研究对象，建立了梯级电站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并应用本文提出的

ＭＭＯＤＥ对模型进行求解。本文模型中下游河道生态需水以宜昌站逐月生态径流为参考，其值采用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求得，三峡梯级枢纽长期调度规程具体可见文献［１５］。
３ １　 基于Ｔｅｎｎａｎｔ法的宜昌站生态径流计算

Ｔｅｎｎａｎｔ法［１６］也叫蒙大拿（Ｍｏｎｔａｎａ）法，是由Ｔｅｎｎａｎｔ等人于１９７６年提出来的一种非现场测定类型的标
准生态流量设定法。Ｔｅｎｎａｎｔ法以多年平均流量百分数为划分标准，将面向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流域河道
流量推荐值划分为１个高限标准、１个最佳范围标准和６个低限标准。考虑到三峡流域实际水情和调度工
情，本文采用６个低限标准中的最高值（即极好状态值）作为三峡下游河道生态流量参考值，其计算方式可参
见文献［１７］，所求得的宜昌站生态径流序列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于Ｔｅｎｎａｎｔ法的宜昌站生态径流序列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ｎｎ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生态径流／（ｍ３·ｓ － １） ５ ７０４ ５ ７０４ ５ ７０４ ５ ７０４ ８ ５５６ ８ ５５６ ８ ５５６ ８ ５５６ ８ ５５６ ８ ５５６ ５ ７０４ ５ ７０４

３ ２　 算法编码方式
为有效处理水量平衡、调度初末水位限制等复杂约束，依据所求问题的特点，以梯级电站时段水位序列作

为决策变量进行编码。应用本文提出的ＭＭＯＤＥ方法求解梯级电站群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时，种群中每个个
体的决策向量以梯级电站水位序列Ｘ ＝（Ｈ０，１，…，Ｈ０，Ｔ，…，Ｈｉ，ｔ，…，Ｈ１，Ｔ）构成该问题的一个调度方案。
３ ３　 约束处理策略

梯级电站优化调度约束处理最常用的策略为惩罚函数，但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约束条件众
多且复杂，确定一套合适的惩罚系数需要经过大量试算，增加了问题求解的时间复杂度。因此，本文依据三
峡梯级枢纽实际调度生产运行的特点，设计了基于约束转化的约束处理方法。三峡梯级电站优化调度主要包
括水位（库容），流量和出力３个方面的约束，由于本文采用梯级电站水位作为决策变量，水位约束与出力约
束相比而言较好处理，若时段水位违反了约束，则视情况将其限定于可行域之内即可。

Ｈｉ，ｔ ＝
Ｈｍｉｎ（ｉ，ｔ）　 ，　 Ｈｉ，ｔ ＜ Ｈｍｉｎ（ｉ，ｔ）
Ｈｍａｘ（ｉ，ｔ）　 ，　 Ｈｉ，ｔ ＞ Ｈｍａｘ（ｉ，ｔ{

）
，ｉ ＝ １，２，…，Ｎ ｓ；ｔ ＝ １，２，…，Ｔ （７）

其次，考虑到水电站生产运行的特点，本文将时段流量约束［Ｑｍｉｎ（ｉ，ｔ），Ｑｍａｘ（ｉ，ｔ）］通过水量平衡方程转化为
时段水位约束［Ｈｍｉｎ（Ｑｉ，ｔ），Ｈｍａｘ（Ｑｉ，ｔ）］。出力约束主要包括预想出力和保证出力限制，前者在求解过程中通过判
断时段出力与预想出力大小采用流量调整的方式较容易满足，后者可在求解过程开始之前利用逐时段推求水
位可行域的方法［１８］转化为时段水位廊道［Ｈｍｉｎ（Ｎｉ，ｔ），Ｈｍａｘ（Ｎｉ，ｔ）］。最后，将电站水库自身水位上下限和调度规程
所规定的时段水位上下限［Ｈｍｉｎ（ｉ，ｔ），Ｈｍａｘ（ｉ，ｔ）］和上文中求出的两个水位限制集［Ｈｍｉｎ（Ｑｉ，ｔ），Ｈｍａｘ（Ｑｉ，ｔ）］，［Ｈｍｉｎ（Ｎｉ，ｔ），
Ｈｍａｘ（Ｎｉ，ｔ）］取交集即得到本时段水位决策变量的可行域。经过约束转化后，原问题众多的约束条件便转换为各
调度时段各水库的水位限制，处理起来较为简单。
３ ４　 考虑约束违反的个体优选方式

在实际调度计算过程中应用３ ３节介绍的约束处理方法计算时段水位可行域时，由保证出力计算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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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水位廊道［Ｈｍｉｎ（Ｎｉ，ｔ），Ｈｍａｘ（Ｎｉ，ｔ）］与水库自身水位上下限和调度规程所规定的时段水位上下限［Ｈｍｉｎ（ｉ，ｔ），
Ｈｍａｘ（ｉ，ｔ）］的交集可能为空，即此时水位限制和保证出力限制无法同时满足。考虑到水位约束的优先级最高，
此时采取的方式是允许该个体违反保证出力约束。针对上述问题，采用如下策略对种群中两个体Ｘ１ 和Ｘ２ 进
行优选：

（１）若Ｘ１ 和Ｘ２ 均未违反约束，且两者之间存在Ｐａｒｅｔｏ支配关系，则依据上文２ ２ ２节中提出的选择操
作进行优选；

（２）若Ｘ１ 和Ｘ２ 均未违反约束，且Ｘ１ ～ Ｘ２，则保留两者中分布性较好的个体；
（３）如果Ｘ１ 和Ｘ２ 均违反约束，则违反保证出力限制程度较小的调度方案较优；
（４）若两个调度方案中一个违反约束，一个无约束违反，则可行调度方案较优。

３ ５　 目标适应度函数
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问题的发电效益和生态效益目标函数值为不同类型不同量纲的数据，

为便于个体分布指标计算，须对两个目标函数值采用下式进行归一化处理：
ｆＥ（ｘ）＝

Ｅ － Ｅｍｉｎ
Ｅｍａｘ － Ｅｍｉｎ

，ｆＷ（ｘ）＝
ＷＱ － ＷＱｍｉｎ
ＷＱｍａｘ － ＷＱｍｉｎ

（８）
式中　 Ｅｍａｘ、Ｅｍｉｎ、ＷＱｍａｘ、ＷＱｍｉｎ分别种群所有调度方案梯级发电量以及生态缺水量的最大、最小值。
３ ６　 调度结果及对比分析

为更好凸现本文研究实际工程应用效果，选取平水年的典型来水过程（来水频率为５０％）和枯水年的典型
来水过程（来水频率为７０％）分别作为三峡梯级的入库流量，构建了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
并应用本文提出的ＭＭＯＤＥ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梯级发电量和下游河道生态缺水量的非劣调度方案集，见
于图１和图２。同时，为了验证本文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采用未改进前的ＭＯＤＥ作为对比算法对同
一问题进行求解。经过多次试算，不同算法的参数设置如下：ＭＭＯＤＥ算法外部种群的规模Ｎ ａ ＝ ３０，种群规
模Ｎ ｐ ＝ １００，变异常数Ｆ ＝ ０ ２５，交叉率Ｃ ｒ ＝ ０ １５，ε取０ ９，ｋｍａｘ取２０，算法迭代次数设定为２００；ＭＯＤＥ
算法外部种群规模Ｎ ａ ＝ ３０，种群规模Ｎ ｐ ＝ ２００，变异常数Ｆ ＝ ０ ２５，交叉率Ｃ ｒ ＝ ０ １５，算法迭代次数设定为
３００。不同来水情况下两种方法得到的非劣调度方案集分别示于图１和图２，表２给出图２中各调度方案的详
细结果以便对比分析。

图１　 ５０％来水多目标生态非劣调度方案集
Ｆｉｇ １ Ｐａｒｅ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５０％ ｉｎｆｌｏｗ

图２　 ７０％来水多目标生态非劣调度方案集
Ｆｉｇ ２ Ｐａｒｅ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７０％ ｉｎｆｌｏｗ

从图１以及图２中可以看出，在５０％和７０％频率来水情况下，三峡梯级枢纽总发电量与下游河道生态
缺水量成明显的反比关系，两者相互竞争相互制约，若要提高梯级发电效益，则下游河道生态缺水量必随之
提高，反之，若要尽量满足下游河道生态流量需求，则必须以牺牲梯级总发电效益为代价。进一步，选取表
２中几个典型调度方案（方案１、方案１５和方案３０），列出其龙头电站三峡电站的出力过程和流量过程以便
于数据对比分析，见于图３以及图４。从图３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各调度方案出力过程在汛期基本相同，差
别主要体现在枯水期。方案３０采用上文所提及的发电最优调度模式，在枯水期提高平均水头增发电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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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电效益最大化的目的。而较之方案３０，方案１和方案１５在调度过程中均不同程度的考虑了下游河道生
态流量需求，枯水期加大了三峡电站的下泄流量，使其下游河道生态缺水程度有所缓解，但同时也牺牲了三
峡电站水头效益，降低了全年总发电量。

从图４可以看出，方案１的流量过程较为符合流域生态调控措施，其采用枯水期加大三峡下泄的调控方
式进行下游河道生态补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来水较枯情况下三峡下游河道生态缺水的问题，但由于其水
位削落过快，使得全年平均水头较低，无可避免地降低了其总发电量。而方案１５和方案３０较之更注重发电
效益，在枯水期更注重控制下泄，在抬高调度期平均水头的同时降低了枯水期后期发电用水不足的风险。从
上述数据分析可知，较枯来水情况下三峡梯级枢纽的兴利和生态效益难以同时优化，依据实际运行工情、水
情从多目标非劣调度方案集中选取综合效益最大的调度方案更符合工程实际需求。

表２　 ７０％来水情况下三峡梯级枢纽非劣调度方案集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ｅ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ｗｉｔｈ ７０％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

调度方案 目标函数值
Ｅ ／（亿ｋＷ·ｈ） ＷＱ ／亿ｍ３ 调度方案 目标函数值

Ｅ ／（亿ｋＷ·ｈ） ＷＱ ／亿ｍ３ 调度方案 目标函数值
Ｅ ／（亿ｋＷ·ｈ） ＷＱ ／亿ｍ３

１ １ ００９ ０９ － ４ １３ １１ １ ０１４ ５８ － １７ ３７ ２１ １ ０１７ ４６ － ３１ ９５
２ １ ００９ １３ － ４ １４ １２ １ ０１５ １３ － １８ ７６ ２２ １ ０１７ ６０ － ３３ ５７
３ １ ００９ ８２ － ５ ８０ １３ １ ０１５ ６６ － ２０ ０９ ２３ １ ０１７ ７４ － ３５ ２０
４ １ ０１０ ４７ － ７ ３５ １４ １ ０１６ １２ － ２１ ４４ ２４ １ ０１７ ９４ － ３６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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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部分典型方案三峡电站出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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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部分典型方案三峡电站下泄流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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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本文算法改进工作的有效性，图１和图２中列出不同算法求解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
问题所获得的非劣调度方案集以便于数据分析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未经改进的ＭＯＤＥ在求解此问题时
效率不佳，其求得的非劣调度方案集散乱的分布在不同多目标前沿上，难以提供较好的调度决策信息。而本
文提出的ＭＭＯＤＥ多目标优化性能较强，所求得的非劣调度前沿较ＭＯＤＥ而言更接近多目标最优前沿，且
调度方案分布较为均匀，可为决策者提供更为充分的决策信息。最后，５０％和７０％频率来水情况下应用
ＭＭＯＤＥ求解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问题的平均计算时间为６２ｓ和６８ｓ，表明了本文方法在实现
多目标协同优化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的计算效率，因此，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本文算法可根据中长期水文预报
修正信息进行优化调度滚动计算，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工程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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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目前大型水库群多目标生态调度研究通常采用目标转化方法对原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化，本

文通过分析三峡梯级枢纽发电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存在的制约竞争关系，以年发电量最大和下游河道生态缺
水量最小为目标建立了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同时，本文依据多目标优化的特点对差分进
化算法的算子进行了改进和拓展，提出一种新的并行优化方法—改进多目标差分进化算法。

（２）采用Ｔｅｎｎａｎｔ法计算出三峡下游河道生态流量参考值，构建了三峡梯级枢纽多目标生态优化调度模
型，并应用本文算法进行求解。应用结果表明：①在５０％和７０％频率来水情况下，三峡梯级枢纽发电效益
和生态效益成明显的反比关系，很难同时优化；②本文算法可在短时间内生成一系列分布均匀、分布范围
广的非劣调度集，可为调度人员评选兴利生态综合效益最优的调度方案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３）关于流域河道生态径流的计算方法尚存争论，如何根据实际流域水文情势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生
态环境需水量计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综合考虑防洪、兴利以及生态的流域梯级枢纽多目标优化调度模
型，是下一步需开展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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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ＴＥＮＮＡＮＴ Ｄ Ｌ 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ｆｌｏｗ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ｓｈ，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１９７６，１
（４）：６１０

［１７］郭利丹，夏自强，林虹，等 生态径流评价中的Ｔｅｎｎａｎｔ法应用［Ｊ］ 生态学报，２００９，２９（４）：１７８７１７９２ （ＧＵＯ Ｌｉｄａｎ，
ＸＩＡ Ｚｉｑｉａｎｇ，ＬＩＮ 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２９（４）：１７８７１７９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杨俊杰 基于ＭＯＰＳＯ和集对分析决策方法的流域梯级联合优化调度［Ｄ］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０７ （ＹＡＮＧ Ｊｕｎｊｉ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ＰＳＯ ａｎｄ ｓｅｔ ｐａｉ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Ｄ］ Ｗｕ
ｈ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ＬＵ Ｙｏｕｌｉｎ１，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１，ＷＡＮＧ Ｈａｏ１，２，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１

（１ ．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２ ．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ａ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ｏｔ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ｕｓ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 ｎｏｎ
ｐｅｎａｌｔｙ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
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ｃｈａｏｔ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ｈａｎ
ｄｌｅ；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８８７ 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卷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Ｎｏ． ２００８ＢＡＢ２９Ｂ０８）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