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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城市供水系统的关键元素出发， 通过系统网络拓扑分析， 构建了 “水源—水厂—分区用户” 三层供水系

统网络拓扑结构； 基于此拓扑结构和兼顾整个供水系统的社会效益和供水成本两个调度目标， 建立城市供水系统

的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模型； 利用 ＮＳＧＡ⁃ＩＩ（Ｎ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Ｉ）算法进行模型求解， 并

给出最佳均衡解的选择规则； 将该模型应用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的天津市供水系统。 实例研究结果表

明， 该模型实现了天津市不同来水丰枯组合情景下多种水源的合理分配， 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均衡社会效益与供水

成本的详细供水方案， 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供水系统存在的工程问题， 可为保障城市供水安全提供技术支

撑。 如最不利典型年来水情景下， 总可供水量（１４ ７３ 亿 ｍ３）大于天津市总需水量（１３ ７７ 亿 ｍ３）， 但由于供水工程

能力限制， 特定供水规则下推荐的社会效益与供水成本折中方案的缺水量为 ２ ４４ 亿 ｍ３、 总供水成本为 ３２ ６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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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一些区域特别是城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仅仅依靠挖掘本地常规水源已无法满足其用水需求， 而且单一水源供水模式具有较高的脆弱性， 致使城市或

区域供水系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目前， 跨流域调水是解决城市或区域用水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１］， 能

够为受水区提供较为稳定的新水源， 降低当地水资源结构的脆弱性， 如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 天津市的引滦

入津工程和辽宁省的东水西调工程等。 此外， 再生水的回用以及沿海地区淡化海水的利用也为城市供水提供

了新选择［２］， 能够减少城市对优质水源的需求， 降低常规水源的供水压力。 由此可见， 多水源联合供水可

为缓解城市或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提供强有力的水源保障， 但同时也使供水系统更为复杂， 给当地水资源的

调配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近年来， 针对区域或城市多水源联合调度问题， 国内外许多学者展开了相应的研究。 通常利用图论方法

或拓扑理论［３⁃４］对供水系统进行描述和概化， 并采用模拟方法［５⁃７］、 优化方法［８⁃１１］ 或模拟与优化相结合的方

法［１２⁃１５］进行水资源宏观调配， 即以系统概化图为基础， 通过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在总量上协调各种水源

与不同用户之间的分配关系， 进而制定相应的水资源配置方案， 从总体上实现区域或城市水资源的合理利

用。 然而， 实际的城市供水系统不仅包含多种水源和多类用户， 也包含输水、 配水和净水等工程， 是一个复

杂性较高的网络系统。 也就是说， 多水源联合调度还需要在更细的结构层次上进一步考虑输配水管线、 净水

厂等工程约束的水量优化调度。 目前， 已有一些研究以上述理论和方法为指导， 通过建立多水源联合调度模

型来解决从水源到水厂的水量配置问题［１６⁃１７］； 但是， 对于多种水源通过输水管网到水厂， 再由水厂到各分

区多类用户的复杂城市供水系统而言， 利用网络拓扑理论解决其优化调度问题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见。
本文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的天津市供水系统为研究实例， 针对上述问题建立基于供水网络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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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结构的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模型， 以实现 “水源—水厂—分区用户” 三层城市供水系统的水量优化

分配， 并对模型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和验证。

１　 基于网络拓扑的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模型

１ １　 问题描述与网络拓扑结构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城市供水系统多水源联合调度问题， 实质上是一个多种水源在复杂供水网络系统中的水量

优化配置和调度问题。 一方面， 城市供水水源包括本地水源和外调水源， 其中本地水源不仅有地表水和地下

水等常规水源， 还有淡化海水和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 增加了多水源联合调度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 一般大

中型城市的水源、 水厂和分区用户不仅数目较多， 且两两之间存在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以及多对多等多

种连通情况。 若一个城市供水系统具有 Ｍ 个水源、 Ｎ 个水厂和 Ｑ 个分区用户， 那么水源与水厂间的 “连通”
数最多为 Ｍ × Ｎ 个， 水厂与分区用户的 “连通” 数最多为 Ｎ × Ｑ 个， 那么连通的组合数最多将会达到 Ｍ × Ｎ
× Ｑ 。 然而， 实际供水系统中的 “连通” 往往需要不止一条管线来实现， 如外调水源可能需要通过干线工程

输送到分水口再由支线工程送达各水厂， 这使得系统的复杂性更高。 因此， 在规划设计中需要首先对城市供

水系统进行网络拓扑结构分析， 实现水源、 水厂和分区用户的合理概化， 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 “水源—水

厂—分区用户” 的水量调度模型。

Ｗ 为进水厂水源； Ｗ０ 为不进水厂水源； Ｐ 为水厂；
Ｒ 为分区； Ｕ 为用户； ｘｉ，ｊ、 ｙ ｊ，ｋｌ、 ｚｎ，ｋｌ为连通关系

图 １　 “２ 水源—３ 水厂—２ 分区用户” 供水

系统网络拓扑结构

Ｆｉｇ 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２ ｓｏｕｒｃｅｓ—３ ｐｌａｎｔｓ—
２ ｕｓ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复杂城市供水管网系统的合理简化是进行水资源供需平

衡分析和建立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模型的基础。 网络拓

扑结构是一种常见的系统简化方式， 它强调形式化地定义网

络中各实体的物理布局， 而不注重实体的大小和形状， 能够

清晰地反映出系统的拓扑结构关系。 例如， 将供水系统网络

中的管线抽象成一条线， 工程或用户抽象为一个点， 最后形

成由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图形即为供水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
本文利用网络拓扑结构理论对 “水源—水厂—分区用户”
多水源供水网络系统进行简化： 将水源、 水厂和分区用户概

化成节点， 根据三者的连通供水关系将输水管道概化为有向

直线（系统概化时只体现节点间的连通供水关系， 不区分干

线管道和支线管段， 但两者的供水能力均以模型约束的形式

体现）。 以 “２ 水源—３ 水厂—２ 分区用户” 为例， 依据上述

原则确定其供水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１ 所示。
为了将供水网络拓扑信息处理成调度模型可利用的形

式， 本文建立了节点间的拓扑关系矩阵： 系统中有的水源

（如地表水、 外调水）通过水厂配置到分区用户， 而有的水源（如拥有自身配套工程的再生水、 海水淡化等）
则可简化为直接配置到用户， 故将进水厂水源与水厂间的拓扑关系矩阵定义为 Ｘ， ｘｉ，ｊ代表 ｉ 水源与 ｊ 水厂的

连通供水关系， 若连通则 ｘｉ，ｊ ＝ １， 否则 ｘｉ，ｊ ＝ ０； 将水厂与分区用户间的拓扑关系矩阵定义为 Ｙ， ｙ ｊ，ｋｌ代表 ｊ 水
厂与 ｋ 分区 ｌ 用户的连通供水关系， 若连通则 ｙ ｊ，ｋｌ ＝ １， 否则 ｙ ｊ，ｋｌ ＝ ０； 将非进水厂水源与用户间的拓扑关系矩

阵定义为 Ｚ， ｚｎ，ｋｌ代表 ｎ 水源与 ｋ 分区 ｌ 用户的连通供水关系， 若连通则 ｚｎ，ｋｌ ＝ １， 否则 ｚｎ，ｋｌ ＝ ０。 例如， 图 １ 的

拓扑关系矩阵如下所示：

Ｘ ＝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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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１ ２　 模型建立

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 要求城市供水系统缺水量尽可能小， 从而使社会效益尽可能大； 从供水成本的角度

出发， 要求城市供水系统总成本尽可能小， 以最低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因此， 本文以社会效益最大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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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成本最小为目标， 考虑用户时段供需平衡、 水厂节点时段进出水量平衡、 水源供水能力、 水厂时段净水能力、
管线时段输水能力以及变量非负等约束条件， 构建基于网络拓扑的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模型， 并选择适当的

多目标算法进行模型求解， 以期实现 “水源—水厂—分区用户” 复杂城市供水系统中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１ ２ １　 目标函数

（１） 社会效益最大　 以系统缺水量（Ｓｌａｃｋ）最小表征。

ｍｉｎＳｌａｃｋ ＝ ∑
Ｋ

ｋ ＝ １
∑

Ｌ

ｌ ＝ １
∑

Ｔ

ｔ ＝ １
Ｄｋｌ，ｔ － ∑

Ｊ

ｊ ＝ １
∑

Ｋ

ｋ ＝ １
∑

Ｌ

ｌ ＝ １
∑

Ｔ

ｔ ＝ １
Ｓ ｊ，ｋｌ，ｔｙ ｊ，ｋｌ － ∑

Ｎ

ｎ ＝ １
∑
Ｋ

ｋ ＝ １
∑

Ｌ

ｌ ＝ １
∑

Ｔ

ｔ ＝ １
Ｗ０

ｎ，ｋｌ，ｔ ｚｎ，ｋｌ （２）

式中　 Ｄｋｌ，ｔ为 ｔ 时段 ｋ 分区 ｌ 用户需水量； Ｓｊ，ｋｌ，ｔ为 ｔ 时段 ｊ 水厂供给 ｋ 分区 ｌ 用户的水量； Ｗ０
ｎ，ｋｌ，ｔ为 ｔ 时段 ｎ 非进水

厂水源供给 ｋ 分区 ｌ 用户的水量； Ｌ、 Ｋ、 Ｊ、 Ｎ、 Ｔ 分别为用户、 分区、 水厂、 非进水厂水源和时段的数目。
（２） 系统的年供水成本（Ｃ ｔｏｔａｌ）最小　 此处的供水成本价格是指原水价格， 进水厂水源的成本计算节点

为水厂， 非进水厂水源的计算节点为分区用户， 本研究从决策者的角度出发， 在权衡社会效益的同时寻求相

对较低的城市购水成本。

ｍｉｎＣ ｔｏｔａｌ ＝ ∑
Ｉ

ｉ ＝ １
∑

Ｊ

ｊ ＝ １
∑

Ｔ

ｔ ＝ １
Ｗｉ ，ｊ，ｔｘｉ，ｊＣ ｉ ，ｊ ＋ ∑

Ｎ

ｎ ＝ １
∑

Ｋ

ｋ ＝ １
∑

Ｌ

ｌ ＝ １
∑

Ｔ

ｔ ＝ １
Ｗ０

ｎ，ｋｌ，ｔ ｚｎ，ｋｌＣ０
ｎ，ｋｌ （３）

式中　 Ｗｉ ， ｊ ， ｔ为 ｔ 时段 ｉ 进水厂水源供给 ｊ 水厂的水量； Ｃ ｉ，ｊ为 ｉ 进水厂水源为 ｊ 水厂供水的成本价格； Ｃ０
ｎ，ｋｌ为 ｎ

非进水厂水源为 ｋ 分区 ｌ 用户供水的成本价格； Ｉ 为进水厂水源的数目。
１ ２ ２　 约束条件

（１） 用户时段供需平衡约束

ｄｋｌ，ｔ ＝ ∑
Ｊ

ｊ ＝ １
Ｓ ｊ，ｋｌ，ｔｙ ｊ，ｋｌ ＋ ∑

Ｎ

ｎ ＝ １
Ｗ０

ｎ，ｋｌ，ｔ ｚｎ，ｋｌ ≤ Ｄｋｌ，ｔ （４）

（２） 水厂节点时段进出水量平衡约束

∑
Ｉ

ｉ ＝ １
Ｗｉ，ｊ，ｔｘｉ，ｊ ＝ ∑

Ｋ

ｋ ＝ １
∑

Ｌ

ｌ ＝ １
Ｓ ｊ，ｋｌ，ｔｙ ｊ，ｋｌ （５）

（３） 水源供水能力约束

时段能力约束：

ｑｉ，ｔ ＝ ∑
Ｊ

ｊ ＝ １
Ｗｉ，ｊ，ｔｘｉ，ｊ ≤ Ｑｉ，ｔ （６）

ｑ０
ｎ，ｔ ＝ ∑

Ｋ

ｋ ＝ １
∑

Ｌ

ｌ ＝ １
Ｗ０

ｎ，ｋｌ，ｔ ｚｎ，ｋｌ ≤ Ｑ０
ｎ，ｔ （７）

总能力约束：

∑
Ｔ

ｔ ＝ １
ｑｉ，ｔ ≤ Ｑｉ，ｍａｘ （８）

∑
Ｔ

ｔ ＝ １
ｑ０
ｎ，ｔ ≤ Ｑ０

ｎ，ｍａｘ （９）

（４） 水厂时段净水能力约束

ｐ ｊ，ｔ ＝ ∑
Ｉ

ｉ ＝ １
Ｗｉ，ｊ，ｔｘｉ，ｊ ≤ Ｐ ｊ，ｔ （１０）

（５） 管线时段输水能力约束　 实际供水系统中， 水源首先通过引水干线工程到达分水口， 再由支线输

水管道配置到各水厂， 进而输送到各分区用户。 虽然系统简化为水源与水厂的直接连通， 模型中仍应考虑引

水干线工程和支线输水管道的供水能力约束。
引水干线工程能力约束：

ｇｉｍ，ｔ ＝ ∑
Ｊ

ｊ ＝ １
Ｗｉ，ｊ，ｔａｉｍ，ｊ ≤ Ｇ ｉｍ，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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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线输水管道能力约束

Ｗｉ，ｊ，ｔ ≤ Ｂ ｉ，ｊ，ｔ （１２）
Ｓ ｊ，ｋｌ，ｔ ≤ Ｂ∗

ｊ，ｋｌ，ｔ （１３）
Ｗ０

ｎ，ｋｌ，ｔ ≤ Ｂ０
ｎ，ｋｌ，ｔ （１４）

（６） 变量非负约束

Ｗｉ，ｊ，ｔ ≥ ０　 　 　 Ｓ ｊ，ｋｌ，ｔ ≥ ０　 　 　 Ｗ０
ｎ，ｋｌ，ｔ ≥ ０ （１５）

式（４）—式（１５）中， ｄｋｌ，ｔ为 ｔ 时段 ｋ 分区 ｌ 用户的受水量； ｑｉ，ｔ、 Ｑｉ，ｔ分别为 ｔ 时段 ｉ 进水厂水源的供水量和

供水能力； Ｑｉ， ｍａｘ为该水源的年总供水能力； ｑ０
ｎ，ｔ、 Ｑ０

ｎ，ｔ分别为 ｔ 时段 ｎ 非进水厂水源的供水量和供水能力；
Ｑ０

ｎ，ｍａｘ为该水源的年总供水能力； ｐ ｊ，ｔ、 Ｐ ｊ，ｔ分别为 ｔ 时段 ｊ 水厂的供水量和净水能力； ｇｉｍ，ｔ、 Ｇ ｉｍ，ｔ分别为 ｔ 时段 ｉ
进水厂水源的 ｍ 引水干线工程的供水量和供水能力； ａｉｍ，ｊ 为该工程与 ｊ 水厂的连通供水关系， 若供水则

ａｉｍ，ｊ ＝ １， 反之 ａｉｍ，ｊ ＝ ０； Ｂ ｉ，ｊ，ｔ为 ｔ 时段从 ｉ 进水厂水源到 ｊ 水厂的支线管道能力， Ｂ∗
ｊ， ｋｌ， ｔ 为 ｔ 时段从 ｊ 水厂到 ｋ 分

区 ｌ 用户的支线管道能力， Ｂ０
ｎ， ｋｌ， ｔ 为 ｔ 时段从 ｎ 非进水厂水源到 ｋ 分区 ｌ 用户的支线管道能力。

１ ３　 模型求解

城市供水系统的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模型是一个基于网络拓扑的多目标、 多变量和多约束的复杂线

性模型， 其决策变量为年内各个时段的 Ｗｉ，ｊ，ｔ、 Ｓ ｊ，ｋｌ，ｔ和 Ｗ０
ｎ，ｋｌ，ｔ。 模型求解主要涉及系统特殊规则的处理与算法

及多目标均衡解的合理选择。
（１） 系统特殊规则的处理　 水资源调度中往往存在一些具有区域特点或反映决策者需求的特殊规则，

如水源利用的优先级顺序、 水源的最低用量以及水厂供水过程基本稳定等要求。 因此， 利用模型进行实例研

究时， 不仅要满足模型中一般性的目标和约束要求， 还要遵循与研究背景相适应的、 特定的供水调度规则。
这些调度规则有的作为模型的前提条件需进行预先处理， 有的则可以约束条件的形式体现在模型中， 以将一

般性模型转化为有针对性的实例模型。
（２） 求解算法及多目标均衡解的选择　 本文采用 ＮＳＧＡ⁃ＩＩ 多目标算法进行多水源联合优化调度模型求

解。 ＮＳＧＡ⁃ＩＩ 算法是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 和 Ｄｅｂ 于 ２０００ 年提出的一种多目标进化算法， 它降低了非劣排序遗传算法的复

杂性， 具有运行速度快， 解集收敛性好的优点。 ＮＳＧＡ⁃ＩＩ 采用了快速非支配排序算法， 降低了计算复杂度；
采用了拥挤度和拥挤度比较算子， 代替了原来的共享策略， 最大程度保持了种群的多样性； 引入了精英策

略， 扩大了采样空间， 防止最佳个体的丢失， 提高了算法的运算速度和鲁棒性。 其基本原理参见文献

［１８］， 求解流程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模型求解流程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不难发现， 模型的两个目标相互矛盾、 相互竞争， 缺水量越大时供水成本越小， 模型优化求解得到供水

成本与缺水量的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解， 需按一定规则选择最佳均衡解： 决策者可以结合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解的变化情况和

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 本文推荐选择缺水量和供水成本的折中点。

２　 实例应用

天津市水资源严重短缺， 人均本地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１６０ ｍ３［１９］，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 ／ １５， 目前主要依

靠引滦供水， 供水呈现 “依赖性、 单一性、 脆弱性” 的特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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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天津市已形成以引江（南水北调中线水）、 引滦（潘家口水库引水）两大外调水源联合供水为主， 同时利

用本地常规水源（当地地表水及入境水、 当地地下水和水源地地下水）与非常规水源（淡化海水和再生水）的
多水源供水格局。 其中， 来自潘家口水库的引水汇入于桥水库， 通过调节与于桥的天然来水共同承担天津市

的供水任务， 因此， 本文将于桥的天然来水纳入引滦水中， 也就是说， 引滦实为于桥水库调节后用于天津市

生活、 生产和生态的供水量。
本文针对天津市规划 ２０１５ 年的多水源供水系统， 以文中提出的一般性模型为理论框架建立符合天津市

系统特点的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模型。 然后， 从 １９５６—１９９６ 年设计外调水引水系列中按引江、 引滦水

量丰枯组合选择 ４ 种典型年江滦同丰（Ａ）、 江丰滦枯（Ｂ）、 江枯滦丰（Ｃ）和江滦同枯（Ｄ）， 推求规划 ２０１５ 年

需水水平（总需水量 １３ ７７ 亿 ｍ３）下来水最有利情景（江滦同丰）、 最不利情景（江滦同枯）及一般情景（江丰

滦枯、 江枯滦丰）的供水调度成果。 模型输入包括： ① 各分区用户年内各月需水量； ② 典型年外调水源可

供水量（已扣除供水系统损失）， 其中引江为月过程， 引滦为经过于桥调节得到的年总量； ③ 本地水源可供

水量， 均为扣除供水系统损失的月过程； ④ 规划 ２０１５ 年的拓扑关系矩阵、 基本工程能力信息以及水源供水

价格等资料。
模型输入的引滦可供水量为扣除供水系统损耗的、 考虑于桥调节后的年总水量， 其年内分配通过模型优

化得到， 即根据引江来水过程， 通过优化寻求均衡缺水量和供水成本的引滦供水过程。 考虑到于桥为大型水

库（调节库容 １２ ６２ 亿 ｍ３）， 且于桥出库供水干线能力充足， 因此， 可认为在不超出引滦年总量的前提下，
无论每个时段需要多少引滦水， 于桥都能满足需求。
２ １　 供水系统拓扑结构

按网络拓扑分析方法进行系统概化， 并结合实际情况加以特殊处理： ① 考虑引江、 引滦两大外调水源

的入市方位， 将其概化成 “一横、 一纵” 两条有向直线； ② 概化时不考虑水库调节， 将水源与水厂简化为

直接连通。 由上述分析可知， 于桥水库调节作用不需考虑； 其他 ３ 个水库则因为有效库容太小（尔王庄水库

０ ３８ 亿 ｍ３， 北塘水库 ０ ２０ 亿 ｍ３， 王庆坨水库 ０ １５ 亿 ｍ３）， 天津市在实际供水调度中将其作为备用水源。
最终确定规划 ２０１５ 年的天津市供水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３ 所示。

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７ 种水源共同为天津市的 “３ 大板块、 １１ 个分区、 ３ 种用户（生活、 生产和生态）” 供水，
参与供水的水厂共有 １９ 个。 其中， 外调水源通过水厂供水到分区用户； 本地水源则通过各自的配套工程直

接配置到分区用户。 水源、 水厂与分区用户间的连通关系比较复杂： 引江外调水源为 ６ 个水厂供水， 引滦外

调水源为 １９ 个水厂供水， 外调水源与水厂间的连通总数为 ２５ 个； １ 个水厂至少为 １ 个分区的 ３ 大用户供水，
最多为 ４ 个分区的 ３ 大用户供水， 水厂与分区用户的连通总数为 ６９ 个； １ 个分区的 １ 个用户至少由 １ 种本地

水源供水， 最多由 ４ 种本地水源供水， 本地水源与分区用户的连通总数为 ５５ 个。 那么模型单时段的决策变

量数总计 １４９ 个， 年内总决策变量数达１ ７８８ 个（１４９×１２）。

表 １　 各用户的可利用水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ｓｅｒｓ

用户
当地

地表水
当地

地下水
水源地
地下水

淡化水 再生水 外调水

生活 √ √ √ √
生产 √ √ √ √ √ √
生态 √ √

２ ２　 调度规则及其处理

（１） 分质供水规则　 各种水源的水质不同， 不同用户对水质的要求也存在差异， 因此进行水资源调度

时， 要从水质的角度出发确定各用户的可利用水源。 天

津市各用户的可利用水源见表 １。
（２） 水源优先利用规则 　 天津市多水源调度要求

优先用完本地水源（常规和非常规水源）， 然后剩余需

水再由外调水源承担， 即需要进行引江、 引滦的优化调

度。 水源利用的优先次序为当地地表水＞再生水＞淡化

水＞地下水＞外调水。
（３） 外调水源供水规则 　 根据两大外调水源供水

的优先次序， 同时考虑引江水源的最低供水量要求， 设置了两种外调水源供水规则： 一种是引滦优先（规则

１）， 即优先用完引滦水， 引滦不能满足用水需求时再由引江补给供水； 另一种为引江部分优先（规则 ２），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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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规划 ２０１５ 年天津市供水网络拓扑结构

Ｆｉｇ 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２０１５

引江优先供水量需达到最低要求（４ ０８ 亿 ｍ３）， 剩余需水量由引滦供给， 引滦全部用完仍有缺水时再由引江

继续供水。
根据上述调度规则， 对天津市多水源优化调度模型的简化处理如下： ① 考虑到本地水源用量较少， 且

其用水过程基本稳定， 因此不参与优化调度， 按水源优先利用规则对本地水源进行预先配置， 然后再对两大

外调水源进行调度， 这样可以减少参与优化的水源数目； ② 由于三大用户均可利用外调水源， 所以外调水

源的供水对象可按整个分区（不分用户）考虑，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决策变量个数， 模型提供整个分区的缺水

量； ③ 外调水源供水规则可处理为模型的约束条件。 通过简化处理， 模型的单时段决策变量数降低到 ４８
个， 年内总决策变量数降低到 ５７６ 个。
２ ３　 优化成果及其合理性分析

（１） 均衡解的选择　 依据均衡解的选择规则， 分析确定典型年的最佳均衡解。 以引江部分优先供水规



８８０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图 ４　 江滦同枯典型年供水成本与缺水量

的 Ｐａｒｏｔｅ 前沿解（引江部分优先）
Ｆｉｇ ４ Ｐａｒｏｔ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Ｄ （Ｒｕｌｅ ２）

则下的江滦同枯典型年为例， 阐述均衡解分析与确定过

程。 该典型年的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解如图 ４ 所示， 从图 ４ 可以看

出： ① 系统的供水成本与缺水量是相互竞争的， 随着缺水

量的增加， 供水成本逐渐降低； ② Ｐａｒｅｔｏ 曲线存在拐点

（即图中正方形）， 降低相同的缺水量时， 拐点左侧所增加

的成本代价要明显高于拐点右侧。 综合考虑上述两点， 若

决策者偏好于保证城市供水安全， 则建议选择曲线拐点作

为最佳均衡解， 即缺水量为 １ ０ 亿 ｍ３， 供水成本为 ３５ ０
亿元； 若决策者偏好于供水成本和缺水量的折中， 则建议

选择缺水量为 ２ ４３ 亿 ｍ３， 供水成本为 ３２ ６ 亿元的解（即
图中三角形）作为最佳均衡解。 本文中推荐后者作为最佳

均衡解。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系统的缺水原因和供水成本， 其

他 ３ 个典型年的均衡解选择缺水量最小的端点， 以充分挖掘系统中存在的工程问题和分析供水成本的变化

趋势。
（２） 优化成果　 通过模型求解和均衡解选择得到 ４ 种典型年下的天津市供水优化调度成果包括： 多水

源供水总量调度成果（见表 ２）， 总供水成本（见表 ３）， 年内各时段的分区多水源供水调度成果、 管渠工程输

水调度成果、 水厂进出水量调度成果以及分区供水成本。 例如， 在江滦同丰典型年来水情况和引江部分优先

供水规则下， 滨海新区海河北各时段的多水源供水调度成果如图 ５ 所示， 津滨水厂各时段进出水量调度成果

如图 ６ 所示。 由优化成果可知： ① 引江丰水的两种典型年的用水需求得到 １００％满足； 引滦优先供水规则

下， 江滦同丰和江丰滦枯的总供水成本分别为 ２９ ３ 亿元和 ３７ ０ 亿元； 引江部分优先供水规则下， 两种典型

年的总供水成本均为 ３７ ９ 亿元。 ② 引江枯水的两种典型年发生了不同程度缺水； 引滦优先规则下， 江枯滦

表 ２　 ４ 种典型年下天津市规划 ２０１５ 年多水源供水总量调度成果 亿 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５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项 目 分 类
典型年

江滦同丰（Ａ） 江丰滦枯（Ｂ） 江枯滦丰（Ｃ） 江滦同枯（Ｄ）
外调水源 １０ ３８ １０ ３８ １０ ３８ １０ ３８

需水量 本地水源 ３ ３９ ３ ３９ ３ ３９ ３ ３９
总量 １３ ７７ １３ ７７ １３ ７７ １３ ７７

引江 １３ ２１ １１ ５７ ４ ８７ ６ ０６
外调水源 引滦 ９ ０６ ６ ６１ ９ ０６ ５ ３２

总量 ２２ ２７ １８ １８ １３ ６７ １１ ３４

可供水量 当地地表水 １ ６６ １ ６６ １ ６６ １ ６６
当地地下水 ０ ４５ ０ ４５ ０ ４５ ０ ４５

本地水源
水源地地下水 ０ ５５ ０ ５５ ０ ５５ ０ ５５

淡化海水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再生水 ０ ４８ ０ ４８ ０ ４８ ０ ４８
总量 ３ ３９ ３ ３９ ３ ３９ ３ ３９

引滦优先
引江 １ ３２ ３ ７７ １ ３０ ２ ６２

外调水供水量
引滦 ９ ０６ ６ ６１ ９ ０６ ５ ３２

引江部分优先
引江 ４ ０８ ４ ０８  ３ １０ ４ ０８
引滦 ６ ３０ ６ ３０ ７ ２５ ３ ８７

缺水量
引滦优先 合计 ０ ０ ０ ０２ ２ ４４

引江部分优先 合计 ０ ０ ０ ０３ ２ ４３

注： ４ 种典型年的本地水源均全部用完， 即供水量等于可供水量， 表中不再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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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和江滦同枯的缺水量分别为 ０ ０２ 亿 ｍ３和 ２ ４４ 亿 ｍ３， 总供水成本分别为 ２９ ２ 亿元和 ２８ ２ 亿元； 引江部

分优先规则下， 江枯滦丰和江滦同枯的缺水量分别为 ０ ０３ 亿 ｍ３和 ２ ４３ 亿 ｍ３， 总供水成本分别为 ３４ ５ 亿元

和 ３２ ６ 亿元。 ③ ４ 种典型年下本地水源均全部用完； 引滦优先供水规则下， 引滦可供水量基本用完； 引江

部分优先供水规则下， 除江枯滦丰外引江水量均达到最低供水要求； 水厂进出水量满足平衡关系。

表 ３　 ４ 种典型年下天津市规划 ２０１５ 年总供水成本 亿元

Ｔａｂｌｅ ３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５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项 目
典型年

江滦同丰（Ａ） 江丰滦枯（Ｂ） 江枯滦丰（Ｃ） 江滦同枯（Ｄ）
本地水源供水成本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引滦优先
外调水源供水成本 ２４ ９ ３２ ６ ２４ ８ ２３ ８

合计供水成本 ２９ ３ ３７ ０ ２９ ２ ２８ ２

引江部分优先
外调水源供水成本 ３３ ５ ３３ ５ ３０ １ ２８ ２

合计供水成本 ３７ ９ ３７ ９ ３４ ５ ３２ ６

图 ５　 江滦同丰滨海新区海河北多水源

供水调度成果（引江部分优先）
Ｆｉｇ ５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ＨＨＢ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 （Ｒｕｌｅ ２）

　 　

图 ６　 江滦同丰津滨水厂进出

水量调度成果（引江部分优先）
Ｆｉｇ ６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ｐｌａｎｔ ＪＢ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Ａ （Ｒｕｌｅ ２）

（３） 缺水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缺水现象发生的原因， 发掘影响天津市正常供水的不利因素。 如表 ２ 所

示， 两种供水规则下， 江枯滦丰和江滦同枯典型年都发生了缺水。 通过总量的供需平衡分析可知， ４ 种典型

年的外调水源和本地水源可供水量均大于其对应的需水量（见表 ２ 粗体数字）， 故可以排除总量上的资源型

缺水情况； 因此， 选择能够突显缺水原因的引江部分优先供水规则下江枯滦丰典型年为例进行进一步分析。
首先， 缺水发生的时段为 ２ 月、 ４ 月和 ５ 月， 分析发现这些时段的共同点是引江来水量极少（本例均为 ０），
如图 ７ 所示； 其次， 缺水发生的区域主要为滨海新区板块， 该分区供水管线较复杂， 供水水厂较多， 如图 ３
所示； 然后， 分析该分区的引水干线工程剩余能力得知， 缺水时段引滦入津滨（为津滨水厂供水）和引滦入

聚酯管线（为津滨水厂、 大港区水厂、 油田水厂和港西水厂供水）的剩余能力基本为 ０， 如图 ８ 所示， 而此时

引滦水还有富余（引滦年总可供水量为 ９ ０６ 亿 ｍ３， 截止 ５ 月引滦总供水量为 ４ ０８ 亿 ｍ３， 仍有 ４ ９８ 亿 ｍ３水

量剩余）； 综上可知， 缺水属于工程性缺水， 即在引江水量极少的时段， 引滦承担较重的供水任务， 但是由

于为滨海新区供水的部分引滦管线能力不足， 导致引滦有水但无法利用。
可见， 受引江水源来水过程的均匀性和系统存在的引滦工程问题影响， 规划 ２０１５ 年天津市的缺水现象

主要表现为工程性缺水。 引江来水过程较不均匀时： 若引滦丰水， 则工程性缺水量不大（如江枯滦丰典型

年）， 缺水分区用户较少； 若引滦偏枯， 则工程性缺水加剧（如江滦同枯典型年）， 缺水分区用户增多； 若遭

遇极端情景， 引江、 引滦总可供水量小于外调水需水量， 那么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将同时发生。 因此，
保证外调水引水过程平稳和适当扩大引滦管线输水能力是降低天津市缺水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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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江枯滦丰滨海新区缺水与引江来

水过程示意（引江部分优先）
Ｆｉｇ ７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Ｈ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ｄｉｖｅ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Ｃ （Ｒｕｌｅ ２）

　 　 　

图 ８　 江枯滦丰引滦管线能力校

核分析（引江部分优先）
Ｆｉｇ 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Ｙｉｎｌｕａｎ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Ｃ （Ｒｕｌｅ ２）

（４） 供水成本分析　 通过分析供水成本的变化规律， 挖掘影响供水成本高低的主要水源。 由表 ３ 可知，

图 ９　 ３ 种典型年下引江、 引滦供水量与

成本的变化关系（引滦优先）
Ｆｉｇ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ｄｉｖｅ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Ｙ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ｉｎｌｕ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Ｒｕｌｅ １）

引江部分优先的供水成本明显高于引滦优先； 由表 ２ 可

知， 同一供水规则下， 缺水量不大时， 供水成本与引江

用量正相关， 引滦优先供水规则下， ３ 个缺水较小典型

年的引江、 引滦供水量与成本的变化关系如图 ９ 所示。
分析得知， 因为引江水价高于引滦， 当引江用量增多时，
供水成本随之增加， 故合理设置引江用量标准对控制成

本具有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 系统供水成本的变化趋势

符合客观规律， 调度成果合理可行。
（５） 引江水量未达最低供水要求原因分析 　 从图 ７

可以看出， 江枯滦丰典型年下， 部分时段引江水量极丰

远远大于该时段的需水量， 而部分时段水量极少甚至为

０， 这种极端变化使得引江不能被充分利用， 虽然其总可

供水量大于引江最低用水量要求 ４ ０８ 亿 ｍ３， 但引江部

分优先规则下的实际供水量并未满足要求， 如表 ２ 虚框

所示。 可见， 水源来水过程的均匀与否对供水规则的满

足也具有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 天津市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成果合理， 调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可

为天津市制定供水规划和降低缺水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目前，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正式提闸通水， 本文提出的城市供水系统多水源联合调度模型也实际应用于天津市 ２０１５ 年供水计划的制

定，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３　 结　 　 论

（１） 以复杂的城市供水系统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一般供水网络拓扑结构及节点间的拓扑关系矩阵； 以

社会效益最大（系统缺水量最小）和供水成本最小为目标， 构建了基于网络拓扑的多水源联合供水优化调度

模型； 采用 ＮＳＧＡ⁃ＩＩ 算法求解多目标模型， 并合理选择最佳均衡解， 较好地处理了城市供水系统收益和代价

的权衡关系， 实现了 “多水源—多水厂—多分区用户” 的联合供水优化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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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的天津市供水系统为实例研究， 通过模型求解和均衡解选择得到

了 ４ 种来水丰枯组合情景、 两种供水规则下的多水源供水优化调度方案： 若决策者偏好于供水安全， 则选择

取缺水量相对较小的方案； 若决策者偏好于缺水量和供水成本的均衡， 则选择折中方案。 如最不利典型年

（江滦同枯）， 引江部分优先供水规则下， 偏好于供水安全方案的缺水量为 １ ００ 亿 ｍ３， 供水成本为 ３５ ０ 亿

元； 折中方案缺水量为 ２ ４３ 亿 ｍ３， 供水成本为 ３２ ６ 亿元。
（３） 成果分析发现， 天津市供水管网存在薄弱环节， 部分引滦管线的输水能力限制引发了工程性缺水。

如江枯滦丰典型年， 其总可供水量（１７ ０６ 亿 ｍ３）大于 ２０１５ 年天津市总需水量（１３ ７７ 亿 ｍ３）， 但两种供水规

则下仍产生了缺水， 缺水量分别为 ０ ０２ 亿 ｍ３和 ０ ０３ 亿 ｍ３。 因此， 适当扩大引滦管线能力并保证引江输水

过程平稳是降低缺水的重要措施。 另外， 引江供水成本直接影响总供水成本的变化， 合理控制其用量是降低

成本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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