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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催化还原烟气脱硝深度结构和深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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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火力发电厂氮氧化物排放环保要求日渐严格的现状, 以优化排污控制效果为目标, 提出了于喷氨格栅加装
调节阀和测点的优化改造方案. 在此基础上参考受限玻尔兹曼机网络结构设计了多输出串级平面场深度控制结构方案;
为实现选择性催化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SCR)脱硝系统的深层优化, 提出单神经元自适应–模拟退火(single
neuron adaptive simulated annealing, SNASA)算法, 并作为优化方案的控制器对喷氨系统进行深度结构控制; 提出深度
粒子群(deep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DPSO)算法, 在相同方案中作为控制器以实现喷氨系统的深度控制. 设计了控
制品质系数, 为各系统的比较提供直观依据. 仿真结果表明: 所设计的两个基于深度网络的喷氨优化系统控制品质良好,
鲁棒性强, 较基于传统方案的喷氨控制优势明显, 对工程现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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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that limitation of nitrogen oxide created by thermal power plant becomes tighter than
ever, an optimum proposal of adding control valves and concentration transmitters are presented to improve the pollution
control quality. Refer to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 a multi-output cascade field control strategy based on the hardware design is give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ingle neuron adaptive simulated annealing (SNASA)
algorithm is used as optimum controllers of the flue gas denitration control system to achieve better control quality by
exertion deep structure. It is presented that the deep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DPSO) algorithm is used as the same
controllers to have depth control. Control quality factor is designed in order to compare between different system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wo presented control systems based on deep networks have better control qualities and
stronger robustness than traditional control system, and have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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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国家工业实力的提升, 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
成为时代的主流与方向. 在此背景下, 火电厂氮氧化
物排放标准修订日渐严格, 排放限值不断降低, 火电
脱硝系统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1] . 目前应用最为广泛
的火电机组选择性催化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SCR)脱硝系统多设计为单回路控制, 控制决策
依据仅来源于脱硝反应器出口烟道中心测点, 未能考
虑系统所受气体流场的影响和化学反应情况, 控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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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panyan@ncepu.edu.cn; Tel.: +86 13469078330.
本文责任编委: 李少远.
† 通信作者.

效有限; 文[2–6]分别采用改进的有监督浅层网络实现
脱硝系统的建模与控制, 在特定工况点能够实现仿真
运行, 但系统鲁棒性低, 一旦对象发生变化则难以跟
踪设定值, 且算法所需设置参数多, 整定困难, 实用意
义有限.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深度学习理论在处理复杂对象
情况时取得了较好成果, 其在控制领域的研究也初见
端倪. 文[7]利用卷积神经网络实现了机械手实时自动
抓取动作, 其控制核心在于使用卷积神经网络(con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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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网络建立分类器对多个
对象的不同姿态进行分类处理, 深度网络对图像的辨
识结果为机械手动作提供了依据, 但设备运动指令仍
由传统控制器给出; 文[8]采用改进的模型预测(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PC)方案控制飞行器姿态, 模型部
分采用深度修正线性元(rectified linear units)网络拟
合, 意在发挥深层网络对复杂非线性函数的精确逼近,
此处深度网络着力于更高精确度的系统辨识, 但控制
系统结构与常规MPC一致; 文[9–10]利用循环神经网
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s)分别对切割机器
人、车架摆动系统进行了模型辨识, 并利用预测控制
算法实现了系统自动化运行, 但被控对象工作环境单
一, 外部扰动有限且明确, 控制系统设计未充分考虑
抗扰性, 且采用有监督学习预先训练网络, 控制器无
法 直 接 移 植 使 用; 文[11]应 用 深 层 玻 尔 兹 曼 机 拟
合PID控制器, 实现了线性定常系统实时控制, 证实了
深度控制的可行性, 但未指出新策略的优势和必要性;
文[12]采用引导策略搜索法, 比较了不同深度网络应
用于粗糙地形运动系统的控制品质, 指明了样本数量
的重要性和深层网络的优越性, 但控制算法学习准备
时间较长, 无法用于实时工业控制; 文[13–14]以综述
的形式简述了主流深度学习算法的特点, 指出提高综
合速度是深度学习算法的重要发展方向, 这也是深度
优化思想应用于工程控制的必要趋势; 文[15]概述了
当前深度学习算法在控制领域的尝试, 明确表达了其
在视觉控制系统的成功应用, 同时也指出相关方案在
工业控制领域仍有提升的空间.
总体上看, 深度学习理论在控制领域的应用和尝
试与日俱增; 但另一方面, 目前其在控制系统中的主
要工作仍是拟合对象, 通过图像处理与识别方式为控
制系统提供参考, 此类设计多见于机器人控制等弱电
系统, 在工业控制领域诸如火电机组SCR脱硝系统,
深度学习算法还没有直接应用.

2

SCR烟
烟气脱硝系统喷氨优化

目前国内外火电脱硝技术主要采用选择性催化还
原(SCR)法, 该技术直接作用于锅炉尾部烟道, 在催化
剂条件下使氮氧化物与喷入烟道中的氨发生化学反
应, 将污染物还原成氮气和水, 该法具有脱硝目的性
强、作用效果直接的优势, 且反应过程无须额外加热,
整体能耗低, 经济性好; 但另一方面, SCR法脱硝过程
不仅涉及微观分子在催化剂孔洞内的化学反应, 其运
行效果还受宏观烟气流在尾部烟道内的分布影响, 传
统设计方案中布置在烟道中心的单一测点显然无法
为上层控制系统提供足够信息. 本文提出在常规SCR
脱硝系统喷氨格栅基础上加装调节阀门与测点, 为优
化控制系统提供铺垫, 改造方案如图1所示.
图1中V0为单侧烟道喷氨总量调节阀, 调节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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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联箱与喷氨支管直接相连; 每根支管连接4支水平
布置的喷管控制16个喷头, 用黑色圆点表示. 本文以
喷氨支管所覆盖区域为划分原则, 对烟道截面分区处
理, 意在通过增加调节阀与测点设备提升控制系统对
烟道截面的控制效力和测量系统对脱硝过程的反馈
能力. 新增调节阀如图中V1–V6所示; 氮氧化物浓度
测点用矩形黑点表示, AT1 –AT6 为氮氧化物浓度变送
器; 受烟道尺寸和安装位置限制, 测点实际位置一般
不会与划分区域中心重合, 参与运算的区域浓度须通
过临近测点实测值正交变换折算得到.

图 1 SCR烟气脱硝系统改造示意图
Fig. 1 Transformation diagram of SCR flue gas denitration
system

3

基于深度控制的SCR烟
烟气脱硝优化系统

工业现场普遍采用的智能控制器处理大惯性非线
性系统能力有限, 投产运行时通常加入前馈环节进行
补偿, 但由于被控对象精确数学模型难以确定, 导致
补偿环节本身具有很大偏差, 且前馈量选择设计缺乏
统一标准, 控制能效有待提高.
对此, 本文设计了多输出平面场控制结构优化方
案, 并分别以模拟退火算法和粒子群算法为基础提出
了单神经元自适应–模拟退火(single neuron adaptive
simulated annealing, SNASA)算法和深度粒子群(deep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DPSO)算法, 意在保证系
统稳定运行的同时发挥深度结构优势, 实现稳定高效
控制.

3.1

多输出串级平面场优化控制结构

在神经网络中, 神经元将按照设定条件或概率发
生状态变化, 即通断改变, 此处神经元可以看成单个
开关量控制器; 若用多个拟合工业控制器的小型神经
网络代替前述神经元, 则实现了多模拟量控制, 但替
换后的网络宽度过大, 计算量随之增加, 导致控制系
统灵敏度下降. 为使系统在控制精度不变的前提下实
现实时控制, 本文借鉴深度学习理论中相同控制效果
下适当增加网络纵深可以节省计算单元的优势, 参考
受限玻尔兹曼机结构在前述设备优化改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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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多输出串级平面场结构方案, 其两层结构中每
个神经元均对应一个控制器, 控制器形式可根据需求
情况选用常规算法或智能控制算法, 具体结构优化方
案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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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所设计的多副回路串级SCR脱硝喷氨控制
系统中, 各测点反馈量取脱硝反应器入口氮氧化物浓
度, 函数F (x)输出为烟气氮氧化物浓度标准差. 主被
控量为烟道出口氮氧化物浓度. 氨逃逸作为限制因素
由副回路通过调节喷氨量进行辅助控制.

3.2

单神经元自适应–模
模拟退火(SNASA)算
算法

单神经元自适应控制通过控制量累加调整以实现
控制过程, 其控制算法为
n
∑
u(k) = u(k − 1) + K
ωi (k)xi (k),
(1)
i=1

图 2 多输出串级平面场控制结构
Fig. 2 Multi-output cascade field control structure

图2中球体表示控制器, 其中X 为全局控制器, 用
于确定各子区域控制量给定值, 保证被控平面对系统
目标有足够的响应速度; 控制器A–F 为局部控制器,
用于对应区域的精细化调节; 对象平面上的椭圆代表
变送器, 其测量值用数字编号1–6表示, 直接反馈至正
上方的局部控制器; F (x)表示权重分布函数, 不同位
置的测量数据经该函数换算处理后反馈给全局控制
器作为指令依据. 平面上各分区之间没有物理隔离,
任一区域被调量在外部扰动下的改变及与周围区域
的耦合均能够完整回馈至控制系统, 避免了复杂前馈
设计.

式(1)中: u(k)即控制量; K 为强度系数; ωi (k)为网络
权值; xi (k)为网络输入. 网络权值计算方案通常采
用 Hebb 规则或引入有监督信号的 Widrow-Hoff 学习,
其运算过程已显示出串行控制的雏形, 但两个子过程
计算原理相同, 均以当前误差反馈为依据通过调整当
次控制量作用强度从而实现优化, 其本质相当于建立
了一个以误差平方加权作为输入的单层控制网络, 且
该网络初值仍需依靠经验人工设置, 控制参数不具备
普适性.
本文采用受限玻尔兹曼机网络结构提出单神经元
自适应–模拟退火(SNASA)控制算法, 利用模拟退火
算法对单神经元自适应算法迭代过程独立求解权值
参数, 算法原理结构如图3所示.
图3中: r为给定值, u为控制量, y 为被控量, e为误
差, ω 为权值. 其余参数分属模拟退火模块和单神经元
自适应模块, 其含义和调试方式与常规设置相同.

图 3 单神经元自适应–模拟退火(SNASA)控制原理结构图
Fig. 3 Control principle of single neuron adaptive simulated annealing (SNASA)

模拟退火算法可分为加热、等温和冷却3个过程,
加热过程与冷却过程分别对应系统的初值设定和参

数输出; 等温过程中被控参数将按照Meteopolis准则
收敛, 本文选用玻尔兹曼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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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x ⇒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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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x′ ) < f (x),
1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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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f (x)
]
T

, f (x′ ) > f (x),

(2)
式(2)中: P 为恶化概率, f (·)为网络权值函数, T 为温
度模拟参数, 温度更新采用指数下降方式:

T = 0.9n T0 ,

(3)

式(3)中: T0 为初始温度, T 为当前温度, n为退火迭代
次数. 冷却迭代过程中温度参数T 不断减小, 算法接
受次优新解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以y 表示目标解, 则
第n次新解取值为

y(n) = y(n − 1) + T (n) × Rand(−1, 1).

(4)

由式(4)可知新解是当次温度与随机数乘积累加的
结果, 其中新增部分即搜索范围, 范围大小随温度下
降而减少.
综上所述, 单次网络权值ωi (k)优化程度与退火迭
代次数正相关, 与恶化概率P 负相关, 且偏移量是温
度累加值的随机函数, 则系统优化概率为

P (v) = a×n×Rand(0.75, 1)×(1−P (x ⇒ x′ )),
(5)
式(5)中a为常数. SNASA算法通过串行结构对网络权
值ωi (k)进行动态求解, 所采用的自适应启发式概率
搜索算法本质上等同于随机神经网络概率图模型, 可
以采用受限玻尔兹曼机网络拟合.
受限玻尔兹曼机通常作为基本模块以构造深度学
习算法, 但由于其结构定义为2层,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深度网络, 故单纯SNASA算法可理解为深度结构控
制.

3.3

深度粒子群(DPSO)算
算法

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属
于仿生算法, 通过模拟鸟群觅食行动实现寻优过程,
算法工作时, 要依据极值通过迭代不断更新粒子的速
度与位置, 其每个粒子都代表一个潜在的最优解.
PSO算法灵活性强, 能够处理高维寻优问题; 但传统
粒子群算法处理复杂问题时存在陷入局部最优的风
险[16–22] , 且粒子数过多会影响运算速度; 目前优化方
案多将惯性权重ω 设计成迭代次数的函数, 在迭代前
期取大惯性牺牲响应速度以保证全局搜索范围, 在后
期减小权重以实现精细化寻优. 常规改进后的设计能
够处理普通函数极值问题, 但在响应速度等方面仍无
法达到工业控制要求. 本文参考深层玻尔兹曼机结构
提出DPSO控制, 意图通过深度结构适当减少迭代次
数, 提高运行速度以达到工业运行标准. 算法原理流
程如图4所示.

图 4 深度粒子群算法(DPSO)原理流程图
Fig. 4 Flow chart of deep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DPSO) algorithm

DPSO将传统粒子群算法作为基本模块单元, 所有
模块均指向同一适应度方程, 以每个单元作为独立层,
各层顺序连接. 算法执行由第1层开始, 为该层PSO
设置相对较小的种群规模与迭代次数, 从而迅速得到
向优化值收敛的寻优结果, 之后对该结果作加权处理,
作为第2层粒子群模块的可行解空间. 以此类推, 对前
一层的结果适度处理后作为之后层的可行解空间, 通
过可行解空间向最优值的不断收缩利用种群规模和
迭代次数有限的PSO模块实现快速寻优以满足控制需
求. 为降低早熟风险, 初始一层或几层的权重设置应
相对较大, 以保证最优值在之后层寻优的解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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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执行后期, 可选取较小权重迅速缩小解空间范围,
适当提高寻优精度. DPSO算法具体层数和每层PSO
模块的粒子数与迭代次数可参考对象复杂程度及调
试情况酌情设置. 本文设计的DPSO各层之间加权处
理方式为
n 2
α(n) = αstart − (αstart − αend )[
] , (6)
ρmax
式(6)中: α(n)表 示 范 围 权 重, n为 当 前 权 重 序 号;
αstart 表示初始范围权重; αend 为终止范围权重, 即最
后 两 层 间 的 权 重; ρmax 表 示 权 重 总 数, 有 ρmax =
LDPSO − 1, LDPSO 表示深度粒子群算法层数; 故优化
搜索范围可表示为

U (n) = (1 + α ) × [x(1) x(2) · · · x(ω)],
b

n

Lb (n) = (1 − αn ) × [x(1) x(2) · · · x(ω)],
(7)
式(7)中: Ub (n)与Lb (n)分别表示寻优范围的上限和
下限; x为前一层预寻优结果, ω 为维数. 若采用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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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玻尔兹曼机网络分别对各层PSO进行拟合, 则形
成了受限玻尔兹曼机的有向堆叠, 故DPSO算法本质
上等同于深层信念网络, 属于深度控制.

3.4

SCR脱
脱硝系统深度结构控制和深度控制

在设备优化方案基础上, 采用多输出串级平面场
控制结构, 分别以SNASA深度结构控制算法和DPSO
深度控制算法作为控制器对SCR脱硝系统进行优化
控制, 系统控制结构图如图5所示.
由于各局部控制器与全局控制器连接方式相同,
故仅选取 A 和 F 两个局部控制器及对应支管调节阀
门 为 代 表, 图 5 中 控 制 器 用 Controller 表 示, 其 中
Controller X为全局控制器, Controller A–F为局部控
制器; V1–V6为支管调节阀门, CT1–CT6表示反应器
入口氮氧化物浓度变送器, f (x)取标准差, ∆ 为偏差
比较器, I为显示仪表, A为给定值. ≯和≮分别为输出
上下限幅, Balance为多输出平衡模块, Track为跟踪模
块, AIN为模拟量输入模块, ZT为阀位变送器.

图 5 SCR烟气脱硝优化控制系统结构框图
Fig. 5 Optimized structure of flue gas denitration controlsystem

在基于 SNASA 算法的喷氨优化控制系统中, 将
SNASA算法模块用作全局控制器和局部控制器, 此时
对于单个喷氨支管调节阀而言, 其控制器相当于由两
个SNASA独立模块组成的串级控制系统, 等价于每层
取单个受限玻尔兹曼机的拥有两层结构的深层信念

网络, 性质上实现了深度控制.
基于DPSO算法的烟气脱硝深度控制系统同样采
用图 5 所示结构, 此时所有 7 个控制器均为独立的
DPSO模块; 由于DPSO算法本身属于深度控制网络,
单个喷氨支管调节阀控制通道上的两个算法模块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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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后, 其性质没有发生改变, 仍属于深层信念网络;
但不同于前述基于SNASA算法的深度结构控制, 基于
DPSO算法的烟气脱硝控制方案“深度”更大, 两系统
具有本质区别.

4 仿真与结果分析
本文按照控制品质指标设计了控制品质系数, 具
体形式为

A = [10 × σ + k × e(tr +ts ) ]−1 .

(8)

控制品质系数以系统进入稳态为依据, 式中: σ 为
超调量, tr , ts 分别为上升时间和调整时间, k 表示系统
进入稳态时刻算法累计迭代次数总和. 分析可知, 系
数A越大则算法响应速度越快, 控制力越强, 控制品质
越好.

图 6 烟道出口氮氧化物浓度实际数据与仿真结果对比曲线
Fig. 6 Compare of field data and simulation of nitrogen oxide
concentration at reactor outlet

对比现场数据与仿真结果可知, 二者平均差值小
于20%. 仿真结果与实际工况整体趋势一致. 氨逃逸
工况变化与仿真结果比较如图7所示.

对基于SNASA算法的深度结构控制系统和基于
DPSO算法的深度控制系统在相同环境下分别进行仿
真, 其中: SNASA控制器迭代次数设置为200, 网络权
值初值均取0.1; DPSO控制器初始范围权重αstart 设置
为0.95, 终止范围权重αend 设置为0.35, 单层粒子群结
构块粒子数量均为100, 迭代次数为50次, 加速常数
为2.
本文选取某火力发电厂600 MW机组SCR烟气脱
硝系统为被控对象, 以调节阀门开度作为调节量, 以
烟道出口氮氧化物浓度作为被控量, 由于调节阀加装
只更改外部管路, 烟道内喷氨格栅中喷头的位置、结
构、数量与优化改造前一致, 且插入烟道中的测点大
小与烟道尺寸相比可忽略不计, 故只考虑优化方案对
系统控制力度与反馈能力的提升, 其他影响按常规简
化处理看成比例环节. 本文仿真时取其系数为1. 被控
对象传递函数为[23–28]
2.925 × 10−3
, (9)
G1 (s) =
(s+59.33)(s2 +599.27s+0.6425)
3.264 × 10−4 (s + 599.27)
G2 (s) = 2
.
(10)
s + 599.27s + 0.6425
式(9)为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氮氧化物浓度与烟气流
关系等效传递函数; 式(10)为阀门开度等效传递函数.
从SIS历史库中选取机组维持高负荷状态运行的一组
连续数据(此时机组出力满负荷90%以上并呈上升趋
势, 反应器入口烟气温度波动在±1◦ C内), 受燃烧工
况影响, 该时段烟道入口与出口烟气氮氧化物含量均
稳步下降, 对应喷氨量由 168.922 Nm3 /h 迅速下降至
69.409 Nm3 /h. 为便于比较, 将所选数据各时刻烟道
出口氮氧化物浓度折算至同一烟道入口氮氧化物浓
度标准, 标幺化处理后与喷氨量减小阶跃仿真结果比
较如图6所示.

图 7 氨逃逸量实际数据与仿真结果对比曲线
Fig. 7 Compare of field data and simulation of ammonia slip
concentration

受喷氨量减少影响, 在烟道入口氮氧化物浓度等
其他条件稳定时, 出口氨逃逸量也应减少, 仿真结果
符合脱硝工艺机理, 与实际数据大体吻合. 模型在该
工况有一定的代表性.
为便于比较, 引入常规串级PID控制方案进行了仿
真, 其中PID控制器的参数在考虑调节时间和超调量
的条件下采用现场工程整定法, 经多次仿真后确定.
仿真结果如图8所示.

图 8 给定值阶跃输入时SCR脱硝控制系统仿真结果
Fig. 8 Response of SCR flue gas denitration control system
when set point steps

第1期

牛玉广等: 选择性催化还原烟气脱硝深度结构和深度控制

图8中: 光滑曲线为DPSO深度控制系统结果, 粗
点划线为基于SNASA算法的优化控制结果, 细点划线
是串级PID方案仿真结果. 由曲线可知, 采用不同算法
的3个喷氨优化控制系统均实现了无差控制, 但串级
PID控制方案的超调量达到26%, 超过氮氧化物许可
上限标准, 且曲线存在振荡, 调节时间约为130 s; 相比
之下, 两深度控制系统都实现了无超调控制, 控制品
质完全符合发电政策对SCR脱硝系统高效运行超净
排放的要求, 其中基于DPSO算法的深度控制系统约
70 s即进入稳态, 上升过程平滑有力, 较基于SNASA
算法的深度结构控制系统耗费的100 s更具优势, 控制
品质参数有:

ADPSO > ASNASA > AP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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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与取舍应由对象与外部工况条件根据调试情
况确定.

图 9 SCR烟气脱硝系统被控对象放大倍数增大仿真结果
Fig. 9 Response of SCR flue gas denitration control system
when proportional gain is increased

(11)

算法的仿真时间与所选取的控制参数设置有关,
即SNASA算法中迭代次数越大、DPSO算法中层数和
单层粒子数越多, 则运算量越大, 计算所需时间也越
长. 按本文控制参数设置, SNASA算法耗时43.697 s,
DPSO耗时486.672 s. 对于脱硝控制系统而言, 整个控
制过程耗时约为5∼15 min. 为保证控制的连续性与实
时性, 选择算法与设置参数时须考虑这一情况.
火电机组在正常运行过程中须按电网负荷指令调
整燃烧过程. 氮氧化物生成总量和系统状态参数对应
不同负荷时有较大差异, 使得选取相应数据拟合所得
到的模型参数也不相同[29–30] . 改变对象放大倍数、时
间常数以模拟火电机组负荷、煤质等因素变化引起的
SCR脱硝被控对象动态特性的变化. 由于传统PID控
制器不具有自整定能力, 直接套用系统参数变化前的
最佳控制器参数, 在本例中将发生扩幅振荡, 故对于
鲁棒性仿真的两种情况分别重新整定控制器参数以
便于仿真比较. 增大放大倍数和增加时间常数的仿真
结果分别如图9和图10所示.
图9是SCR烟气脱硝系统被控对象放大倍数增大3
倍时的仿真结果; 图10是将SCR烟气脱硝系统被控对
象第一时间常数扩大1.5倍时的仿真结果. 由仿真曲线
可知, 各方案均能满足脱硝系统控制的基本要求, 但
传统串级PID方案的控制品质劣于所设计的优化方
案; 就所提出的两个优化系统而言, 基于DPSO算法的
深度控制系统在对象特性变化扰动试验中均发生超
调, 但超调量较小, 且响应速度在所有实验方案中最
快; 而基于SNASA算法的深度结构控制系统在对象
放大倍数增加实验中实现了高品质控制, 在时间常数
增加实验过程中发生较为严重波动, 但总体上使被控
对象控制品质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 并最终实现稳定
运行. 综上所述, 在本文所选定的模型和仿真参数条
件下, 应选取DPSO算法进行优化控制; 当脱硝系统处
于其他工况运行时, 若两算法仿真效果相同或相近,
则从控制快速性出发可选择SNASA算法. 两种算法

图 10 SCR烟气脱硝系统被控对象时间常数增大仿真结果
Fig. 10 Response of SCR flue gas denitration control system
when the time constant is increased

5 结论
本文以火电厂SCR烟气脱硝系统为研究对象, 提
出了于喷氨格栅加装调节阀与测点的分区优化设备
改造方案, 为脱硝过程精细化控制提供了实施空间;
在此基础上, 设计了多输出串级平面场控制结构方案,
实现了对烟道横截面的控制, 且该方案可按需求与实
际情况灵活选择控制器. 本文还提出了单神经元自适
应–模拟退火(SNASA)算法和深度粒子群(DPSO)算
法, 并分别应用于SCR烟气脱硝系统的优化控制, 同
时为便于比较, 设计了控制品质系数. 仿真结果表明:
所设计的基于SNASA算法的深度结构控制系统和基
于DPSO算法的深度控制系统均有较好的鲁棒性, 其
控制品质优于常规控制方案, 对于工程现场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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