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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系统并联水泵节能优化群智能控制算法
于军琪, 张

瑞, 赵安军† , 钱薛艮, 刘奇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针对现有中央空调系统中并联水泵优化算法在群智能控制方面适应性不足问题, 提出了一种群智能控制
系统适用的并联水泵优化算法. 首先建立了并联水泵工作特性模型及适应度函数, 其次提出了一种分布式概率估
计算法, 在该算法中每个水泵仅通过与相邻水泵交互信息完成对并联水泵运行的优化, 最后分别以大小相同和不同
的冷冻水循环泵系统进行仿真验证并同时与集中式概率估计算法做对比. 结果表明, 该分布式算法可在满足末端
流量需求的情况下, 对大小相同并联水泵进行台数配置和转速比优化; 在末端流量变化时, 不同大小水泵可通过转
速比等比例调节, 实现对转速比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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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parallel water pump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n the existing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is not adaptable to intelligent insect control, a parallel water pump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intelligent insect control system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 model and fitness function of parallel water
pump are established. Secondly, a distributed probability estimation algorithm is proposed, in which each pump complet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parallel pumps onl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information with adjacent pump. At last,
for parallel pump systems of the same type and different types, the simulation verifies the correct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traditional probability centralized estimation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ed optimal energy saving algorithm can meet the demand of terminal flow and optimize the number of pumps and
the speed ratio of parallel water pump system of the same model. Different types of parallel water pump systems can be
adjusted by the equal ratio of rotation speed to optimize the rotation speed ratio when the terminal flow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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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研究中央空调系统并联冷冻水泵以最小能耗
为目标的优化算法. KOOR M等针对具有不同特性的
并联水泵, 通过对降低能耗和增大效率两个目标采用
列文伯格–马夸尔特算法(Levenberg-Marquardt algorithm,

LMA)来优化水泵运行台数[1] . OLSZEWSKI P基于遗
传算法分别采用功耗最小、流量平衡以及效率最大作

为目标函数, 对并联离心泵运行策略进行优化, 结果
表明最小功耗策略是最有效的节能策略[2] . 仇文君等
基于稳态强磁场试验装置磁体高纯水冷却循环系统,
建立了并联变频水泵特性模型, 利用界限频率法及其
改进方法, 分别探讨了并联变频水泵转速比与运行台
数的优化配置问题[3] . ZHANG Z J等通过对实际泵站
系统的监测, 提出一种基于数据挖掘的方法针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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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污水泵配置方案的优化模型 . VIHOLAINEN J等提出一种在多台并联水泵自动控制系统中
提升水泵运行效率的基于可编程控制器的动态算
法[5] . 上述优化算法均基于集中式系统架构, 在中央
控制器中进行计算, 需要知道全局信息, 不适用于扁
平化、无中心的群智能控制系统.
[4]

目前, 存在的一些暖通空调系统分布式控制优化
方法仍然需要一个协调器代理, 将计算任务进行分配,
以此实现分布式计算. 而群智能控制系统则无需协调
器, 各节点自组织、自协调实现分布式计算. 该控制系
统的智能计算节点(computing processing node, CPN)
如图1所示, 其包含处理器、存储器以及通信接口4个
主要部分, 每个CPN嵌入一台微处理器, 子空间和设
备的全部性能参数与运行信息可以映射到对应的
CPN上. 并且其设置了数据接口, CPN之间仅是数据
线连接, 只与相连接的CPN直接交互数据, 无需寻址,
形成网络并行计算模式. 另外每个CPN还设置一个驱
动单元(drive control unit, DCU)通信接口, CPN与DCU
之间通信方式可以支持多种通信协议.

图 1 CPN节点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CPN node

CPN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定义了CPN之间的通信协
议、计算模式等, 其只需要和相邻节点通信, 通信协议
简洁, 同时对各种计算任务进行了定义, 将任务解析
成若干个按一定顺序执行的事件, 各事件通过标准
化、通用性、模块化、可复制的基本计算和典型算子
完成, 解决控制逻辑实现的底层问题. CPN内置建筑
空间和机电设备的标准信息模型, 该模型定义了各类
基本单元的控制管理特性, 从而实现CPN与智能设备
的即插即用. 所有CPN共同构成的群智能系统替代了
传统系统中的中央计算机, 以分布式提供更灵活、更
强大的计算处理能力.
目前已有些学者进行了部分研究. DAI Y C等提
出一种暖通空调系统的无中心优化算法, 给冷冻站优
化节能提供一种新思路[6] . 王世强等提出一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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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无中心算法, 解决现有空调传感器故障检测
方法的实时性和适应性不足的问题[7] .
本文主要研究并联变频水泵采取定压差控制时,
已知末端流量需求, 如何利用分布式概率估计算法对
水泵台数配置和转速比进行优化问题. 首先对并联水
泵群智能控制系统进行介绍; 其次对并联水泵的优化
控制问题进行定义, 主要包括并联水泵的数学模型及
适应度函数的构建; 最后提出一种并联变频水泵的分
布式概率估计算法, 以大小相同冷冻水循环泵系统和
大小不同冷冻水循环泵系统, 利用MATLAB工具对该
算法进行仿真验证并与集中式概率估计算法进行节
能效果对比.

2

中央空调系统并联水泵群智能控制系统

传统自控系统(如图2(a)所示)中现场所有传感器
和执行器通过现场总线呈树状分层连接到主控制器
上. 这种集中式控制系统(如图2(b)所示)的拓扑结构
与实际系统物理连接拓扑结构不一致, 整个系统依赖
于中央控制器, 然而在实际控制系统中信息点繁多,
导致控制效果和速度欠佳. 这也是许多文献基于集中
式控制系统研究了各类优化控制算法并获得了很好
的节能效果, 却几乎没有运用到工程实际的原因.
在实际工程中, 空调冷冻站中冷冻水循环系统控
制方法大多采用压差控制方法. 图2(c)所示为2(a)所
示冷冻站的群智能控制示意图, 图2(d)所示为一个典
型的并联水泵群智能控制系统的示意图, 由图可知传
统的中央控制器被一个个智能单元CPN代替, CPN也
可以被嵌入每一台设备中形成一个智能水泵, 每个智
能水泵与相邻水泵建立链式连接关系; 可将所需的分
布式算法下载到任意一个智能水泵中, 相同类型的水
泵中的算法是相同的, 并且是可移植的. 干管上流量
计和水泵工作压差传感器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与
其中一个智能水泵相连, 每个智能水泵根据算法设计
与邻接的水泵相互通信, 将局部变量发送给邻居并接
受邻居的相关变量, 共同完成控制任务. 在这种群智
能架构下, 系统建模和算法开发工作量大大降低, 控
制网络现场配置大大简化.

(a) 空调冷站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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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为管网的阻力; Qs 为系统所需的总流量, 单位
为m3 /h.
如式(2)所示, 在额定条件下的离心式循环泵的扬
程–流量模型和效率–流量模型:
{
H = aQ2 + bQ + c,
(2)
η = jQ2 + kQ + l,
其中: a, b, c, j, k, l为水泵性能参数, 由实验测量或多
项式拟合得到; H 为水泵扬程; η 为水泵效率.
(b) 集中式控制系统示意图

根据水泵的相似率有

n
Q(n)


,
=


 Q(n0 )
n0



 H(n)
n
= ( )2 ,

H(n0 )
n0





η(n)


= 1,

η(n0 )

(3)

其中: n0 为水泵的额定转速, n为水泵的实际运行转
速.

(c) 群智能控制系统结果示意图

定义wi 为第i台水泵转速比:
n
wi =
.
n0
并联水泵在任意转速下的模型表示为

Hi = ai Q2i + bi wi Qi + ci wi2 ,






Qi
Qi
ηi = ji ( )2 + ki ( ) + li ,
wi
wi



n ρgH Q
∑

i i

W =
,
ηi
i=1

(4)

(5)

其中: Hi 为第i台水泵的工作压头, 单位为m; Qi 为第
i台水泵的工作流量, 单位为kg/s; ai , bi , ci , ji , ki , li 为
第i台水泵的性能参数; ηi 为第i台水泵的工作效率; n
为并联水泵台数; W 为整个并联水泵的输出功率, 单
位为kW.
对于并联冷冻水泵优化问题可描述为在满足系统
所需流量Qs 情况下, 能耗最小的运行水泵转速组合,
数学式描述如下:
(d) 并联水泵的群智能控制系统示意图
图 2 空调冷站与并联水泵的不同控制系统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ontrol systems of air-conditioning cold station and parallel pump

3 中央空调系统并联水泵优化控制问题定
义
并联变频水泵采取定压差控制时, 当水泵两端的
压差H0 与压差设定值Hset 不相等时, 需要调节水泵转
速满足末端需求流量Qs . 式(1)给出并联水泵工作时
管网系统中流量与压头之间的关系[8] :
{
H0 = S × Q20 ,
∑
(1)
Hset = S × Q2i = S × Q2s ,

min (W )
s.t. Qmin
< Qi < Qmax
,
t
i
n
∑
Qi = Qs , i = 1, 2, · · · , N.

(6)

i=1

式(6)描述的是一个集中式优化模型, 在本文的研
究中需要将其划分为N 个子优化问题, 在N 个智能水
泵中同时运行, 且运行算法相同. 则上述优化问题划
分为每个智能水泵的优化问题:

min (Wi (Qi ))
s.t. Qmin
< Qi < Qmax
,
t
i
n
∑
i=1

Qi = Qs , i = 1, 2, · · · , N.

(7)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2158

第 37 卷

Wi (Qi )通过第i个智能水泵控制器与相邻水泵控
制器通信获得. 该并联水泵的优化控制问题的适应度
函数如式(8)所示, 上式中ϕi 是惩罚函数, θ为惩罚系
数.
min (Obi ) = Wi + ϕi =
Wi + θ × (

N
∑

Qi − Qs )2 =

i=1

Wi + θ × (∆Q)2 .

(8)

通过惩罚函数将一个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转化为
一系列由原问题及罚函数, 再加上惩罚因子组成的无
约束问题, 其解会收敛于所求问题的解. 当算法刚开
始时, 可行解不多, θ应该取较大值使得搜索过程能够
尽快进入可行区域中, 但是随着算法进化, θ值应该逐
渐减小, 提高算法精度和稳定性, 由此, 可根据高斯函
数建立θ在算法迭代过程中的表达式[9] :
t2

θ(t) = θ0 e− α2 + 1.

图 3 PEA和DPEA优化并联水泵对比示意图
Fig. 3 Comparison diagram of PEA and DPEA optimized parallel pumps

(9)

由式(7)可知, 每个水泵均可选择一个最优转速使
得满足流量需求的同时能耗最小. 关键点在于如何仅
通过获知局部信息而得到全局最优的算法的设计.

4 分布式概率估计算法
中央空调系统中, 对于协调和组合优化问题存在
许多基于集中式架构开发的群体智能算法[10] , 这些算
法的运行依托于系统全局信息, 而并联冷冻水泵的群
智能控制系统中只有局部信息可以使用[11] , 因此需开
发适用于群智能控制系统的算法. 然而, 难点在于如
何使每个智能水泵控制器通过局部信息实现集中式
控制系统功能.
概率估计算法(probability estimation algorithm, PEA)相比于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GA)采用交
叉和变异等操作产生新个体的微观层面的进化方式,
PEA通过建立概率模型描述候选解在搜索空间的分布
信息, 采用统计学习手段从群体宏观的角度建立一个
描述解分布的概率模型[12] , 然后对概率模型随机采样
产生新的种群, 如此反复实现种群的进化, 其通常不
用基因而用变量来描述个体所含信息, 这种采用基于
搜索空间的宏观层面的进化方法, 具备更强的全局搜
索能力和更快的收敛速度.
分布式概率估计算法(distributed probability estimation algorithm, DPEA), 其与传统PEA的区别如图3
所示, PEA是每个泵产生一样的种群进行进化[13] , 概
率更新后, 所有泵的信息均发生一样的改变, 而DPEA
是每个泵随机产生不一样的种群, 通过与相邻泵的信
息交互来获取信息[14] , 每次概率更新后, 智能泵只覆
盖自己的变量.
图4给出分布式概率估计算法优化并联水泵流程
图.

图 4 分布式概率估计算法优化并联水泵流程图
Fig. 4 The distributed probability estimation algorithm optimizes the flow chart of parallel pump

分布式概率估计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初始化参数过程: 首先生成决策概率矩
1
1 1
阵Pi = { , , · · · , }, 其中n为决策空间大小; N
n n
n
台水泵生成N 个种群, 每个种群有L个节点; 然后再将
水泵的转速取值范围S 离散化为水泵运行策略集Si
= {s1 , s2 , · · · , sn };
步骤 2 计算维持Hset 时末端需求: 所有节点依
据水泵前后的压差、水泵的特性曲线和水管网特性方
程, 计算出维持Hset 时末端需求流量为Q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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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依概率选择运行转速比: 所有节点依据
自己的决策概率矩阵Pi 选择转速比si , 并且计算在给
定压差Hset 时, 对应的能耗Wi 和流量Qi ;
步骤 4 与邻居进行信息交互: 任意节点首先将
自己决策的转速比si 对应的流量Qi 信息发送相邻水
泵[15] ; 进行流量全局求和, 以该CPN为根节点形成生
成树, 由生成树的所有顶部节点开始计算, 同级节点
并行计算. 每个节点从其子节点接收数据, 待收集齐
备后执行加和计算并发送给其父节点. 每个节点内部
执行如式(10)的相同算子[16] , 其中: Y 为输出变量, Xi
为子节点输入变量, A为本地节点变量. 执行到最后
一个节点即发起节点后可得到所有水泵流量和Qa , 进
一步计算可得∆Q = Qs − Qa ;
∑
Y = Xi + A.
(10)

2159

法的有效性.
表 1 同型号系统水泵特性参数
Table 1 Same type system pump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1. KP1020–3 2. KP1020–3 3. KP1020–3 4. KP1020–4
a
b
c
j
k
l

−0.0000061
−0.0081170
60.4176716
−0.0000004
0.0009399
0.3163574

−0.0000060 −0.0000060
−0.0082570 −0.00821769
61.3168541 60.9185415
−0.0000004 −0.0000004
0.0009900
0.0009403
0.3263574
0.3183574

−0.0000061
−0.0081169
60.9745834
−0.0000004
0.0009398
0.3253526

步 骤 5 计算适应度值: 根据适应度函数式(8),
计算每个节点适应度值;
步 骤 6 排序、选择及统计操作: 依据各个节点
适应度值进行排序; 根据排序结果选取适应度值较小
的m个; 统计出策略集 S 中每个 si 对应的节点数量
Nu(i);
步 骤 7 更新决策概率Pi 矩阵: 依据式(11), 计
算更新决策概率矩阵Pi ; 若矩阵值均大于0.96则结束,
否则继续步骤1.
n
∏
pi (x) = p(x|Dls ) =
pi (xi ) =
i=1

N
∑
n
∏

j=1

δj (Xi = xi |Dls )

,
Nu
其中: n为变量个数; δj 按式(12)计算:
{
1, Xi = xi ,
δj (Xi = xi |Dls ) =
0, 其他.

图 5 工作压头为40 m时, 同型号水泵开启不同台数效率曲线

(11)

i=1

(12)

5 案例研究与节能仿真分析
5.1 同型号水泵系统仿真验证结果与分析
以某公共建筑的冷冻水循环泵系统为研究对象,
该系统由4个相同的变频水泵组成[17] . 总设计流量为
4500 m3 /h, 设计扬程为40 m. 该循环泵采用定压差控
制, 每台水泵的特性参数由实际数据辨识得到, 水泵
特性参数如表1所示.
并联水泵工作特点有: 当4台大小相同水泵并联,
多台水泵在给定开启台数的条件下, 各水泵转速相等
时系统效率最高[18] . 据此可以画出压头为40 m时水
泵开启不同台数的效率曲线图5. 在给定末端流量需
求时, 可从算法得出最终运行几台水泵效率最高[19] .
验证方案取设计流量20%, 45%, 75%, 100%为测试工
况 点. 根 据 图4可 得 该 水 泵 节 能 运 行 台 数 应 分 别
为1台, 2台, 3 台, 4台, 此结论可用来验证本文提出算

Fig. 5 The same type of water pump opens different efficiency
curves when the working pressure head is 40 m

在该算法中, 4台水泵共生成4个种群, 每个种群生
成19个节点. 为保证算法实时性, 将水泵运行的可行
策略空间离散化, 形成有限集合. 当水泵的工作压头为
40 m时转速比下限为0.915, 则水泵运行策略集可取

S0 = {0, 0.915, 0.920, 0.925, 0.930, 0.935, 0.940,
0.945, 0.950, 0.955, 0.960, 0.965, 0.970,
0.975, 0.980, 0.985, 0.990, 0.995, 1.000}.
若水泵实际转速大于额定转速不但会引起超载, 零件
也容易损坏, 对泵造成磨损, 因此不考虑转速比大
于1的情况, 由于4台水泵相同, 则策略集可取相同.
该算法被下载到每个智能水泵中, 水泵检测到目
前压差不等于设定值时开始自行激活算法[20] , 通过与
邻居水泵之间交换信息, 优化分配. 图6给出当流量为
3375 m3 /h时, 各水泵转速概率分布.
由图6可知, 末端流量为3375 m3 /h时, 算法最终迭
代结果为: 该冷冻水泵开启3台, 分别是1#, 2#, 3#水
泵, 3台水泵转速比分别为0.970, 0.965, 0.970, 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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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相符合, 表明算法在该测试工况下, 可实现对并
联水泵台数配置和转速比优化[21] . 其产生误差的原因
是对于转速比策略集的划分粒度略粗. 对其他工况测
试结果记录在表2中.

(c) 3#水泵迭代结果

(a) 1#水泵迭代结果

(d) 4#水泵迭代结果
图 6 DPEA下水泵运行策略集的概率分布变化结果
Fig. 6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change results of pump operation strategy set under DPEA

(b) 2#水泵迭代结果

表 2 典型工况下算法优化结果
Table 2 Optimization results under typical operating conditions
1#水泵

2#水泵

3#水泵

4#水泵

测试工况
W

Q

η

W

Q

η

W

Q

η

W

Q

η

20%

0

0

0

0

0

0

0.925

896.5

0.843

0

0

0

45%

0

0

0

0

0

0

0.970

1158

0.856

0.920

868

0.839

75%

0

0

0

0.970

1134

0.857

0.965

1090

0.857

0.970

1134

0.857

100%

0.975

1158

0.856

0.975

1158

0.856

0.965

1090

0.857

0.965

1090

0.857

同情况下应用集中式算法得到结果如图7. 从图
中可以看出, 算法在740次迭代后给出的各水泵开
启情况为1#水泵开启, 转速比为0.990, 2#水泵开启,
转速比为0.960, 3#水泵关闭, 4#水泵开启, 转速比
为0.955. 集中式算法给出的开启台数与分布式相
同[22] , 即都为3台, 转速比相差略大, 这将导致能耗
略大, 说明PEA也可对并联水泵的配置台数和转速
比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

(b) 2#水泵迭代结果

(a) 1#水泵迭代结果

(c) 3#水泵迭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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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型号的水泵系统中, 取小水泵的转速比
策略集为式(13)所示:
S1 = {0, 0.915, 0.920, 0.925, 0.930, 0.935,
0.940, 0.945, 0.950, 0.955, 0.960, 0.965,
0.970, 0.975, 0.980, 0.985, 0.990, 0.995,
1.000}.

(13)

取大水泵的策略集为式(14)所示:

(d) 4#水泵迭代结果
图 7 PEA下水泵运行策略集的概率分布变化结果
Fig. 7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results of pump operation strategy set under probability estimation algorithm

S2 = {0, 0.830, 0.840, 0.850, 0.860, 0.870,
0.880, 0.890, 0.900, 0.910, 0.920, 0.930,
0.940, 0.950, 0.960, 0.970, 0.980, 0.990,

PEA与DPEA性能比较如表3所示, 由上述表和
图可以看出, 分布式概率估计算法可以满足工程需
要, 并且相对于集中式能耗较低, 且迭代次数较少,
负荷差值小, 迭代时间较短.
表 3 PEA与DPEA算法性能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between PEA
and DPEA algorithms
能耗/kW 负荷差/(m3 ·h−1 )
集中式
分布式

444.70
437.25

1.96
0.72

从表5可以得出在不同流量下, 小泵和大泵基本
保持等比例调节, 符合实验方案中的预期结果. 出
现偏差原因有S2 粒度较粗问题外, 还有一定的负载
偏差.
表 5 不同流量组合下水泵调节结果

1.39
1.01

740
650

Table 5 Results of pump regulation under different
flow combinations

以某一公共建筑的空调系统中冷冻水循环泵系
统为研究对象, 该系统由4个变频水泵组成[23] , 其中
一个小泵, 其叶轮直径为406 mm; 3个大泵, 其叶轮
直径为457 mm. 系统的总设计流量为5783 m3 /h, 设
计扬程为50 m. 水泵特性参数相近, 如表4所示.
表 4 不同型号系统水泵特性参数
Table 4 Different types system pump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1. KP1020–3 2. KP1020–3 3. KP1020–3 4. KP1020–4
−0.0000084
−0.0044901
73.617886
−0.0000004
0.0009803
0.25837658

大小相同的水泵策略集可取相同. 在4台泵全开情
况下选择10个工况点进行验证, 结果如表5所示.

迭代次数

由于不同型号水泵并联时, 台数分配问题缺乏
相关研究, 因此对于该算法仅进行转速比验证. 根
据文献[12]中准则三有, 外部管网阻抗确定时, 存在
一个并联水泵最优转速比值R, 各并联水泵的转速
根据此比值保持等比例同步调节, 可满足不同的流
量设定值使得系统维持能耗最低.

−0.0000061
−0.0082170
60.4176716
−0.0000004
0.0009399
0.3163574

(14)

t/s

5.2 不同型号水泵系统仿真验证结果与分析

a
b
c
j
k
l

1.000}.

−0.0000085
−0.0004824
74.0549323
−0.0000004
0.00099871
0.24989817

−0.0000084
−0.0004577
73.5583605
−0.0000004
0.0009846
0.25913660

工况

1#w

2#w

3#w

4#w

R

5650
5550
5350
5250
5150
5050
4950
4850
4750
4650

0.995
0.995
0.990
0.975
0.995
0.975
0.990
1.000
0.970
0.975

0.990
1.000
0.990
0.980
0.940
0.920
0.980
0.960
0.990
0.990

1.000
1.000
0.980
0.990
0.960
0.990
0.960
0.890
0.890
0.980

1.000
0.980
0.970
0.970
1.000
1.000
0.930
1.000
0.990
0.880

0.332
0.333
0.336
0.332
0.343
0.335
0.341
0.349
0.337
0.342

6 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现有集中式算法难以适用于新型
群智能控制系统下并联水泵节能优化问题的求解,
提出了一种分布式概率估计算法. 其区别于传统概
率估计算法之处在于无需集中控制器, 各智能水泵
只通过与邻居交换信息来实现水泵的优化, 能够帮
助解决现场组态工作困难问题, 具有更强通用性和
拓展性. 本文中对该算法有效性验证分为两部分:
以大小相同冷冻水循环泵系统进行台数配置和转速
比优化验证并与集中式估计算法作比较, 大小不同
冷冻水循环泵系统进行转速比验证. 结果表明, 该
算法可在满足末端流量需求的情况下, 对大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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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水泵进行台数配置和转速比优化; 在末端流量
变化时, 转速比能够等比例调节, 实现对转速比的
优化, 同时保证系统运行在较高效率区间, 并且在
算法性能上具有一定优越性.

[15] LI Chengyong. Energy saving control method of multi-pump parallel centrifugal water pump. Building Energy & Environment, 2008,
37(4): 59 – 61.
(李承泳. 多泵并联离心水泵节能控制方法. 建筑热能通风空调,
2018, 37(4): 59 – 61.)

参考文献:

[16] ZHAO Tianyi, ZHANG Jili, MA Liangdong, et al. Online optimal
control scheme of variable speed parallel water pumps. Journal of
HV&AC, 2011, 41(4): 96 – 100, 84.
(赵天怡, 张吉礼, 马良栋, 等. 并联变频水泵在线优化控制方法. 暖
通空调, 2011, 41(4): 96 – 100, 84.)

[1] KOOR M, VASSILJEV A, KOPPEL T. Optimization of pump efficiencies with different pumps characteristics working in parallel mode.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Software, 2016, 101(11): 69 – 76.
[2] OLSZEWSKI P. Genetic optimizatio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complex parallel pumping station with centrifugal pumps. Applied
Energy, 2016, 178(9): 527 – 539.
[3] QIU Wenjun, OUYANG Zhengrong. Optimal control scheme of variable frequency parallel water pumps based on SHMFF. Fluid Machinery, 2018, 46(8): 40 – 43.
(仇文君, 欧阳峥嵘. SHMFF并联变频水泵的控制策略与优化. 流体
机械, 2018, 46(8): 40 – 43.)
[4] ZHANG Z J, KUSIAK A, ZENG H H, et al.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of a wastewater pumping system with data-mining methods. Applied Energy, 2016, 164(2): 303 – 311.
[5] VIHOLAINEN J, TAMMINEN J, AHONEN T, et al. Energyefficient control strategy for variable speed-driven parallel pumping
systems. Energy Efficiency, 2013, 6(3): 495 – 509.
[6] DAI Y C, JIANG Z Y, SHEN Q, et al. A decentralized algorithm for
optimal distribution in HVAC systems.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16, 95(1): 21 – 31.
[7] WANG Shiqiang, JIANG Ziyan, XING Jianchun, et al. Decentralized algorithm for sensors fault detection in HVAC systems. Journal
of Refrigeration, 2016, 37(2): 30 – 37, 92.
(王世强, 姜子炎, 邢建春, 等. 空调系统传感器故障检测的无中心算
法. 制冷学报, 2016, 37(2): 30 – 37, 92.)
[8] YU H, ZHAO T Y, ZHANG J L. Development of a distributed 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 to optimize pumps working in parallel mo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18,
24(3): 248 – 258.
[9] ZHANG Xun, WANG Ping, XING Jianchun, et al.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with decreasing inertia weight based on
Gaussian function.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 2012, 29(10):
3710 – 3712, 3724.
(张迅, 王平, 邢建春, 等. 基于高斯函数递减惯性权重的粒子群优化
算法.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12, 29(10): 3710 – 3712, 3724.)
[10] CHEN G G, LIU L L, SONG P Z, et al. Chaotic improved PSO-based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for minimization of power losses and L
index in power systems.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4,
86(10): 548 – 560.
[11] RADHAKRISHNAN N, SRINIVASAN S, SU R, et al. Learningbased hierarchical distributed HVAC scheduling with operational
constraint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 2017,
26(5): 1892 – 1900.
[12] DAI Yunchuang, JIANG Ziyan, CHEN Peizhang, et al. Optimal control of rotating speed of parallel frequency conversion water pump.
Journal of HV&AC, 2015, 45(8): 30 – 35, 22.
(代允闯, 姜子炎, 陈佩章, 等. 并联变频水泵转速优化控制研究. 暖
通空调, 2015, 45(8): 30 – 35, 22.)
[13] ZHOU Shude, SUN Zengqi. A survey on estimation of distribution
algorithms. Acta Automatica Sinica, 2007, 33(2): 113 – 124.
(周树德, 孙增圻. 分布估计算法综述. 自动化学报, 2007, 33(2): 113
– 124.)
[14] WANG Liang, LU Jun, CHEN Ming, et al. Optimal operation of parallel variable frequency chilled water pumps in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Journal of HV&AC, 2011, 41(12): 114 – 116, 45.
(王亮, 卢军, 陈明, 等. 空调系统冷水泵并联变频优化运行. 暖通空
调, 2011, 41(12): 114 – 116, 45.)

[17] HUANG Siyu, ZHAN Lijun, LIU Gang, et al. Strategy analysis on
variable frequency pumps in parallel optimization operation. Shanghai Energy Conservation, 2016(5): 271 – 276.
(黄丝雨, 詹利军, 刘刚, 等. 关于并联变频水泵的优化运行策略分析.
上海节能, 2016(5): 271 – 276.)
[18] WANG Chenguang. Energy-saving study on frequency-conversion
water pump without central control. Refriger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2017, 17(9): 64 – 67.
(王晨光. 无中心控制变频水泵节能研究. 制冷与空调, 2017, 17(9):
64 – 67.)
[19] YANG Yingming. Cal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optimized energy
saving operating solution of variable speed centrifugal pumps in parallel. Journal of HV&AC, 2016, 46(8): 64 – 69.
(杨英明. 变频离心泵并联节能运行最优解的计算与应用. 暖通空调,
2016, 46(8): 64 – 69.)
[20] FU Yongzheng, XIE Wenwen, YU Chengyi. Selection and energy
saving analysis of water pumps in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based on measured data. Journal of HV&AC, 2014, 44(9): 101 – 105,
10.
(符永正, 谢雯雯, 俞程祎. 基于实测的集中空调系统水泵选型与节
能分析. 暖通空调, 2014, 44(9): 101 – 105, 10.)
[21] ZHANG chenghui, LI hongbin, LIAO li, et al.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control for water-supply pumping stations driven by frequency
converter.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2004(3): 470 – 474.
(张承慧, 李洪斌, 廖莉, 等. 变频调速给水泵站效率最优控制策略.
控制理论与应用, 2004(3): 470 – 474.)
[22] SONG Youqiang, ZHENG Chuanjing, FAN Haibin,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water pumps of frequency controlled run in parallel. Refriger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2011, 25(4): 415 – 417, 424.
(宋有强, 郑传经, 樊海彬, 等. 水泵并联变频运行的实验研究. 制冷
与空调, 2011, 25(4): 415 – 417, 424.)
[23] SHAO Guangming, MIAO Xiaoping, PENG Fushe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speed characteristics of parallel connected variable frequency pumps. Journal of HV&AC, 2008, 48(11): 120 – 125.
(邵光明, 缪小平, 彭福胜. 并联变频水泵调速特性试验研究. 暖通空
调, 2018, 48(11): 120 – 125.)

作者简介:
于军琪

博士, 教授, 目前研究方向为建筑智能与节能控制技

术、建筑能耗监测与信息管理系统、智能自动化系统及应用, E-mail:
junqiyu@126.com;
张

瑞

硕士, 目前研究方向为建筑室内环境控制与优化和空调

设备控制与优化, E-mail: oyayiyayou@163.com;
赵安军

博士, 副教授, 目前研究方向为建筑物联网及大数据分

析、智能建筑暖通空调控制与优化、大型公建能耗监测与节能分析和智
能建筑检测技术, E-mail: zhao anjun@163.com;
钱薛艮

硕士, 目前研究方向为建筑节能优化, E-mail: qianxue

yin@126.com;
刘奇特

硕士, 目前研究方向为建筑智能化系统平台技术和中央

空调系统节能与优化, E-mail: liu qite@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