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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固废焚烧过程风量智能优化设定方法
崔莺莺1,2,3,4 , 蒙西1,2,3,4 , 乔俊飞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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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固体废物焚烧 (Municipal solid wastes incineration, MSWI) 技术由于其高效的减容效果逐渐成为了生
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 然而, MSWI 过程产生的氮氧化物 (Nitrogen oxides, NOx) 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之一.
为了控制 NOx 排放的同时保证燃烧效率, 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目标粒子群算法的 MSWI 过程风量智能优化设
定方法. 首先, 结合最大相关最小冗余算法及前馈神经网络, 建立燃烧效率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预测模型; 然后,
提出分阶段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 (Staged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SMOPSO), 获得一次风流
量和二次风流量的 Pareto 优化解集; 此外, 设计效用函数, 确定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的最优设定值; 最后, 基
于国内某城市固废焚烧厂的实际运行数据, 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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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Setting Method of Air Flow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s Incine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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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MSWI)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technology of waste treatment
because of its efficient capacity reduction. However, the nitrogen oxides (NOx) produced in the MSWI process are one of
the main pollutants. In order to control NOx emissions while ensuring combustion efficiency, an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setting method of air flow based on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by
combined minimalredundancy maximalrelevance criterion and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the prediction models of
combustion efficiency and NOx emission are established. Secondly, an improved staged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SMOPSO) is presented to obtain the Pareto optimal solutions of air flow. In addition, the utility
function is design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setting value of the primary air flow and the secondary air flow. Finally,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s verify the valid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based o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data.
Keywords: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nitrogen oxides；combustion efficiency；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setting
of air flow；staged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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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主要方式. 然而, 由于国内城市固体废物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城市固体废物的

值较低、含水量高且成分复杂, 在焚烧过程中容易

急剧增加导致“垃圾围城”现象愈发严重 . 焚烧

出现稳定性差、燃烧效率较低以及焚烧产生的污染

技术因其具有减容减量效果明显、无害化处理充分

物排放浓度较高等问题[1] . 城市固废焚烧 (Municipal

和资源利用率高等特点, 已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固废

solid wastes incineration, MSWI) 过程排放的氮氧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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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Nitrogen oxides, NOx) 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污

需求, 在此基础上最小化实际的过程损耗. 除上述过

染源之一, 严重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 目前, 部分城

程以外, 在选矿过程[10] 、炼铁工艺过程[11] 、烧结法氧

市固废焚烧厂通过调节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等

化铝生产过程[12] 等, 都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过程优

关键变量来减少 NOx 的排放, 风量值多依赖操作人

化投入了相应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员经验设定, 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此外，调节风量也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复杂工业过程的运行优

会影响燃烧效率. 燃烧效率反映了城市固废焚烧的

化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性能指标模型的建立, 这是

充分性, 不充分燃烧不仅影响固废减量化效果, 而且

实现性能指标优化的基础; 二是设计合适的优化算

会产生较多的一氧化碳 (Carbonic oxide, CO) 排放, 造

法求解操作变量的设定值, 以实现多个指标的优化.

成空气污染. 为了保证城市固废焚烧过程氮氧化物

针对第一个问题, 一些研究中采用工业过程的机理

排放浓度达标的同时提高燃烧效率, 研究 MSWI 过

模型直接进行优化[1314] , 但是大多数工业过程的机

程风量优化设定方法至关重要.

理复杂, 机理模型难以获取, 且机理模型具有较高的

锅炉燃烧过程

以及针铁

复杂性, 模型精度难以保证, 进而会对优化结果造成

矿法沉铁过程[89] 等工业过程都已在运行优化方面

影响. 随着数据收集技术的发展, 海量数据的获取使

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例如, 针对锅炉燃烧过程的优化

得数据驱动的建模方法成为研究热点并广泛用于建

问题, Tang 等

在建立锅炉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给锅

立工业过程模型. 在数据驱动的建模方法中, 使用较

炉效率和 NOx 排放分配不同的权值, 将其转化为单

为广泛的有支持向量机[4] 和神经网络[23] 技术, 且

目标进行优化, 并通过实际工业运行数据验证了同

研究结果表明了数据驱动的方法适合用于建立流程

时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 NOx 排放的可能性. 文献 [3]

工业过程模型, 特别是神经网络具有良好的学习和

将锅炉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之

自适应能力, 能够准确描述过程相关变量与性能指

和作为优化目标函数, 通过粒子群算法寻优实现污

标之间的关系[5] . 针对第二个问题, 一些优化研究

染物排放浓度的降低. 此外, Zheng 等人[4] 提出了基

中为了求解操作变量的设定值, 把多个性能指标的

于数据驱动混合策略的多目标燃烧优化方法, 首先

优化转化为单目标优化问题来求解[11, 15] . 由于大部

建立锅炉燃烧过程的数据驱动模型, 然后设计多目

分工业过程具有非线性和强耦合性的特点, 面临着

标粒子群优化算法求解风量的设定值. 实验结果验

加权求和权重系数难确定的问题. 近年来, 多目标

证了该方法在解决多目标燃烧优化问题时的有效性

进化优化算法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解决流程工业过

和即时性. 为降低污水处理能耗和出水氨氮、总氮浓

程中的多目标优化问题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度, 栗等人

提出了污水处理过程优化决策方法, 采

problems, MOPs). 属于进化算法类的多目标遗传算

用前馈神经网络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FNN)

法[6] 和多目标粒子群算法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建立能耗和水质模型, 通过多目标优化算法和出水

swarm optimization, MOPSO)[4, 7] 相比其它传统方法

水质达标约束确定溶解氧、硝态氮浓度的最优设定

具有更好的优化性能, 能获得一组代表目标之间折

值. Hreiz 等

采用基于精英选择的多目标遗传算法

衷的 Pareto 解, 特别是 MOPSO 算法具有较快的收敛

对溶解氧和硝态氮等变量的值进行优化, 以实现降

速度且原理简单[4] , 多用于实现复杂流程工业过程的

低运行成本和氮排放量的目标. 此外, 文献 [7] 建立

多性能指标优化.

[2]

[5]

[6]

[24]

、污水处理过程

[57]

了污水处理过程双层运行指标模型, 并采用多目标

基于以上研究及分析, 文中提出了城市固废焚

粒子群算法优化上层指标泵送能耗和下层指标水质、

烧过程风量智能优化设定方法, 通过对风量的设定

曝气能耗, 最后通过仿真实验平台验证了所提出的

值进行优化来降低城市固废焚烧的氮氧化物排放,

方法能够有效地改善多个性能指标. 为实现针铁矿

同时最大化燃烧效率. 首先, 基于相关的模型输入变

法沉铁过程的运行优化, 熊等人

基于针铁矿法沉

量特征选择结果, 通过前馈神经网络建立燃烧效率

铁过程的 CSTR 模型和铁渣铁含量预测模型建立多

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评价模型. 然后, 基于所建立

目标优化函数, 并设计了双种群协同进化算法求解

的性能指标模型, 设计分阶段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

多目标优化模型, 实现了降低反应耗氧量以及提高

法 (Staged multiobjec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铁渣铁含量的目标. 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用于指

algorithm, SMOPSO) 实现城市固废焚烧过程多性能

导实际工业过程的可行性. 在文献 [9] 中, 采用径向

指标优化的求解. 最后, 基于求解的 Pareto 解集确定

基函数神经网络在线估计除铁工艺的氧气反应效率,

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的优化设定值, 以实现进

并通过非线性约束优化方法来满足除铁工艺的技术

一步优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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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固废焚烧过程风量智能优化设定框架

1 MSWI 过程分析

达到着火点. 二次风从炉膛上方进入, 保证氧气含量,

MSWI 过程主要包括固废焚烧、烟气处理以及

使燃烧更加充分. 因此, 足量的空气供给能促进垃圾

余热发电等. 如图 1 所示, 固废在焚烧炉的燃烧室内

的燃烧, 提高燃烧效率. 但是, 城市固废燃烧过程中生

经过干燥、燃烧和燃烬等阶段, 最终转化为灰烬、烟

成的氮氧化物也与通入到炉膛内的空气有着密切的

气以及热量. 其中, 灰烬由专门的清理装置进行处理,

联系[16] . 大量的氧气供给能明显提高燃烧效率, 但也

而热量则被输送到余热锅炉系统中产生用于发电的

会生成更多的 NOx 排放气体. 此外, 空气过多会发生

蒸汽. 焚烧过程包含大量的物理、化学反应, 产生的

垃圾融化结块现象, 导致炉排受到损伤[16] . 因此, 选

烟气中包含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排放气体, 其中 NOx

择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作为优化操作变量, 通

就是来源于固废中含氮有机物的分解转化和空气中

过获取其合适的优化设定值来实现提高城市固废燃

氮气的高温氧化[16] . 随着我国烟气排放标准越来越

烧效率的同时降低 NOx 的排放浓度.

严格, 一些城市固废焚烧厂通过运行操作从源头降

基于以上分析, 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目标粒

低氮氧化物的生成, 但难以同时保证城市固废的燃

子群算法的 MSWI 过程风量智能优化设定方法. 该

烧效率. 燃烧效率是评估焚烧是否达到预期处理的

方法的流程框架如图 1 所示, 包含了基于前馈神经

要求的指标

. 燃烧效率较低表明焚烧效果差, 固废

网络的性能指标建模方法, 所建立的燃烧效率模型

没有得到充分的焚烧减量化处理, 由此也会产生较

和 NOx 排放模型用于评估性能指标; 设定值的多目

多的 CO 排放气体, 污染空气. 因此, 对城市固废焚烧

标优化方法, 利用改进的分阶段多目标粒子群算法

过程中与氮氧化物的生成以及燃烧效率有关的关键

来求解城市固废焚烧多目标优化模型, 获得一次风

操作变量进行优化设定, 以达到两个目标的同时优

流量和二次风流量的优化解集; 基于 Pareto 解集的

化十分有必要. 由于降低氮氧化物排放与提高燃烧

最优设定值确定, 通过计算解的效用函数, 来确定一

效率两个目标相互冲突, 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多目

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的最优设定值.

标优化问题. 其中, 燃烧效率 (Combustion efficiency,

2 MSWI 过程性能指标模型的建立

[16]

CE) 与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浓度有关[16] , 主要通
过以下式子来表示:
[CO2 ]
× 100%.
CE =
[CO2 ] + [CO]

文中研究的城市固废焚烧过程风量智能优化设
定的主要目标是在保证排放烟气中氮氧化物浓度达

(1)

依据图 1 中的城市固废焚烧工艺流程图, 一次风
流量和二次风流量是 MSWI 过程的两个重要操作参
数. 焚烧过程中所需的氧气主要来自外界送入的空
气. 其中, 一次风经过加热从炉排下方鼓入, 使垃圾

标的同时提高城市固废的燃烧效率. 因此, 建立能准
确评估性能指标的模型是关键. 由于城市固废焚烧
过程具有强非线性, 其机理模型难以建立, 因此本节
将展示结合特征选择方法及前馈神经网络建立系统
燃烧效率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数据驱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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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变量的选择

j1

x1

优化的性能指标变量燃烧效率和氮氧化物排放

j2

浓度与焚烧过程中的许多过程变量相关, 这些变量

CE

x2
j3

...

维数较高且变量之间通常耦合较严重, 不加筛选的

å

模型输入会导致模型精度降低、训练时间增长. 因

wH , L

此, 通过最大相关最小冗余准则 (Minimalredundancy

䗃ޕቲ

maximalrelevance criterion, mRMR)[17] 从多个过程变

jL

䳀ਜ਼ቲ

j1

mRMR 算 法 的 核 心 目 标 是 找 到 一 组 特 征 变

x1

量, 这组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高, 这是

j2

NOx

x2

mRMR 算法的目标之一, 被称为“最大相关性”; 同时

å
j3

...

这些被选择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低, 这是 mRMR

WL

...

xH

算法的第二个目标, 被称为“最小冗余性”. 其中, 变

wH , L

䗃ޕቲ

jL

䳀ਜ਼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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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2

式中: N I(xi ; p) 是标准化处理后的互信息值;H(xi )
和 H(p)) 分别表示变量 xi 和变量 p 的信息熵.

基于 FNN 的性能指标模型

y(x) =

I(xi ; p) 表示特征变量 xi 和输出变量 p 之间的互信
息, 通过变量的信息熵和联合熵来计算.

䗃ࠪቲ

(a) สҾFNNⲴ⟳✗᭸⦷⁑ර

量中提取出最优的特征子集.

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计算互信息值来衡量.
I (xi ; p)
N I (xi ; p) = p
.
H (xi ) · H(p)

WL

...

xH

L
X

Wl φl (x) + B.

(4)

l=1

式中: x = [x1 , x2 , . . . , xH ] 代表模型的输入向量, Wl

I (xi ; p) = H (xi ) + H(p) − H (xi ; p) .

(3)

基于 mRMR 准则和 MSWI 机理, 选取了包括风
量在内的 16 个过程变量作为性能指标模型的输入变
量, 具体的输入变量及含义如表 1 所示.

是隐含层第 l 个神经元与输出节点之间的连接权值,
偏置是 B. 隐含层神经元个数 L 通过试凑法确定其
值为 25. φl (x) 是隐含层第 l 个神经元的输出函数,
激活函数为双曲正切 sigmoid 函数, 表达式如公式 (5)
所示:

2.2 模型的建立
由于前馈神经网络结构简单且具有良好的非线
性映射能力 , 因此文中采用 FNN 建立氮氧化物排

φl (x) = tansig

图 2 中 (a) 和 (b) 分别是利用 FNN 建立的燃烧
效率和 NOx 排放的模型示意图, 模型主要由输入层、
隐含层和输出层构成. 网络的输出可描述为

符号

含义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一次风流量
二次风流量
一次燃烧室右侧烟气温度
一次燃烧室左侧烟气温度
一次燃烧室右侧温度
一次燃烧室左侧温度
干燥炉排右 1 空气流量
干燥炉排左 1 空气流量
燃烧段炉排右 11 段空气流量
燃烧段炉排左 11 段空气流量
尿素溶液量
石灰给料量
活性炭储仓给料量
锅炉出口主蒸汽流量
入口烟气含氧量
炉膛平均温度

km3 N /h
km3 N /h
℃
℃
℃
℃
km3 N /h
km3 N /h
km3 N /h
km3 N /h
L/h
kg/h
kg/h
t/h
%
℃

.

(5)

元之间的连接权值, bl 为偏置. 输入神经元个数为 H,
与模型输入变量维数相同.
文中采用二阶 LM(LevenbergMarquardt, LM) 算
法

编号

wh,l xh + bl

其中: wh,l 为第 h 个输入节点与隐含层第 l 个神经

[18]

表 1 模型的输入变量

!

h=1

[5]

放浓度和燃烧效率的数据驱动模型.

H
X

更新网络的参数, 更新规则为:
−1 T
J n en .
∆n+1 = ∆n − JTn Jn + λn I

(6)

其中: ∆ 代表网络待更新的参数, J 为 Jacobian 矩阵,
λn 是学习系数, e 表示期望输出与实际输出之间的
误差向量.

3 MSWI 过程设定值优化
为了实现优化城市固废的燃烧效率和 NOx 排放
浓度的目标, 文中基于所建立的数据驱动模型, 采用
分阶段多目标粒子群算法对性能指标进行优化, 以
获得操作变量的优化设定值.
3.1 多目标优化模型
MSWI 过程多目标优化包含了两个优化目标:
1) 最大化城市固废的燃烧效率; 2) 最小化焚烧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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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排放浓度. 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作为优化

索到的历史最优解 pi,d , 另一个是整个种群搜索到的

设定变量. 基于此, 建立 MSWI 过程的多目标优化模

历史最优解: 全局引导者 gi,d [20] .

型为:

vi,d (t + 1) =ωvi,d (t) + c1 r1 (pi,d (t) − zi,d (t)) +
min y = [−y1 (x), y2 (x)] .
x = [x1 , x2 , . . . , x16 ] ;
s.t.

56 ≤ x1 ≤ 68;

c2 r2 (gi,d (t) − zi,d (t)) .

(8)

zi,d (t + 1) = zi,d (t) + vi,d (t + 1).

(9)

其中: vi,d (t) 和 vi,d (t+1) 分别是粒子在第 t 次和 t+1

1 ≤ x2 ≤ 16.

(7)

次迭代时第 d 维的速度; zi,d (t) 表示粒子更新后的位

其中: y1 (x) 代表所建立的基于 FNN 的燃烧效率模

置; r1 和 r2 是 0~1 之间的随机数. ω 、c1 和 c2 是粒

型; y2 (x) 代表所建立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模型; x1

子群算法的飞行参数, 分别表示惯性权重和学习因

和 x2 分别表示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 文中主要

子[20] . 针对 MOPSO 在快速收敛的同时容易陷入局

针对炉膛温度在 [900, 1050] 范围内的系统运行工况,

部最优的问题

考虑到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优化算法, 促使种群在在快速收敛的同时, 提高进化

[19]

, 设置 x1 和 x2 的调节

范围分别为 [56, 68] 和 [1, 16] , 其它过程变量的实际
运行数据作为模型输入评估性能指标. 为了最小化

[21]

, 提出改进的分阶段多目标粒子群

的多样性, 为最终优化解的确定提供更多可选择性.
在种群进化过程中, 粒子的进化能力处于变化

目标函数 y , 多目标优化算法被用来对各目标寻优.

的状态, 种群的进化可以据此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综

3.2 多目标优化算法

合考量每次迭代后种群的进化信息, 对于判断种群

粒子群优化算法原理简单, 便于实现, 且具有
较快的收敛速度[20] , 能快速求解系统在每个优化周
期的设定值, 满足运行实时性要求, 因此文中采用
MOPSO 算法求解 MSWI 优化模型.
在 MOPSO 算法中, 每个粒子都在解空间中通过
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来搜索新解. 其中, 粒子主要在

进化情况, 确定种群进化阶段来说至关重要[21] .
v
uX
um
2
g
g
g
Φi (t) = t
fi,j
(t) − fi,j
(t − 1) .
(10)
j=1

v
u Pm
u j=1 (fw,j (t) − fi,j (t))2
Φi (t) = t Pm
2.
j=1 (fw,j (t) − fb,j (t))

(11)

两个“引导者”的指导下来更新自己, 一个是粒子搜

g
其中: fi,j
(t) 表示第 i 个粒子的全局最优解的第 j 个

ᔰ

目标值; fw,j (t) 和 fb,j (t) 分别表示当前种群中较好
的解和较差的解的第 j 个目标值; fi,j (t) 代表种群中
第 i 个粒子的第 j 个目标值. 为了使各个目标处于相

ࡍॆ㗔㋂ᆀǃཆ䜘ẓṸ৺৲ᮠ

同的数值尺度, 在计算时进行归一化处理. 通过公式
䇑㇇㗔ѝ㋂ᆀⲴ䘋ॆؑ

(10) 和公式 (11) 分别计算种群的进化能力、粒子的
进化能力. 综合整体和个体的进化能力, 种群中每个

㗔䘋ॆᱟ䎻Ҿа㠤
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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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的进化效率可以被定义为：
q
2
2
Ei (t + 1) = (Φgi (t)) + (Φi (t)) .

(12)

种群中每个粒子的进化效率表明了在当前迭代
时刻粒子的综合进化实力. 在迭代初期, 若种群中每

สҾ᭦ᮋᓖ䇴ՠ䘹
ᤙޘተᕅሬ㘵

个粒子的进化实力都趋于一致, 说明此时种群整体
进化实力较强, 应当扩大种群搜索范围, 提高粒子的
多样性; 在迭代后期, 若种群中粒子的进化实力趋于

ᴤᯠཆ䜘ẓṸѝⲴ䀓

一致, 说明此时种群有陷入局部最优而造成整体“进
ᱟ┑䏣㓸→ᶑ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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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分阶段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流程图

化停滞”的可能性, 应通过多样化的进化引导使种群
跳出局部最优. 相反, 在种群进化过程中, 若各个粒子
的进化效率差别较大, 应通过“精英”选择策略来促
进种群中进化能力弱的粒子向性能较优的粒子学习,
从而更快到达较优的搜索区域.
在进化过程中, 若种群粒子实力趋于一致, 则定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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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此时的进化为“阶段 1”, 否则属于“阶段 2”. 基

以依据焚烧厂的实际需求人为给定, 文中实验部分

于种群进化阶段的划分, 所提出的 SMOPSO 算法中

设置两个目标的权重值都为 0.5. Pareto 解集中效用

全局最优解的选择主要用于实现不同的进化阶段要

函数值最小的解确定为风量的最优设定值.

求, 即分阶段选择种群的全局引导者.

4 仿真实验结果

若种群的进化属于“阶段 1”, 则全局引导者主
要侧重于引导多样性的进化. 因此, 基于差分进化算
子, 对选择的全局引导者引入变异操作.
gi,d (t) =

′
gi,d
(t)

+M

gdArc1 (t)

+



gdArc2 (t)

4.1 数据集描述
实验中使用的数据来自某固废焚烧厂采集到的
系统平稳运行状态下的真实数据, 采样间隔为 20s,

.

(13)

优化周期为 4min. 由于传感器故障或其它干扰因素,

′
式中: gi,d
(t) 为依据拥挤距离所确定的全局引导者,

原始数据中存在异常值. 因此,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

gdArc1 (t) 和 gdArc2 (t) 为从种群的外部档案中随机选

识别和判断, 并对异常值进行处理. 依据 3σ 原则[4]

择的非支配较优解. 此外, M 为变异参数, 在区间

和实际固废焚烧运行约束, 如果当前的样本数据与

[0.5, 1] 之间产生. 通过对所选择的全局最优解引入

平均值之间的偏差大于 3 倍的标准差, 则该样本数

差分进化的变异操作, 能够为种群粒子的进化提供

据被认为是异常值, 否则认为是正常值而被保留.
经过异常值处理后, 选取 810 组数据作为训练数

更多样化的引导者.
若种群的进化属于“阶段 2”, 则全局引导者主
要侧重于引导种群粒子向较优的搜索区域收敛. 因
此, 通过对档案中的解进行收敛度评估来确定全局
引导者.
Con Di (t) =

m
X

据集, 270 组数据作为测试数据集. 此外, 对实验的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量级差异[2] .
si − si,min
.
sscaled
=
i
si,max − si,min
表2

Arc
fi,j
(t).

性能指标模型预测结果

(14)

j=1

其中: Con Di (t) 表示档案中第 i 个粒子的收敛度. 首
先从外部档案中选择拥挤距离值排序的前 25% 的粒

度量指标

模型
燃烧效率模型
氮氧化物排放模型

M AP E

RM SE

R2

10.1200%
5.0080%

3.7577
7.8653

0.8308
0.9291

子; 然后计算所选择的每个粒子的收敛度, 具有最大
收敛度的粒子将作为全局引导者.
此外, 为了扩大粒子的搜索范围, 对种群的进化
施加一定的扰动. 在种群进化的“阶段 1”, 通过引入
随机变异机制提高种群的全局搜索能力, 避免粒子
在前期由于收敛速度较快而陷入局部最优, 同时提
高种群跳出局部“陷阱”的能力.
所提出的 SMOPSO 能很大程度地改善传统多目
标粒子群算法解决实际工业优化问题时寻优效果差、
易陷入局部最优的现象. 其中, 算法的流程图如图 3

(a) а⅑仾⍱䟿Ոॆ䇮ᇊ٬

所示.
3.3 最优设定值确定
为了从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所求得的解集中
确定最优的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设定值, 设计
基于 Pareto 解集的最优设定值确定方法. 首先根据
决策者的偏好信息, 确定各个优化性能指标偏好[22] ;
然后, 依据解的效用函数的方法来确定最优解[4] . 其
中, Pareto 解集中第 i 个解的效用函数定义为:
m
m
X
X
Ui =
µj fi,j .
µj = 1; i = 1, . . . , k. (15)
j=1

j=1

其中: k 为 Pareto 解集中解的个数, µj 为根据决策偏
好获得的第 j 个指标的权重值, 每个指标的权重值可

(16)

(b) Ҽ⅑仾⍱䟿Ոॆ䇮ᇊ٬

图 4 风量优化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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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优化算法对于性能指标的 1 小时优化结果比较
MOPSO

MOPSOCD

NSGAII

SMOPSO

Mean(std)

Mean(std)

Mean(std)

Mean(std)

36.46(5.05e03)
92.24(5.06e01)
0/2/0

36.63(2.84e03)
91.73(2.30e01)
0/2/0

36.76(8.24e03)
90.81(1.15e+00)
0/2/0

37.19(1.20e03)
88.66(1.76e01)

性能指标
燃烧效率 (%)
氮氧化物排放 (mg/m3)
+/ − / ≈

其中: sscaled
代表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而 si 、
i

基于所求解的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的优化

si,max 、si,min 分别代表原始数据、原始数据的最大

设定值, 获得了各性能指标的优化结果. 图 5 中 (a) 是

值和最小值.

基于 FNN 模型的燃烧效率性能指标优化结果, (b) 是

4.2 性能指标预测结果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优化结果. 结果表明, 燃烧效率

为了评估文中采用神经网络建立的性能指标模

整体优化结果与实际运行结果相比有很大提升. 虽

型的预测精度, 采用如下的度量指标：平均绝对百分

然有部分优化数值低于实际运行结果, 可能的原因

比误差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均

是预测模型的内在精度问题, 优化时的输入数据超

方根误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判定系数

出了模型训练集数据范围. 整体的优化结果表明了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

提高焚烧厂运行的燃烧效率的可能性, 具有重要的

N
1 X ŷi − yi
× 100%.
N i=1
yi
v
u
N
u1 X
2
RM SE = t
(ŷi − yi ) .
N i=1
PN
2
i=1 (ŷi − yi )
R2 = 1 − P 
2 .
PN
N
y
−
y
i
i=1
i=1 i

M AP E =

指导意义. 优化后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仅低于国
(17)

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值, 还低于优化前的实际运
行结果. 这也证实了, 虽然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 但

(18)

是通过调整运行的操作变量, 可以同时实现最大化
城市固废燃烧效率和最小化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仿

(19)

真结果表明, 与历史运行数据相比较, 优化后的燃烧
效率平均提高了 21.31%;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平均降

其中: yi 和 ŷi 分别表示第 i 个样本的实际采样值和
模型的预测输出值, N 代表样本个数.
表 2 给出了燃烧效率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
预测效果, 从中可以得出所建立的模型能较好地预
测城市固废燃烧效率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预测精
度高. 此外, 由表可知燃烧效率模型预测 RMSE 为
3.7577, MAPE 为 10.1200%; 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模
型预测 RMSE 为 7.8653, MAPE 为 5.0080%. 以上结
果表明所建立的 FNN 性能指标预测模型输出能较
好地逼近燃烧效率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实际输出,
为性能指标优化奠定了基础.

(a) ⟳✗᭸⦷ᙗ㜭ᤷḷՈॆ㔃᷌

4.3 风量优化设定结果
基于所建立的性能指标模型, 通过 SMOPSO 求
解城市固废焚烧过程的多目标优化模型, 并从求解
的 Pareto 解集中获得了各风量的优化设定值, 图 4 中
(a) 和 (b) 分别为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的设定值
优化结果. 从图中可以看出, 优化后的一次风流量波
动较小, 满足系统稳定性要求. 二次风流量整体的优
化设定值与实际数据相比偏高, 但都在合理的运行
操作范围之内, 为 MSWI 的实际运行操作提供了理
论指导.

(b) ≞≗ॆ⢙ᧂ᭮⎃ᓖᙗ㜭ᤷḷՈॆ㔃᷌

图 5 性能指标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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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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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权值设置时燃烧效率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改善效果

权值设置

µ1 = 0.1
µ2 = 0.9

µ1 = 0.2
µ2 = 0.8

µ1 = 0.3
µ2 = 0.7

µ1 = 0.4
µ2 = 0.6

µ1 = 0.5
µ2 = 0.5

µ1 = 0.6
µ2 = 0.4

µ1 = 0.7
µ2 = 0.3

µ1 = 0.8
µ2 = 0.2

µ1 = 0.9
µ2 = 0.1

CE 改善效果 (%)
NOx 改善效果 (%)

3.46
23.76

4.52
23.23

10.16
24.54

17.05
24.22

21.31
22.26

31.50
17.20

43.11
11.20

52.53
5.18

55.22
1.45

低了 22.26%. 此外, 算法在每个优化周期的计算

首先, 分别介绍了该优化设定方法中数据驱动模型

时间为 30s, 小于设置的优化周期, 且满足国家生活

的建立以及优化设定值的求解. 然后, 通过实验分别

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的 1 小时均

验证性能指标模型的预测性能以及多目标优化算法

值计算时间.

所求得的解对于风量的优化设定效果. 根据实验结

此 外, 为 了 验 证 本 文 所 提 出 的 优 化 算 法

果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SMOPSO 对于 MSWI 的风量设定多目标优化模型求
解的有效性, 将 SMOPSO 与 MOPSO

1) 在建立数据驱动模型方面, 文中首先通过特

、基于拥挤

征选择算法选择出模型的输入变量, 然后分别建立

距离的 MOPSO(MOPSO based on crowding distance,

基于 FNN 的性能指标预测模型. 基于工厂实际运行

MOPSOCD)

[24]

和 NSGAII

[25]

[23]

算法对于 MSWI 性能

数据, 验证了所建立的模型.

指标的 1 小时优化结果进行对比. 统计不同算法 20

2) 在多目标优化求解方面, 文中基于所建立的

次独立运行的均值和方差，并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

数据驱动模型, 通过分阶段多目标粒子群算法求解

采用 Wilconxon 秩和检验, 显著性水平为 0.05, 其中

风量的优化解集, 实现降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同

+/ − / ≈ 分别表示文中所提算法结果与其它算法相

时提高燃烧效率.

比显著较好、显著较差以及统计相似. 优化前, 实际

3) 对于粒子群算法求解的 Pareto 解集, 采用效

MSWI 过程的运行燃烧效率 1 小时均值为 31.00%,

用函数的方法确定一次风流量和二次风流量的唯一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1 小时均值为 120.00mg/m . 经

优化设定值. 通过性能指标优化前后的对比, 验证了

过 MOPSO、MOPSOCD、NSGAII 和 SMOPSO 算法

所设计的智能优化设定的有效性: 燃烧效率平均提

优化后, 由表 3 可知, 燃烧效率分别提高到 36.46%、

高了 21.31%, 氮氧化物排放平均降低了 22.26%.

3

36.63%、36.76% 和 37.19%; 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降

尽管文中提出的方法在 MSWI 过程风量优化中

低到 92.24mg/m 、91.73mg/m 、90.81mg/m 和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但是仍有一些可作为后续研究

88.66mg/m3 , 分别降低了 23.13%、23.56%、24.33%

的改进之处. 例如, 在优化设定解确定时, 不同的性

和 28.62%. 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三种优化算法都能

能指标权重分配会对最终的优化效果产生影响，接

实现 MSWI 过程性能指标优化, 但文中提出的分阶

下来将考虑结合决策者的偏好和 MSWI 过程当前运

段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的结果明显优于其它算法,

行的实际需求, 设计性能指标权重自适应分配方法.

能最大程度的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以及提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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