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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态惩罚因子的改进蚱蜢算法求解经济负荷调度和经济排
放联合调度问题
李 斌1† , 刘文胜1 , 王介生2 , 郭莎莎2 ,
(1. 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省 大连市 116012；2. 辽宁科技大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辽宁省 鞍山市 114051)
摘 要: 电力生产装置运行中各种燃料的成本在逐步增加, 因此需要最小化成本函数来求解此类复杂经济负荷
调度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动态惩罚因子的改进蚱蜢算法求解经济负荷调度 (Economic load dispatch,ELD) 问
题和经济排放联合调度 (Combined economic emission dispatch,CEED) 问题. 为了提高蚱蜢算法 (Grasshopper
optimization

algorithm,GOA)

性 能,

提出一种改进的混合蚱蜢算法

(Hybrid

grasshopper

optimization

algorithm,HGOA), 将重力搜索算子和鸽群搜索算子-地标算子加入到 GOA 中, 增强了算法的搜索能力, 并且平衡
了算法的勘探和开发. 同时, 为了更好的解决 ELD 和 CEED 问题中的约束问题, 提出了六个惩罚函数, 包括两个
V 型函数、反正切函数、反正弦函数、线性函数和二次函数, 使用动态惩罚策略来代替传统的固定值惩罚策略.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我们选取了三个 ELD 问题案例, 总需求分别为 1263MW、800MW 和
2500MW. 对于 CEED 问题选取了四个案例, 总需求分别为 150MW、175MW、200MW 和 225MW. 实验结果表
明,HGOA 相较于其他元启发式算法在求解质量上表现更好, 而且动态惩罚策略比固定值惩罚策略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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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Grasshopper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ynamic
Penalty Factors to Solve Economic Load Dispatch and Combined
Economic Emission Dispatch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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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st of various fuels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in the operation of electric power production unit, so it is
necessary to minimize the cost function to solve this kind of complex economic load dispatch problem. An improved
grasshopper optimization algorithm (GOA) based on dynamic penalty factor is proposed to solve Economic load dispatch
(ELD) problem and Combined Economic Emission Dispatch (CEED) probl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GOA, an improved Hybrid Grasshopper optimization algorithm (HGOA) is proposed. The gravity search operator and
pigeon landmark operator are added into GOA to enhance the search ability of the algorithm, and balance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lgorithm.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straint problems in ELD and CEED problems,
six penalty func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two V-shaped functions (V1-V2), arc tangent functions (Atan), arc sine
functions (Asin), linear functions (Lf) and the quadratic function(Qf), and dynamic penalty strategy is used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fixed value penalty strategy.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we selected three ELD
problem cases with a total demand of 1263MW, 800MW and 2500MW respectively. For CEED problem, four cases
were selected, with total demand of 150MW, 175MW, 200MW and 225MW respectivel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HGOA performs better in solving quality than other meta-heuristic algorithms, and the dynamic penalty strategy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fixed value penalty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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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理, 惩罚参数大小的选择, 对于处理约束问题非常重

经济负荷调度 (Economic load dispatch,ELD) 是

要. 文献 [8] 选择了一个固定的惩罚参数, 并从相应

电力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ELD 问题的主要目标

的惩罚函数中推导出适应度函数. 该方法需要反复

是在满足供电需求和运行约束的同时, 使发电机组

试验才能找到合适的惩罚参数. 本文提出了基于动

的燃料成本最小 [1] .ELD 问题中会存在很多问题和

态惩罚因子的改进蚱蜢算法解决 ELD 和 CEED 问

约束, 如阀点效应、禁止操作区和传输损耗等, 使

题, 将重力搜索算子和鸽群搜索算子-地标算子引入

得 ELD 成为一个非凸优化问题, 很难使用传统的

到 GOA 的优化过程中, 提高了算法的全局探索能力,

数学方法来解决. 因此, 很多智能优化算法被用来求

避免陷入局部最优, 并且平衡了算法的勘探和开发.

解 ELD 问题, 并得到很好的效果.M. Fesanghary 等

同时还提出了动态惩罚策略代替传统的固定值惩罚

人

策略. 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所提出的惩罚策略和改

[2]

提出一种基于和声搜索 (Harmony search,HS) 算

法解决 ELD 问题, 并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K

进蚱蜢算法的有效性.

Sudhakara Reddy 等人

1 经济负荷调度和经济排放联合调度问题

[3]

提出了一种基于萤火虫算

法 (Firefly algorithm,FA) 解决 ELD 问题, 结果表明,

1.1 经济负荷调度问题

与其它优化算法相比,FA 具有较高的鲁棒性和效

ELD 问题目标是在满足负荷需求和约束条件的

率.Menakshi 等人 [4] 提出了一种求解最优负荷分配

情况下, 使燃料成本最小化. 采用二次函数表示, 发电

问题的蚁狮优化技术.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在求解

机组燃油成本函数如公式（1）所示：
X n

M inFt = min
αi + βi Pi + γi Pi 2

质量上相较于已有文献报道的其他算法效果更好.
从上面的文献可以看出智能优化算法在解决经济调

i=1

(1)

度问题时有很好的表现, 然而这些方法依然容易陷

式中, Ft 为燃料总成本, Pi 是第 i 台发电机组的输出

入局部最优, 很难找到最优解.

功率, n 为发电机组的数量. αi ,βi 和 γi 为第 i 台发电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电力生产中在注
重燃料成本的同时, 还应该考虑控制污染物的排

机组的成本系数.
1.2 经济排放联合调度问题

放, 减 小 对 环 境 的 污 染. 研 究 发 现, 可 以 采 用 高

CEED 通常是指在满足总负荷需求以及约束条

阶函数可以代表发电系统的实际响应, 改进求解

件下, 使燃料成本和污染物排放量都达到最小化 [6] .

方法, 但是高阶函数会使求解经济排放联合调度

本文中的污染物排放主要考虑了 SO2 、N Ox 和 CO2 ,

(Combined economic emission dispatch,CEED) 问题

因此,CEED 问题有四个优化目标. 在这里燃料成本

更加复杂.Fahad Parvez Mahdi 等人 [5] 提出了一个量

函数用三次准则函数表示, 总燃料成本可以表示为：
Xn
Ft (P ) =
ai Pi 3 + bi Pi 2 + ci Pi + di (2)

子激发的粒子群优化算法 (Quantum particle swarm

i=1

optimization,QPSO) 解决了许多客观的环境经济调度

式中,Pi 是第 i 台发电机组的输出功率,n 为发电机

问题. 文献 [6] 又提出了一种基于量子计算思想的蝙

组的数量,ai ,bi ,ci ,di 是第 i 台发电机组的燃料成本系

蝠算法 (Quantum-behaved bat algorithm,QBA) 来解

数.SO2 、N Ox 和 CO2 排放量函数如下所示：
Xn
ESO2 (P ) =
eSO2i Pi 3 + fSO2i Pi 2

决 CEED 问题, 并进行仿真实验验证. 结果表明,QBA
解决 CEED 问题在求解质量、鲁棒性和计算性能方
面均优于其他文献中的方法.Boudjella Houari 等人 [7]
提出了一种具有动态变化带宽的改进和声搜索算法,
称为改进的动态和声搜索算法 (Improved dynamic
harmony search algorithm,IDHSA) 用于具有较高成本
函数的 ELD 问题. 上述文献中采用一些策略对智能
优化算法进行改进可以增强算法的搜索能力, 提高
收敛速度和搜索精度. 但是, 这些方法只是对算法进
行了改进, 并没有对 ELD 问题中约束处理提出更好
的解决方法.
在对算法进行改进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对约束问
题的处理. 通常采用惩罚函数来对约束问题进行处

i=1

+ gSO2i Pi + hSO2i
Xn
EN Ox (P ) =
eN Oxi Pi 3 + fN Oxi Pi 2
i=1

+ gN Oxi Pi + hN Oxi
Xn
ECO2 (P ) =
eCO2i Pi 3 + fCO2i Pi 2

(3)

i=1

+ gCO2i Pi + hCO2i
式中, ESO2 (P )、EN Ox (P ) 和 ECO2 (P ) 分别是 SO2 、
N Ox 和 CO2 的排放函数. eSO2i 、
fSO2i 、
gSO2i 、
hSO2i 、
eN Oxi 、fN Oxi 、gN Oxi 、hN Oxi 、eCO2i 、
、fCO2i 、
、gCO2i
和、hCO2i 分别为第 i 台发电机组的 SO2 、N O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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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排放系数.

1.3.3 固定值惩罚策略

使用价格惩罚因子将燃料成本目标函数和污染
物排放量目标函数转换成一个单目标优化问题. 最
后得到的目标函数是总成本 FT , 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所示：
OF = min(FT )
FT =

Xn
i=1

3

F (Pi ) + hsi ESO2 (Pi ) + hN i EN Ox (Pi )

+ hci ECO2 (Pi )

hSi =
hN i =
hSi =

Xn
i=1

Xn
i=1

Xn
i=1

对于发电机功率约束, 采用以下方式对约束进
行处理 [9] ：




Pi , Pimin ≤ Pi ≤ Pimax




Pi = Pimin , Pi < Pimin



P max , (P > P max )
i
i
i

(8)

对于功率平衡约束, 首先根据公式 (5), 整理出：
Xn
∆PD = PD + PL −
Pi
(9)
i=1

式中, △ PD 为供电需求加上传输损耗和实际总发电
F (Pi,max )
ESO2 (Pi,max )

(4)

量之间的差值. 当 △ PD = 0 时, 刚好满足约束条件,
不进行惩罚; 当 △ PD ̸= 0 时, 则不满足约束条件,

F (Pi,max )
EN Ox (Pi,max )

需要进行惩罚. 传统上, 一般采用固定值惩罚因子对

F (Pi,max )
ECO2 (Pi,max )

min Ft = min Ft + Q ∗ ∆PD

ELD 问题中的约束进行处理 [8] , 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 FT 为发电系统总成本;F (Pi ) 为发电机组 i
的燃料成本;F (Pi,max ),ESO2 (Pi,max ),EN Ox (Pi,max ) 和
ECO2 (Pi,max ) 分别为发电机组 i 最大输出功率对应的

(10)

式中,Q 为固定惩罚值.
1.3.4 动态惩罚策略
固定值惩罚策略对于违反约束程度大的解和违

燃料总成本 SO2 、N Ox 和 CO2 的排放量;hSi 、hN i 、

反约束程度小的解采取同样大小的惩罚力度, 这样

hCi 分别为发电机组 i 排放的 SO2 、N Ox 和 CO2 的

设置是不太合理的. 本文提出了六种动态惩罚函数,

最大惩罚因子.

分别为两个 V 型函数 (V1-V2)、反正切函数 (Atan)、
反正弦函数 (Asin)、线性函数 (linear function, Lf)、二

1.3 约束处理
本文中对于 ELD 和 CEED 问题都考虑了一个
等式约束和一个不等式约束, 即功率平衡约束和发
电机功率限制约束.

次函数 (Quadratic function, Qf), 他们的表达式如表
1所示, 函数图像如图 1 所示, 其中对 Atan、Asin、Lf
和 Qf 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将其应用到固定值惩罚力
度上, 改进后的惩罚因子变为：

1.3.1 功率平衡约束

QQ = Q ∗ V

发电机组的发电量总和必须等于负载需求和传
输损耗的和. 功率平衡约束的数学表达式为：
Xn
Pi = PD + PL
i=1

式中,Q 为固定惩罚值,V 为动态惩罚函数. 动态惩罚
(5)

式中, n 为发电机台数, PD 为总的实际功率需求, PL
为总传输损耗：
Xn Xn
PL =
i=1

j=1

Pi Bij Pj +

Xn
i=1

因子的惩罚力度大小会随违反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当 △ PD 越小时, 惩罚力度越小, 当 △ PD 越大时,
惩罚力度越大. 当时 △ PD = 0, 说明刚好满足约束条
件, 则不进行惩罚.

B0i Pi + B00
(6)

表 1 动态惩罚函数
算法名称

函数名称

式中, Bij 为第 ij 个元素的损耗系数对称矩阵, B0i

HGOA1

V1

为 i 元素的损耗系数向量, B00 为损耗系数常数.

HGOA2

V2

1.3.2 发电机功率约束

HGOA3
HGOA4
HGOA5
HGOA6

Atan
Asin
Lf
Qf

每个发电机组的输出功率必须在其最大功率和
最小功率之间, 其数学表达式如下所示：
Pi min ≤ Pi ≤ Pi max
式中, Pi 为第 i 台发电机的输出功率, Pi

(7)
min

和 Pi

max

分别为第 i 台发电机允许输出的最小功率和最大功
率.

(11)

表达式
T1 (x) = erf

h√

π
x
2

T2 (x) = √

i

x

1+x2

T3 (x) = |arctan(x)|
T4 (x) = |arcsin(x)|
T5 (x) = |x|
T6 (x) =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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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改进蚱蜢算法

1

为了提高 GOA 的性能, 引入了重力搜索算子 [11]

0.9

来增强全局搜索能力, 数学表达式如下 [12] ：

0.8
0.7



0.6

Xi d =c1 

0.5
0.4

N
X

c2

j=1,j̸=i
0.3

V1
V2
Atan
Asin
Lf
Qf

0.2
0.1
0
-10

-8

-6

-4

-2

0

2

4

6

8

ubd − lbd
s xj d − xi d
2

+ T̂d
(15)
式中, adi 是重力搜索的加速度. 增加了蚱蜢运动

10

的随机性, 提高 GOA 的全局探索能力, 避免陷入局

图 1 六种惩罚函数图像

部最优, adi 由公式 (20) 表示.
ai k (t) =

Fi k (t)
M assi (t)

(16)

式中, Fik 表示第 i 只蚱蜢在第 k 维上受到的合力, 由
P
Fik (t) =
randFijk (t) 得出, 其中, Fijk 表示

2 改进蚱蜢算法

j∈Kbest,i̸=j

2.1 蚱蜢算法

第 i 只蚱蜢和第 j 只蚱蜢之间在第 k 维上的引力, 由

蚱蜢优化算法的灵感来自于蚱蜢的觅食行
为


 xj − xi
+ ai d 
dij

Fijk (t) = G(t)

M assi (t)−M assj (t)
(xkj (t)
Rij (t)+ε

− xki (t)) 得出,

. 蚱蜢算法在探索阶段, 大范围快速移动, 而在

其中, Rij (t) 为第 i 只蚱蜢和第 j 只蚱蜢之间的欧式

开发阶段, 小步幅慢速移动. 第 i 只蚱蜢的位置 Xi 可

距离, G(t) 为万有引力常数, 随着宇宙年龄的增长而

以表示为：

减小, M assi (t) 和 M assj (t) 分别为第 i 只蚱蜢和第

[10]

表示第 i 只蚱蜢和第 j 只蚱蜢之间的距离. S 为社

j 只蚱蜢的惯性质量, 由下式可得：

f iti (t) − worst(t)



mi (t) = best(t) − worst(t)
mi (t)



M assi (t) = PN
j=1 mj (t)

会力量的强度, 由 s (r) = f e l − e−r 得出, f 和 l 代

假设 Xi d = c1 Soli d + T̂d , Solid 表示蚱蜢在力作用下

表了吸引强度和吸引长度尺度. 公式 (12) 中的 G 分

所形成新位置. 式 (18) 可简化为：

Xi = Si + Gi + Ai

(12)

式中, Si 代表社会互动, Gi 代表引力, Ai 代表风平
N
P
流. Si 可由 Si =
s (dij ) dˆij 计算得出, 其中 dij
j=1,j̸=i
r

量可由 Gi = −gêg 计算得出, 其中 g 代表引力常数,
Ai = uêw 是单位向量指向地球的中心. 公式 (12) 中
的 A 分量可由 Ai = uêw 得出. 其中 u 表示恒定漂
∧

移, e w 是风的单位矢量的方向.

Xi d = c1 Soli d + T̂d

j=1,j̸=i

子 [13] ], 其描述如下：



Xi d = c1 Soli d + e−Rt Xi d − T̂d

(13)

表明, R 越小, 搜索能力越强, 发展潜力越大. 为解决
均衡发展问题, 本文采用线性变分策略, 其计算公式


R=

∧

式中, ubd 和 lbd 分别为搜索空间的上界和下界. T d
表示最优位置. c1 和 c2 为收缩舒适区、排斥区和吸
引力系数. 文献 [10] 中将参数 (c1 和 c2 ) 视为单个参数,
并使用公式（14）进行表示：
cmax − cmin
(14)
c = cmax − t
T
式中, cmax 和 cmin 分别代表 c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t
代表当前迭代次数,T 代表最大迭代次数.

(19)

式中, R 表示地图和引导因子. 文献 [14] 研究结果

为：

+ T̂d

(18)

同时, 为了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 又引入了搜索算

然而, 公式（12）不能直接用于求解优化问题, 文
献 [10] 中将这个方程重新表述如下所示：


N
X

xj − xi 
ubd − lbd
Xi d =c1 
s xj d − xi d
c2
2
dij

(17)

t
Rmin + Rmax
T


(1 + pr (rand − 1))

(20)

式中,Rmax 和 Rmin 分别表示地图罗盘系数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 和 Rr 表示变异的概率.
2.3 HGOA 解决 ELD 和 CEED 问题
本小节中选择一个 6 机组的小规模案例, 以改进
蚱蜢算法求解 ELD 问题为例进行说明. 算法流程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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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初始化. 设置每台发电机的成本曲线

和 20 机组 2500MW. 然后, 将本文所提出的 HGOA

系数、B 矩阵并以及每台发电机的输出功率限制.

的仿真结果与其他智能优化算法进行比较. 三个案

设置 IGOA 的初始参数、种群数量和最大迭代次

例中的发电机燃料成本系数和功率限制等参数见文

数. 接下来根据每台发电机的功率限制随机生成初

献 [15] .
例 1 该 案 例 共 有 6 台 发 电 机 组, 总 的
功 率 需 求 为 1263 MW. 每 台 发 电 机 的 输 出 功
率、 传 输 损 耗 以 及 燃 料 成 本 如 表 2 所 示. 将
HGOA 与 HS [2] 、GOA [15] 、改进蚱蜢算法（improved
GOA,IGOA）[15] 、遗传算法（GA）[16] 、混合和声搜
索 (hybrid HS,HHS) [2] 、收缩高斯分布量子粒子群优
化算法（Shrink Gaussian distribution quantum-behaved
optimization,SG-QPSO）[17] 、正弦余弦算法和 β-爬山
优化混合算法（Hybrid of sine cosine algorithm with
β-hill climbing optimizer,SCA-βHC）[18] 进行对比. 表
2 中的数据表示出 HGOA 在解决该案例时得到的燃
料成本最小, 为 15386.6($), 较其他算法得到的燃料
成本至少减少了 0.098%.

始群体, 采用实数编码, 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代表一
个候选解, 个体的维度为发电机的数量, 本案例中
为 6 台发电机, 群体中的个体可以表示为 Pk =
[Pk1 , Pk2 , Pk3 , Pk4 , Pk5 , Pk6 ], 其中 Pki 为第 i 台发电
机的功率.
步骤 2: 检查生成的解决方案是否满足功率平衡
约束和发电机功率限制约束如公式（5）-（7）, 并对
约束问题进行处理如公式（8）-公式（10）. 使用燃
料成本函数如公式（1）所示, 计算群体中每个蚱蜢
的适应度值, 即燃料成本, 并保存其中最优的适应度
值.
步骤 3: 如果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则输出当前得
到的最优个体的位置以及最优解, 即每台发电机的
输出功率以及得到的最小燃料成本, 程序结束. 否则,
进行步骤 4.
步骤 4: 根据公式（14）更新 c.
步骤 5: 将蚱蜢之间的距离归一化到 [1,4].
步骤 6: 根据公式（18）-（19）更新蚱蜢的位置,
即调整每台发电机的输出功率. 然后采用和步骤 2 相
同的操作, 检查是否满足约束条件, 并对约束进行处
理, 计算更新位置后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值, 并与保存
的最佳适应度值进行比较, 如果适应度值优于保存
的最佳适应度值则更新最佳适应度值, 否则不更新
最佳适应度值.
步骤 7: 更新迭代次数, 跳转至步骤 3.

3 仿真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的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动态惩罚因子

表2

不同算法求解 1263MW 总需求问题的结果比较

Method
Total generation (MW) power loss Generation cost ($)
GA[16]
1276.03
13.02
15469.0
HS[2]
1276.01
13.08
14449.0
HHS[2]
1275.91
12.95
15450.0
GOA[15]
1271.00
8.00
15406.5
IGOA[15]
1271.61
8.61
15401.4
SG-QPSO[17]
1276.41
12.41
15445.0
SCA-βhc[18]
1275.41
12.4072
15444.7
HGOA
1269.33
6.32
15386.6

例 2 该案例共 6 台发电机组, 总的功率需求为
800MW. 发电机组的总输出功率、传输损耗以及燃料
成本如表 3所示, 将 HGOA 与不同算法进行比较, 如
GOA [15] 、IGOA [15] 、PSO [2] 、FA [3] 和 ALO [4] . 从表
3中不同算法得到的燃料成本对比可以看出,HGOA
求解该案例得到的燃料成本相较于其他算法至少减
少了 0.24%,HGOA 的效果最好.

的改进蚱蜢算法的有效性, 我们选取了三个 ELD
问 题 案 例 （总 需 求 分 别 为 1263MW、800MW 和
2500MW）以及四个 CEED 问题案例（总需求分别
为 150MW、175MW、200MW 和 225MW）进行仿真
实验. 实验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对改进蚱蜢算法和动
态惩罚策略进行实验验证. 所有实验均运行 20 次, 得
到的结果求平均值, 种群数都设置为 30, 最大迭代次
数都设置为 200.
3.1 HGOA 性能测试
3.1.1 HGOA 解决 ELD 问题
在本节中, 我们选择了三个不同规模的经济调
度案例进行仿真实验, 来检验 HGOA 解决 ELD 问题
的有效性, 分别是 6 机组 1263MW、6 机组 800MW

表3

不同算法求解 800MW 总需求问题的结果比较

Method Total generation (MW) power loss Generation cost ($)
PSO[2]
824.328
25.3306
41896.66
FA[3]
825.337
25.3312
41896.90
ALO[4]
825.331
25.3307
41896.63
GOA[15]
820.475
20.476
41868.00
IGOA[15]
818.440
18.43
41865.00
HGOA
823.536
23.536
41763.98

例 3 本案例由 20 台发电机组成, 总功率需
求为 2500MW. 表 4表示了不同算法求解该案例的
结果比较, 将 HGOA 得到的输出结果与 GOA [15] 、
IGOA [15] 、生物地理优化算法 (BBO) [19] 、和 ALO [4]
进行比较. 对比表 4所示的其他算法的结果,HGOA
的效果最好, 得到的燃料成本为 62025.0394($), 相较
于其他算法至少减少了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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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算法求解 2500MW 总需求问题的结果比较

同负荷需求下求解 CEED 问题, 相较于其他算法在求

Method Total generation (MW) power loss Generation cost ($)
BBO[19]
2592.1011
92.1011
62456.77926
ALO[4]
2591.967
91.9662
62456.63309
GOA[15]
2591.88
91.88
62441.0000
IGOA[15]
2590.3
90.30
62137.0000
HGOA
2572.01
72.01
62025.2383

解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 同时从表 5中 std 值可以
而在 225MW 的情况下 std 值为 23.15741, 说明了
HGOA 的稳定有待提高.
表6

3.1.2 HGOA 解决 CEED 问题
本节我们选择了 6 机组在 4 种不同供电需求
的情况下求解 CEED 问题的案例进行实验, 检验
HGOA 在解决 CEED 问题时的有效性, 总的供电需
求分别为 150 MW、175 MW、200 MW、225 MW.
案例中发电机燃料成本系数以及污染物排放系数见
文献 [13] . 将 HGOA 与 GOA、正弦余弦算法（Sine
cosine algorithm,SCA） 、QBA

看出, 在 150MW 情况下,HGOA 的 std 值为 2.492033,

150MW
175MW
200MW
225MW

GOA
10165.35
12209.08
14396.2
16775.56

Total cost($/h)
HGOA
SCA[20] QBA[6]
10150
10255.21 10255.28
12147.08 12241.67 12241.74
14359.85 14413.71 14413.88
16767.01 16783.78 16783.91

QPSO[5]
10255.25
12241.71
14413.77
16783.86

3.2 动态惩罚策略性能测试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动态惩罚策略的有效性,

进行

将动态惩罚策略应用在解决 ELD 和 CEED 问题中,

比较. 表 5表示了在 4 种不同负荷需求下使用 HGOA

使用 HGOA 方法进行求解. 为了方便记录实验数

求解 CEED 问题得到的每台发电机输出功率、燃料

据, 将本文提出的 6 种惩罚函数分别记为 HGOA1-

成本、每种污染物排放量以及总成本. 表 6中对比了

HGOA6, 固定值惩罚策略记为 HGOA.

HGOA 与其他算法求解 4 种不同负荷需求的 CEED

3.2.1 HGOA 解决 CEED 问题

[20]

[6]

和 QPSO

Load

不同算法求解不同供电需求问题的结果比较

[5]

问题得到的总成本大小.

本节我们同样采用与 3.1.1 实验中相同的三个

表 5 不同负荷需求下使用 HGOA 求解 CEED 的结果
P1 (MW)
P2 (MW)
P3 (MW)
P4 (MW)
P5 (MW)
P6 (MW)
Fuel cost ($/h)
Emission of SO2 (kg/h)
Emission of NOx (kg/h)
Emission of CO2 (kg/h)
Total cost ($/h)
Std

150MW
50.00
20.00
15.00
24.13
17.49
23.38
2579.12
3137.56
2361.13
2559.86
10150
2.492

175MW 200MW 225MW
50.00
50.00
50.00
20.40
21.18
25.04
16.73
17.32
26.24
28.05
36.08
41.83
28.04
36.08
41.83
31.79
39.35
40.00
3036.47 3545.88 4137.94
3895.411 4675.61 5312.69
2774.378 3295.117 3813.16
3027.48 3858.32 4368.65
12147.08 14359.85 16767.01
14.054
5.516
23.157

通过表 6中实验数据可以明显看出,HGOA 在 4 种不

ELD 问题案例进行实验. 表 7记录了不同惩罚策略
求解 3 个 ELD 问题案例得到的燃料成本的比较. 由
表 7 可知, 使用 HGOA1-HGOA6 这 6 种动态惩罚
策略得到的燃料成本均比 HGOA 小, 说明了在解
决 ELD 问题时动态惩罚策略比固定值惩罚策略效
果更好. 同时, 在三个不同案例中,HGOA6 得到的燃
料成本最小, 分别为 15095.88($/h)、40484.72($/h) 和
61253.98($/h). 从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出效果最好的是
HGOA6, 而其他的动态惩罚策略, 在不同案例中表现
出了不同的效果. 因此, 对于不同的问题, 要根据情况
选用适当的惩罚策略.

表 7 不同惩罚策略求解 1263MW、800MW 和 2500MW 总需求问题的结果比较
Algorithm
HGOA
HGOA1
HGOA2
HGOA3
HGOA4
HGOA5
HGOA6

1263MW
Total cost ($/h)
15385.19
15347.31
15340.49
15353.78
15339.11
15344.23
15095.88

Std
14.20113
21.88531
16.00045
28.01105
23.90465
24.91347
25.67534

800MW
Total cost ($/h)
41763.98
41431.66
41484.32
41580.39
41493.88
41604.17
40484.72

3.2.2 应用不同惩罚函数求解 CEED 问题

Std
90.2531
466.2854
215.465
453.7659
518.4681
418.7651
82.9435

2500MW
Total cost ($/h)
62024.87
61960.43
61913.01
61956.96
61956.73
61934.49
61253.98

Std
57.04817
88.75571
78.38534
84.84657
63.68551
64.99152
67.00114

14335.27($/h). 在 150MW 的情况下 HGOA6 的表现

在本节中, 我们继续采用了 6 机组负荷需求为

最好. 而在 225MW 的情况下 HGOA1 得到的总成本

150MW、175MW、200MW 和 225MW 的四个案例.

最小, 为 16756.24($/h). 实验数据显示, 动态惩罚策略

不同惩罚策略求解 4 种不同负荷需求时得到的总

比固定值惩罚策略的效果更好. 但是, 对于不同负荷

成本结果比较数据如表 8所示, 仿真收敛图如图-所

需求, 很难选择出一个效果最好的动态惩罚策略. 因

示. 由表 8可以看出, 在 175MW 和 200MW 总需求

此要根据实际问题的情况来设定惩罚函数才能得到

下 HGOA2 得到的总成本最小为 12125.28($/h) 和

更好的求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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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HGOA
HGOA1
HGOA2
HGOA3
HGOA4
HGOA5
HGOA6

7

不同惩罚策略求解 150MW、175MW、200MW 和 225MW 总需求问题的结果比较

150MW
Total cost ($/h)
Std
10204.57
45.19724
10182.08
44.67851
10223.44
48.16118
10203.03
42.04192
10186.8
33.2341
10194.52
33.90725
10178.25
34.58609

175MW
Total cost ($/h)
Std
12162.6
54.86742
12148.07
36.97944
12125.28
9.234197
12181.07
34.32479
12225.9
54.33714
12212.09
28.7881
12246.27
39.67465

图 2 不同惩罚策略求解 150MW 总需求问题的结果仿真
图

200MW
Total cost ($/h)
Std
14362.39
4.563308
14338.72
8.718883
14335.27
2.321666
14364.97
44.29435
14439.93
48.39415
14446.03
32.13261
14453.61
36.87043

225MW
Total cost ($/h)
Std
16761.32
33.81114
16756.24
53.02798
16778.56
50.08648
16837.05
32.96293
16852
27.93087
16867.7
33.06431
16856.27
39.63227

图 5 不同惩罚策略求解 225MW 总需求问题的结果仿真
图

4 结

论

本文首先将改进的混合蚱蜢算法应用于解决
ELD 和 CEED 问题. 选用了三个 ELD 问题案例和四
个 CEED 问题案例对 HGOA 的性能进行测试, 并与
其他文献中性能较好的算法进行了比较. 由实验数
据可以看出,HGOA 求解 ELD 和 CEED 问题都有很
好的表现. 证明了 HGOA 是解决电力系统中复杂问
题的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 同时, 为了更好地解决约
束问题, 本文还提出了六种基于不同惩罚函数的动
态惩罚策略, 实验表明, 基于动态惩罚因子的策略较
图 3 不同惩罚策略求解 175MW 总需求问题的结果仿真
图

固定值惩罚策略具有更好的效果, 并且要根据实际
问题的情况选取适当的惩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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