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ESCO會訊   第四十二期 .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基因演算法應用於污水廠進流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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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美中等世界高碳排放量國家，皆承認化石燃料

所造成的碳排放為地球暖化的元凶，與世界各國

簽署巴黎氣候協定後，節能減碳已經成為世界各

國政府不得忽視的議題之一，不如過去企業能在

油價低時恣意浪費石油，將來將由政府機構徵收碳

稅。無論公司行號還是政府單位皆需使用到的污水

處理廠，其節能議題在工業發展上成為了很重要的

議題，在台灣，普遍污水廠的工作人員無法得知

如何調整水泵配置已達最佳節能配置，故使得污水

處理廠的耗能普遍偏高。藉由調整複數台水泵裝置

之配置，污水處理廠能夠減少許多不必要的耗能，

以達到最佳化節能的目的。研究中，使用基因演

算法的即時監控系統被發展出來並使用於污水處理

廠的控制程式中，用以測試是否能確實找到複數台

水泵裝置之最佳節能配置。

一、前言

隨著工業的發展與科技進步，都市化的程度越

來越高，隨之伴著民生污水處理的需求也越來越

高，再加上本來的工業污水處理，污水處理廠的

需求是年年增加。都市發展的開始，由於污水量

較少，故使用的水泵設備抽水量較小，隨著都市

發展，處理的水量較大時會再增加水泵或是增設較

大型號之水泵，以滿足抽水量之需求。倘若人們

沒有善加處理污水，而將其直接排入河川或湖泊，

則有可能導致環境破壞以及生活品質的下降。故推

廣污水處理廠已經成為文明社會進步的一大指標，

如日本政府在1970年代已經立法推動污水處理廠

的設置，而現今的美國則達到了100%污水處理普

及率，台灣的普及率卻僅有12%，可見在台灣仍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但由於現今污水處理廠之工作人

員往往無法得知最節能之操作方式，為了避免污水

廠水位過高導致危險發生，往往只能將水泵開至最

大，並透過調整水泵閥門以控制抽水量的方式以

預防此問題，但此舉往往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耗能，

不僅會造成閥門不斷被磨損，也會浪費許多不必要

的電力。本研究分析了水泵等流體機械的物理模

式，並且透過基因演算法尋找節能最佳化的水泵

並聯系統配置，如此一來不僅能夠抽取所需之污水

量，又能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除了節省電費外，

還能在將來減少碳稅的成本。本研究將使用基因演

算法 [1]作為最佳化之演算法，水泵將由程式自動

控制，由演算法選擇出節能最佳化之水泵並聯系

統。

二、物理模式

污水主要來自家庭廢水或工業廢水，在污水處理

廠的設計中，一般是將各家庭或社區的廢水分別排

至位於污水處理廠地底下數公尺下的濕井中。濕井

中通常會配置多台可調整頻率之水泵，並組成水泵

並聯系統，當濕井水為達到一定高度後，會由水

泵並聯系統進行抽水，每台水泵都有其各自管路，

抽取的廢水會於主管會合，並流往下一單元進行後

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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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污水處理廠濕井之物理模型

三、數值方法

3.1 水泵操作點與耗能

水泵操作點意旨水泵在特定液位下的抽水量，可

以由兩條曲線計算而得，分別為水泵性能曲線以

及污水廠系統阻抗曲線。水泵性能曲線由並聯水泵

系統之規格與性能所決定。設有變頻裝置的水泵，

可以進行調頻以調整水泵轉速，進而增減水泵抽水

量，水泵性能曲線與水泵並聯台數呈正相關，在

相同壓力水頭下，水泵台數增加與抽水量的增加成

正比關係，可以觀察到污水廠抽水量與水泵開啟台

數與頻率有關，可以表示為下式：

   式2.1

水泵之效率曲線也與水泵抽水量相關，且與開啟

台數與頻率有關，水泵於特定水量下有最佳頻率，

無論較高或較低階會降低其效率，可以由下式表

示：

   式2.2

而系統阻抗曲線則與整廠之管路配置與水泵阻抗

等等因素相關，經由相關實驗以及計算後，可以

以二次曲線近似出阻抗曲線，如下所示：

 式2.3

以上三式之為系統水頭壓力、則為並聯水泵系統

總抽水量。而 f為水泵設定頻率；則是最大設定頻

率。pN、EN與SN則是三曲線之各項係數，由實驗

或計算得之。

並聯水泵系統總耗能可以由水頭壓力、抽水量與

水泵效率計算之，如下式所示：

 式2.4

本研究將使用基因演算法計算不同抽水量之最低

功率所需水泵開啟台數 (n)與設定頻率 (f )，。

3.2 基因演算法(GA)

基因演算法常被用於尋找最佳解，透過設定適當

的基因與適應值，皆有機會找尋出最佳解。本研

究中將設定水泵開啟台數與設定頻率為基因庫中的

成員，並將耗能設定為適應值。計算流程如下：

圖2…基因演算法之流程圖

基因演算法之最重要的兩步驟分別為交配與突

變，以及輪盤法。交配與突變如同生物學所言，

藉由兩者可以改變生物基因型式，創造新物種，

亦即改變水泵台數與操作頻率等兩變數，會產生

不同功率的組合；而輪盤法則與天擇類似，淘汰不

適合生存之物種，汰弱留強，由於演算法之目標

為尋找功率最低者，若計算出功率較高者，則會

在此步驟被淘汰掉。在演算法中持續進行兩步驟，

將可計算出最佳適應值與基因序列，在此研究中則

代表功率及開啟台數與頻率。

3.3 變數轉換

在一般的雙變數基因演算法問題中，因為雙變數

會被設定在特定區間中，會使得計算空間呈現在直

角座標中的長方形，這對於需要特殊計算空間的最

佳化問題是一個很大的限制。在本研究中就遇上此

一問題，因為抽水量必須在特定值之上，由於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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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也是可以由頻率及台數所計算之，故計算空間

會必須被改變為特殊範圍，下圖紅色區間為抽水量

大於1300CMH之基因演算法計算範圍。彩色線為

功率等高線圖，功率等高線圖以暖色系耗能較高，

冷色系較低；黑色線則為抽水量等高線圖，抽水量

則如圖所示。

若要使用基因演算法於污水廠並聯系統控制時，

將無法使用基因演算法故有計算空間之計算，在過

去遇到此類問題時皆使用”懲罰函數”[2]來淘汰不

滿足特殊條件之基因。但若使用此方法則會導致計

算量增加，甚至有找不出結果之風險。為了避免以

上問題發生，本研究引進使用於流體力學模擬之網

格轉換技術 [3]，並加以改良與應用後，轉換為基

因演算法在特殊計算空間中所使用之”變數轉換”。

其原理為設定虛擬變數取代了原本基因演算法中

設定實際計算範圍，再藉由推倒實際範圍與虛擬範

圍之間的幾何關係後，計算出兩者間 Jacobian，如

圖4中，以梯形計算空間為例，實際與虛擬計算範

圍如下兩式所示。藉由 Jacobian可以將虛擬範圍轉

換回實際範圍，如此一來可以增加基因演算法之應

用範圍，不受限於特殊條件，並且可以再任意計

算範圍中進行最佳化工作，只要計算範圍能夠被描

述，甚至可以推廣至多變數基因演算法應用上。

圖4…梯形計算空間

 x=(10-2ζ)η 式 (3-4)

 y=10ζ 式 (3-5)

圖5…將虛擬計算範圍轉換回實際計算範圍

與 間的 Jacobian : 

與 間的 Jacobian:

四、結果

下圖為水泵系統抽水量分別必須大於1300CMH，

如圖6所示，以及1700CMH，如圖7所示，之基

因演算法尋解過程，圖中”x”表示基因演算法中，

初始基因之最佳解；而”o”則是表示最終基因之

最佳解，可以由兩圖中觀察出在整個尋解過程中，

抽水量皆沒有超過該限制條件，可以確認變數轉換

確實可以改變計算範圍，使基因演算法之計算範圍

能夠更加活用，並非只是原本的長方形計算範圍。

圖6…抽水量大於1300CMH之基因演算法尋解過程

圖7…抽水量大於1700CMH之基因演算法尋解過程

圖3…抽水量大於1300CMH之計算範圍

Esco會訊42期.indd   12 2016/2/25   下午 03:14:35



13 台灣ESCO會訊   第四十二期

表1. 為過去污水處理廠操作方法與現在的比較

表，過去是將水泵開至最高頻率後，再調整水泵

閥門來控制流量，而現在可以使用以基因演算法為

程式架構來自動計算最節能減碳時所需要開啟的台

數與設定頻率。

從表1中可以發現，當抽水量介於1100CMH與

1700CMH之間，節能比率在10%~30%左右不等，

且在較低流量時之節能比較高，污水廠的設計人員

可以依照實際需求或是歷史資料來分析並評估污水

廠如何設計才能達到最節能的操作方法。

抽水量為1700CMH時，由於基因演算法所找出

的頻率剛好為最高頻率，與原先操作方法相同，

故節能比恰好為0%。

五、結語

在控制程式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創立新的水泵並

聯系統操作模式，並且有效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

讓未來無論在民生、工業發展上，皆可以朝向節

能減碳的方向前進。由於抽水量限制的因素，使

得本研究在基因演算法上也有所突破，整合了流

體力學數值模擬與基因演算法而增強了基因演算法

的應用層面，減低了基因演算法尋解的時間與實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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