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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域最佳管理措施（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ＢＭＰｓ）情景优化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地理计

算问题，目前所常用的ＢＭＰｓ情景优化算法需要结合流域模型进行大量的迭代运算，因而花费大量计算时间，

难以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本文针对目前代表性的ＢＭＰｓ情景优化算法———ε支配多目标遗传算法（εＮＳ

ＧＡＩＩ），采用主从式并行策略，利用 ＭＰＩ并行编程库实现了该优化算法的并行化。在江西省赣江上游的梅川

江流域（面积为６３６６ｋｍ２）进行ＢＭＰｓ情景优化的应用案例表明，并行化的优化算法当运行于集群机时，加速

比随着核数（８～５１２核）的增加而递增，当核数为５１２时，加速比达到最大值（３１０）；并行效率随着核数的增加

逐渐下降，最高值０．９１，最低值０．６１，取得了明显的加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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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管理措施（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ｓ，ＢＭＰｓ）是为了控制和削减农业非点源污

染、保护土壤资源、改善水质及流域生态环境而在

流域单元内采取的一系列措施［１３］。ＢＭＰｓ在流

域空间上的选择、配置问题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

线性问题：一方面，ＢＭＰｓ在不同空间单元上配置

所产生的环境效益不同；另一方面，ＢＭＰｓ的实施

和管理需要考虑其经济效益，如建设费、管理费等

经济成本。因此，如何在流域尺度下选择和优化

配置ＢＭＰｓ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最佳管理措施空间配置情景优化（简称

ＢＭＰｓ情景优化）所采用的优化算法通常为遗传

算法：首先，算法随机生成种群（即一定数量的

ＢＭＰｓ空间配置情景）；之后，为个体适应度计算

阶段，即调用流域模型（如ＳＷＡＴ模型）和需要考

虑的其他因素的模型（如进行成本计算的经济模

型）对每个情景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计算种

群个体的适应度；然后，进行遗传、变异产生新的

种群，如此逐代进化，种群中适应度较高的个体被

保留下来，从而获得最优的ＢＭＰｓ配置方案
［４］。

由于ＢＭＰｓ情景优化算法需要结合流域模型进

行大量的迭代运算，因此，利用优化算法搜索最优

措施空间配置方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５］。尤其是

当分布式流域模型模拟的时空尺度日益精细化，

模拟的流域面积增大，ＢＭＰｓ种类增多，模拟时间

范围不断变长，ＢＭＰｓ情景优化需要大量的计算

时间。传统的串行计算无法解决这一难题。

并行计算是解决这种复杂地理计算耗时过长

问题的有效途径，已在地学计算的诸多领域中得

到了有效应用［６８］。但目前国内外对于ＢＭＰｓ情

景优化并行化的研究较缺乏。Ｍａｒｉｎｇａｎｔｉ等
［９］应

用ＳＷＡＴ模型和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ＮＳＧＡ

ＩＩ），在流域面积为１９５６ｋｍ２的 ＷｉｌｄｃａｔＣｒｅｅｋ流

域进行了ＢＭＰｓ的空间优化，研究表明利用高性

能集群的４个计算节点（３２个处理器）进行并行

化后，计算时间显著减少。但是，文献［９］并没有

对ＢＭＰｓ情景优化算法（ＮＳＧＡＩＩ）的并行化方法

进行介绍和说明，此外，有研究表明，εＮＳＧＡＩＩ

算法（Ｅｐｓｉｌｏｎｎ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ｒｔｅ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在优化效率、稳定性和易用性等方面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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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ＮＳＧＡＩＩ算法
［１０，１１］，而且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的并

行化尚未见报道。

本文在对ＢＭＰｓ情景优化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

进行可并行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主从式并行策

略对算法中占计算量主体部分的个体适应度计算

步骤进行了并行化设计，并基于消息传递接口

（ＭＰＩ）并行编程库实现了ＢＭＰｓ情景优化算法的

并行化。

１　犅犕犘狊情景优化ε犖犛犌犃犐犐算法

ＢＭＰｓ情景优化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源于 ＮＳ

ＧＡＩＩ算法，ＮＳＧＡＩＩ算法是由非支配排序遗传

算法（Ｎ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ｒｔｅ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ＮＳＧＡ）改进后的遗传算法。ＮＳＧＡＩＩ算法在

ＮＳＧＡ算法的基础上采用了精英保留策略，能防

止优解的丢失，提高了算法的收敛精度和速度，同

时加入了拥挤度距离计算，确保精英集中的非支

配解的多样性。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是在 ＮＳＧＡＩＩ

算法基础上进行改进，加入了ε支配调整策略，能

够保持最优解集的合理分布，同时能够自动调整

算法的参数及终止条件，进一步提高了算法的优

化效率［１２］。

进行ＢＭＰｓ情景优化时，εＮＳＧＡＩＩ串行算

法流程如下：

步骤１：以随机方法初始化种群，产生一定数

量的ＢＭＰｓ情景。

步骤２：多目标评价（个体适应度计算），即调

用流域模型和经济模型对每个ＢＭＰｓ情景的多

个目标（如减沙率最大、成本最小）进行计算。

步骤３：根据个体适应度计算结果，对种群中

的所有个体进行非支配排序［１２］，排序得到的非支

配解保留到一个集合中（称为精英集）。

步骤４：判断是否达到算法的终止条件（如最

大进化代数），如果没有达到终止条件，则对种群

进行交叉、变异操作，产生新的种群，转到步骤２。

如果达到了终止条件，则算法停止执行，最终获得

的精英集为Ｐａｒｅｔｏ最优集或近似最优集。

根据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流程以及ＢＭＰｓ情景

优化过程中各步骤的计算特点，该算法的可并行

性分析如下：

１）种群初始化时，算法通过调用随机函数产

生一定数量的ＢＭＰｓ情景，该过程具有可并行

性，但其计算量相对较小（串行算法实测时该步骤

约占总运行时间的１％），考虑到并行时增加的通

信开销，因此不需要并行。

２）对种群中所有ＢＭＰｓ情景的环境效益计

算时，需要反复迭代运行全分布式流域模型，因此

该步骤具有较高的计算密集性，较耗时（实测约占

串行算法总运行时间的９４％），由于每个情景的

效益评价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该步骤具有可并行

性，通过并行化有可能缩短计算时间。

３）“非支配排序”、“选择”和“交叉”计算步骤

需要不同个体的交互操作，因此个体间具有依赖

性，可并行性较低（实测约占串行算法总运行时间

的４％）；而变异操作虽然具有可并行性，但计算

量相对较小（实测约占串行算法总运行时间的

１％），不需要并行。

２　犅犕犘狊情景优化并行算法设计与

ε犖犛犌犃犐犐算法实现

　　采用主从式并行策略对遗传算法进行并行化

设计，以利用并行集群设备的多节点计算能力来

提高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的计算速度。主从式并行

的遗传算法由主节点（管理节点）存储种群，进行

选择、交叉、变异等遗传操作，从节点（计算节点）

计算适应度。与其他并行化方式相比，主从式并

行方式不改变传统串行遗传算法的工作方式，尤

其适合于适应度评价计算量大的ＢＭＰｓ情景优

化问题。

基于主从式并行策略可对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

进行并行算法设计，假设种群规模为狀，有狆（狆＜

狀）个计算节点可供使用（当狆≥狀时，说明有足够

多的计算资源，则不需要考虑负载均衡调度，这种

情况实际中较少出现，本研究考虑了更通用的狆

＜狀的情况），采用消息传递方式实现主进程与从

进程之间的通信，并行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１：管理节点初始化第一代父代种群

犘０，共狀个染色体（每个染色体表示一个ＢＭＰ情

景）。

步骤２：管理节点从当前种群中取出狆个染

色体分发到狆个计算节点上进行多目标评价，评

价结果由计算节点通过消息传递发送回管理节

点。

步骤３：管理节点接收所有计算节点发回的

评价结果后，从当前种群剩余的染色体中再取出

狆个，转到步骤２继续分发计算任务和接收计算

结果，直到剩余的染色体全部计算完，进入步

骤４。

步骤４：由管理节点对接收到的狀个ＢＭＰｓ

情景评价结果进行非支配排序，将非支配解保留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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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精英集中，并判断是否到达终止条件（如最大进

化代数），如果是，则算法结束；否则对种群中的个

体进行遗传操作（交叉和变异），产生新的种群，转

到步骤２进行多目标评价。

本文基于消息传递接口（ＭＰＩ）
［１３］编程库实

现了主从式并行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以利用并行集

群设备的多节点计算能力。算法的Ｃ＋＋伪代码

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ＢＭＰｓ情景优化并行化算法的Ｃ＋＋伪代码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Ｃ＋＋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ｄｅ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ＢＭＰ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　研究区及犅犕犘情景优化目标

研究区选取了江西省赣江上游的梅川江流域

（见图２），海拔高度１５１～１４２５ｍ，面积为６３６６

ｋｍ２，属于大型流域。梅川江流域为亚热带湿润

气候，年平均温度１７℃，平均降水量１７０６ｍｍ。

由于山地面积大、坡度陡、土层薄、降雨量大等原

因，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受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非常显著，开展管理措施空

间配置优化十分必要。

研究选择了退耕还林、免耕和梯田三种管理

措施，在研究区内３７０个农地地块上，以最大化流

域侵蚀削减率和最小化费用为目标进行ＢＭＰｓ

情景优化。所利用的数据包括流域模拟所需要的

ＤＥＭ、土地利用、土壤类型等空间数据和降雨、温

度、风速、太阳辐射等气象数据，以及ＢＭＰｓ成本

计算所需要的数据。

３．２　流域模型和经济模型

流域模型是用来评估ＢＭＰｓ实施对流域水

文和侵蚀等过程的影响。在ＢＭＰｓ情景优化中，

流域模型在空间上需是全分布式，才能精细刻画

不同空间配置的管理措施对流域过程的影响。本

研究中ＢＭＰｓ评价选择了一个全分布式流域模

图２　梅川江流域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ｉｃ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型 ＳＥＩ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１４］。它是一个模块化的流域模型，可以模拟

水文、侵蚀和生态等过程，并可以根据研究目的选

择每个子过程的算法及其对应的模块。模型模拟

采用的空间分辨率为１８０ｍ，模拟时段从２００９年

１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时间步长为１天，

模型流量模拟的纳什系数达到０．８１，泥沙模拟的

纳什系数为０．６３，说明流量和泥沙模拟精度已达

到接受范围。

ＢＭＰｓ情景的泥沙削减率计算是通过与一个

基准情景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ｓｃｅｎａｒｉｏ），即当前未实施

ＢＭＰｓ时的侵蚀评价结果，做差值计算，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犉ｓｅｄ（犡）＝
犞（０）－犞（犡）

犞（０）
×１００％ （１）

式中，犉ｓｅｄ（犡）表示ＢＭＰｓ实施后的泥沙减少率

（％）；犞（０）是基准情景下侵蚀所产生的泥沙模拟

量（吨）；犞（犡）是某个ＢＭＰｓ情景下侵蚀所产生

的泥沙模拟量（吨）。

在ＢＭＰｓ情景优化中，经济模型也十分重

要，这是由于实际的管理措施不能不考虑经济成

本因素。本研究以ＢＭＰｓ成本计算组件
［１５］作为

经济模型，来评价优化过程中每个ＢＭＰｓ方案的

成本。ＢＭＰｓ方案的成本越小，说明经济效益越

高，其计算公式如下：

犉ｃｏｓｔ（犡）＝∑
狀

１
犆（狓犻）×犃犻 （２）

式中，犉ｃｏｓｔ（犡）是该ＢＭＰｓ情景的成本费用（元）；

犆（狓犻）表示在第犻个地块上单位面积ＢＭＰｓ实施

费用（元／公顷）；犃犻表示第犻个地块的面积；ＢＭＰｓ

费用数据由通过野外调查或者查阅相关文献获

得。

３．３　测试环境和参数

为了验证本文实现的ＢＭＰｓ情景优化并行

算法的效率，选择一个ＩＢＭ刀片集群平台对算法

进行测试。该集群包括１个管理节点和１３４个计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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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节点，管理节点配置有２路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Ｅ５６５０

的２．６６ＧＨｚ６核处理器，２４ＧＢ的ＤＤＲＩＩＩ内存；

每个计算节点配置２路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Ｅ５６５０的２．０

ＧＨｚ６核处理器（共１２核），内存是２４ＧＢ的

ＤＤＲＩＩＩ。节点之间的网络是千兆局域网络，可提

供１ＧＢ／ｓ的ＩＯ带宽。软件环境为ＲｅｄＨａｔ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ＬｉｎｕｘＳｅｒｖｅｒ操作系统，ｇｃｃ４．１．２编译

器和ＯｐｅｎＭＰＩ１．３．３并行编程库。

算法测试使用到５２个计算节点，每个节点最

多用１０个核，剩余２个核留给本机系统程序的运

行，以避免测试的并行算法与本机系统程序抢夺

计算资源而影响测试时间。εＮＳＧＡＩＩ并行算法

在测试时所设参数如下：种群规模为５１２，最大进

化代数为１００，交叉概率为０．５，变异概率为０．１。

３．４　实验结果

经εＮＳＧＡＩＩ并行算法优化后，研究区获得

２６个最优ＢＭＰｓ配置方案，其泥沙削减率和费用

关系如图３所示，泥沙的削减率约为１３．２％～

２０．２％，需要相应投入的管理措施费用为３．６～

１８．９百万元。

得到上述结果的优化过程计算量非常大，如

图４所示，核数为１２８、２５６和５１２时所测试的时

间是实际运行了１００代的时间，均以天计。串行

算法和核数较少（８、１６、３２、６４）时并行算法的运算

时间更加漫长，因此本文用运行２代的计算时间

（狋２）推算运行１００代的大致时间（狋１００＝狋２×５０）。

为了验证该推算方法的可信性，将核数为１２８、

２５６和５１２时所运行２代的实测时间分别乘以

５０，推算运行１００代的大致时间，经与对应的实测

１００代的运行时间对比，相对误差分别为０．３０％、

－１．０２％和１．１３％，这说明以并行算法运行２代

的实测时间推算得出运行１００代的大致计算时间

是可信的。并行算法在不同核数下所测试的运行

时间（图４）表明，当并行算法利用５１２个核计算

时，计算时间显著减少，从串行计算时估计为近１

年的时间缩短到１天。

情景优化并行算法的加速比曲线（图５）表

明，当核数从８变化到５１２时，算法加速比呈递增

趋势，当核数为５１２时加速比最大，达到３１０，当

核数在８～２５６范围时接近线性加速比。情景优

化并行算法的并行效率曲线如图６所示，随着核

数的增加，通信开销也增大，并行效率从０．９１

（８核时）逐渐下降，但最低也达到 ０．６１（５１２

核时）。

图３　最优方案的泥沙削减和费用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ｅｔｏ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ＭＰｓ

图４　情景优化算法在不同核数下运行１００代

所需的时间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ＭＰ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ｉｔｈ１０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ｏｒｅｓ

图５　情景优化并行算法加速比

Ｆｉｇ．５　Ｓｐｅｅｄｕｐ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ＭＰ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４　结　语

本文研究了如何利用并行计算来提高流域最

佳管理措施情景优化的效率，在ＢＭＰｓ优化算法

（εＮＳＧＡＩＩ）可并行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主从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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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情景优化并行算法并行效率

Ｆｉｇ．６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ＭＰ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式并行策略，利用 ＭＰＩ消息传递并行编程模型对

εＮＳＧＡＩＩ算法进行了并行化。在一个ＩＢＭ 刀

片集群平台上的测试结果表明，本文设计实现的

ＢＭＰｓ情景优化并行算法具有很好的并行性能，

在大流域应用的并行效率较高：当核数从８到

２５６变化时，几乎接近线性加速比，当核数为５１２

时，加速比达３１０倍。算法并行效率最高为０．９１，

最低也达到了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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