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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软件应用研讨会在台湾成功举办 

2013 年10月14日，DHI 软件应用国

际经验交流研讨会在台湾台中

市弘光科技大学成功举办。众所周知，DHI软件目

前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水利环境河口海岸等重大项目

建设中。为了更有效的分析当前的水环境问题，以

及更多地了解国际水环境行业发展的趋势，DHI特

举办了此次研讨会。 

来自台湾当地水利环境行业的科研院所、企事

业单位以及高校近70人参与了此次研讨会。DHI集

团以及受邀出席此次研讨会的相关行业的专家在会

上做了近10个主题的演讲，内容涵盖了台湾水利发

展规划、河道地形演变模拟、河口泥沙及波浪问题

研究、港口航道建设、水库冲淤平衡模拟、河流水

质管理以及决策支持系统管理应用等多个方面。在

下午的综合座谈会上，来自DHI和台湾当地的水利

环境专家还就如何让DHI的专业技术与台湾的本土

环境更好的衔接问题互相探讨。 

此次研讨会成功地促进了DHI 与台湾当地相关

行业单位及专家的交流，为未来两岸合作带来新的

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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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FLOOD 专题培训圆满结束 

金 秋十月，DHI中国迎来了2013年最后一次

大型公开课培训——MIKE FLOOD专题

培训。借此东风，DHI中国市场部从首批MIKE校

园大使中甄选了4位参加此次活动，一方面借此

机会让大使们了解一下DHI，另一方面通过培训

使大使们更加深入了解DHI的软件及咨询业务。 

这些校园大使分别来自同济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4位大使认真参加培训课程并与DHI的工程师们积

极交流。 

希望各位MIKE校园大使可以配合DHI的市场

宣传活动，让更多水利环境工作者能够了解

MIKEbyDHI的先进的模型理念和技术应用。 

2013 年10月28日-11月1日，DHI 

MIKE FLOOD 专题培训课

程在上海技贸宾馆成功开班。本次培训根据学员

的不同要求，开设了流域洪水和城市内涝两个专

业班，并基于V2012版软件 MIKE 11, MIKE 21, 

MIKE URBAN 和MIKE FLOOD 软件进行授课。

此外，本次培训还特别邀请了DHI 丹麦总部 The 

ACACEMY by DHI 的负责人Henriette T. Tama-

sauskas前来为城市内涝班的学员讲解。 

    此次培训获得学员的广泛支持，来自全国水

利、环境等行业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设计单

位以及各大高校等超过100位学员参加了此次专

题培训，是近年来较大规模的公开课培训之一。 

MIKE校园大使走进DHI公司 

培训现场座无虚席，左图为 DHI丹麦总部 The ACACEMY by DHI 的负责人Henriette T. Tamasauskas为城市内涝

班的学员们做开场介绍；右图为流域洪水班，DHI中国总工程师张海平博士为学员们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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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中国2014年度公开课培训计划 

WEST 研讨会暨专题培训顺利闭幕 

为 期3天的2013年度污水处理系统建模研讨

会暨WEST软件专题培训于11月15日在广

州顺利闭幕。 

11月13日，来自全国各地十多家单位近30位

工程师或项目负责人出席了本次污水处理研讨

会。大家听取了Enrico博士带来的几个国外

WEST应用的成功经典案例，表示收获颇丰。 

11月14日-15日，DHI中国在同一个会场举办

了WEST软件专题培训。此次培训课程基于最新

的 WEST V2014版软件进行授课，由DHI中国专

家为各位学员讲解先进的WEST软件操作过程。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地点 

3月（时间待定） FEFLOW 成 都 

3月17日-3月21日 MIKE 21 或 MIKE 3 上 海 

5月12日-5月16日 MIKE 11 杭 州 

11月3日-11月7日 MIKE FLOOD 上 海 

 图：DHI丹麦资深专家 Enrico博士为大家分

析经典案例  

 

 图：DHI 中国工程师为学员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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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某市新城位于沱江沿岸，自然地形主要为丘陵地形，地形高低起伏剧烈，并且规划城区中建

有高铁站等重要基础设施。为了保证城区内排涝防洪能力，因此规划建设植草沟、调蓄水面、

初期雨水调蓄池和淹没式绿地等多种LID设施，并且尽可能保留原有汇水通道。该项目主要目的： 

 研究自然状态下，研究区域主要水系流域分区及河道可能发生的洪涝情况； 

 研究自然状态下，城区内主要的汇水通道； 

 校核城区雨水系统规划方案，验证雨水系统抗洪灾能力，模拟超标暴雨情况下的可能积水

情况，提出应对可能积水情况的对策建议；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提出调蓄水面、初期雨水调蓄池和淹没式绿地等多种LID设施建议设计

参数。 

用于四川某新城排水防涝规划的内涝模型研究    

项目特色：该新城位于沱江沿岸，为政府重点规划区域。本模型利用MIKE FLOOD将 MIKE URBAN、MIKE 11和

MIKE 21动态耦合，MIKE URBAN模拟规划的雨水管网系统和LID设施，MIKE 11模拟规划水系，MIKE 21 模拟暴雨期

间地面积水的情况。耦合后的模型动态反映了管网水流和地面水的互动过程，直观地表现出不同暴雨强度下城区地面

积水的范围、历时及积水深度，为城市雨水系统及河道的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持。 

该项目使用MIKE 11模型对当地河道流域洪

水进行分析，并采用MIKE SHE模拟分析自然流域

和规划地块径流情况，利用MIKE 21分析自然状

态下新城城区主要的汇流通道。采用MIKE UR-

BAN模拟规划的雨水管网系统，并且根据模拟结

果对规划建设植草沟、调蓄水面、初期雨水调蓄

池和淹没式绿地等多种LID设施的参数提出建议。 

新城城区区雨水系统模型利用MIKE FLOOD

将城市雨水管网系统（MIKE URBAN），一维模

型（MIKE 11）和二维模型（MIKE 21）动态耦

合，MIKE URBAN模拟规划的雨水管网系统和LID

设施，MIKE 21地表径流模型模拟了暴雨期间城

市地面积水情况，MIKE11模拟规划水系，耦合后

的模型反映了地面水和管网水流的互动过程，模

型直观的模拟出不同暴雨强度下，城区地面的积

水范围、历时及积水深度，为城市规划雨水系统

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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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目基于象湖一期工程和整体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案，运用

MIKE 21 FM水动力模块和生态模块分别建立了相应的二维

水动力模型和二维富营养化模型，对不同补换水方式下的湖区水

流及换水周期进行了计算分析，并考虑降雨及大气沉降对生态湖

水质的影响，对不同补换水方式下的湖区年际水质条件演变和水

华风险期间的湖区水质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确保湖区水质达标的水质改善措施。 

DHI参与象湖水环境模型研究    

项目特色：DHI受河南省水利勘测设

计研究有限公司委托，开展对象湖水

环境的研究。旨在探讨规划设计方案

对生态湖水质的影响，并提出合适的

换水策略及湖区水质维护措施。 

为了有效地对生态湖的水质进行

科学地综合管理，建议采用合理的水

动力、水质模型和先进的计算机、数

据库、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水环境

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水质水量的

监测监控、智能补水计划的制定与跟

踪、水环境影响状态评估与趋势预

警、突发水环境事故预警与应急响

应、综合信息发布共享等功能。从而

集“信息采集-处理-决策-信息反馈-监

控”综合一体，为水质管理工作提供

科学有效的决策支持信息。  

 图：整体湖区换水周期分布图  

 图：叶绿素-a浓度湖区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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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for water environments. Modelling the world of water-from mountain streams to 

the ocean and from drinking  water to wastewater treatment.  

Business Name 

DHI 中国公司 天津办事处 

地址：天津河西区九华山路香水园27号

楼3门1301室 

电话：+86 22 88381590-8001 

传真：+86 22 88381590-8007 

 

DHI中国公司 广州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48-2号

B3101 

电话：+86 20 38276790 

传真：+86 20 38276790 

DHI 中国公司总部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古宜路181号A栋4楼 

邮编：200235 

电话：+86 21 6417 8810 

传真：+86 21 6417 5882 

客服邮箱：sos-cn@dhigroup.com 

网站：www.dhi-cn.com 

 

DHI中国公司 北京办事处 

电话：+86 18601938889 

Tailored solutions for water environments. Managing your data and integrating your 
water information systems. 

DHI China Newsletter 

Providing access to knowledge about water environments. Training, seminars, 
conferenc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much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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