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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中国 2014年度公司发展研讨会在台州举办 

2014年12月，浙江，阳光明媚，气温回

升。DHI中国公司一行前往台州国际大酒店召

开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海总部与各地方办

公室的同事们齐聚一堂，共飨盛典。 

研讨会现场气氛热烈。总经理吕谦明博士

首先致辞，回顾了2014年公司运营情况以及

取得的成绩，并指出下一年度公司发展方向和

工作重点。随后，各部门以及地方办公室负责

人也纷纷就各自在2014年中所完成的工作进

行总结。在过去一年里，公司四大方向的业务

日趋完善，业绩平稳递增，员工逐渐增多，这

些都离不开公司全体成员的耕耘和付出。 

今年是DHI中国公司成立十周年，数位资

深员工陪伴着公司从初创走到了现在。当大屏

幕上出现十年忠诚奖获奖名单的时候，在座的

全体员工一同献上了最真诚的祝福和最热烈的

掌声。 

研讨会之后，公司还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展

示团队和自我的舞台。各部门带来了形式各异

的表演，歌曲、舞蹈、小品、舞台剧等精彩纷

呈，充分展示了DHI优秀的企业文化。整场圣

诞晚宴在激情、欢乐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2014年，我们微笑过、艰难过、失去过、也收获过。即将到来的2015年，将会是一个新的起点，DHI中国的发展将跨入一个更高速的时期。我们将一

如既往地提供一流技术服务于广大水利行业的用户。在新的一年里以新的姿态、新的步伐谱写出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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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西南当地客户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DHI 中国成都办创办了“MIKE会客厅”沙龙活

动，活动形式以小型讲座及自由交流为主。11月，由成都办工程师周磊主持第一期“MIKE 11会客

厅”活动，迎来了首批贵客——来自四川省水院、成都理工大学、四川省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等专业

教师及工程师。通过周磊的介绍并使用DEMO版本进行上机实战演练后，各位参与者对MIKE 11的功

能有了进一步了解。 

12月，继成功举办“MIKE 11会客厅”活动之后，为了满足西南当地客户对二维模型的认知诉

求，成都办工程师郭晓明主持了“MIKE 21会客厅”活动。参与者分别来自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水运三

处）。通过此次沙龙活动，各位参与者有机会通过DEMO版本的实例操作加深了对MIKE 21的强大功

能的认知。 

两次活动都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活动中，参与者们纷纷结合日常业务所需提出专业

上的问题，现场互动良好，大家表示收获颇丰。希望DHI 成都办在西南地区能架起一座沟通的桥

梁，使得用户可以更加便利地了解DHI及MIKE by DHI 模型的应用。  

DHI 成都办 
“MIKE 会客厅”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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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DHI DK于10月23日-24日在丹麦总部Hørsholm举办了“海洋结构

物局部冲刷”专题培训课程。来自全球多国能源部门、大学、研究

机构、咨询公司以及政府机关的工程师参与了此次课程。 

11月6日  DHI 越南公司将出席11月12日-14日在胡志明市举办的第六届越南

水展，与同行分享来自丹麦的水利技术。 

11月17日 DHI 与泰国水利与农业信息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以帮助泰国政府

降低洪水风险以及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11月17日 DHI 以及DHI 新加坡分公司成功主办2014压舱水管理国际会议。 

11月19日  DHI 通过全球网络会议与广大用户一起庆祝GIS日。 

11月25日  DHI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公司合作，通过图文巴区域委员会拿下当

地模型库管理项目。 

11月27日  DHI 年度用户会议于11月19日在法国南特成功举办。 

11月27日  DHI 印度公司与果阿政府签署一项合作协议，以维护其地区航道

的可持续发展。 

11月28日  DHI 于11月10日-14日在土耳其成功举办MIKE 11及溃坝分析专题

培训课程。 

DHI 集团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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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   DHI 与Femern A/S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30亿丹麦克朗的框架合

同，为费蒙湾沉管隧道工程提供环境影响评价监测服务。 

12月4日   DHI 近日拿下瑞士Mälaren湖的在线溢油模拟系统项目，旨在为

当地供水公司提供决策支持系统，分析和量化供水风险。 

12月5日   DHI 丹麦和新加坡公司正在卡塔尔参与一项环评项目，为连接多

哈国际机场和多哈市区的桥梁和隧道工程提供环境影响评价。 

12月8日   DHI 成功拿下印度尼西亚深海尾矿安置项目。 

12月8日   DHI 新西兰公司于11月下旬成功举办水专题研讨会，吸引众多同

行前来参加。 

12月8日   DHI 与丹麦气象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有望在“提高丹麦洪水预

报水平”等领域有更深入的合作。 

12月11日  DHI 研究的短期降雨预报系统发展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了，目前

其作为局部天气雷达系统（LAWR）已在全球超过35个国家和地

区使用。 

12月11日  DHI 与挪威公共道路管理局签署一项高额技术协议，为计划修建

的隧桥工程提供波浪水文监测服务。 

12月12日  DHI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公司顺利通过DNV认证。 

12月16日  DHI 与丹麦环境部合作，帮助中小型企业寻求更加安全的化学物

质替代品，以减小对环境影响的风险。 

12月17日  DHI 与科研单位合作开发了一款新型气候水文模拟工具，耦合了

地下水和局部气候模型，弥补了现有模型中存在的不足。 

12月18日  DHI 出席在丹麦罗斯基勒大学举办的欧洲水框架指令研讨会，为

丹麦水资源规划管理献计献策。 

DHI 集团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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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地点 

3月16日-3月20日 MIKE 21 / MIKE 3 上海 

4月7日-4月10日 FEFLOW 青岛 

4月20日-4月21日 URBAN FLOODING 上海 

5月11日-5月15日 MIKE 11 杭州 

11月9日-11月13日 MIKE FLOOD 上海 

DHI 中国 2015年度公开培训计划 

DHI 始终相信产品成功的关键是要确保用户满意！培训课程正是将我们的理想付诸实施的途径之一。The Academy of DHI（DHI 学术交

流）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具备一定规模的公开培训以及研讨会，指导用户如何将不同的DHI产品作为工程的评估工具，并提供一个与新老用户

分享模型运用经验的交流平台，共享DHI的先进理念及知识成果。 

2015年，DHI中国系列公开培训将安排在上海、青岛和杭州三个城市举办。培训计划请见右下表格，具体课程安排将在各培训前1-2个月

随官方邀请函一同发布。 

更多信息请关注DHI 中国官方网站及其他官方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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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河段在黄河流域中的位置 

评价河段 

小浪底水利枢纽 

小浪底坝下水文站 

西霞院工程 

工程厂址 

孟津大桥 

项目特色：本项目搭建了洛阳石化二道河排污

口水动力水质二维动态模型，实现了该研究区

域的水动力和水质综合模拟，建立了污染源与

河流水质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针对了各种水

文，排污条件下的排污口以及下游不同水功能

区进行了预测模拟，为中石化洛阳分公司提供

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厂址位于吉利区黄河北岸二级阶地上，南距黄河约

3km。洛阳分公司现有工程废水经厂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先由排污管道送至建

于黄河岸边的厂外第一、第二缓冲池，然后经排污管道排至二广高速黄河大桥

桥下西约20m处进入二道河，二道河为吉利区的生活污水排污渠，两者汇合后

向东南方向流经约400m左右进入黄河。 

本河段地表水评价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的Ⅲ类水质标准。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院委托DHI公司采用自有的MIKE 21

模型进行黄河流域孟津大桥上游1km处至下游9km的黄河河段范围内河段的污染

物扩散模型研究。 

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咨询方首先根据现场考察测量中所观察到的实际情

况，对研究水域内进行了细致的网格划分，利用实测的水深及流速对流场的水

动力参数进行了率定与验证。在此基础上，针对研究区域内的水质浓度分布，

咨询方利用实测的水质浓度数据对水质模型中的扩散系数及各种水质因子的衰

减系数进行了率定与验证。 

通过验证后的模型模拟研究了工程前后，不同排污形式 ，检测到的不同污

染物浓度，以及不同来水保证率的工程情况，通过结果分析给业主提供了科学

依据和相关建议。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1800万吨年炼油扩能改造工程 

地表水污染扩散数值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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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在绍兴平原河网中的应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体一位”的总体布局。浙江省委省政府深

入实施“八八战略”，并提出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

节水“五水共治”，“以治水为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绍

兴市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提出了“重构绍兴产

业、重建绍兴水城”的战略目标。 

绍兴市提出在保护、传承绍兴水城市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以“一

湖（鉴湖）、两河（环城河和浙东古运河）、多点（大闸、水库、六

湖等在建或已建水工程）”为主体，构建水景交融、人文辉映的水文

化景观新格局，充分发挥水利、城建、环保、文物、旅游等综合效

益，通过水文化建设，全面提升绍兴新水城的品位和形象。 

DHI采用MIKE11数学模型对绍兴现状和规划水系进行科学

的评估，使其不仅可达到水城建设任务的目标，同时所提规划方

案均以水利为基础，充分保证了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 

本项目中应用数学模型MIKE 11水动力、水文和水质模型，

模拟了不同调水方案下市区的水质改善效果并提出了优化方案；

从排涝和水环境功能角度进行了水面率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合理

的水面率；并依据模型结果提出了适宜的规划闸泵规模和调度方

案。从而为绍兴水城的科学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水利基础。  

项目特色：利用MIKE 11 HD、NAM和AD模拟绍兴平原河网的水动力

状况，模拟了不同调水方案下市区的水质改善效果并提出了优化方案；

从排涝和水环境功能角度进行了水面率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合理的水面

率；并依据模型结果提出了适宜的规划闸泵规模、闸泵调度方案，为绍

兴水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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