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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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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中国于2013年5月24日—26日在

珠海、澳门举办了年度研讨会。 

自DHI 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年中都会举办一

次全公司同仁参与的会议，总结上半年公司的运

转状况，探讨公司下半年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本次会议共设“团队协作”“公司与员工成长”

“赢在市场”和“企业创新”四个主题。每个主

题以头脑风暴或团队游戏的方式展开，使公司的

每一个员工都能参与其中。 

DHI 中国公司总经理吕谦明博士与公司员工

一起回顾了上半年业务情况，展望了DHI 美好的

前景，真诚地希望DHI 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在这个

和谐的平台上茁壮成长，同时也祝愿DHI 中国在

水利和水环境这条专业道路上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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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11 专题培训及高级应用培训圆满落幕 

DHI China Newsletter 

2013 年6月17日-21日,DHI MIKE 

11 软件基础培训课程在上

海新苑宾馆成功开班。此次培训为期5天，根据

学员不同专业需求分设了水质、水资源以及洪水

3个专题班。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人数近40人，

分别来自全国水利、环境等行业的科研院所，事

业单位，设计单位以及各大高校。DHI 工程师在

此次培训中，基于最新版本MIKE 11、MIKE 

FLOOD、MIKE SHE、MIKE BASIN 软件，与各

位同行交流探讨软件使用技能。经过DHI 工程师

五天的专业培训，学员们不仅了解了软件的操

作，更加认识到DHI 强大的咨询实力。培训不仅

传递了知识，更增加了彼此的了解，为今后的合

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期5天的专题培训圆满

结束。 

图：学员们正在水环境工程师蔡海捷的带领下学习 2012   

版 MIKE 11模型结构简介。 

为 期2天的 MIKE 11 高级应用培训于2013年

6月22日-23日在DHI 上海总部举办。共有

11位行业内的工程师参加了此次高级培训。DHI 

中国公司总工程师张海平博士和内陆水部门经理

章永鹏先生结合项目应用实例为参加培训的学员

们做了专业而精彩的讲解。 

张海平博士是DHI水资源管理、水环境研究及

信息管理系统研发领域的资深专家。此次培训他

主要就模型精度评估与提高方法以及MIKE 11 建

模方法和案例介绍进行讲解。工程师章永鹏作为

内陆水部门经理，一直从事与MIKE 11相关的流域

洪水、水质和水利规划类项目工作，培训经验丰

富。在此次培训中主要就MIKE 11 结构物应用及

其案例进行介绍，获得了学员们的一致认可。 
图：讲师张海平和章永鹏为参加高级应用培训的学员

进行案例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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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更多地让专业人士了解MIKE软件的功

能，掌握软件操作的技能，提高工程师在

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应用水平。2013年，DHI Chi-

na市场部决定首先在全国重点高校举办MIKE 校

园大使招募活动，招募一批水与环境专业且愿意

为中国水环境事业贡献一份热忱和力量的同学

（每所学校限1-2名同学）,并为同学们提供一次

宝贵的社会实践机会。 

凡有意愿参与此次活动的同学（包括研究生

和本科三年级以上学生）请在9月5日前将你的申

请书和简历发给活动组织方。有幸成为MIKE 校

园大使的首批同学将会在9月15日前后收到通知，

并会在之后的短期内收到正式聘书。 

活动详情及报名渠道，请点击http://www.dhi-

cn.com/DHIChina/Publications/News/2013/MIKE 

校园大使招募活动_20130716 或浏览 DHI China 

官方网站 www.dhi-cn.com. 

活动时间：2013年9月-2014年12月 

活动总负责：DHI China  市场部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 DHI China 所有。 

MIKE 校园大使招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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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您好！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DHI及MIKE培训的支持与信赖，正是在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培训服务日益

完善。但是，我们深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MIKE培训的方方面面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为了更好地为您

服务，我们制作了《MIKE培训客户需求调查表》，请您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采纳客户有

效建议，完善改进我们的培训！ 

请点击：http://www.surveyportal.cn/survey/vs.aspx?id=10056&source=link 

或扫描右边二维码参与问卷调查。 

MIKE 培训客户需求调查表 

http://www.dhi-cn.com/DHIChina/Publications/News/2013/MIKE%20校园大使招募活动_20130716
http://www.dhi-cn.com/DHIChina/Publications/News/2013/MIKE%20校园大使招募活动_20130716
http://www.dhi-cn.com/DHIChina/Publications/News/2013/MIKE%20校园大使招募活动_20130716
http://www.dhi-cn.com
http://www.surveyportal.cn/survey/vs.aspx?id=10056&sourc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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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参与尼日利亚 Lekki 港开发   

 

项目特色：长周期涌浪作用下的港池泊稳研究；深水航道对长周期涌浪的折射；基于转换矩阵方

法的港口不可作业时间评估；港口长周期共振。 

DHI China Newsletter 

尼 日利亚 Lekki 港区的工程占地90公

顷，将建设长6公里、宽160米的航

道，并拥有250米宽的港池和直径达670米的

回旋水域。港口区包括了1200米长的集装箱

泊位、300米长的干散货泊位和45,000吨的

油船泊位（预计2015年将扩建至160,000

吨）。口门处将设有两段防波提，主防波堤

长1.5公里，副防波堤长320米。 

非洲西部海域是世界上著名的长周期涌浪海区，平均谱峰周期在12-18秒之间，这对港口的规划设计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些挑战，DHI通过多个模型结合（MIKE 21 SW、PMS 和 BW）的手段进行港口规

划、设计、运营中所面临的的波浪问题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 

◇ 多数据来源的深水波浪评估； 

◇ 确定防波堤设计波浪要素； 

◇ 长周期波浪下的泊稳标准确定； 

◇ 基于转换矩阵的港口不可作业时间评估； 

◇ 港池布局优化； 

◇ 港口长周期共振研究。 

本项目研究结论为港口的设计提供了 

可靠的依据，受到各界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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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洪水预报系统    

项目特色：系统整合了预报

降雨，实时水文数据，实现

了实时洪水预报、洪水自动

预报、历史洪水模拟及预报

结果的分析、修正、上报等

功能，实现了蓄滞洪区自动

优化分洪的功能，完全满足

业务化运行。系统开发采用

平台化开发，实现了模型的

管理功能，从而大大提高了

系统的使用寿命。   

松 辽委委托 Mott MacDonald, 

DHI 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于2003-2007年建立了松花江洪水

管理系统（SFMS）。系统建成后，

松花江流域内的工程情况及站网布设

情况较松花江洪水管理系统建设时已

经发生很大变化。松花江洪水管理系

统建设时没有考虑哈达山水利枢纽等

大型水利工程的作用。并且嫩江右侧

支流自动测报系统的建设使嫩江右侧

支流的站网的分布密度增加。 

松花江洪水预报系统建立在“松

花江洪水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吸取

以前系统开发的经验，进行了大量的

完善和更新工作。主要工作包括：补

充了1999年以后全流域水文数据并对

全流域水文模型参数进行了更新，并

对原来的全流域模型进行了优化，提

高了全流域干流预报模型的预报效

率，构建了松花江流域四个大型水库

的入库预报模型，提高了预报的针对

性和效率。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大洪水

进行了反演模拟分析。系统整合了预

报降雨，实时水文数据，实现了实时

洪水预报、洪水自动预报、历史洪水

模拟及预报结果的分析、修正、上报

等功能，实现了蓄滞洪区自动优化分

洪的功能，完全满足业务化运行。系

统开发采用平台化开发，实现了模型

的管理功能，从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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