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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出席第十二届国际矿井水(IMWA)大会 

2014年8月16-22日, DHI 中国携DHI WASY一行

出席了在徐州举办的2014第12届国际矿井水会议

（IMWA2014）。 

本届大会由国际矿井水协会主办，中国矿业大学

承办，来自世界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矿井水科学

技术领域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工程师以及管理者参加

了会议。国际矿井水协会主席Adrian Brown、徐州市市

长朱民、中国矿业大学校长葛世荣及会议合办方代表应

邀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国际矿井水协会（IMWA）于1979年在西班牙格

拉纳达成立，每三年举办一次国际会议，是一个多学科

研究矿井水的国际组织。本届大会主题为“多学科应对

矿井水挑战”，是国际矿井水协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

洲举办。会议论文集收录了140篇论文和25篇摘要，包

括水文地质学、水文地球化学、多学科应对矿井水环境

挑战、矿井水害挑战、矿井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矿井闭

坑以及相关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等水问题，邀请了国际

和国内有关行业主管领导、权威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和用

户单位代表参与，共同探讨矿业中的水问题及对策。 

DHI 中国此次参展带来了DHI 在水资源规划与调

配、水污染防治、地下水保护与规划和水务一体化等一

系列领先的处理解决方案和产品。 

在此次矿井水大会上，DHI 来自德国和澳大利亚

的Alexander Renz、Stefan Paul Szylkarski、Volker 

Clausnitzer、 骆峻峰博士以及DHI中国地下水资深专家

田景宏博士作为国际和国内领先的地下水模型专家，针

对会议主题做了专业而又精彩的演讲。 

DHI 希望能以先进的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和丰富

的水资源规划管理经验服务于矿业领域，为预防和减少

矿业水害问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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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DHI 中 国 和  DHI 

WASY 一行前往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

地球科学学院，就知名地下水模拟软

件FEFLOW 在矿井水管理领域的应用

问题，展开了一场专业的技术交流

会。这也是DHI 和FEFLOW 今年第二

次走进中国矿业大学。 

对世界知名的地下水模拟软件

FEFLOW，矿大师生并不陌生。借着

DHI 第二次前来进行技术交流的机

会，相关专业的师生纷纷赶来现场，

希望能获得更多专业方面的信息，学

习了解FEFLOW在矿业领域的技术应

用经验。虽然当天是周日，依旧阻挡

不了矿大师生们学习的热情。 

在此次交流会上，DHI 中国总经

理吕谦明博士以《矿业规划期与运营

期的水环境模型》为主题，做了精彩

的演讲。吕博士首先指出矿业中面临

的一系列水问题，并提出解决矿业水

和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结合数学模

型在解决此类问题时的优势对矿业水

和环境问题进行了专业的分析，并对

数学模型今后的应用前景进行了预

测。而来自DHI WASY 的数位高级专

家也就FEFLOW 在矿井水领域的经典

案例进行专业的讲解。 

整场技术交流会气氛轻松融洽，

参与这次交流会的师生对FEFLOW 软

件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就一些专

业问题与DHI 的专家团队进行探讨，

DHI 也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专业技

术领域的应用经验。 

DHI 中国希望在今后更多的举办

类似的技术交流会，将世界前沿的知

识和技术带到当地高校，让更多和水

相关专业的同学了解我们的软件和全

球最先进的模型技术。 

DHI 中国应邀参加矿井水管理技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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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DHI 在印度亚穆纳河流域开展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和水质模拟

研究，用以帮助印度政府规划决策，管理并修复亚穆纳河水质。 
 

7月4日   DHI 在水处理膜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技术条件，

用以帮助客户更好的解决水处理领域复杂技术问题。 
 

7月7日   在世界银行海啸应急重建项目支持下，DHI 帮助泰米尔纳德邦环境

署制定海岸带综合管理计划，改善海岸带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7月9日   全球知名海洋规划工程公司 Moffatt & Nichol’s 将MIKE by DHI 软

件安装于高性能计算机系统(HPC)，充分利用 MIKE by DHI 的平

行计算功能及世界领先计算机技术，增强其核心建模技术竞争力，

为该公司赢得更多业内认可和潜在机遇。 

7月10日  女性水行业启航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专门从事水资源管理事业的女

性争取更多决策发言权。该计划得到DHI 集团首席执行官 Antoine 

Labrosse 的高度认可和支持，并在其任期第一年担任该计划主席。

今年将在50位女性代表中遴选8名加入该组织。 
 

7月11日  丹麦自然环境署要求全国乳制品行业减少水资源消耗。DHI 高级咨

询师Palle Lindgaard-Jørgensen 作为此项目负责人，协助完成相关

调研，帮助丹麦乳制品制造业更高效利用水资源。 
 

7月18日  由联合国与DHI 联合研发中心开发的功能性游戏Aqua Republica 将

成为2014年南非“水游戏”竞赛的基石之作。此项竞赛将于非洲举

行，2014年7月18日当地时间12点启动至8月18日结束。 

DHI 集团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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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DHI 协同气象、水资源等三方机构共同签署波兰洪水风险综合管理

计划。该项目资金投入总计一百万欧元，主要研究对象为Vistula、 

Oder and Pregola 河流流域，该区域占波兰总领土的90%。 
 

7月29日  DHI 将于9月2日-9月3日在集团内部举办MIKE 客户定制化解决方

案用于非收益水量方面的应用讨论会。 

7月31日  DHI 为德国汉堡易北河附近电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我们对已有几个电厂的溶氧和温度做了研究，并采用MIKE 11、 

MIKE 21 和ECO Lab 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针对所有单一冷凝

水管段和最大加热温度、溶氧饱和度以及浮游生物死亡率做了模型

研究。 

8月5日   IAN (综合应用) 科技交流课程将在美国举行，具体参阅：http://

ian.umces.edu/learn/science_communication_course/ 。 
 

8月12日  DHI DK 将在2014年10月23日-10月24日举行海洋领域内的泥沙冲

刷培训课程，主要应用MIKE 21 系列软件。中国区客户如果有兴

趣参加，请与021-64172597联系。 
 

8月14日  挪威石油委托DHI 做了整个北海北部的潮汐后报的模型研究。DHI 

应用了MIKE 3 三维FM网格的改进技术cut-cells。 
 

8月22日  DHI 在秘鲁首都利马设立分公司，借此打开南美市场。 
 

8月25日  DHI 于7月28日-8月1日在巴西贝洛哈里桑塔成功举办“数学模型

在矿井水管理中的应用”专题培训。 

DHI 集团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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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中国9月公开培训安排通知 

DHI 中国将于2014年9月15日-19日在上海举办防洪排涝模型专题培训课程，就目前中国多发的城市内涝、洪水风险图以及海岸风暴潮等

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根据目前的洪水风险具体研究方向，此次培训分设城市内涝与流域洪水2个专题班，并基于最新的MIKE 11、MIKE 21、MIKE URBAN、

MIKE FLOOD V2014软件进行培训。DHI 工程师将与各位同行交流探讨中国流域洪水及城市内涝问题的现状及解决方案，结合先进的MIKE

软件，阐述面对洪涝灾害的管理方法及技术手段。学员可根据需求选择相关课程，学习并交流经验。 

 

为使用户更好地了解FEFLOW 软件，提高FEFLOW 软件应用水平，DHI中国将于2014年9月24日—9月26日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

办FEFLOW 基础培训课程。此次课程将基于最新版本软件FEFLOW V6.2进行授课，由DHI 中国地下水模型专家田景宏博士担任培训主讲。

DHI 中国希望能与各位同行共同探讨，交流经验，提高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在国内的应用水平。 

2014年起，DHI 中国公开培训改为在线报名，报

名网址为：http://www.danhuashuili.icoc.cc，您也可以

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官方邀请函请点击课程

名称获取。详情请咨询：sos-cn@dhigroup.com 。 

http://www.dhi-cn.com/News/2014/07/29/~/media/DHIChina/Publications/News/2014/MIKE%20FLOOD_2014.9.15-9.19_上海.ashx
http://www.dhi-cn.com/News/2014/07/14/~/media/DHIChina/Publications/News/2014/FEFLOW基础培训邀请函_2014.9.24~9.26_武汉.ashx
http://www.danhuashuili.icoc.cc


7 | The expert in WATER ENVIRONMENTS | August 2014  

珠江三角洲西水东调工程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调度研究  

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产业布局与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匹配的问题，水资源集中在西部的西江流域，而经济重心

分布在东部区域，且东江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达到极限。为了缓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缺水问题，广东省委

省政府计划实施珠江三角洲“西水东调”工程。本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客户进行珠江三角洲“西水东调”工程

水资源规划的论证，论证内容包括东江流域的供水潜力和“西水东调”工程的引水规模等。  

 项目首先构建了基于MIKE BASIN的水资源配置和调度模型，模拟东江流域水资源的供、用、耗、排水过

程，分析不同规划和设计方案下的水量供需平衡情况。  

 其次，通过DHI优化工具平台和C#语言二次开发工具，设计优化计算模块，构建东江三大水库联合调度优化

模型，研究东江三大水库多目标下的最优化调度方案，并考虑东莞水库群与深圳水库群之间的联合调度模式，充

分挖掘东江流域的供水潜力。  

 再次，基于水资源配置和调度模型和水库联合调度优化模型，对“西水东调”工程规划和设计方案进行模拟

和分析，论证工程的引水规模。  

最后，通过C#语言二次开发工具，将水资源调度优化模型进行系统化设计，方便客户进行方案的参数设置。  

项目特色：在MIKE BASIN水资源配置和调度模型供需平衡情

况分析的基础上，结合DHI优化工具平台和C#语言二次开发工

具，设计优化模块，构建东江三大水库联合调度优化模型，并

考虑东莞水库群与深圳水库群之间的联合调度模式，充分挖掘

东江流域的供水潜力，为客户提供水资源优化调度方案，并且

进行“西水东调”工程的引水规模论证。项目体现了MIKE BA-

SIN模型直观的水资源系统时空模拟分析功能和强大的二次开

发能力，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进行不同复杂程度调度方

案的操作以及优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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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中国受安徽省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院委托，为淮河流域花园湖

制作了行洪区风险图。本项目旨在

分析洪水过程，包括历史洪水过程

分析和各设计条件下洪水过程分

析，最终形成洪水风险图，并给出

洪水影响分析和损失评估。 

本项目选用MIKE 11 NAM, 

HD 和MIKE 21 HD 模型分别计算

降雨径流、一维水动力和二维水动

力模型，并用MIKE FLOOD 建立

一维二维耦合模型。MIKE FLOOD 

是将一维模型（MIKE 11）和二维

模型（MIKE 21）动态耦合的模拟

系统，能够模拟一维河道洪水漫堤

或决堤后，在更广泛区域内详细的

二维洪水演进，并结合一维、二维

的优点做到准确模拟和更好的展示

效果。 

城市雨洪及规划排洪方案是城

市建设日益凸显的问题，危机到居

民生命和财产安全。DHI 中国为淮

河流域花园湖计算行洪方案，并合

理地给出了基于洪水影响分析指标

体系下的评估分析报告，为今后防

洪排涝的布局规划提供了指导性的

作用。   

淮河流域花园湖行洪区洪水风险图制作  

项目特色：本项目为淮河流域花园湖绘制了洪水风险图，应用降雨径流

模型、一维水动力学模型、二维水动力学模型和 MIKE FLOOD进行一

维二维耦合模拟，从而制作洪水风险示意图和进行洪水损失评估等。  

洪水影响分析指标体系图  

左：花园湖行洪区最大淹没范围  右：花园湖行洪区计算网格及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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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营造生动活泼的企

业文化氛围，促进公司企业文化建设。8月，

DHI 中国公司2014年度乒乓球双打比赛如期展

开。来自公司各个部门共计28名选手在比赛场

上展开了一场技巧与力量的竞赛。 

本次比赛通过抽签分组，采用淘汰赛以及

三局两胜制的赛制进行。全体运动员本着“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以球会友、切磋技艺”的

体育精神，展开了精彩纷呈的比拼。比赛开始

后，选手们迅速进入状态，争夺十分激烈。对

阵的双方纷纷使出浑身解数，顽强拼杀，球桌

上不断出现精彩对决，直拍、横拍、扣球、旋

转球、弧线球等精彩扣杀、绝妙回挡精彩地呈

现在赛场上，不时赢得场下阵阵掌声和喝彩

声。选手们的每一次挥拍都牢牢地牵动着场下

观众的眼神，现场气氛一再升温。 

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由SDC 部门的金隽

和DSS 部门的李福云组成的队伍一路过关斩

将，凭借稳定的发挥力压群雄，摘得桂冠。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DHI 中国总经理吕谦明博士

也参加了此次比赛，与海洋部门的李池鸿组成

一队，表现出色，可惜在决赛中惜败，屈居亚

军。 

本次比赛是DHI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重要活

动之一，得到了公司内部乒乓球爱好者的积极

响应，受到了广大同事的热烈欢迎。比赛促进

了公司员工之间的交流互动，营造了和谐向上

的企业文化氛围。DHI 中国计划在今后组织更

多类似的体育竞技赛事，丰富员工业余生活。 

2014年度乒乓球双打比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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