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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FLOOD 专题培训火热报名中 

近 几年，我国流域及城市洪水事件频发，严

重危害到了国家人民、财产安全及经济的

稳定发展。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做好城市排水防

涝工作。 

为了响应国家政府的要求，针对住建部对城

市排水防涝的颁发的大纲，更好地帮助水利、市

政工程的决策者和技术人员运用先进的模型工

具，了解并解决流域洪水预报分析和调控问题；

城市内涝所引起的街道积水模拟、排水管网的优

化及设计能力校核等问题，DHI 中国将于2013年

10月28日至11月1日在上海举办MIKE FLOOD专

题培训课程。 

此次培训将根据目前的洪水风险具体研究方

向，专设流域洪水和城市内涝2个专题班，并基

于最 新版本MIKE 11、MIKE 21、MIKE UR-

BAN、MIKE FLOOD V2012软件进行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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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培训邀请函及报名表，请点击DHI 中国

官网：www.dhi-cn.com 

或咨询：sos-cn@dhigroup.com . 

http://www.dhi-cn.com
mailto:sos-cn@dh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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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FLOW 基础培训顺利结束    

DHI  中国将于2013年11月13日-15日

在广州举办污水处理系统建模技

术研讨会暨WEST软件操作及应用培训。 

众所周知，污水处理系统是一个多变量、非

稳定、时变的复杂系统，如水质水量动态变化、

反应机理复杂、存在许多干扰因素等。以数学模

型为基础、结合污水处理工艺原理的系统仿真的

方法，可以进行成千上百次的模拟实验，具有获

取大量信息、省时省力、快速获得解决方案的优

点，是对复杂的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动态分析的适

用方法。 

WEST是专门为污水处理系统设计、运行和

研究人员开发的、功能强大的污水处理系统仿真

工具，它可以对各种污水处理工艺过程进行模

拟，主要应用于污水处理系统优化设计、工艺评

估与升级改造、控制策略的模拟与制定、突发事

故及应急预案的模拟与制定等。  

此次培训课程将基于最新的WEST V2014版

软件进行授课，并邀请DHI总部资深专家 Enrico 

Ulisse Remigi 及DHI中国专家、业内相关专家及

专业技术人员出席研讨会，一同学习先进的

WEST软件应用技术，探讨和交流项目经验。  

详情请点击DHI 中国官网:www.dhi-cn.com  

或咨询:sos-cn@dhigroup.com . 

2013 年DHI WASY FEFLOW基

础培训于9月23日-25日在北

京顺利结束。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北京市地质

工程勘察院等地质科研单位以及其他相关规划设

计单位、高校纷纷报名参加培训，学习软件操

作，了解FEFLOW的具体应用。部分单位也想通

过此次培训为引进国际一流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

做前期调研。 

DHI资深工程师田景宏博士任此次主讲培训

师，从易到难，深入浅出，以二维地下水流场模

型为引子，讲授FEFLOW溶质迁移功能；从二维

模型再扩展到三维模型，逐步讲解模型的搭建过

程，使学员从微观到宏观逐渐熟悉FEFLOW软件

的操作及项目应用领域。 

DHI的助教工程师在培训过程中耐心解答学

员问题，与学员有良好的互动，培训氛围融洽。  

图：田景宏博士正在给学员们授课。 

WEST 软件操作及应用培训即将开班 

http://www.dhi-cn.com
mailto:sos-cn@dh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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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培训客户需求调查表  

尊敬的女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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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I 中国2013年夏季乒乓球团体赛圆满落幕 

2013 年8月，DHI中国公司2013年

夏季乒乓球团体赛如期举

办。来自公司各部门总计32名选手为摘取胜利的

桂冠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此次比赛采取三轮两胜制，为了增加观赏性

将第三轮设为双打。最终由SDC部门的朱磊、吕

干，DSS部门的李福云以及SOS部门的沈毅佳四

人团队依靠稳定的发挥一路披荆斩棘荣登冠军宝

座。值得一提的是DHI中国总经理吕谦明博士在此

次比赛中也有上佳表现，惜败冠军组。 

此次活动在DHI中国公司内部掀起了乒乓热

潮，不少DHI同仁都在业余时间利用安置在餐厅一

角的的乒乓台进行练习，午间的正式比赛更是引

来了满堂呐喊助威。DHI中国乐意看到各位员工积

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今后将组织更多各类体育

竞赛，强健身体，丰富业余生活。 

http://www.surveyportal.cn/survey/vs.aspx?id=10056&sourc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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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目为合肥市塘西河监控调度信息化系统

提供水环境数学模型及相关集成应用服

务，用基于水力学模型的系统应用来连接工控系

统及展示平台，有效获取工控系统采集到的各类

原始数据，经加工计算得到塘西河水环境趋势性

分析结果数据并传递给展示平台用于科学化的决

策支持。 

合肥塘西河流域为城市新开发区域，河道多

由人工开挖建成，具备全生命周期的监控及在线

监测能力，人工调度行为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区

域内的水质水动力情况，区域内水系主要承担城

市景观水体的环境功能。  

合肥市塘西河水量水质调度管理系统   

项目特色：开发在线数据同步引擎，能够从工控系

统的在线监测数据库中实时抓取所需数据用于水力

学模型计算。开发塘西河水环境模拟控制面板，以

方案化管理体系来组织管理不同业务用途的数学模

型，并提供简单易操作的人机交互界面来简化一些

专业的数学模型操作业务，从而制定出符合管理需

求且结果合理的塘西河水环境模拟方案。最终经过

验证的模拟方案的计算结果将被输出到结果数据库

中，供展示平台进行模拟结果的展示分析 。  

由DHI独立开发的MIKE11软件工具构建塘西河水量和水质耦合的数学模型，以NAM模型模拟各集

水区的降雨产流过程，并以点源的方式由各个雨水排口汇入塘西河河道，之后由MIKE 11 HD水动力模

型模拟水量在河道中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之上，耦合ECO Lab以及对流扩散模块对COD、BOD、

SS、氨氮、总氮、总磷共六种污染物质随水体的传播转换过程。此外，根据塘西河沿线的2闸3坝在模

型中作了相应的设置，用户可方便的通过人机交互界面来控制闸坝的开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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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期的数据收集与整理分析、以及模型

的搭建和率定，最终开发塘西河水量水质调度模

拟系统。该系统实现了三种模式的水量水质调度

模拟集成应用： 

第一种模式为在离线情况下，输入不同历史

情景（如20年一遇降雨、50年一遇降雨）的降

雨、水工构筑物状态等信息，计算得到相应的水

量水质数据。通过系统提供的方案对比分析功能

对不同情景进行比较分析，为调度措施提供案例

支持； 

第二种模式为水量水质调度模拟的在线实时

趋势分析，该模式按某一时间频率滚动计算当前

时段的水量水质情况，预报水量水质以及藻华的

变化情况，并分析各指标是否超出报警阈值，若

超出则提示预警信息并给出相应的调度操作建

议； 

第三种模式为针对塘西河水质改善性的补水

计划进行模拟评估。该模式通过预设的水质目标

和评估指标，以及补水点的补水量和水质信息，

计算得到补水计划所需实施时间和补水水质变化

趋势的曲线图展示，为用户分析补水措施的效果

提供数据支持。 

目前中国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很多城市水

体的功能更加综合，塘西河项目案例中的解决方

案可以为类似区域的水务调度管理工作提供科学

有效的决策支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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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三角地区存在产业布局与水资源分布严重

不匹配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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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作为东

莞、深圳等地区的主要供水水源来自东江，其水

资源开发利用率为35.3%，已达到极限，不宜再

增加取水量。故此，广东计划在“十二五”期间

实施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从西江调水解

决珠三角东部，包括广州番禺、南沙区，东莞、

深圳等城市严重资源性缺水问题。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规划拟从西江取

水，通过管线引至广州、东莞和深圳的受水点。

本项目旨在通过建立研究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

调度模型，进行区域内水资源系统模拟、供需平

衡分析和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研究，对珠江三角

洲水资源配置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进行科学论证和

提供技术支持。 

研究分析东江流域三大水库和研究区域中小

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法，通过建立研究区域水资源

优化配置和调度模型，模拟和评估东江流域三大

水库以防洪、供水为主，兼顾发电和航运最优联

合调度方案，结合考虑东莞和深圳中小水库群的

调蓄和调节功能，提高研究区域水资源系统对水

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化配置能力，分析评估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规划和设计方案。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调度研究   

项目特色：本研究区域水资源系统是一个涉及到多种水源供水工程和多目标用水单元的复杂水资源系统。控制性水库

利用其兴利库容进行水量调节，蓄丰补枯，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流域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引起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增加

了流域的供水能力。展开以东江流域三大水库为主的供水系统以防洪、供水为主，兼顾发电和航运的联合运用和优化

调度研究，结合考虑东莞和深圳中小水库群的调蓄和调节功能，提高水资源系统的对水资源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化

配置能力，充分发挥水资源系统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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