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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9 日下午，DHI 一行前往上海城投水务公司，参加城市供水管网模

型及应用技术研讨会。作为上海市南区域自来水管网模型及管理系统的项目执行方，

DHI 此行受到了城投水务的热情接待。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有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戴婕，运管中心总经理赵平伟和副总经理周雅珍， DHI 集团销售副总裁

Michael Fischer，DHI 中国总经理吕谦明博士，城投水务旗下供水分公司、制水分公

司、调度室以及来自中丹两国的高级供水工程师。 

研讨会上，双方先就各自与会人员进行简单介绍。随后，来自 DHI 欧洲供水专家 Petr 

Ingeduld、Johan Spännare、Morten Just Kjølby、Tomas Eidsmo 以及 DHI 中国高级供水

工程师王艳、陈耐涵，DHI 高级研发工程师金隽等分别就供水管网模型系统以及在中欧多国

的应用项目进行详细的介绍。 

近年来，城市供水事关民生生活，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供应

DHI 一行拜访上海城投水务 开启供水合作新篇章 

能力，保障原水供应安全，全面改善和提升城市供水水质是水

务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DHI 在供水领域有着领先的技术以

及在全球各地广泛的项目经验，在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

质量的同时，还注重提高供水效率，通过实时监控，降低

漏损，减少能耗。 

经过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城投水务对 DHI 在城市管

网和供水领域的技术表示认可。DHI 也表示，作为领先

的水技术公司，我们将在城市供水领域继续努力，同时

也非常期待未来与城投水务的合作，为上海市民用水

保障提供技术支持。  



一眨眼，2016 年又进入了尾声。DHI 中国照例在圣

诞前夕举办团队拓展和年会活动，今年的活动地点选在风景

秀丽，充满人文气息的乌镇。众所周知，刚刚结束的第三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就是在乌镇召开的。今年选在此地，也是为了举办一场

与（记）众（忆）不（犹）同（新）的“别人家的年会”。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当古朴雅致的乌镇与年轻活力的水利数模公司碰

撞，散发出特别的魅力。在这里我们回顾和总结 2016 全年的运营情况，为未来

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的实施出谋划策，不断提出务实新颖的观念想法。在这里我

们奋力拼搏，在团队拓展中互助合作，勇往直前。在这里我们准备了精彩纷呈的各式节

目，享用了温馨欢乐的圣诞大餐，收获了精心准备的幸运礼物。在这里我们带着对未来美好

的期许，带着水利人的工匠之心，继续前行。 

古朴的水乡、高高的屋檐、黑黑的窗棂、长长的青石路、窄窄的街衢、幽幽的巷弄、瘦瘦的摇

橹船……乌镇，一个枕水而眠的千年古镇，倚楼听旧时风雨，茶间诉吴越往事。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

久举办地，DHI 人对未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如今信息渠道广泛而多变，技术力量日新月异，如何顺应互联网

思维更迅速的应对市场变化，推陈出新，这对 DHI 的创新和研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DHI 人会以本次年会

为契机，继续携手并肩，迎着 2017 年的曙光，扬帆起航，果敢前行，在水与环境这方绚丽而又宏大的舞台上大展

宏图，开创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明天！ 

来过，便不曾离开 

——DHI 中国乌镇行  



培训信息 
Training News 

时间 主题 地点 

3月6日- 3月10日 
河口海岸专题  

MIKE 21 & MIKE 3     
上海 

3月27日-3月30日 
地下水模拟专题 

FEFLOW 
北京 

4月17日-4月19日  

海绵城市专题 

URBAN FLOOD & SCAD & 
Arc GIS  

广州 

5月15日-5月19日 

水资源综合管理专题 

MIKE HYDRO River & MIKE 
HYDRO Basin     

南京 

11月6日-11月10日 
洪水专题 

MIKE FLOOD 
上海 

2017年度公开培训安排资讯  

http://www.dhichina.cn/h-col-145.html 

如有意向参加,请联系我们： +86-21-6417 2597 

THE ACADEMY by DHI 的宗旨是通过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与用户一起致力于改

善全球水环境问题。通过课程的学习，您可以与 DHI 工程师分享建模经验和研究成

果，与同行业人士交流技术，共享资源。 

11 月 18 日，伴随着今年最后一期公开课——MIKE FLOOD 题培训的结束，2016

年度 DHI 中国公开培训落下帷幕。数十家单位近 350 名学员前来参加了今年的公开培

训，并与 DHI 建立了良性互动。 

2017 年，DHI 中国系列公开培训将继续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地举办。培

训计划请见左下列表，具体课程内容及时间地点安排请以正式发布的培训邀请函为准。 

更多信息请关注 DHI 中国官方网站 www.dhichina.cn 及其他官方途径。 

2017 年 DHI 中国公开培训计划 

http://www.dhichina.cn/


新安江流域水量模型开发完善与计算 
项目特色： 

在新安江流域水资源量计算机水量分配

方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MIKE 11 建立

新安江流域水文、水动力及突发事故

水质模型，对水量分配模型进行完

善与计算，作为《新安江流域水

量分配方案》评估工作开展

的技术支撑。  

       新安江流域已有一套产汇流模型，产流采用三水源新安江模型计算，河道汇流采用马斯京根

法计算，考虑到河道汇流采用水动力学方法计算，可以模拟水库调度对河道水位、流量的影响，

耦合水质对流扩散模型可以模拟突发水污染事故，因此本项目在已有的产汇流模型基础上，基

于 MIKE 11 开发一套产汇流计算模型，产流采用新安江流域水量分配模型中新安江水文模

型的计算成果，同时构建 NAM 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河道汇流采用水动力学方法计算。

商业软件具有成熟性、通用性及界面操作便捷性的特点，基于 MIKE 软件开发产汇流

模型，能够实现产流和汇流计算的无缝连接，简化数据转换与对接的工作。 

在水文水动力学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突发水污染事故水质模型，运用

MIKE 11 AD 模块建立对流扩散模型模拟水污染事故，一旦有水污染事故

发生，模型能及时准确地预测污染物浓度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同时也

能模拟预测各种应急措施的效果，为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本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利用 MIKE 软件，

建立长春市范围内的海绵城市模型，评估

现状及规划情况下城市径流控制率等海绵

城市规划要求的控制指标，并利用模型评

估海绵城市规划结果，以及海绵城市的实

施对伊通河水质的影响。项目范围为长春

市域范围约 400 平方公里。主要目标为： 

1、利用海绵城市工具 SCAD 及 MIKE

软件，辅助规划院进行海绵城市规划。 

• 计算设计降雨： 

根据历史降雨以及年径流控制率采用二

分法求解得到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 水量评估： 

计算城市降雨产流过程，考虑河

道水系调蓄作用、城市管网

系统调蓄和外排作用以

及 LID 设施的调蓄

作用，评估在

不同降雨

条件下，现状城市载体能够容纳多少水量

以及计算欠缺的“海绵体”（欠缺容积），

并对海绵城市规划提出建议。同时评估添

加管道调蓄设施、LID 设施等相关措施后，

城市海绵城市规划方案是否满足控制指标

要求。 

• 水质评估： 

计算城市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冲刷的地

表污染物，模拟单位面积污染物累积量和

任意数量的污染物的产生、流动和运移过

程，评估现状条件下城市面源污染量。同

时评估排水分区内污染物削减以及 LID 设

施对污染物的削减作用，以及每个排水分

区的污染物负荷入河累积量。 

2、 利用 MIKE 软件建议伊通河河道模

型，评估伊通河现状水质情况,并对伊通河

河道整治项目进行评估，同时评估海绵城

市规划对伊通河水质的影响。 

长春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项目简介 



集团简讯 
Group News 

11 月 1 日 
DHI 参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水资源项目，为其搭建水资源管理系统，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同时为该地区整体经济

规划提供支持。 

11 月 2 日 
DHI 近期正研究开发一款软件工具——MARAMBS，结合先进的栖息地及基于个体的生物仿真模拟技术，可以探索海洋鸟类和

哺乳动物等的活动分布以及其对石油泄漏、水下噪声等环境问题的反应。  

11 月 10 日 
DHI 参与中德合作项目，通过搭建水资源综合管理模型以及决策支持系统，为中国境内红水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提供技术

支持。   

11 月 21 日 

DHI 出席 2016 布达佩斯水上峰

会，分享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

面的专业经验,助力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12 月 2 日 

DHI 于 11 月 30 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布拉格洪水模型应用及开发 20 周年研讨

会”。多位专家参加此次研讨会，并为未来防洪模型的开发应用出谋划策。 

12 月 7 日 

DHI 捷克公司举办城市水用户交流日活动，聚焦“生命之水”主题，关注供水安全领

域新技术和新解决方案。DHI 捷克高级工程师 Petr Ingeduld 和 DHI 丹麦城市水专家

Sten Lindberg 出席了此次活动。  

12 月 6 日 

DHI 牵头丹麦水技术企业，通过位于芝加哥的丹麦水技术联盟，将领先的污水处理技

术引入美国，提高当地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效率。  

12 月 13 日 

DHI 近日完成对湄公河三角洲的研究，评估湄公河流域 11 座水电站的建设运营对沿

岸地区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供可行性的措施缓解由此带来的负面效

应，以提高积极的影响。   

集团简讯 
Group News 

11 月 28 日 

The ACADEMY by DHI 与丹麦

“FORCE 科技”合作，针对海

洋工程中的动态定位以及海洋结

构物冲刷等问题，举办为期两天

的主题培训课程。  

11 月 26 日 

韩国驻丹麦大使率代表团于 11

月 25 日访问 DHI 总部，就海上

风电技术、韩国海域水环境问题

以及未来的合作进行交流探讨。   

11 月 23 日 

DHI 专家通过重新考虑表面流运

动的数值表达，并利用灵活的几

何技巧，开发出一种新的模拟自

由表面流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

广泛的工程领域，将使模拟过程

更便捷，更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