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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专业，聊技术——“MIKE 会客

厅”活动让您与 DHI 零距离  

 

 

DHI 中国3月-4月公开培训安排  

 

 

1-2 月集团简讯  

 

 

台湾 LNG 码头波浪项目简介  

 

 

厦门市水资源配置模型开发项目  



为了满足广大用户的学习交流需求，进一步让同行了解 DHI 的专业技术，

2 月 17 日，“MIKE 会客厅”系列活动在 DHI 中国天津办公室和成都办公室同

步展开。天津和成都当地相关单位近 20 名同行前来参加此次活动，地方办会议

室里座无虚席。 

本次交流活动以“MIKE21 二维水模拟软件应用交流”为主题，天津和成

都办公室的工程师首先对 DHI 中国的业务情况和 MIKE21 软件功能及其优势进

行介绍，同时结合近期行业热点从流域水系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

在线监测和管理等方向介绍了 MIKE21 软件产品的应用案例，之后，带领与会

工程师进行简单的实例操作练习，加深对 MIKE 产品的认识和体验。 

与会的各位同行在听取讲解的过程中与 DHI 工程师交流热烈，积极提出自

己的理解和想法。DHI 工程师也就各位提出的资料搜集、鱼道模拟、泥沙公

式、湖泊水质、三维动态展示，软件在城市内涝问题和海绵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以及环境监测和在线决策支持系统等众多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和交流。 

相信通过“MIKE 会客厅活动”可以更好地让同行朋友们切身体会和理解

MIKE 模型在水利环境等领域的重要性。于 DHI 而言，我们收获了同行对

MIKE 模型和 DHI 中国专业性的认可，这将是我们继续精益求精的动力。今

后，DHI 中国还将陆续举办不同主题的“MIKE 会客厅”活动，欢迎同行朋友们

前来交流。 

“MIKE 会客厅”活动让您与 DHI 零距离  

谈专业，聊技术 



 

Training News  
3月 -4月培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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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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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管理

者、专业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我们的课程都可以满足您的各种需求。 

2017 年 3 月-4 月，DHI 中国将在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座城市分别举办河口海岸、地下水和海绵城市模拟评

估等三个主题的公开培训。 

 

培训计划请见左下表格，点击课程名称获取培训具体信息。 

在线报名网址： http:// www.dhichina.cn/h-col-145.html  

更多信息请关注DHI中国官方网站 www.dhichina.cn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地点 

3月20日-3月24日 河口海岸模拟专题 上海 

3月27日-3月30日 地下水模拟专题 北京 

4月10日-4月12日 海绵城市模拟评估专题 广州 

如有意向参加,请联系我们：  
Ms. Sun Ya  

suy@dhigroup.com 

021-6417 2597  

http://www.dhichina.cn/h-col-145.html
http://www.dhichina.cn/
http://www.dhichina.cn/h-col-335.html
http://www.dhichina.cn/h-col-299.html
http://www.dhichina.cn/h-col-300.html


集团简讯  

Group News  

1月6日  
DHI 为印度不丹边境城市彭措林河岸防洪提

供综合性技术方案，保护河岸，减少因侵蚀带

来的洪水风险，从而实现土地复垦以及城市

扩张。  

1月11日  
DHI 应邀参加加拿大一项试点项目，为当地

省份亚伯达政府升级洪水预报平台，使其功

能更加灵活和现代化。试点成功后，该洪水

预报系统将在整个亚伯达省铺开。   

1月13日  
DHI 通过准确可靠的海洋气象数据

服务为荷兰海上风电产业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助力荷兰实现到 2023 年

海上风力发电产能从 1000MW 增加

到 4500MW 的目标。   

2月6日  
DHI 为全球用户和同行提供各种能力

建设支持，无论您在世界何处，都可以

免费加入我们的在线培训课程和研讨

会。详情请点击： 

http://www.theacademybydhi.com/

courses-and-events-calendar 

1月31日  
瑞典南部沿海城市赫尔辛堡海域海水

浴场因水质问题备受关注，DHI 为当

地政府提供水质预报服务，通过网络

和智能手机客户端就能知晓浴场水质

情况，为娱乐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月8日  
DHI 新开发的自动化鸟类监测传感系统近日落户美国首

个海上风电场——布洛克岛海上风电场。此次合作从

2017 年 2 月开始，为期 5 年，DHI 将为当地海上风电场

涡轮机组提供专业保障。  

2月9日  
DHI 举办在线技术讲座——“悬浮沉积物”专题，由专业

的海岸工程师介绍悬浮沉积物的概念及其对环境的影

响，同时还有相关监测方法与大家分享。  

2月15日  
非洲部长级水事理事会（AMCOW）与

UNEP-DHI 合作搭建首个网络框架平

台，用以监督非洲地区对联合国通过的

水资源可持续目标的实现过程。   

2月22日  
DHI 新加坡与当地企业首次合作，将VR

技术首次应用于非娱乐行业，带领体验

者通过 VR 设备观察海洋珊瑚礁，从而

引发对珊瑚礁的监测和保护的探讨。   

1月23日  
DHI 举办在线技术讲座——“海岸

侵蚀和保护”，从风、浪、水深以及沉

积物等多个应用方向分享应对海岸

侵蚀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技术建议。   

2月2日  
2017 年“地球湿地日”的主题

是“湿地：减少灾害风险”。

DHI 于当天举办纪念活动，并将

通过各种技术项目继续致力于

湿地保护和发展事业。   

1月16日  
DHI 新西兰公司将于 4 月 6 日-7 日

在首都惠灵顿市举行 2017 用户会

议。此次会议涵盖城市水、水资源和

海洋环境等主题，向与会用户演示软

件最新功能以及实际案例应用等。欢

迎国内感兴趣的朋友注册参加。 

http://www.theacademybydhi.com/courses-and-events-calendar
http://www.theacademybydhi.com/courses-and-events-calendar
http://www.dhigroup.com/global/news/2017/02/tech-talk-ep-9-measurement-of-suspended-sediment
http://www.dhigroup.com/global/news/2017/01/tech-talk-ep-8-coastal-erosion-and-protection
http://www.dhigroup.com/global/news/2017/01/tech-talk-ep-8-coastal-erosion-and-protection
http://www.theacademybydhi.com/course-sessions/user-group-meeting-2017-44600002-02


本项目主要目标为：估算 LNG 码头施工期间不同配置下的波浪静稳度与海

上可施工期；估算不同抗风浪程度的施工船只的海上可施工期，作为整体工程规

划与推进的依据。 

在各施工阶段的不同配置下，考虑浚深、填地工程与外廓防波堤配置变化，

分析波浪静稳度对于施工期的影响，从而估算出海上可施工期。DHI 基于过去

20 年以上的外海波浪数据以全球波浪模型与 BW 波浪模型计算在不同配置条件

下的波浪场，利用转换函数推算施工海域的每年可作业时间。 

项目特色：本项目建立的台湾 LNG 码头波浪模型采用 MIKE 21 SW、

BW 和 PMS 三种模型建模，计算和分析港内静稳度和各施工阶段的不

可作业时间，从而可以对于整体的施工规划与各期程工期推进提供具体

依据。 

此外，由于在现有施

工船只施工条件下，码头

的冬季不可作业时间较

长，DHI 还针对更大型施

工船只的抗风浪程度估算

每年可作业时间，为延长

冬季可作业时间，推进整

体施工计划提供具体依

据。  



项目特色：本项目以MIKE HYDRO Basin模拟软件为开发

平台，构建厦门市水资源配置模型，利用模型来进行基准

年、规划年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和规划工程的规模论

证。本项目体现了MIKE HYDRO Basin在以下四个方面的

应用：（1）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2）引调水工程的规

模论证；（3）库群联调；（4）多水源综合调度模拟。 

厦门市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境内河流均属

沿海独流入海的山溪性河流，水系分散，源短流

急，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城市供水主要依赖

于北溪引水，现状情况下北溪引水占全市城镇供

水的 80%。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现状供水工程已满足不了厦门市中长期的用水量

增长需求。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委托 DHI 中国进行厦门市水资源配置模型的开

发。项目以 MIKE HYDRO Basin 模拟软件为开

发平台，统筹河道内外、上下游及本地水与外调

水的关系，综合考虑水资源禀赋条件、“三生”

用水需求和水利工程调度运行，构建了厦门市水

资源配置模型，为厦门市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及规划工程的论证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本项目的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1）在厦门市水系水利工程分布图的基础

上，结合 Google earth 地图，描绘得到厦门市的

研究分区图、数字河道以及水利位置图，为厦门

市水资源配置模型构建提供统一的地图化界面； 

（2）采用流域面积比和流域面雨量修正的

水文比拟法，计算各分区及九龙江北溪径流量，

为厦门市水资源配置模型提供水资源量边界； 

（3）在厦门市现状用水统计的基础上，遵

循节水战略目标，参考厦门市“十三五”发展规

划，进行厦门市各分区的需水预测，逐一计算综

合生活（居民生活用水和第三产业用水）、工

业、农业和生态需水量； 

（4）概化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利工程运行

调度及取水优先次序等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计算

基本要素，以河网为骨干，构建厦门市水资源配

置模型，实现区域之间、用水目标之间和用水部

门之间水量的合理调配，作为开展厦门市水资源

供需平衡分析的工具和手段； 

（5）基于厦门市水资源配置模型，进行基

准年的长系列模拟计算和供需平衡分析以及规划

年的多方案模拟计算和供需平衡分析，并对九龙

江雨洪利用工程的引水规模进行论证。 

厦门市水资源配置模型开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