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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DHI水科学计算联合实验室揭牌成立   

校企合作，因水而为   

6月 30 日，河海大学 DHI水科学计算联合实验室成立揭牌仪式暨第一期学术交流会在

河海大学顺利举行。揭牌仪式由河海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肖洋主持，河海大学副校

长郑金海、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副主任尤琛辉、河海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

何文科、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张建伟、河海大学实验中心和相关学院的领导和代

表、DHI中国总经理吕谦明博士、副总经理杨正宇先生、副总工程师陈文博士以及河海校友

代表 DHI销售经理刘红玲女士出席了本次揭牌仪式活动。 

河海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人才的高等学府，拥有百年建校历史，是全国乃至全

球闻名的以水利为特色的重点大学，为促进水利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做出

了杰出贡献。 

DHI 诞生于 1964年，始终致力于水、环境与健康领域的各项研究，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行业深耕，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咨询业务最全面、技术水平最为专业的水信息

咨询公司之一，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世界环境规划署(UNEP)、全球水业合作伙伴

(GWP)的指定合作中心。由 DHI自主研发的 MIKE系列软件在全球水与环境行业内受到广泛认

可，几乎涵盖了所有涉水行业。 
文:DHI / 图:DHI 

DHI与河海大学的合作历程源远流长。自 DHI中国成立以来，双

方始终保持着友好的技术交流和人才互通，并且在水与环境领域各层

面进行合作。 

此次联合实验室的正式成立，对于双方而言，是一次非常好的资

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实践。该实验室作为 DHI在中国国内唯一的校企

联合水科学计算实验室，可以充分整合 DHI与河海大学的行业优势，

助力河海大学与世界一流数值模拟技术无缝接轨，助力 DHI获知更多

行业与市场实际需求，对于 DHI在水与环境领域的研发创新及技术推

广都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DHI始终与全球水利环保行业领军者同行，并将秉承专业、诚信

的立身之本，希望借助联合实验室的平台与河海大学建立更多领域的

深度合作，创造共赢价值，携手为祖国的水与环境事业尽绵薄之力。  



《基于数据挖掘的新安江流域水量调度方案模块开发项目》 

本项目是 DHI 与太湖流域水文水资源监

测中心双方持续性深入合作的第五期系统开

发项目，主要目的是利用前沿的大数据分析与

流域水资源管理的专业需求相结合，通过数字

化展示工具、灰色因子分析预测、水利模型计

算、远程在线监测系统集成等手段，实现流域

水资源的在线动态管理模式。 

需水预测模块：利用不同行政区划和类

别的统计数据、历史观测数据，对新安江流域

整体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进行了研究，挖掘历

史用水规律与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

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性，并构建数据驱动

灰色模型，用以预测未来不同类型用水户的年

度用水总量和年内需水变化趋势。 

水量分配优化调度模块：初步基于流域

各重要断面的生态流量和不同用水户的缺水

承受能力，设定水量分配优化目标体系，根据

规划年的预测降雨，模拟计算水文径流和河道

流量等边界条件，实现对重要断面的生态流量

和目标用水户进行实时水量分配干预，可作为

新安江流域年度水量调度方案的技术支撑和

重要依据。 

近日，太湖流域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在无锡组织了本项目的

技术审查会，与会邀请了对新安江流域熟悉的多名专家参与了技

术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DHI派出了由公司副总工陈文、内

陆水部门总工莫铠、水资源和水利工程师刘飞宏以及系统开发工

程师赵明作为项目组成员代表参与了会议，并汇报了本项目的主

要工作任务、开发实施过程、主要模块、分析与模拟功能、成果

展示等内容。 

文:莫铠 / 图:DHI & 网络 
顺利通过技术审查会  



2020 年首场线下公开培训 FEFLOW 专题现已开放报名 

地下水是重要的淡水资源，其水质和水量对全球饮用水安全、食物和能源生产有着重要影

响。科技的快速发展，促使数值模拟技术广泛应用在地下水研究的各个领域，并逐渐从单纯的科

研工具转化为实际工程的有效辅助工具。可以预见，工程实践与数学模型的紧密结合将成为未来

地下水行业发展的主流。 

FEFLOW是当前功能最为强大的地下水模拟软件之一。独具匠心的研发理念以及数十年的应

用完善，使得FEFLOW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为地下水流场、污染物迁移、地下水水龄和热能传

输的模拟提供可信的科学手段。FEFLOW友好的用户界面、强大的功能和网格生成的灵活性，使

FEFLOW成为国内外众多科研机构的研究分析工具，成功案例遍布海内外。 

为更好地提升FEFLOW软件的应用能力，DHI中国将于2020年8月17日至8月19日在上海开设

FEFLOW地下水模拟软件专题培训课程。此次培训基于FEFLOW V7.3软件，并结合项目经验与各位

同行交流探讨。诚挚邀请地下水研究领域的同仁朋友参加此次培训，深入了解FEFLOW软件应用！ 

在线报名链接：http://www.dhichina.cn/h-col-299.html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由于疫情原因，本次培训将控制参加人数，限额20人，先到先得。 

文:DHI / 图: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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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航运是全球化下国际贸易中重要的运输方

式，港口是重要的基础设施。DHI 中国为港口和

航道提供可持续开发，设计和有效管理提供咨

询服务。 

日照港地处山东半岛南翼，北邻青岛港，南

毗连云港港，是我国京沪线以西、亚欧大陆桥沿

线地带的便捷出海口，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

建港条件。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和DHI 受日照港务

集团公司的委托，针对岚山港区北区南港池航

道工程的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各方案，采用考

日照港岚山港区 

进港航道工程规划潮流泥沙研究 

文:顾晨 / 图:网络&DHI 

虑波浪影响下的潮流泥沙数值模拟，研究和分析拟

建航道以及附近水域的水流、波浪动力条件。 

DHI 中国主要的评估工作： 

● 潮流数值模拟 

● 波浪数值模拟 

● 泥沙回淤分析计算 

● 规划方案分析 

通过科学的方法，分析计算航道建成后的回淤

强度和分布，为评价和优化航道方案研究提供科学

依据。 



粉末活性炭在输水管道和调压池内的淤积 

数学模型研究  文:DHI / 图:DHI 

活性炭在国内外城市水源水质预处理以及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理中的应用已经有

近 80 年的历史，它具有吸附速度快、有机物处理效果好等特点。近年来，为积极应对城市

饮用水源的水污染问题，我国特大型城市及大中城市相继建设输水工程的颗粒活性炭

（PAC）投加系统，其作用是当饮用水原水水质超标或者发生突发水污染事故发生时，在原

水输水渠道起始端投加 PAC，充分利用原水在输水渠道中的输送时间，对污染原水进行中

途预处理。 

进入输水管渠系统后，颗粒活性炭在水流的作用下表现出沉降、迁移和冲刷等现象。迁

移作用取决于平均流速，相比之下，垂向沉降和冲刷更为复杂，涉及水流作用下的沉降与

冲刷动力过程。根据泥沙动力学的一般规律，水流挟沙力与水流的 3 次方成正比，同样作

为颗粒状物质，颗粒活性炭在输水系统中的淤积主要受流速控制。在泵站调节池中，由于过水断面增大，

流速减小，颗粒活性炭有可能产生淤积。 

本研究通过数值仿真计算模型，建立泵站调节池的三维水流（CFD）、沉积数学模型（MIKE 3 HD & 

MT 以及 MIKE Urban CS-ST），计算颗粒活性炭在调节池和管道内的淤积率、淤积厚度及其分布情况。 



5月11日  

凯隆堡产业集群是丹麦最大的产业

集群之一。DHI协助凯隆堡公用事

业公司制定了一项新的水资源管理

计划，为当地工业获得重要的水资

源许可证，并改善环境条件，以降低

相关行业未来生产损失的风险。   

 

6月4日  

“南方之星”项目是澳大利亚首个

海上风力发电场项目。为了解复杂

的海洋气象条件的变化，南方之星

公司邀请DHI为项目提供海洋气象

数据，采用高质量MIKE模型，优化

网格分辨率以适应长期的追算。 

 

6月9日  

亚洲某电力公司为充分利用该国水

电资源，委托DHI为其拟建的新水

电站进行水库沉积研究。DHI结合

客户提供的数据，利用MIKE 11和

MIKE 21C模型进行了储层条件的

数值模拟研究，确定最佳冲淤策略，

以确保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中的最佳

运行状态。  

5月4日  

水是采矿作业运行和保持效率的必要元素。由于矿山环境复杂多变，矿

井水管理工作需要在充分了解现有条件的同时，借鉴历史数据，从而提

高未来的决策能力。DHI MIKE Mine可视化工具能根据不同矿区的水资

源管理需求对获取的实时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辅助决策制定，提高矿山

运营效率。  

6月29日  

DHI 获得能源技术发展和示范计划

(EUDP)的支持，将于今年9月启动

“全球海洋和海岸定位参数地图集

(GASPOC)”开发项目。该项目为期3

年，将为海上油气行业决策者提供高

精度的海洋数据，从而辅助决策。  

 

7月7日  

随着全球工业发展，海洋酸化问题日

趋严重，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活动

等造成影响。DHI 通过建模技术帮助

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多种环境变量之

间的相互作用，采取干预措施，从而

预防或减轻不良影响。   

 

7月8日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市和新西兰陶兰

加市被瑞典创新机构(VINNOVA)选

中，作为 DHI Future City Flow 全球解

决方案的两个试点城市，并获得资金

支持。Future City Flow 是一个基于

web 的决策支持系统，能帮助水务公

司有效地减少入渗、洪水和污染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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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解决水与环境难题时，无论是河口海洋、流域水系综合管理，还是城市水的可持续发展，DHI 都是

您的首选合作伙伴。 

经过 56 年的潜心研究以及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努力实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项目经验，

并在水与环境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人类的发展与水息息相关，无论是港口规划、海岸工程，还是水资源优化配置、水质改善和防洪排涝，DHI

全球团队将以全面的专业知识、国际领先的模型技术和丰富的项目经验，结合当地的实际需求，在水与环境领

域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ABOUT DHI 

丹华水利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古宜路181号A栋4楼 

电话：021-64178810 

传真：021-64175882 

邮箱：sos-cn@dhigroup.com 

DHI中国官方网站：http://www.dhichina.cn 

MIKE官方论坛：229255923 

官方微博：DHI中国 

官方公众号：TheAcademybyDHI 

天津办公室 

天津市河西区九华山路香水园27号楼3门1301室 

电话：022-88381590-8001 

传真：022-88381590-8007 

 

广州办公室 

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48-2号B3101 

电话：020-38276790 

传真：020-38276790 

成都办公室 

成都市武侯区中苑巷6号南方花园5幢1302室 

电话：028-85286050 

 

北京办公室 电话：18601938889 

 

台湾办公室 电话：+886 920538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