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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硬核，干货满满的分享赢得了参与用户的广大

好评。活动中，来自业内各单位、科研院校、机构的用户

就感兴趣的问题及研究方向等与 DHI中国工程师团队展

开交流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 MIKE SHOW 系列活动为

大家提供新的交流平台，为技术找到新的应用，为需求找

到新的支撑，从而加深与广大同行朋友的沟通、交流与合

作。 

如有错过直播的朋友，也可以访问 BiliBili 网站，搜

索： DHICHINA 回顾交流会内容。更多活动信息，请关

注 DHI中国微信公众号（TheAcademybyDHI）获取。 

新年伊始，MIKE 2021 全新发布，吸引万千关注。为了让广大用户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新版 M

IKE 系列产品，在未来提升用户服务体验，DHI 中国在 2021 年 1 月-2 月举办了 5 场 MIKE SHOW 线

上交流分享活动，从水质生态、水资源综合管理、地下水、洪水模拟等多个领域展开，介绍新产品、

新工具、新功能，与大家一同感受 MIKE V2021 的技术魅力。 

此次 MIKE SHOW 系列活动主题缤纷多彩，内容涵盖了 MIKE ECO Lab 水质生态模块、ABM    

Lab 生物仿真模块的应用及操作演示，MIKE HYDRO Basin 以及 Load Calculator V2.0 软件概况、模

块、功能及其应用介绍，FEFLOW 模型溶质迁移功能，包括复杂的多物质反应模拟示例讲解，以及

全新的 MIKE+ FLOOD 模型在各种尺度洪水问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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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用户需求，紧跟技术前沿，持续创新研发是 DHI 以及 MIKE 系列软件不断前进的根本！ 

新年伊始，MIKE 系列软件 V2021 版正式发布，利用“新产品”“新工具”“新思维”助力打开水行业新思路。

其中，久负盛名的 MIKE 21 是迄今为止拥有最多功能的二维水模拟软件。无论对于目前业内重点关注的水环境治

理这一重大课题，还是河口海洋工程建设规划布局，MIKE 21 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16 日，DHI 中国将于上海举办 MIKE 21 二维水模拟软件专题培训课程，分设水环境

和波浪泥沙 2 个专题班，与学员一道夯实基础，扩宽思路，为复杂的水环境或海洋泥沙问题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学

员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专题培训课程，欢迎报名！ 

课程详情及在线报名请访问： http://www.dhichina.cn/h-col-335.html 

4 月 26 日至 28 日，DHI 中国还将于上海举办

FEFLOW 地下水模拟软件专题培训课程，基于 FE

FLOW V7.4 软件，并结合项目经验与各位同行交

流探讨。 

DHI 的 FEFLOW 软件以其良好的平面、剖面

和三维可视化功能，可将模拟结果以高清晰图像

或视频呈现；最新的立体可视化和图像、视频输

出功能，使深入了解复杂模型内部成为可能。凭借

高效的用户界面、强大的功能和无与伦比的灵活

性，FEFLOW 已成为地下水优质模拟的标准。欢迎

广大地下水行业的同仁朋友参与学习交流，深入

了解 FEFLOW 软件应用。 

课程详情及在线报名请访问： http://www.dhi

china.cn/h-col-2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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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水管网水力、水质模型的基础上，针对孟加拉国达卡市 Purbachal新城近远期规划的不同工况，搭建了水力、水质模型，研究分析了详细水力情况与余氯衰减情

况，给出了不同工况的具体关阀方案和加氯方案。此外，由于规划区域的建设进度不同，研究区域分为不同大区，分别模拟了大区内的水泵调度与大区间的水泵调度工

况，其模拟结果能够作为水泵选型的依据。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 Purbachal新城位于首都达卡市东部，距沙阿贾拉勒国际机场约 6.4km，通过高速路与机场实现连通。新城面积 24.59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8-15

m。本工程主要建设 Purbachal新城输配水系统，该系统分成输配水管网系统、深管井、输配水系统配套设施三部分。供水水源近期采用地下水，即多个深管井供水，远

期采用 DWASA 的水处理厂作为长期供水水源。

深管井分散布置在 Purbachal 新城内，能满足近期

5~10 年的用水需求。随着需水量的增加，深管井的

供水量不足以满足新城供水需求时，由 DWASA

水处理厂供水。 

水力模型咨询服务基于 Purbachal新城的近远

期规划，分别针对深管井与 DWASA 水处理厂作

为供水水源以及其联合调度的情况，搭建不同工

况下的水力、水质模型，使得正常运行工况以及爆

管事故时能够满足用户服务水压、用户余氯浓度

要求。根据模拟结果给出相应的关阀方案和加氯

方案，使得管网中的余氯浓度达到要求；给出不

同工况下满足用户服务水压时水泵所需的流量和

扬程，能够作为水泵选型的依据。 

文:张瑱 / 图:DHI 



国内某水利枢纽工程是该河流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程开发任务为：防洪减淤为主，兼顾发电、

供水和灌溉等综合利用。水库蓄水后会极大地改变水库上下游的水文情势，特别是水库建成后库区内流速变

慢，造成上下游的水文条件的巨大改变，必然引起库区内的水质变化，对库区和下游的环境和生态造成巨大影

响，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评价该水库建库后库区水文和水质。但由于泥沙淤积显著，需要根据不同运行阶段的

水库地形变化的规律，根据淤积形态分情况分析。 

为配合该工程的环评工作，DHI 中国根据河道断面数据重建

了研究区域内河道地形，搭建了该水库建库后库区干流二维水动

力和水质模型，并计算整个库区内的水动力、水质的状况，分析水

库建库后库区内水质分布规律和污染带的影响。由于水库设计条

件下库区变化显著，针对整个工程设计周期不同阶段淤积情况，分

阶段预测了水库运行期内的水环境情况，为工程实施后环境影响

评价提供技术支持。研究中使用了 DHI MIKE 21 水动力和水质数

学模型，实现了研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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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

对支持皖浙两省经济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DHI 受太湖流域水文和

水资源监测中心委托，建立了基于

MIKE 的水资源管理系统，通过用

户友好的 web 应用程序实时更新

数据，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管理水

资源。  

 

 

 

 

降雨会导致污水管网入渗和流入

增加，降低排水系统运输和处理废

水的能力。DHI 推出的 Future City 

Flow 实时决策支持平台，基于云技

术，通过独特的数据收集、管理和

分析，结合对现有和预测条件的高

效建模，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优化

废水的运输和处理，积极管理城市

的水流量。  

DHI 与缅甸国家水资源委员会(NWRC) 下属的水文信息中心(HIC) 密

切合作，利用伊洛瓦底江流域特有的数据开发多用途决策支持工具，可

支持综合水资源分析、规划和管理，从而对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各种发展

规划进行评估。 

丹麦第二大河流 Storå 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有严重的洪水问题。DHI 与丹

麦环境保护署（DEPA）合作对该条河流进行研究，通过物联网和人工

智能技术预测河流水位和潜在洪水风险，以期将该方法推广至其他需

要洪水风险预测的地区或国家。  

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正在影响全

球农业及作物产量稳定性。利用水

文模型软件如 MIKE SHE，将作物

特征与土壤和气候参数统一成一

个物理水文模型，并对现有农业过

程数字化，与传感器、控制仪器和

机械相结合形成智能灌溉系统，使

得决策过程更加清晰和透明，以保

障农业生产可持续和经济地运行。  

 

 
 

 

气候变化正在给全球各地城市供

水系统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城市

水综合管理战略可以将供水、卫

生、暴雨和废水管理与土地利用规

划和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对水源

水、雨水、废水和饮用水的综合管

理，确保水资源的安全和可持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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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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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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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