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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扰乱了日常的生活工

作节奏，牵动着每一位同胞的心。 

应对疫情，稳定是大局。为了响应目前防控形势，DHI 中国按照上海市政府要求做好每位员工的健康

情况登记，并配合园区要求做好办公区域的日常消毒工作。2 月初，公司逐步复工。为了更好的响应广大

用户的需求，复工以来，各部门实施轮岗值班制，利用 Skype、微信、QQ、瞩目等工具或平台进行工作联

络或会议交流，保证即使无法全员到岗，也能正常有序地开展工作。 

疫情前后，国内市场的巨大波动，极大地考验着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企业。DHI 中国在确保“员工安全”

的前提下，详细规划、周密安排，有条不紊地开展线上讲座、在线技术交流等工作，确保全面复工后的用

户技术需求。此外，各项目团队也建立了各种内部、外部项目群，保证与业主和用户间的正常工作，解决

遇到的问题。 

疫情当前，很多平时不存在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甚至放大，但即便如此，生活和工作还得继续。DHI

中国会继续履职尽责，发挥在水行业的光和热，与广大同胞携手渡过这一难关。  

——DHI 中国 2020 复工小记 

应对疫情，共渡难关  

文:DHI / 图:尚言武、郭晓明、薛菲等 



淄博市大武水源地三维可视化信息系统建设 

（3）将数值模型的结果定制化输出、嵌入

至三维地质结构模型以及三维可视化信

息管理系统中，实现在系统中进行方案

的管理和结果分析。 

多种方案的模型预测结果为大武水

源地管理与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最终项目成果亦首次实现

了地质结构和地下水流、水质演化同时

三维可视，可直观、灵活、多角度观看地

下水在地层中的径流模式及溶质运移状

态，并成功借鉴应用于水源地管理、地下

轨道交通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泉水保

护等诸多领域。  

淄博市大武水源地是我国北方罕见的特大型地下水源地，是淄博市主要的城市

供水水源地，位于淄博市东北部临淄区的大武、辛店、南仇三个地下水水源地的闭合

富水区域，面积 148 平方公里，主要富水区 27 平方公里。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大武水源地出现了种种问题。由于多年持续的超采，地下水位总体上呈现较大

幅度的下降趋势。水源地附近建设了若干化工企业，不合理的排污和管道渗漏等因素

导致了地下水的污染，严重威胁着大武水源地的安全。  

三维可视化信息系统建设是淄博市大武水源地规划和管理的重要工作。通过建

立三维可视化信息管理系统，可实现地下水流场和特征污染物的动态监测、科学计算

和三维展示，为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在本项目中，DHI 的主要任务是建

立能反应区域地下水流系统特征的仿真模型，预测地下水位的变化与特征污染物的

运移，并将模拟结果集成到信息系统的三维地质结构模型中，实现对地下水资源的预

测和管理。项目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文:金爽 / 图:金爽 

地下水数值模拟研究 

● 建立三维各向异性非稳态地下水水流模型； 

● 建立三维各向异性非稳态溶质运移模型； 

● 预测未来地下水水位变化和污染物运移特征； 

● 定制化接口开发，实现数值模型与信息系统的无缝集成。 

具体工作内容包括：（1）在三维地质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水文地质资料、地下水开发统计资料等，搭建

地下水水流模型。采用实测资料进行模型的识别与验证，建立反应研究区实际水文地质特征的数值模型，进行地下

水位动态模拟预测。（2）在地下水水流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现状分析、室内外试验等资

料，扩展为特征污染物的运移模型，采用最新实测资料进行模型的识别与验证，并进行特征污染物运移模拟预测。

图：大武水源地地下水模型垂向分层结构  



202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春节，也度过

了一个艰难的2月。我们不曾预料这一场疫情的突

袭，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每个人积极地对待工

作与生活的态度，都令人感动、振奋。 

在尚未正式复工前，我们就收到了来自全国用

户的咨询与求助，诸如MIKE软件的安装、培训、学

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渴望正常的交流学习，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我们无法做到与用户朋友们面

对面交流，也无法开展各种线下的培训课程。很多

用户去年早已预约的上门培训服务也无奈搁浅，只

待疫情结束，才能恢复正常。 

值此特殊时期，DHI中国也苦恼于如何能最大

限度的满足用户的需求，顺利开展工作。所幸，我

们拥有一支积极乐观、充满热情与创新精神的团

队，经过认真地讨论与筹备，决定借助现在发达的

网络，让大家在“空中教室”济济一堂，通过公开

交流的方式，以模块专题分类，帮助一部分零基础

用户打开MIKE世界的大门，从而少走一些弯路，更

快更准确的找到建模操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记特殊时期的“MIKE观摩大厅”活动  

天涯若比邻，云端常相聚  
文:许丽君 / 图:DHI 

“天涯若比邻，云端常相聚”。2月11日，我们在

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了第一条活动信息，并命名

为“MIKE观摩大厅”，希望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模型

工具的专业平台。 

活动发布当天，200多条用户需求就纷至沓来。感

受到大家学习的热情的同时，我们也迅速用一系列的

专题活动回馈始终支持着DHI中国的新老朋友们。 

从2月14日的第一期MIKE 21专题开始，我们陆续

举办了十余场活动，几乎涵盖了DHI所有的软件系列

及常用模块。每一期活动都有百余人参加，期间也收

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反馈，让我们倍感温暖与激励。   

当然，每次约1个小时的讲解与介绍不能替代系

统的培训，大家在有一个系统的入门讲解之后，仍然

需要再继续专研学习。我们特期待春暖花开之后，每

个人都可以信心满满地迎接新的工作与挑战。 

充实的生活才是幸福的源泉，知识的不断更新才

能为事业保驾护航。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支持，也希

望以后也常能交流，共同进步。希望疫情期间，我们

的“MIKE观摩大厅”能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收获。  



技术战“疫” 
DHI 知识共享不停歇 

文:DHI / 图:DHI 

1. MIKE URBAN+二维坡面流模型介绍 

本次研讨会将向用户介绍 DHI 新一代城

市水模型 MIKE URBAN+的二维坡面流模

型及其功能，同时也会阐述其与 DHI 

MIKE FLOOD模型功能的区别。 

日期（北京时间）： 3 月 4 日 07:00 

报名链接： https://zoom.com.cn/webinar/

register/

WN_COX3fa3pRMuuL2GUvompBQ 

新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小的冲

击。目前国内各企业都面临着物流运输难、人员培训难等多重困境……值此

特殊时期，DHI Group与全球用户共克时艰，通过各类免费在线培训或技术讲

座，助力用户能力建设，积极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3月，DHI Group将开展

如下免费在线研讨会，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参与交流。 

2. FEFLOW——地下水模拟首选工具 

该网络研讨会时长 45 分钟，通过对地下水建模

软件 FEFLOW 的图形界面、地图可视化以及模

型图形输出的介绍，展现 FEFLOW 软件在地下

水模拟应用领域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本次

研讨会还将展示不同版本 FEFLOW 之间的功能

对比，向用户介绍 FEFLOW 的进阶之路。 

日期（北京时间）： 3 月 11 日 01:00 

报名链接：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

WN_AAK7I3hzRySX_akQO8dCxw 

3. 利用模型库 (Model Warehouse) 管理您的模型 

模型开发是一项需要较多投入的工作。DHI 的

Model Warehouse(模型库) 能在单一用户或多用

户环境中为管理基于软件的模型和其他支持文

件提供一个安全框架。其能存储和检索模型，

跟踪模型更改，对访问复杂的 Web 端应用程序

进行管理。本次研讨会将简单阐述 DHI 的模型

库 (Model Warehouse) 的概念，并对其如何帮助

用户管理模型文件和项目进行展示。 

日期（北京时间）： 3 月 19 日 07:00 

报名链接：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

WN_I8Tr1oD0QpivCFMQAKaJBg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WN_COX3fa3pRMuuL2GUvompBQ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WN_COX3fa3pRMuuL2GUvompBQ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WN_COX3fa3pRMuuL2GUvompBQ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WN_AAK7I3hzRySX_akQO8dCxw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WN_AAK7I3hzRySX_akQO8dCxw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WN_I8Tr1oD0QpivCFMQAKaJBg
https://zoom.com.cn/webinar/register/WN_I8Tr1oD0QpivCFMQAKaJBg


到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借用各种先进前沿的

水与环境生态领域的研究手段辅助城市生态

规划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交流。   

此次交流会由 DHI 中国内陆水部门总工

莫铠先生主讲，参与交流的单位有中国电建

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二

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

南设计研究总院、四川大学、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水务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等。  

 莫铠先生首先回顾和梳理了国内水利

设计与规划、景观的联系，重点分享了生态环

境前沿研究方向与新特点以及西南区域生态

和水环境案例。从生态环境规划的定位与作

用引入了弹性城市空间与生态廊道的概念，

并分享了思想、技术、措施的多维度融合。整

个交流会反响很好，许多工程师表示得到了

很大的启发。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

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人们对生态城市的

诉求变得更加强烈。“Better City, Better Life”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更是我们相关的设计、规

划、研究机构在参与城市规划、景观工程等具体工作

时应秉持的一个原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需

要做好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生态环境规划与设计工

作，有效减少城市污染，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建设过

程中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DHI 中国成都办事处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成

都举办生态环境规划前沿领域研究与应用专题交流

会，邀请各研究机构、高校、设计机构等同行专家一

起，就如何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可持续管理融入

——水环境在城市规划、生态景观中的定位、作用于融合  

生态环境规划前沿领域研究与应用  

文:熊江龙 / 图:DHI 成都办 
  



1月18日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对水产

业的影响，数字孪生（Digital Twin）

技术正在不断发挥重要作用，辅助

支持污水处理运营商的决策过程，

优化操作流程，从而提高污水处理

厂运行效能。  

1月24日  

DHI 匈牙利与1月24日在布达佩斯

举办了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来自

匈牙利当地的用户和丹麦驻匈牙利

大使出席了此次盛会，DHI 集团

CEO 也参与了此次庆典并向当地

用户的支持表示感谢。  

 

1月29日  

近年来，干旱问题对全球气候和世

界各国经济发展、人民健康及生活

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DHI 的干旱

监测和预警系统（EWS）能有效进

行早期的预报，帮助决策者更好的

制定相应的缓解措施，从而能更积

极的应对干旱灾害，减轻影响。  

1月17日  

1月15日-16日，DHI 和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联合举办主题为“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交流峰会。来自全球的水行业专家齐聚哥本哈根，分析当前

在可持续供水、微量污染物威胁、污水处理、循环经济以及发展中国家

水管理等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挑战，探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2月5日  

足球场或公园等绿色娱乐区域越来

越多地被用于临时储纳暴雨产生的

洪水以降低排水成本。DHI 近日与丹

麦多个科研机构合作，探讨如何选址

并评估由此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从

而为市民提供预警预报服务。  

2月7日  

DHI 波兰公司近期在当地开启全新

的海上风电场合作项目。该项目中，

DHI 负责数据监测分析，进行风电场

建设对海洋哺乳动物和候鸟以及水

下噪声对哺乳动物和鱼类的环境影

响评估。  

2月7日  

DHI 澳大利亚公司近日与黄金海岸

市议会签署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并

将在未来12个月中逐步利用 MIKE 

URBAN+模 拟软件 取代 Innovyze

(InfoWater 和 InfoSWMM)产品为当

地水务机构提供管网模型搭建和相

应技术服务。  

Group News 

集团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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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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