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4月11日，DHI

中国公司带着全球

知名地下水模拟软件FEFLOW来到了

成都理工大学的校园进行技术交流。

此次FEFLOW 地下水模拟技术交流由

DHI WASY 水资源环境部资深地下水

数值模拟专家骆俊峰博士主讲。 

骆博士为成都地质学院77级校

友，此次重回母校与各位后辈师生分

享多年积累的地下水模拟技术，作为

校友能对母校地下水学科建设尽绵薄

之力，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成都理

工大学都有特别的意义。整个交流会

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参会师生

对DHI公司及FEFLOW 软件表现出极

大的兴趣，同时也对骆博士的专业成

就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此次成都理工大学技术交流会是

DHI中国四川办公室成立以来首次举

办的高校学术交流活动。 

各地专业高校无论在科研还是教

学方面都应走在技术前沿，一方面是

高校学科建设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

也是给相关用人单位培养、输送高端

人才的必然选择。DHI中国将世界前

沿的知识和技术带到当地高校，让更

多和水相关专业的同学了解我们的软

件和全球最先进的模型技术。 

我们也希望通过DHI中国四川办

公室的活动，让西南地区水利行业的

专业人员对DHI以及MIKE软件有更多

的认识和了解。  

DHI FEFLOW 软件成都理工大学技术交流会  

内容提要 

 DHI FEFLOW 软件成都理工大学技术

交流会  

 DHI中国校园大使系列活动之——中国

矿业大学校园宣讲会  

 DHI中国 MIKE 21/ MIKE 3专题培训圆

满结束 

 

 DHI FEFLOW 研讨会暨高级培训顺利

举办 

 DHI 水资源综合管理模拟软件专题培

训通知 

 洋浦神头港区潮流泥沙数学模型研究 

 数学模型在鄢陵县水系规划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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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俊峰博士简介: 

骆俊峰博士(1958~)，DHI-WASY 高级工程师， 

地下水数值模拟、FEFLOW专家。77级成都地质学院校

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数学地质工学硕士（师从两

院院士赵鹏大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地球科学系自

然科学博士。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会员，德国水利及废水

废物处理专业联合会地表地下水专委会成员，至今负责

并完成50余项科研及技术应用课题。现主要从事与水资

源（尤其是地下水资源）有关的环境问题科研及评价工

作（计算机数值模型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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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中国校园大使系列活动之

——中国矿业大学校园宣讲会  

4月 17日，DHI 地下水模拟中心总负责人Peter 

Schätzl来到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二站——中国矿业

大学，为矿大师生带了一场专业的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交流

会。此次技术交流会也是DHI中国校园大使系列活动内容之

一。为了让矿大的师生对DHI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和了

解，DHI中国市场部经理孙娅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徐州，并做

了精彩的介绍演讲。 

作为知名的地下水模拟软件，矿大的师生或多或少都接

触过FEFLOW，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借此技术交流的机会，

不少师生纷纷赶来现场，希望能获得更多专业方面的信息，

学习了解全球最先进的数值模拟技术应用经验。 

Peter Schätzl 简介: 

Peter Schätzl，现任DHI地下水及多孔介质模拟软件区域 

经理，毕业于德国罗斯托克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并于2000

年获得环境工程硕士学位。在地下水模拟和FEFLOW软件应用

领域，Peter Schätzl 拥有长达15年的实际项目经验，包括地 

下水和地表水联合模拟项目咨询，FEFLOW全球用户技术 

支持及各种层次的软件操作培训。此外，Peter Schätzl 

还参与了FEFLOW的研发和功能开拓项目，开发了众多插件， 

不断完善FEFLOW的功能。 

整场技术交流会气氛轻松融洽，参与这次交流会的同

学们对FEFLOW软件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经过孙娅的介

绍，同学们也对DHI充满向往之情。会后，相关专业的师

生就一些专业问题与Peter进行探讨，Peter也毫无保留地

与大家分享他的宝贵应用经验。 

这次中国矿大的技术交流会是DHI面向高校学生举办

的校园大使系列活动的第二场。今后，DHI中国将开展更

多吸引高校师生的校园活动，请随时浏览DHI官方网站、

QQ论坛和官方微博获取最新的活动信息。 

图为Peter Schätzl向中国矿业大学师生介绍 

FEFLOW软件发展历史以及项目应用经验 

图为DHI中国市场部经理孙娅在交流会现场

做开场介绍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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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日，DHI 中国2014年度首场公开培训——MIKE 21/ MIKE 3专题培训课程在上海技贸宾

馆圆满结束。此次培训是DHI中国自2004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培训。在DHI的

客户以及同行业兄弟单位的热情支持下，共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近130位学员参加培训，学习最新版本

的MIKE软件操作技术，探讨模型应用经验。 

在这为期5天的培训中，DHI中国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分设了水环境、水质溢油、港口波浪和河

流泥沙4个专题班。无论哪个分会场，DHI的工程师们都尽心教授学员相关软件的操作技巧，并将自己

在日常工作中的模型运用经验与学员分享，力求让每个专题班的学员都能感受到无差别的高质量的培

训服务。 

DHI中国MIKE 21/ MIKE 3专题培训圆满结束 

此次新设立的河流泥沙班（MIKE 21C）还特别邀请了丹麦的水资源专家Søren Tjerry前来授课。

Søren丰富的软件应用经验以及DHI中国海洋部门王张峤博士精彩的现场翻译获得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5天的培训很快就过去了，相信在这短短的5天中，DHI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场软件操作培训，更是

客户与DHI工程师以及同行间交流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DHI的技

术与服务，与DHI一起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在行业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左上：水环境专题班学员专心聆

听培训内容 

右上：DHI中国工程师李池鸿为水

环境班的学员们授课 

中间：Søren Tjerry 为河流泥沙班 

的学员们讲解 MIKE 21C 基础课 

程，王张峤博士做现场翻译 

左下：水质溢油班在工程师汪飞

的指导下学习溢油模块 

右下：港口波浪班学员认真学习

水动力模块（HD）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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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I 中国将于5月12日-16日在上海技贸大厦举办水资源综合管理模拟软件专题培训。本次

培训将针对目前水资源及水环境方面的热点问题，根据学员的不同需求开设3个专题

班——水质班、洪水班以及水资源班，于3个分会场分别举行。 

此次培训将基于最新的2014版MIKE 11、MIKE HYDRO BASIN以及MIKE FLOOD 软件，并结

合实例及项目经验与各位同行共同交流探讨。学员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专题培训课程，欢迎报名！ 

详情请见DHI中国官网,或直接下载DHI 水资源综合管理模拟软件专题培训邀请函。 

报名截止日期：2014年5月2日 星期五 

咨询邮箱：sos-cn@dhigroup.com 

为 期4天的DHI FEFLOW地下水数值模拟研

讨会暨高级培训于4月15日至4月18日在成

都川音爱乐酒店顺利举办，共计40多位来自各环

保部门、勘察设计部门、研究机构及专业院校的

学员报名参加。 

鉴于此次FEFLOW高级培训无论是对学员还

是培训讲师都颇具挑战，DHI中国特邀请DHI 

WASY最为资深的地下水数值模拟专家骆俊峰博

士及地下水模拟中心总负责人Peter Schätzl莅临

蓉城担任主讲。两位FEFLOW专家就20世纪60年

代至今FEFLOW软件的研发过程及项目应用做了

详尽深入的讲解。骆俊峰博士结合多年项目经

验，在培训过程中深入浅出，提纲挈领，很多建

模过程中的难点疑点在骆博士的解释下都能茅塞

顿开，学员受益良多。 

DHI 水资源综合管理模拟软件专题培训通知 

FEFLOW研讨会暨高级培训顺利举办 

在整个研讨会及培训过程中，两位专家

悉心讲解操作方法、传授多年应用心得，课

后也耐心解答学员各种疑问，无论是讲师还

是助教都与学员互动良好，学习氛围浓厚。 

最后，仅代表DHI中国感谢各位用户对

MIKEbyDHI系列软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

任，用户的满意和认可是DHI发展的动力和

基石。 

左图为此次FEFLOW专家骆峻峰博士和Peter 

Schätzl为学员悉心讲解，分享FEFLOW实际

应用经验。 

http://www.dhi-cn.com/News/2014/03/31/2014DHI中国水资源综合管理模拟软件专题培训即将开班.aspx
http://www.dhi-cn.com/News/2014/03/31/~/media/DHIChina/Files/2014/MIKE%2011_2014.5.12-5.16_%E4%B8%8A%E6%B5%B7.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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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神头港区潮流泥沙数学模型研究  

◆ 运用MIKE 21 HD建立潮流模型，分析工程前后流场变化 

◆ 航道和港池口门处横流影响分析 

◆ 砂质海岸沿岸输沙计算 

◆ 正常天气及极端天气下航道、港池回淤计算 

本项目准确模拟了该海区的潮流特性，并预测了泥沙运动趋势，为洋浦神头港区南码头的方案设

计提供了参考依据。  

项目特色：洋浦神头港区位于我国海南岛，典型的砂质海岸，受复杂南

海潮波系统影响。本项目研究了该海域潮流特性、波流共同作用下的沿

岸输沙、航道及港池回淤问题，为工程实际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洋 浦港位于我国海南省儋州市，是海南

省西北部和中部地区物资运输的进出

口口岸，设立洋浦保税港区，是国家实施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和能源战略、完善国家对外

开放格局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海南特区

乃至整个北部湾区域经济加快发展。  

DHI 受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

限公司的委托，拟对新建的洋浦神头港区南

港区码头项目工程进行潮流泥沙数学模型的

研究。为探究不同工程方案的建设前后对港

口所在海域的潮流、泥沙输送的影响、工程

不同建设阶段实施后泥沙回淤强度等，本项

目展开以下研究： 
图为项目所在区域示意图 



6 | The expert in WATER ENVIRONMENTS | April 2014 

DHI  CHINA NEWSLETTER  

数学模型在鄢陵县水系规划中的应用 

2013 年7月，许昌被确定为全国45个水

生态文明城市之一。 鄢陵是许昌

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的2个落点城市之一，将承负“林

水相依，宜居花城”的水生态建设任务。 

花木和水是鄢陵城市运转的基础，如何借力许昌

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契机，提升自身的水景观环境、

保育与修复水生态基础、提升林水价值、彰显水生态

文化特色，是鄢陵承负许昌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重

要内容，也是改善鄢陵水生态环境并形成未来城市特

色的重要契机。 

项目特色：利用MIKE 11 HD模拟地表河道水

系水动力状况，对规划水系的连通性进行验

证，并为规划提供可行的水系连通方案，闸坝

调度方案。利用MIKE SHE分析地表水的汇流

积水过程，从而为湖泊等大中型水土的规划提

供科学可靠的建议。利用Feflow软件模拟地下

深井开采对周边区域地下水埋深的影响，为工

业深井开采位置提供建议，同时对期影响进行

评估。  

本项目采用MIKE系列数学模型对水系规成果进行科学上的验证，使其不仅可达到水生态文明建设

任务的目标，同时所提规划方案均以水利为基础，充分保证了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 

本项目中所应用的数学模型软件包括MIKE 11水动力模拟软件，MIKE SHE分布式水文模型软件，

以及FEFLOW地下水模拟软件，分别对地表河道水系的连通性，地表积水汇流状况，以及工业深井开

采对地下水的影响进行了科学的评估，为规划方案的河道疏浚工程，湖泊等大中型水体的位置及水面

面积的确定，以及工业深井的选址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为整体规划创造了良好了水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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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by DHI software has been the preferred choice of water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25 years. Our product family encapsulates more knowledge and 

covers the widest range of water  modelling needs - making it truly unique.  

DHI 中国公司 上海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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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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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sos-cn@dhigroup.com 

网站：www.dhi-cn.com 

Tailored solutions for water environments. Integrate data and models in a decision making 

environment.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s water environments - enhance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Join our global train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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