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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软件界面及基本操作介绍

1.1 操作界面

图 1- 1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操作界面

1.1.1 功能区

数字采矿平台功能区由 12 个选项卡组成。

图 1-2 功能区

右上角的“功能区最小化”按钮可以设置功能区的隐藏或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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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功能区的显示与隐藏

1.1.2 数据目录

用户如需频繁地打开、添加、调用、编辑某个文件夹下的文件时，可将此文件夹设置为数据

目录，以方便操作。点击左上角的 图标，可定位需要设置的文件夹上。用户如果需对新文件保

存或修改后文件另存到指定文件中时，则可以在数据目录窗口中单击对应文件夹，在保存时，会

直接定位到该文件夹下。

工作目录是当前的默认目录，用鼠标左键拖动软件支持的格式的文件至视图中，便可在窗口

中打开该文件。

图 1-4 数据目录

1.1.3 数据管理

在“数据管理”窗口的空白区域、单个文件、多个文件或图层处单击鼠标右键，分别出现如

图 1-5 所示的右键菜单，主要用于文件和图层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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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空白区域右键菜单 b 单个文件右键菜单 c 多个文件右键菜单 d 图层右键菜单

图 1-5 数据管理窗口右键菜单

1.1.3.1 “空白区域”右键菜单（图 1-5a）

新建文件：新建一个数字采矿平台文件。

全部移出：移出所有文件。

全部显示：在视图窗口中显示所有文件。

全部隐藏：在视图窗口中隐藏所有文件。

全部重生成：在视图窗口中刷新所有文件。

1.1.3.2 “单个文件”右键菜单（图 1-5b）

添加图层：在所选文件中添加一个新图层。

另存为：根据需要将所选文件另存在新的位置或者另存为其它格式的文件，可以另存的文件

有 dmf、dwg、dxf、micromine、supac、txt。

移出文件：移出所选文件。

拷贝至实体属性：将文件内对象的几何属性拷贝至对象的实体属性中，从而会在对象的实体

属性中增加相应的属性字段，以便于统计分析或筛选等操作。

坐标转换：可以实现 X、Y、Z 坐标轴间互换，图形的整体移动、缩放和方位调整。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28

（1）坐标轴转换：该功能可实现对文件中数据进行包括“X 与 Y 轴互换”，“Y 与 Z 轴互

换”，“Z 与 X 轴互换”三种坐标转换模式。使用时选择要坐标调换的模式，点击确定后文件中

数据就会进行相应的转换。

图 1-6a 坐标转换—坐标轴变换

（2）两个普通点：选择图形上 2 个特征公共点，将平面图的旧坐标转换为新坐标。其中：

数据 A：（东 1，北 1）、（东 2，北 2）指在图形区域内图形的显示坐标，这个坐标不一定

是真实坐标，可以通过查询功能得到。

数据 B：（东 1，北 1）、（东 2，北 2）指图形的真实坐标，可以通过图上的标注得到。

图 1-6b 坐标转换—两点模式

（3）方位校正/比例：选择图形上 1 个特征公共点，通过调整图形的旋转角度、比例等参数，

对选中文件的数据进行了移动、旋转和几何缩放，使其改变为目标数据。

说明：勾选 X、Y、Z，可以锁定 X、Y、Z 轴，并按照输入的比例值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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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c 坐标转换—方位角/比例模式

属性配色：文件中的图形按其某一实体属性值进行配色。

【实例 1-1】打开等高线文件，按照 Z 值进行属性配色。

（1）拖入“示例数据 03 实体建模\3.1DTM\01 整体 DTM.dmf”地形文件，数据管理中选

择文件右键菜单中选择“拷贝至实体属性”，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Z”点击确定完成。双击线，

查看实体属性中已拷贝 Z 值。

图 1-7 拷贝几何属性到实体属性

（2）数据管理中再次选择文件右键，选择“属性配色”，弹出对话框如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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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选中文件名右键菜单图 1-9 属性配色

（3）属性配色对话框汇总选择要配色的属性名称，设置区间个数和分区起始、结束值和属性

颜色，勾选“显示颜色图例”，点击确定。视图中可以看到地形线通过 Z 值进行配色显示，Z 值

越大颜色越深。

图 1-10 属性配色效果

实体类型编辑：编辑文件实体类型。数字采矿平台实体类型有大类、小类之分。用户在使用

中可以通过创建多个类别，每个类别下定义对应的实体类型来实现数据按类型的管理。用户也可

以对实体类型进行添加、删除等操作。

【实例 1-2】对文件添加地下采矿实体类别。

（1）选择文件名右键，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实体类型编辑”，弹出对话框如图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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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选择实体类型编辑图 1-12 实体类型设置对话框

（2）选择“添加类别”，弹出的“添加实体类别对话框”中输入类别“地下采矿”，确定

如图 1-13 所示。把右边实体类型列表中属于地下采矿的“实体类型”都转到左边“实体类别成

员列表”中，或选择“添加”，添加新的实体类型。完成后点击确定。

图 1-13 添加实体类别

（3）视图中任意画一条线，选中线右键查询属性，可以看到实体属性中新增了“地下采矿”

实体类别，对应相关的实体类型。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32

图 1-14 实体属性中增加新的实体类别

要素类管理：用于编辑文件中对象的属性结构。属性结构中的字段可由用户灵活添加、删除。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文件添加多个要素类，每一个要素类都可定义对应的属性字段。通过灵活使

用要素类管理文件中的数据，用户可以实现在同一个文件下的实体或中线对应着相应的实体属性

结构。方便进行数据的管理。

图 1-15 要素类管理器对话框

【实例 1-3】对勘探线文件添加勘探线号属性

（1）拖入一勘探线平面文件“01 开始/1.5 勘探线.dmf”，选中文件，右键菜单中选择要素

类管理。或视图中直接选中勘探线右键菜单中选择设置要素类，弹出“要素类管理”对话框。如

图 1-16 所示选择“添加字段”，添加勘探线号属性，选择类型为浮点型，点击确定。关闭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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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要素类管理器对话框

（2）双击线查看实体属性，可以比较要素类设置前后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1-17 要素类设置前后对比

1.1.3.3 “多个文件”右键菜单（图 1-5 c）

显示：在视图窗口中显示选取的多个文件。

隐藏：在视图窗口中隐藏选取的多个文件。

移出：将多个文件移出“数据管理”窗口。

1.1.3.4 “图层”右键菜单（图 1-5 d）

重命名：对图层进行重新命名。

设为当前层：将所选图层设置为当前层，所有操作都在当前层中进行。（双击图层可以将图

层设置为当前层）

删除：删除所选图层。

添加下级图层：在文件中添加一个子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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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风格：编辑所选层的属性。点击出现如图 1-18 所示的对话框。

图 1-18 图层的显示风格设置

显示属性：在设计窗口中显示所选图层的属性。如图 1-19 所示的对话框为一个显示炮孔孔

号的示例。

图 1-19 显示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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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显示属性示例

风格设置：对添加了下级图层的图层右键才有该功能，对话框如图 1-21。

图 1-21 多图层显示风格窗口

移动/复制图层内数据：

移动图层内数据—鼠标左键拖动要移动的图层，将其放到对应的图层上。

复制图层内数据—按住 CTRL，并用鼠标左键拖动要复制的图层，将其放到对应的图层上。

1.1.4 状态栏

应用程序状态栏提供有关打开和关闭图形工具的有用信息和按钮。

图 1-22 状态栏

通过状态栏右侧的绘图工具，可进行正交、工作面上、工作面、显示\隐藏线宽、显示\隐藏

线型、捕捉、选择和三维网格的设置。

1.1.4.1 捕捉

在“捕捉”选项上单击右键，出现如图 1-23 示的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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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捕捉设置对话框

【说明】

全部清除：将当前编辑窗口设定为不捕捉。

如果没有设定捕捉，就可以根据下面的选项设定捕捉的对象。前面有符号√表示捕捉该类对

象。

端点/中点/交点/最近点：捕捉线对象的端点、中点或交点。

圆心：捕捉圆对象的圆心。

垂足：捕捉能够与目标线对象垂直的交点。

孤立点：捕捉由“创建单点”所生成的独立点。

网格：捕捉当前工作面上的网格点。

实体点：捕捉实体的顶点。

实体边：捕捉的目标始终沿实体边移动。

实体面：捕捉的目标始终停留在实体面片上。

1.1.4.2 选择

在“选择”选项上双击左键，出现如图 1-24 示的“选择”设置对话框。用户可以在此对话

框中设置视图窗口中的数据处理时的可选择性。特别是在原始图形导入后进行图形处理时，设置

好可选择类型，可以很方便对图形进行编辑。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37

图 1-24 选择设置对话框

1.1.4.3 三维网格

在“三维网格”选项上单击右键，出现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可以设置网格参数。

a 三维网格设置对话框

b 设置后的三维网格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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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三维网格设置对话框

【说明】

粗网格和细网格：是指网格线的粗细，由线宽值的大小确定；以上图为例进行说明，粗网格

的线宽为 1.5，细网格的线宽为 1，间隔 5 表示，每隔 4 条网格线显示为粗网格，其它的则显示

为细网格。注：线宽、间隔、颜色用户均可以自定义。

锁定轴比和等间距：二者只能同时勾选其一，选中锁定轴比后，Y 轴和 Z 轴的间距将与 X 轴

间距按 X 轴增加比例增加值。选中等间距后，Y 轴和 Z 轴的间距将与 X 轴间距值保持一致。

1.1.5 快速启动栏

图 1-26 快速启动栏

快速访问工具栏中可设置显示常用工具。

若要向快速访问工具栏中添加功能区的按钮，点击快速访问工具栏（如图 1-27）选择“更多

命令”在如图 1-20 示对话框中设置需要添加或者删除的快捷命令。

图 1-27 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

“自定义”按钮可供用户定义新的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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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快键启动项的添加

勾选“在功能区下方显示快速访问工具栏”将快速访问工具栏放置在功能区的下方。

图 1-29 快捷启动栏位置调整

1.1.6 输出窗口

可在输出窗口中显示命令、系统变量、选项、信息和提示。该窗口可固定停靠并可调整大小。

图 1-30 输出窗口

可以使用键盘输入命令。有些命令具有缩写的名称。要使用键盘输入命令，请在命令行中输

入完整的命令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或空格键。

在命令行中输入命令时，将显示一组选项或一个对话框。例如，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C（画圆

功能）时，将显示以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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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输入 X、Y 坐标值或通过使用鼠标在屏幕上单击点来指定圆心。要选择不同的选项，

请输入括号内的一个选项中的大写字母。可以输入大写或小写字母。例如，要选择三点选项 (3P)，

输入 3p。

执行命令，请按空格键或 Enter 键，或在输入命令名或出现响应提示后单击鼠标右键。“帮

助”中的说明只是假定此步骤而不特别指示用户在每次输入后按 Enter 键。

如果要重复刚刚使用过的命令，可以按 Enter 键或空格键，也可以在命令提示下在鼠标上单

击鼠标右键。要取消进行中的命令，请按 Esc 键。

通过使用向上箭头键和向下箭头键并按 Enter 键在输出窗口中的命令之间进行循环，可以重

复当前任务中使用的任意命令。如果在输出窗口或文本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将显示一个快捷菜

单，从中可以复制选定的文字或全部命令历史记录、粘贴文字以及清空输出窗口。

对大多数命令，带有两行或三行预先提示的命令行（称为命令历史记录）足以供用户进行查

看和编辑。要查看不止一行的命令历史记录，可以滚动历史记录或通过拖动其边界调整输出窗口

的大小。

1.1.6.1 快捷属性工具栏

为了更方便用户操作，软件把实体的颜色、线宽、线型编辑功能放到窗口功能区下方，单击

一个或多个实体时，点击下拉框即可设置实体属性，默认状态下都是设置为“随层”状态。

图 1-31 快捷属性工具栏

1.1.7 窗口的显示与调整

通过应用程序菜单中“显示窗口”项，可以控制数据目录、数据管理、属性窗口和输出窗口

的显示与隐藏。如图 1-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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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窗口的显示与隐藏

默认情况下，各窗口是锚定在视窗的固定区域。

用户也可通过对各功能窗口的大小和位置作一些更改和调整使界面更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如图 1-33 所示。在窗口界面调整时，用户需将光标按住各功能窗口的标题位置，拖离固定区域

使其成浮动状态。此时，应用程序窗口中会在窗口中间、数据目录、数据管理、输出窗口等区域

出现四个方向键，将窗口拖动到相应的方向键上，可使对应窗口准确地锚定到固定位置，并对窗

口尺寸作自动调整。

图 1-33 调整各功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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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本操作

1.2.1 图形的观察角度调整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最常用的操作就是在视图窗口中进行二维和三维状态的切换。数字采矿平

台软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二维到三维的切换方法，常用方法主要有：

1、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旋转进行切换；

2、用光标直接单击快速启动栏中的旋转图标 ；

3、按住 Ctrl 和左键并移动鼠标可实现对视图的旋转。

4、通过开始选项卡→视图显示→旋转来实现。

5、切换到二维可用按住 Esc 退出，也可通过激活功能区的其它功能或右键菜单中的选择来

进行切换。

1.2.2 鼠标操作

鼠标是用户和 Windows 应用程序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对于日常工作来说，灵活掌握

鼠标操作，可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1.2.2.1 定位显示信息和提示

当光标移动到工具图标上时，系统会显示该工具图标的名称及功能提示。

1.2.2.2 左键功能

可用于选中要打开的文件，左键将文件或文件夹拖入视图窗口中后松开，即可实现文件夹或

文件在视图窗口中的查看和编辑；在视图窗口中，可通过按住 Ctrl 和左键并移动鼠标实现对视图

的旋转等；可用于选择菜单栏或其对应的工具栏的命令；可用于选择点、线和实体等对象。

1.2.2.3 右键功能

在屏幕的不同区域内或选中不同类型的对象时单击鼠标右键，均可以显示对应的快捷菜单。

用户可以方便通过右键菜单进行相应操作，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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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a 点击空白区域右键菜单 图 1-34b 选中实体右键菜单 图 1-34c 选中

线右键菜单

图 1-34 右键菜单

【选项说明】

历史命令：选择最近所使用的命令

导出为图片：把视图中可见的所有实体导出为 jpeg、bmp、png、tiff、gif 五种格式的图片

显示点、显示线、显示面、显示文字：勾选上可以显示视图中所有的点、线、面、文字；不

勾选则不显示。

显示材质：对已经保存成功的材质纹理文件进行显示

数据发布：把视图中可见的所有数据导出为后缀为.exe 格式的文件，用户在没有安装软件的

情况可打开后可进行查看、旋转、复位移动等操作

全部重生成：刷新视图操作

复制到 CAD：选中视图中线或体数据右键复制到 CAD，打开 CAD 后直接粘贴到设定位置

另存为：选中视图中对象另存为多种格式的文件，功能等同于右键文件名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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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变宽多段线：把三维多段线转换成 CAD 中可以编辑的二维多段线。反之可选中样条

曲线或二维多段线右键转换为多段线，软件中大多数操作只支持三维多段线。

设置要素类：同选择文件名右键中的要素类管理，具体见 1.1.3.2 中示例 3。

1.2.2.4 滚轮

在视图窗口中滚动鼠标滚轮，滚动时为缩放操作，按下拖动为平移操作；双击为缩放到全部

数据范围，这与 AutoCAD 的使用特点完全相同。

1.2.3 键盘操作

软件提供了若干快捷键，由键盘上的单个功能键或者是几个字母组合来组成，熟练使用后可

缩短用户查找菜单的时间，提高使用效率，下面是几个常见快捷键的使用方法：

1.2.3.1 F1 键

实现一键帮助，用户在操作时可以参考帮助文档。

1.2.3.2 Shift 键

选择连续文件，即先选第一个文件，按住 Shift 键再择另一个文件，这时两个文件之间的所

有文件均会被选中；也适用于图层的选择。

1.2.3.3 Ctrl 键

逐个选择文件，按住 Ctrl 键，进行选择即可。

1.2.3.4 Alt 键

按下可以显示应用程序窗口中常用工具的快捷键。用户可以通过 Alt 和对应的快捷键快速访

问应用程序菜单、工具栏或功能区。

图 1-35 Alt 快捷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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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快捷命令

快捷命令中列出由几个简单字母或数字组合表示的常用功能。使用时，用户可以通过在命令

行中输入对应的快捷命令来进行快速操作。用户也可以自定义快捷键，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定义

常用的一些快捷命令，熟练使用会更好提高工作效率。

图 1-36 自定义快捷键对话框

1.2.4 文件命名协定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提供了通俗的文件命名协定，用户在使用中可以通过对应的图标或文件名

来查看文件。在数字采矿平台中，每种文件基本上均用不同的图标进行区分，并且文件的后缀扩

展名表示不同的文件类型，数字采矿平台常用的文件格式及对应的图标、扩展名、扩展名解释列

举如下。

文件类型 图标 扩展名 扩展名后缀或文件名解释

系统文件 *.dmf file

块体模型文件 *.dmb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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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体约束文件 *.dmc constraint

钻孔数据库文件 *.dmd drill

坑槽井探数据库 *.dmk K 代表坑槽井的坑首字母

地质文件 *.dmg geologe

变异函数文件 *.vrg

交叉验证文件 *.crs

椭球体文件 *.ell ellipsoid

炮孔数据库文件 *.dmo hole

约束定义文件 *.dma

图 1-37 数字采矿平台常用文件格式

注意：在文件名称命名时可以由汉字、字母、数字或特殊字符组成的识别符，用户最好选择

一个容易记忆，能表明文件类型和来源的名字，如用 LEV 用于水平、中段的命名。

1.2.5 帮助

用户在使用软件的时如需帮助，可以按 F1 或打开功能键按钮 中的帮助文档（如图 1-38 所

示），或者访问数字采矿平台官方网站：http://www.数字采矿平台.net。

图 1-38 帮助

http://www.dimine.net/d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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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系统设置

点击数字采矿平台功能键的图标，打开下拉的应用程序菜单中的系统设置对话框，可实现对

界面的常用设置。该功能可以对软件的显示环境、操作习惯、硬件设定等进行设置，包括外观、

选择、常规、交互、状态栏绘图工具。

一般打开数字采矿平台软件→左键点击数字采矿平台三维设计界面功能键图标 ，出现如下

图所示。

图 1-39 系统设置

其中左边的功能组，界面风格，工具条，帮助都设置有功能组，可以对其功能组的选项进行

设置确定其选项在界面上的显示风格。“设置”对话框右下角的“系统设置”功能可以对软件进

行多种设置。

1.2.6.1 外观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外观” ，出现如下图所示。调整相应选项后，点击应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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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 外观设置对话框

【说明】

背景色：调节三维设计窗口的背景色。上部和下部调节为相同的颜色，则为单色显示；上部

和下部调节为不同颜色，则为自上而下的渐变色。数字采矿平台在图形输出到布局时颜色处理为

反色处理，当底色为白色时，输出的多段线颜色为黑色；当背景色为其它颜色时，输出的多段线

颜色为白色。同样在读取 Mapgis 文件、CAD 文件、数字采矿平台自身文件时，颜色也会根据底

色发生改变。

文本渲染：文本渲染中文本的标记方式包含 3 种模式，box、line、none。当用户勾选文本

渲染后，在缩小视图时，如果文字尺寸小于设定的标记界限，那么视图中的文字将由指定的模式

替代，以提高程序运行效率。

例如：若标记界限为 6，单位是 px，如果选 line 模式，则视图中会在小于标记界限 6 个像素

后以线进行显示；若选 box 模式，则会以方框显示；若选 none，则会不显示。

颜色：是设置井巷工程出图时弯道、岔道、斜道等线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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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命令行字体：设置工具栏和命令行字体大小、类型，用户可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选

择适合的字体。

1.2.6.2 选择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选择” ，出现如下图所示。调整相应选项后，点击应用即可。

图 1-41 选择设置对话框

【说明】

外观栏：设置被选对象面片、线和点的颜色；

透明度：设置被选对象的透明度，100 为完全透明；

灰度选择：勾选此项后，除被选对象外，其余实体颜色均变为灰色。

只选择可见实体：勾选后，只有在当前工作面上可见的对象可以被选择，被遮挡的对象不能

被选择。

动态高亮：勾选后，当鼠标移动到对象时，该对象以高亮的形式显示，鼠标移走后，恢复原

状。

选择框透明：勾选后，在使用拉框选择对象时，所拉框为透明，否则为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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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距离：缩小和放大视图时选择的精度值。

默认选择状态：分为夹点编辑和实体选择两种模式。

1.2.6.3 常规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常规” ，出现如下图所示。调整相应选项后，点击应用即可。

图 1-42 常规设置对话框

【说明】

禁用硬件加速：系统默认是启用硬件加速，这样用户在操作时，软件运行速度会进行优化。

但是如果电脑的配置较低，建议将勾选“禁用硬件加速”。

属性显示：在视图窗口中鼠标移动到图形对象上的显示内容，用户可以通过勾选进行显示的

设置，用户也可以通过初始时间、延迟时间设置属性显示的时间。

1.2.6.4 交互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交互” ，出现如下图所示。调整相应选项后，点击应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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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交互设置对话框

【说明】

捕捉：在进行点、线、面片、实体编辑时，精确捕捉到需要的对象，包括端点、中点等选项，

默认为不捕捉。点掉不捕捉选项后，其它选项变为可选，这时，可以根据需要点选相应的选项。”

精度”选项可以调节捕捉的精确度，数值越大，捕捉到距离越远。

精度：设置线编辑中的一些默认参数，这些默认参数的修改都可以直接作用到线编辑对应参

数。

连接精度：设置连接多段线时的默认精度，数值越大，连接线段的距离可以越大。

自动保存文件：设置是否自动保存文件及自动保存文件时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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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开始

本章主要介绍选项卡“开始”中的功能，包括文件、视图设置、视图显示、视图限制、选择、

查询、属性刷、工作面、悔步以及动画等功能组。

图 2-1 开始选项卡

2.1 设置

对导入/导出各种文件类型时的参数设置。

数字采矿平台支持 AutoCAD 文件、Surpac 文件、MicroMine 文件、MapgisMapgis 文件

以及 DataMine 文件的直接拖入打开，导入导出设置中可以对各类型文件的导入/导出的格式进

行设置。

图 2-2 导入导出设置对话框

2.1.1 导入设置

数字采矿平台实现了将其他软件的数据直接拖入数字采矿平台打开。使用导入功能，用户可

以将外部数据导入到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中，通常导入的为一个完整的文件。数字采矿平台支持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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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文件类型包括 AutoCAD 文件，MicroMine 线、体文件，DataMine 线、体文件，Surpac

线、体文件，Mapgis 文件。

【操作步骤】

（1）“开始”→“导入导出设置”→“导入”→“AutoCAD 文件”

（2）选择导入方式：“设置高程”

（3）点击“确定”按钮。

（4）选择需要导入的 AutoCAD 文件，拖动到数字采矿平台三维视图中释放即可完成导入

操作。

【说明】

导入方式：分为设置高程和剖面图两种方式

剖面方位角、两点坐标：剖面图导入的两种方法。

图 2-3 导入 AutoCAD 文件设置

【说明】：

（1）导入 DataMine 文件时需注意，必须将 DataMine 点文件和线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

下而且命名要相同，且命名方式形如：**tr.dm（线文件）和**pt.dm（点文件）。打开时，拖动

两者中的任意一个文件至数字采矿平台视图中释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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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入 MicroMine 时命名方式如：**t.dat（三角形文件）和**p.dat（点文件）。

（3）导入 Surpac 时要确保点文件**.str 里保存的线文件名#.dtm 和显示线文件#.str 一致。

2.1.2 导出设置

点击“设置”功能，弹出设置对话框如图 2-4 所示，点击导出，设置导出文件数据类型，坐

标模式，各导出设置选项等。

数字采矿平台支持导出的文件类型包括 AutoCAD 文件、Mapgis 文件、MicroMine 文件、

Surpac 文件、文本文件、图片等。

用户可以在数据管理处选中文件“右键”选择“另存为”，弹出保存文件对话框，保存类型

下拉框中选择其他软件格式如图 2-5 所示。同时软件还支持在视图中选中数据直接“右键”，选

择“另存为”或“复制到 CAD”，如图 2-6 所示

在视图中不选择数据直接“右键”选择“导出为图片”或“数据发布”，导出为图片格式和

*.exe 格式文件。具体见 1.2.2.3 右键功能介绍。

图 2-4 导出 AutoCAD 文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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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另存为其他格式文件

【实例 2-1】将示例数据中的“01 开始/1.1 文件/1.1.6MAPGIS 线数据”导入的数字采矿平

台中，导入后再导出为 Mapgis 数据。

方法一

（1）找到示例数据 Mapgis 线文件路径，直接把线文件 t01-0001.wl 拖入到软件视图中，

可以看到数据管理处生成 t01-0001.dmf 文件，保存 dmf 文件。

图 2-5MAPGIS 文件

（2）点击电脑中的开始→所有程序→数字采矿平台数字矿山软件系统-2016 版，点击

Mapgis 转换工具，弹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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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Mapgis 转换工具打开

（3）点击下一步，勾选数字采矿平台转到 Mapgis，继续点击下一步。

图 2-7Mapgis 转换工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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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源数据路径，刚保存的数字采矿平台数据路径，选择结果存放路径，转成功后的

Mapgis 文件存放路径。选择后点击下一步，转换成功后选择完成，关闭对话框。在 Mapgis 软

件中打开刚转换的 Mapgis 数据，查看和转换前是否一致。

图 2-8Mapgis 转换工具对话框

方法二

（1）找到示例数据 Mapgis 线文件路径，直接把线文件 t01-0001.wl 拖入到软件视图中，

可以看到数据管理处生成 t01-0001.dmf 文件，保存 dmf 文件。

（2）数据管理处选中“t01-0001.dmf”文件右键，选择“另存为”，弹出保存另存为对话

框中保存类型选择“Mapgis 图形文件（*.magis）”，点击确定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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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另存为 Mapgis 文件

【实例 2-2】将示例数据中的“01 开始/1.1 文件/1.1.1AUTOCAD”数据中剖面图-0.dwg

和勘探线平面图.dwg 导入的数字采矿平台中，剖面图导入要求分别以剖面方位角和两点坐标方

式导入，导入后坐标值正确。

（1）勘探线平面图.dwg 导入

1）点击命令开始→导入导出设置→导入 AutoCAD,勾选设置高程，高程值设置为“-100”，

确定。

图 2-9 导入 CAD 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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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勘探线平面图直接拖入视图中，查看平面图的高程是不是-100。

（2）剖面方位角方式导入剖面图，确定基点坐标和方位角值

1）在 CAD 中打开要导入的剖面图 0.dwg 和勘探线平面图.dwg，首先确保平面图坐标和比

例正确，剖面图 Y 值及 X、Y 轴比例正确。

2）在剖面图中查看方位角值或在软件中双击平面图中 0 号勘探线属性，得到剖面图 0.dwg

的方位角为 210°。

3）在剖面图 0.dwg 中确定一个基点，如横坐标 7400N，纵坐标-100H，框选剖面图数据，

以选中基点为准移动到正确坐标，7400，-100，保存剖面图，如下图中红色选中区域。

图 2-10 剖面图

4）在勘探线平面图中，找到 0 号勘探线与 7400N 线的交点，查询交点坐标值，x=2889.3163，

Y=7400,，即为旋转基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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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勘探线平面图

5）点击命令开始→导入导出设置→导入 AutoCAD,勾选“剖面图”、“剖面方位角”，输入

旋转基点坐标和方位角，确定。

图 2-12 导入 CAD 设置框

6）设置完成后，把剖面图 0.dwg 文件直接拖入到视图中，查看平面图与剖面图对应是否正确。

完成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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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导入剖面图正确结果

（3）两点法导入剖面图

1）打开“勘探线平面图.dwg”，任意找 2 个点，要求与 0 号勘探线相交，查询 2 个点的坐

标。如下图所示红色标注处，查找 7300 与 0 号勘探线交点坐标，x=2831.5746，Y=7300。查

找 7400 与 0 号勘探线交点坐标，x=2889.3163，Y=7400。

图 2-14 勘探线平面图

2）打开 0 号勘探线剖面图，用 CAD 中镜像功能，把剖面图镜像，确保横坐标从小到大排序。

3）镜像成功后查询 7300N 图中 X 坐标值：7053.5799，7400N 图中 X 坐标值:7169.0532。

图 2-15 剖面图中查询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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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命令开始→导入导出设置→导入 AutoCAD,勾选“剖面图”、“两点坐标”，输入相

关数值，确定。如下图所示

图 2-16 导入 CAD 设置框

5）把剖面图 0.dwg 文件直接拖入到视图中，查看平面图与剖面图对应是否正确，完成导入。

2.2 视图设置

图形在视图窗口中按照一定的比例、不同观察位置和角度显示称为视图。视图设置就是用于

控制绘图区域的图形显示状况。视图设置包括视觉样式、平滑变换、视图状态设置、可见性、添

加/删除光源、投影方式等。

图 2-17 视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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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视觉样式

视觉样式即图形的显示模式。在视图操作中可供选择的渲染模式很多，最常用的有线框渲染、

平面渲染和光滑渲染。

【操作方式】

“开始”→“视图设置”→“渲染模式”→线框/平面着色/光滑（选择所需的渲染模式）

图 2-18 渲染模式功能组

执行上述操作后，选择所需的渲染模式。三种常用的渲染模式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a 线框渲染 b 光滑渲染 c 平面渲染

图 2-19 渲染模式效果图

2.2.2 平滑变换

在视图操作中可以选择平滑变换，在选择视图的不同视角时候，视图将在当前视角和即将视

角间做动画式的动态变换；

在非平滑变换状态下，在选择编辑元件的不同视角的时候，元件直接变换到即将视角，直接

显示变换后的结果，而非做过程化的，动画式的变换。

【操作方式】

选项卡：“视图设置”→“平滑变换” ，选择“视图设置”功能组下的“平滑变换”，此

时视图将以平滑变化的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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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视图状态设置

用于对视图的文件状态和三维视图的状态的快照进行管理。

【操作方式】

选项卡：单击“视图设置”功能组下的“视图状态设置”按钮 ，出现“视图状态保存”对

话框，用户可以将现有视图进行命名并保存，以便下次操作时调出此视图状态下继续完成工作。

图 2-20 视图状态保存对话框

2.2.4 可见性

可见性是指：指定的编辑对象（点、线、面、光）是否可见，设为“可见”的显示在屏幕上，

不可见的编辑对象处于禁用状态，既看不见亦不可编辑。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设置”→“可见性” ，执行此操作后，在功能组中选择要设

为可见或不可见的对象，可见的对象前将显示 ，不可见的对象前无显示。

快捷菜单：在绘图区域右击鼠标，从菜单中选择要显示的对象，如显示点，显示线或显示面。

【说明】

切割面、切割边：当进行视图切割限制的时候，在切割出产生切割面、线，勾选此选项可对

其进行隐藏/显示。

消隐线：与选择视觉样式中其它选项中隐藏线，再勾选消隐线，显示隐藏的线。

图 2-21 切割面、切割线显示图 2-22 切割面、切割线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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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面可见 (b) “面”可见视图 (c) “面”不可见 (d)“面”

不可见视图

图 2-23 可见性

【实例 2-3】以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矿体.dmf”模型的显示为例简单介

绍“面”的可见性。

（1）按照上述执行方式和操作格式选择可见性功能组下的“点”、“线”、“面”、“光”、

“切割面”和“切割边”可见（如图 2-23a 所示），此时显示的图形如图 2-23b 所示。

（2）单击可见性功能组下的“面”对象（如图 2-23c 所示），面将不显示（如图 2-23d）。

2.2.5 添加/删除光源

用户可以通过选择光源增删，改变模型光亮程度，使视图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设置”→“添加/删除光源” ，选择“视图设置”功能组下的

“添加/删除光源”，执行此操作后，按下鼠标，出现“光照亮度设置”对话框，点击添加光源，

视图达到用户所需亮度时，单击鼠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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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添加、删除光源”对话框

光源跟随照相机：勾选上时当旋转实体时光源跟随实体变化，如旋转到实体另一面时，光源

也照到另一面。反之另一面时光源消失。照相机可以想象成人的眼睛。

2.2.6 投影方式

在三维视图操作中，可以使用两种投影方式来显示视图：正交投影和透视投影。通过投影设

置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切换。

2.2.6.1 正交投影

正交投影产生平行投影，不随距离产生变形。当要获得物体精确的测量尺寸时，使用正交投

影。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设置”→“投影方式” →“正交投影”，执行此命令后，正交

投影被选中，视图显示为正交投影（如图 2-25 a）。

2.2.6.2 透视投影

透视投影仿效人眼，即：物体越远，看起来越小。使用透视投影，视图将发生变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设置”→“投影方式” →“透视投影”，执行此操作后，透视

投影被选中，视图显示为透视投影（如图 2-25 b）。

(a) 正交投影 (b)透视投影

图 2-25 投影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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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视图显示

本节主要介绍“视图显示”功能组中的一些操作，包括连续旋转、旋转、移动、复位、缩放

窗口、拉框放大、全屏显示、视图观看方式和设置观察中心等，如下图所示。

图 2-26“视图显示”功能组

2.3.1 连续旋转

在旋转视图时可以选定连续旋转，这样视图可以绕指定基点连续旋转。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显示”→“连续旋转” ，执行该操作后，按下鼠标，视图将连

续旋转，达到用户所需角度时，单击 可停止旋转。

2.3.2 旋转

在视图操作中，我们可以通过旋转当前图形或图形中的某个部分，来改变对象的显示位置。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显示”→“旋转” ，执行此操作后，沿旋转方向拖动鼠标。当

图像旋转到用户所需的角度时，松开鼠标。即可完成视图的旋转。

快捷菜单：在绘图区域右击鼠标，从菜单中选择“旋转”命令。

(a)原图（b）旋转后的视图

图 2-27 旋转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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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移动

改变视图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平移。与使用相机平移一样，平移不改变图形中对象的位置和大

小，只移动视图的位置不改变视图。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显示”→“平移” ，执行此操作后，按下鼠标平移视图，鼠标

指针变为手形。当移动到图形的边沿时，按 Esc 键退出。

快捷菜单：不选定任何对象，在绘图区域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移动”；

如果使用滚轮鼠标，可以在按住滚轮同时移动鼠标。

2.3.4 复位

用于调整视图显示范围以便看到所有的对象,图形中所有对象均以尽可能大的尺寸完整地显

示在视图中。当所要观察的对象不在视图窗口视线范围内时，可以使用复位命令把对象移动到当

前视图中。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显示”→“复位” ，执行此操作后，视图中所有对象将在视图

中显示全部图形对象，如下图所示。

a 复位前 b 复位后

图 2-28 复位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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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打开多个文件时，双击鼠标滚轮进行复位，只对当前层所在的文件进行复位，其他文件坐

标相差很远时，不会复位。因此，可通过改变当前层，来实现坐标相差很远的不同文件的复位。

2.3.5 缩放窗口

改变视图大小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利用“缩放对象”命令。放大和缩小操作可以改变视图的比

例，类似于使用相机进行缩放。缩放不改变图形中对象的绝对大小，它只是在图形区域内改变视

图的大小。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显示”→“缩放窗口” 。

选项卡：“开始”→“视图显示”→“拉框放大”

快捷菜单：不选定任何对象，在绘图区域滚动鼠标滚轮进行视图的放大缩小；

执行上述操作后按住鼠标向上或向下移动。向上移动鼠标光标就可以将图形放大，向下移动

鼠标光标就可以将图形缩小。下图显示了缩放视图的效果。

a 原图 b 缩小 c 放大

图 2-29 缩放视图

2.3.6 全屏显示

“全屏显示”将视图窗口放大至全屏幕，更直观、更清晰的展示图形内容。在全屏模式下，

用户仍可以移动、旋转视图，也可以使用常用的键盘命令进行视图的操作。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显示”→“全屏显示” 。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70

2.3.7 视图观察方式

数字采矿平台提供了三维视图内对象的七种视图观察方式：从前往后看，从上往下看，从右

向左看等。

【操作方式】

“开始”→“视图显示”→“从前往后看”

“开始”→“视图显示”→“从上往下看”

“开始”→“视图显示”→“从右向左看”

“开始”→“视图显示”→“从后往前看”

“开始”→“视图显示”→“从下往上看”

“开始”→“视图显示”→“从左向右看”

“开始”→“视图显示”→“等轴侧视图”

2.3.8 设置观察中心

为视图设置一个旋转中心，以此为中心旋转视图进行观察。用户在进行实体问题处理时，就

可以将有问题的地方设置为观察中心，然后进行实体的修改。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显示”→“设置观察中心”

2.4 视图限制

“视图限制”功能组中的命令包括产生垂直于坐标轴单侧、双侧、三侧剪切面等“视图限制”

功能组中的命令包括定义视图剖面，产生剪切面等，如图 2-30 所示。

图 2-30“视图限制”功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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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产生剪切面

该功能可以实现使用任意剖面对实体进行剖切，产生单侧剪切面，双侧剪切面或三侧剪切面，

工具栏选项如图 2-17 所示。剖面、剖面线是否显示也可以通过“视图限制”→“可见性”→“切

割边/切割面”进行设定。

2.4.1.1 创建单侧剪切面

在一个坐标轴方向对实体进行剖切，产生剪切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限制”→“产生剪切面”，勾选其中一个

【实例 2-4】创建一个如图 2-31 所示的单侧剪切面。

【操作步骤】

（1）任意拖一个实体文件到三维窗口，点击“视图限制”→“产生剪切面”，勾选其中一

个，即可形成垂直于相应坐标轴的剪切平面。如图 2-31a 所示。

（2）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平面进行调整。按下鼠标左键拖动图中 图形，平面会随鼠标的

移动沿 Y 轴方向进行移动；拖动图中 图形，平面会随鼠标的移动沿另外两轴（X 轴、Z 轴）进

行旋转。图 2-31b 即为进行任意调整后的平面情形。

a 初始切割平面 b 调整后的平面

图 2-31 创建单侧切割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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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创建双侧剪切面

在两个坐标轴方向同时对实体进行剖切，产生剪切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限制”→“产生剪切面”，同时勾选其中两个

【实例 2-5】创建一个如图 2-32 所示的双侧剪切面。

【操作步骤】

（1）任意拖一个实体文件到三维窗口，点击“视图限制”→“产生剪切面”，同时勾选其

中两个，即可形成垂直于相应坐标轴的两个切割平面。如图 2-32a 所示，是两个相互垂直的初始

剪切平面。

（2）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平面进行调整。剪切面的调整方式同上。图 2-32b 即为进行任意

调整后的双侧剪切面的情形。

a 初始两侧切割平面 b 调整后的平面

图 2-32 创建两侧切割平面

2.4.1.3 创建三侧剪切面

在 X、Y、Z 三个坐标轴方向同时对实体进行剖切，产生剪切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限制”→“产生剪切面”，三个同时勾选

【实例 2-6】创建一个如图 2-33 所示的三侧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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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任意拖一个实体文件到三维窗口，点击“视图限制”→“产生剪切面”，三个同时勾

选，即可形成三个相互垂直的剪切平面，如图 2-33a 所示。

（2）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平面进行调整。单个平面的调整方式同上。图 2-33b 即为进行任

意调整后的三侧切割平面的情形。

a 初始三侧切割平面 b 调整后的平面

图 2-33 创建三侧切割平面

2.5 选择

编辑图形文件时经常会用到选择的命令。选择图形的方法主要包括：快速选择、点选、框选、

多边形选择和多段线选择（如图 2-21）。

图 2-34“选择”功能组

2.5.1 快速选择

快速选择应用于用户根据当前可见视图中多个文件相同的属性：如实体颜色、实体线型、实

体线宽和图层名来快速定位实体，其他反选隐藏，便于快速查看、修改和操作等。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选择”→“快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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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象类型：选择全部图元或者选择所有的点、多段线数据，用来过滤视图中的数据后进行快

速选择操作。

属性：选择数据的几何属性值，如颜色、线型等来设置快速查询条件。

【实例 2-7】快速选择实体。

【操作步骤】

（1）选择示例数据“01 开始\1.2 查询.dmf”，点击视图“选择→快速选择”

（2）选择视图中所有颜色为（255,0,0）的实体。对象类型选择全部图元，属性选择“实体

颜色”，点击“随层”，弹出颜色设置框，选择“其它颜色”，弹出颜色定制对话框。选择“定制”，

输入要快速选择的颜色值：255,0,0，点击“确定”，可以看到视图中所有颜色为（255,0,0）的实

体被选中。

图 2-35 快速选择对话框

a 实体 b 被选择后的实体（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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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 快速选择

2.5.2 实体

选择实体有以下几种选择方式：以点选或框方式选择实体对象。选择与多边形相交或区域内

的对象、选择与多段线相交的对象。

2.5.2.1 点选/框选

可通过点选或框选方式选择对象。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视图窗口”→“选择”

快捷菜单：在三维视图窗口右击鼠标，点击“选择”命令。

【操作格式】

“开始”→“视图窗口”→“选择”

【实例 2-8】选择实体。

【操作步骤】

方法一：

（1）点击视图“选择→选择（W）”。

（2）鼠标左键单击最下边的矿体。

a 未被选择的矿体 b 被选择后的矿体（点击）

图 2-37 点选

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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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右击“ 选择”。

（2）按住鼠标左键拖动画一个选择框，将下面矿体框住，松开左键完成操作，效果与方法

一相同。

2.5.2.2 多边形选择

选择与多边形相交或区域内的对象。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选择”→“实体”→“多边形选择”

【实例 2-9】选择一个矿体。

【操作步骤】

（1）打开一个矿体文件，矿体如下图（a）所示；

（2）从菜单选择“多边形选择”命令，顺着矿体边界画多边形（图 b），双击鼠标左键则选

定矿体。如图 c 所示。

a 矿体图 b 画多边形框住矿体 c 选定矿体

图 2-38 多边形选择

2.5.2.3 多段线选择

选择与多段线相交的对象。

多段线选择就是在众多的实体中，画一条多段线，选择所有多段线经过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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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选择”→“实体”→“多段线选择”

【实例 2-10】用多段线选择命令选择图 2-39 中最上边的两个矿体。

【操作步骤】

（1）“开始”→“选择”→“实体”→“多段线选择”

（2）画经过上面两个矿体的多段线，如图 2-39a。

（3）双击鼠标左键，实体即被选中，如图 2-39b。

a 多段线经过的矿体 b 被选中的矿体

图 2-39 多段线选择

2.6 查询

本节主要介绍“查询”功能组的一些命令，包括条件查询，面积和体积计算，测量等，如下

图所示。

图 2-40“查询”功能组

2.6.1 条件查询

该功能可以在指定文件中根据其属性设定查询条件来查询相应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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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采矿平台条件查询支持模糊查询，用户可以在查询条件中加入星号（*）、问号（?）等

常用的通配符，以提高查询的灵活性。在使用通配符时，星号（*）可以代替多个字符，问号（?）

可以代替单个字符。如果用问号（?）查询汉字，需要注意一个汉字得用两个问号才能代替。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查询”→“条件查询”

【实例 2-11】调入示例数据中“05 地质/5.1 地质数据库/5.1 钻孔 DMD/03-地质数据

库.dmd”，查询字段名称“CU”大于“0.5”的钻孔。

【操作步骤】

（1）点击“查询”→“条件查询” ，出现如图 2-41 所示的“动态参数”窗口。

（2）在“动态参数”窗口中进行各项设置，得到如图 2-42 所示的查询结果。

图 2-41 动态参数窗口（条件查询）

图 2-42 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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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查询结果”窗口中的第一列任一序号，可以在三维窗口中定位到所对应的实体

对象。

（4）在“查询结果”窗口中点击右键，出现如图 2-43 所示的菜单，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

“隐藏查询项/反隐藏查询项”将查询到的对象/除查询到的对象以外的对象进行隐藏；通过窗口

右键菜单→“显示所有隐藏”，可以显示隐藏项。“导出到 Excel”将查询结果导出为 Microsoft

Excel 文件。

图 2-43“查询结果”窗口右键菜单

2.6.2 面积和体积的计算

该功能可以实现对任意实体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并且可以统计多个实体的总表面积和体积，

生成 EXCEL 表格。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查询”→“面积计算” 、“体积计算”

【实例 2-12】计算几个实体的体积。

【操作步骤】

（1）点击“查询”→“体积计算”。

（2）在三维设计窗口中选择，即可求出该实体的体积，数据显示于命令栏。如下图所示。

面积计算与体积计算的操作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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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 面积/体积计算及生成的表格

2.6.3 测量

该功能可以实现对任意两点之间线段的方位角、倾角、距离的测量；可以实现对点坐标的查

询；实现对线与线之间的夹角进行测量。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查询”→“测量” 、 、

2.6.3.1 测量方位角、倾角、距离

该功能可以实现对任意两点之间线段的方位角、倾角、距离的测量；

2.6.3.2 定位点

可以实现对点坐标的查询；

2.6.3.3 测量夹角

实现对当前视角线与线之间的夹角进行测量。（相同空间多段线视角不同测量结果不同）

【实例 2-13】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方位角和倾角；测量两根线夹角。

【操作步骤】

（1）点击“查询”→“测量”。

（2）在三维设计窗口中鼠标左键先选择第一点，然后方位角、倾角和距离会随着鼠标的移

动在窗口动态显示。点击第二点，距离、方位角和倾角的查询结果就会在命令栏显示，如图 2-45a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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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相交线也可以通过分别点击两根线则会将线的夹角显示出来，如图 2-45b 所示。

(a)方位、倾角、长度查询（b）交叉线夹角查询

图 2-45“测量结果”窗口

2.7 属性刷

将选定对象的属性如颜色、实体属性等应用于其它对象。

图 2-46“属性刷”窗口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属性刷”

【实例 2-14】将一个实体的属性赋给另外一个实体。

【操作步骤】

（1）打开示例数据“01 开始/1.4 属性刷.dmf”,首先查看要操作的两个实体的实体属性，如

下图 a 所示。

（2）点击“属性刷” 。

（3）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红色实体，它的属性将被赋给另外的实体。

（4）选择第二个实体，回车或鼠标右键确定，完成操作。第一个实体所拥有的实体类型、

实体名称以及自定义的实体属性被赋给第二个实体。查看操作后的属性，如下图 b 所示。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82

a 属性刷操作前

b 属性刷操作后

图 2-47 属性刷操作前与操作后

2.8 工作面

工作面功能组主要介绍工作面的打开、保存、创建和编辑等操作，如下图所示。工作面创建

好后，可将视图限制到当前工作面上进行各种操作，也可以将实体轮廓线投影到当前工作面上等。

图 2-48“工作面”功能组

2.8.1 管理器

该功能可用于打开、保存或删除工作面文件。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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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工作面”→“管理器” ；点击后出现“工作面管理器”对话框，对当前工作面

集命名，点击“保存”即可，完成后“退出”。工作面文件创建好后，也可以通过此对话框来打

开已创建好的工作面。

图 2-49 工作面管理器对话框

2.8.2 创建工作面

创建工作面有三种模式：单个、批量、拉动。点击【创建】按钮，动态参数栏如图 2-50。

图 2-50“工作面--创建”功能组

2.8.2.1 创建单个工作面

选项卡：“工作面”→“创建”→选择“单个”模式

【操作格式】

“工作面”→“创建”→“单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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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2-15】

利用一点法创建工作面，如下图所示。

【操作步骤】

（1）点击“工作面”→“创建”功能参数设置如图 2-51。

图 2-51 单点模式创建工作面

（2）命令行里提示请输入一个点，然后视图中点击一点或者输入点坐标。创建完成。

注：二点法和三点法创建步骤类似一点法。东西、南北、水平是指工作面的方向。

选择两点法，竖直是指定义过该多段线的竖直工作面；垂直是指定义以该多段线为法线的工

作面。

2.8.2.2 批量创建工作面

批量创建工作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作面”→“创建”→选择“批量”模式

【说明】

基于已有线：选择已有线上的一点作为起点，按照工作面间距批量生成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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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定义线：视图中指定一点作为起点，以工作面间距值为增量在视图中画线来确定批量

生成工作面的个数。

勘探线：视图中先打开勘探线文件，画线与所有勘探线相交，生成过勘探线的工作面。

【实例 2-16】

【操作步骤】

（1）点击“工作面”→”创建”功能→“批量”模式，选择基于自定义线，参数设置如图

2-52 按命令行里的要求操作。

图 2-52 批量创建工作面

（2）命令行里提示请选择一个点（即起点），然后移动鼠标到目标方向，点击一下之后，

可以改变方向，即朝另外的方向创建工作面，最后完成之后，点击右键或按回车键即可结束操作。

如下图 a 所示，完成后如下图 b 所示工作面。

(a) 自定义线 (b) 基于自定义线创建工作面

图 2-53 基于自定义线创建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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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3 拉动方式创建工作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作面”→”创建”→“拉动”模式

图 2-54 拉动模式创建工作面

按照界面下的命令行提示拉动形成工作面，按 F3 显示\隐藏工作面。工作面产生后会自动限

制视图，按住 Ctrl 键创建多个视图限制，摁住 shift 键可正视限制后的视图。可以在视图中右键

选择“清除所有限制”取消限制，或者在功能区选择“清除所有限制” 取消限制。

【实例 2-17】拉动方式创建工作面

【操作步骤】

（1）打开一矿体“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矿体.dmf”，选择工作面→创建，弹出对话

框汇总选择拉动方式创建工作面如图 2-55a，按住 Ctrl 键创建多个视图限制，查看单个视图限制

情况可选择“将视图切换到上一个或下一个限制工作面功能” ，如图 2-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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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a 拉动创建工作面图 2-55b 拉动限制后的结果

（2）定位到某一视图限制剖面上，再次点击创建→拉动，在原有视图限制基础上进行第二

次拉视图剖面，多次叠加限制。查看上一次叠加视图剖面限制，选择切换到前一个或后一个限制

视图 。

图 2-55b 多次叠加视图限制后的结果

（3）创建单个视图限制后，如果不需要限制可以在功能区中点击“清除所有限制” ，或

右键菜单中选择“清除所有限制”清除限制后会显示原矿体。当用户创建多个视图限制后，可以

右键选择→全部重生成或按 F2 键显示所有工作面和矿体，删除所有工作面重新拉视图剖面,如图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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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清除所有限制

2.8.3 切片

根据已建立的工作面对实体进行切片，并生成切片文件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作面”→“切片”，出现如图 2-57a 所示对话框。点击“是”，则根据当前工

作面集中的工作面剖切实体文件，并生成切片文件，如图 2-57b 所示。双击切片文件下的图层将

显示相应切片层并自动正视该层的工作面。

(a) 是否产生剖切面对话框 (b) 新生成的剖切文件

图 2-57 生成切片文件

【实例 2-18】对示例数据 08 地下采矿/8.7 地下矿爆破设计中的中深孔设计.dmf 中的矿块

进行切片。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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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已有线创建工作面集，如图 2-58b 所示。

（2）点击“工作面”→“切片”，出现如图 2-58a 所示对话框，点击“是”，生成工作面

剖切文件，如图 2-44b 所示。

（3）双击数据管理栏中工作面剖切文件的图层“工作面-0”，三维窗口中显示出该切片层

并自动正视该层的工作面，如图 2-58c 所示。

（4）可以在“工作面-0”层中进行其他设计操作，点击工作面功能组中的 可以查看下

一工作面的切片。

（5）点击命令“取消”可以取消可视限制，返回成图 2-58b 所示的状态。

(a) 未切片矿块(b) 基于已有线建立工作面的矿块(c) 其中一个工作面

图 2-58 生成切片文件

2.8.4 工作面的正视

在三维视图窗口中正视当前工作平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作面”→“工作面正视”

2.8.5 工作面的显示

可以选择显示所有工作面还是显示当前工作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作面”→“显示工作面” ，可以选择功能组：显示所有工作面或显示当前工

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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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工作面的属性

工作面的属性主要指工作面的方位角、倾角，其方位角、倾角是指工作面法线方向的方位角、

倾角。

【操作方式】

右键菜单：选中工作面后，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显示工作面法线方向”

右键菜单：选中工作面后，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

【操作格式】

（1）用鼠标左键点击工作面，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显示工作面法线方向”，结果如下图所

示：

图 2-59 显示工作面的法线方向

（2）用鼠标左键点击工作面，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或双击工作面，弹出属性框，

如下图所示

图 2-60 工作面属性信息

（3）可根据需要更改工作面的方位角、倾角、限制前偏移、限制后偏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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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悔步

悔步操作是对上一步所作的操作进行撤消。包括命令撤消和重做，隐藏与反隐藏，场景的前

后切换等，见下图。

图 2-61“悔步”功能组

2.10 动画

通过此功能可以实现视图的漫游动画演示。

动画主要包含两类动画：实体动画和沿线动画行走。其中“实体动画”是可以根据文件中的

图层或实体属性进行动画的显示；“动画行走”是沿着一条设定的路线以一定的时间（毫秒）作

为频率显示每隔一定距离的图像，用户通过设定观察视角、高度和宽度，达到在图像上行进的身

临其境的状态。

【操作方式】

选项卡：“开始”→“动画” 。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图 2-62 动画设置对话框

【说明】

数据、路径：动画采用模式，选择数据则采用实体文件进行动画播放，选择路径则按路径播

放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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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路径方式播放动画时，需要设置如下参数：

视角宽度：指视角范围。

视角角度：设置观察的倾角。

观察高度：设置观察的高度。

每帧时间：帧是动画中最小单位的单幅影像画面，每帧时间是以毫秒为单位。

每帧距离：每个单幅画面的距离。

【实例 2-19】地表游览动画

【操作步骤】

（1）打开“示例数据\01 开始\1.4 动画\1.4.1 地表\1.4.1 地表\矿坑与地面模型.dmf”，

将实体合并成一个实体，并贴上纹理（见 4.5 材质纹理），如下图所示。

图 2-63 矿坑贴纹理

（2）点击“开始”→“动画” 工具，在弹出的动画设置对话框，选择“01 开始\1.4 动画

\观测路径 1 或观测路径 2”路径线文件，并设置视角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 2-64 路径方式动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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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后，弹出“动画”播放控制对话框，点击播放可进行动画游览。

图 2-65 动画播放控制功能组

【实例 2-20】巷道内漫游动画

【操作步骤】

（1）打开“示例数据\01 开始\1.4 动画\1.4.3 巷道\01_巷道工程”，贴上纹理（见 4.5 材

质纹理）。

（2）点击“开始”→“动画” 工具，在弹出的动画设置对话框里选择“路径”模式，打

开井巷观测路径线文件，其中设置视角宽度为 10，如下图所示：

图 2-66 巷道内漫游参数设置

（3）确定后，弹出“动画”播放控制对话框，点击播放可进行动画游览。巷道内漫游时需

将投影方式切换为透视投影模式。

【实例 2-21】露天开采动画

【操作步骤】

（1）打开“示例数据\01 开始\1.4 动画\1.4.2 露天矿\总图.dmf”，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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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地表模型总图

（2）点击“开始”→“动画” 工具，在弹出的动画设置对话框里选择“数据”模式，打

开“示例数据\01 开始\1.4 动画\1.4.2 露天矿\五年期开采计划.dmf”文件，并选择字段名为“所

属层”，如下图所示。

图 2-68 数据方式动画设置

（3）确定后，弹出“动画”播放控制对话框，可选择的模式有累加、移出、进展三种，点

击播放可进行动画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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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线编辑

线编辑包括了在三维空间中一些基本图形的绘制以及对这些图形的编辑。基本图形元素主要

有多段线、正多边形、矩形、圆弧、圆、椭圆、点等，这些几何图形是三维建模的基础。数字采

矿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工具，可以方便用户对三维基本图形进行编辑处理。本章所涉及的命令主要

集中在“线编辑”菜单（如图 3-1）。

相对于 2012 版，新版本对线编辑中各图元新增了夹点编辑功能，切换实体选择模式和夹点

编辑模式，进入系统设置-选择-默认选择状态，可以在实体选择模式和夹点编辑模式之间进行切

换。

图 3-1 “线编辑”菜单

3.1 图形的创建

“创建”功能组中包括：绘制多线段、偏移、单点、直线、样条曲线、矩形、正多边形、圆

弧、圆、椭圆、比例点工具、定比例内插线工工具、点云的线重建、形心、填充以及创建文字（如

图 3-2）。

图 3-2 创建功能组

3.1.1 多段线

多段线是一种可由多段组成的复合几何图形。适合绘制各种复杂的图形轮廓。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多段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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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第一个点：输入一个点。

方位点(W)/角度点(A)/坡度(G)/回退(Ctrl+Z)/闭合(C)/下一点（或距离）：选择画多段线的

方式。

【说明】

（1）方位点

以起点为起始点，输入方位角、倾角和距离，数字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注意：方位角是以正北方向为起始方向，顺时针方向旋转为正，范围为 0°至 360°；倾角为

线与水平面投影间的夹角，以朝上为正，范围为 0°至 90°。

（2）角度点

以起点为起始点，按输入的角度和长度在当前视图平面中绘制多段线。

注意：角度是指在视图平面内的旋转角度，以向视图右侧为起始方向，逆时针旋转为正，角

度范围为 0°至 360°。

（3）坡度

以起点为基点，按设定的坡度绘制多段线。

（4）回退

撤消绘制的上一节点。

（5）闭合

连接最后一个顶点和起始点，使其成为一条闭合的多段线。

（6）距离

视图中确定绘制方向，命令行输入与上一个点的距离值，确定下一点位置。

【实例 3-1】绘制一条多段线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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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工具栏“多段线” 图标，命令行提示与操作如下：

（2）请输入第一个点：0，0，0↙

（3）方位点(W)/角度点(A)/坡度(G)/回退(Ctrl+Z)/闭合(C)/下一点（或距离）：输入‘w’，

空格确认

（4）方位角、倾角、距离：30， 0，10↙

（5）方位点(W)/角度点(A)/坡度(G)/回退(Ctrl+Z)/闭合(C)/下一点（或距离）：输入‘a’，

空格确认

（6）角度(度分秒)，长度：30，10↙

（7）方位点(W)/角度点(A)/坡度(G)/回退(Ctrl+Z)/闭合(C)/下一点（或距离）：输入‘g’，

空格确认

（8）取消坡度(C)/坡度(%)：8↙

（9）方位点(W)/角度点(A)/坡度(G)/回退(Ctrl+Z)/闭合(C)/下一点（或距离）：视图中确定

下一点方位，输入距离值，15↙

（10）按空格键或单击回车键确定，或单击右键出现如图 3-3 所示对话框，单击结束（E），

得到的结果如图 3-4 所示。

图 3-3 单击右键对话框图 3-4 绘制多段线

3.1.2 偏移

偏移命令用于进行曲线的偏移，通过此功能可以方便创建平行线、同心圆和等距曲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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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方式包括：等高面、视图所在的面、工作面、线所在的面偏移，四种偏移方式分别表示

线在四个面上进行偏移。

等高面偏移：是指在水平面上偏移，即偏移时高程不变。

视图所在的面：是指以当前视图所在平面上进行偏移。

工作面：是指以用户设置的当前工作面偏移。

线所在面偏移：是指在曲线所在的面上进行偏移。生成的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偏移” 。

图 3-5 偏移参数设置

请选择目标对象：用鼠标点选需要偏移的对象。

请点选偏移的一侧：用鼠标点击偏移的方向。

选择另一个要偏移的对象，重复上述偏移步骤，或按 ESC 键结束命令。

【实例 3-2】如下图所示数据为位于竖直平面 ZOX 的多段线，对其作竖直平面内向下的偏移

操作，偏移距离为 15m。

图 3-6 位于竖直平面的多段线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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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编辑”→“偏移”，在动态参数栏中设置偏移模式和偏移距离，偏移模式选择视

图所在的平面，偏移距离选择 15m。

（2）请选择目标对象：用鼠标点选需要偏移的对象。

（3）请点选偏移的一侧：用鼠标点击偏移的方向。按 ESC 键结束命令，偏移结果如下图所

示。

图 3-7 偏移多段线

【实例 3-3】对下图道路曲线数据进行水平偏移，建立宽度为 10m 的道路平面。

【操作步骤】

图 3-8 道路曲线

（1）工具栏：“线编辑”→“偏移”，设置偏移模式为曲线所在面偏移，距离 5；

（2）请选择目标对象，点击曲线。

（4）请点选偏移的一侧，任意点击曲线一侧（如下图 a）。命令行再次出现：请选择目标对

象，点选曲线，请点选偏移的一侧，然后再点击曲线另一侧，最后按 ESC 键结束命令（如下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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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偏移了一边的道路曲线 (b) 两边都偏移了的道路曲线

图 3-9 偏移结果

3.1.3 点

在三维视图窗口创建点对象。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点” 。

请输入点：指定点所在的位置

【说明】

用户可以在命令行内直接输入坐标点坐标或用鼠标在绘图区点选插入位置。

3.1.4 直线

其操作步骤与绘制多段线相同，但其所绘制的线各段之间是独立，要对直线进行其它操作，

得先转换成多段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直线” 。

请输入第一个点：（指定直线的起点）

方位点(W)/角度点(A)/坡度(G)/回退(Ctrl+Z)/闭合(C)/下一点：（指定画直线的方式）

此部分参数、操作与画多段线一致，可参考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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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样条曲线

在三维视图窗口中绘制样条曲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样条曲线” 。

回退(Ctrl+Z)/<样条曲线上的点>：（样条曲线的点）

【说明】

在画样条曲线的过程中，命令行会一直提示用户指定样条曲线的下一个点，如果用户要结束

样条曲线的操作时，需要在操作界面点击右键结束操作；回退是指撤消上一步操作；闭合是指将

样条曲线封闭。

【实例 3-4】绘制一条样条曲线。

【操作步骤】

（1）点击工具栏“绘制样条曲线” 图标，命令行提示与操作如下：

（2）回退(Ctrl+Z)/<样条曲线上的点>：0，0，0↙

（3）回退(Ctrl+Z)/<样条曲线上的点>：11，4，0↙

（4）回退(Ctrl+Z)/<样条曲线上的点>：11，0，0↙

（5）回退(Ctrl+Z)/<样条曲线上的点>：17，2，0↙

（6）回退(Ctrl+Z)/<样条曲线上的点>：18，-2，0↙

（7）回退(Ctrl+Z)/<样条曲线上的点>：22，0，0↙

（8）最后单击鼠标右键、双击左键或者按空格键结束。

最终绘制的图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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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绘制样条曲线

3.1.6 矩形

绘制矩形有两种方式：中心点式和对角点式。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矩形” 。

中心点模式(C)/<对角点模式>：选择画矩形的一种方法

对角点 1：指定矩形的第一个对角点

对角点 2：指定矩形的第二个对角点

【说明】

中心点模式是通过指定矩形中心点以及矩形的长和宽来绘制矩形。

对角点模式是通过指定矩形的两个对角点来确定矩形的大小和位置。

【实例 3-5】绘制一个矩形（通过中心点模式来绘制矩形）。

【操作步骤】

（1）点击工具栏“绘制矩形” 图标

（2）对角点模式(A)/<中心点模式>：直接单击回车键或按空格键

（3）请输入矩形的中心点：4，2，0↙

（4）请输入矩形的长和宽，逗号隔开(默认：10.000，10.000)：12，6↙

（5）取消(C)/<修改请重新输入，逗号隔开，确认请按 ENTER>：（如果要修改刚才绘制的

矩形，可以直接再次输入矩形的长和宽），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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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中心点模式绘制矩形

3.1.7 正多边形

在三维视图窗口中绘制正多边形。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正多边形” 。

请输入边数<4>：指定多边形的边数，默认值为 4。

指定：边<E>/<多边形的中心，上一中心点(0.000，0.000，0.000)>：输入正多边形的中心

三维坐标点。

取决于：顶点(V)/<边的中点：指定半径>：输入边的中点三维坐标。

取决于：边(S)/<边的顶点>：输入顶点的三维坐标。

【说明】

（1）如果输入‘E’，则以第一个端点为旋转基点和第一条边为基线来绘制正多边形；否则

输入中心点三维坐标，指定正多边形的三维中心点坐标。

（2）如果输入‘V’，则命令行将会出现以顶点来确定正多边形的新命令行；如果以边的中

点来确定绘制的正多边形，则直接输入边的中点三维坐标。

（3）如果输入‘S’，则命令行将会出现以边的中点来确定多边形的新命令行；如果以正多

边形的顶点来确定绘制的正多边形，则直接输入顶点的三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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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选择‘边的中点’选项，则只要指定正多边形的一条边的中点坐标，系统就会自

动生成该正多边形；如果选择‘边的顶点’选项，则只要指定正多边形的一个顶点坐标，系统就

会自动生成该正多边形。

【实例 3-6】绘制一个正六边形。

【操作步骤】

（1）点击工具栏“正多边形” 图标

（2）请输入边数<4>：6↙

（3）指定：边<E>/<多边形的中心，上一中心点(0.000，0.000，0.000)>：2，2，0↙

（4）取决于：顶点(V)/<边的中点>：6，8，0↙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12 绘制正六边形

3.1.8 圆弧

通过起点、末点、半径模式创建圆弧。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圆弧” 。

圆弧功能分为两点圆弧和三点圆弧两种方法。

图 3-13 创建圆弧

两点绘制圆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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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的起点：（指定圆弧的起点）

弧的终点：（指定圆弧的终点）

圆弧的半径：（指定圆弧的半径）

【说明】

用起点、终点、半径方式画弧，得到起点和终点之间的短弧。

【实例 3-7】用两点绘制一条圆弧。

【操作步骤】

（1）点击工具栏“圆弧” 图标，命令行提示与操作如下：

（2）弧的起点：0，0，0↙

（3）弧的终点：34，0，0↙

（4）请输入圆弧半径：30↙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14 绘制圆弧

通过三点创建圆弧。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三点圆弧” 。

【操作格式】

请输入第 1 个点：（指定圆弧的起点）

请输入第 2 个点：（指定圆弧的第二个点）

请输入第 3 个点：（指定圆弧的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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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三点画圆弧方式要求用户输入弧的起点、第二点和终点。弧的方向由起点、终点方向确定，

顺时针或逆时针均可。

【实例 3-8】用三点绘制一条圆弧。

【操作步骤】

（1）点击工具栏“三点圆弧” 图标

（2）请输入第 1 个点：0，0，0↙

（3）请输入第 2 个点：10，8，0↙

（4）请输入第 3 个点：28，5，0↙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15 绘制三点圆弧

3.1.9 圆

通过中心点或三点模式创建圆。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圆” 。

3 点(T)/圆心(继续上一圆心位置按空格键)：（输入圆心三维坐标点）

半径(默认半径 1.000)：（输入圆的半径）

如果键入：T↙

请输入第 1 个点：（输入第一个三维坐标点）

请输入第 2 个点：（输入第二个三维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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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第 3 个点：（输入第三个三维坐标点）

【说明】

（1）如果输入“T”，则要求分别输入三个三维坐标点来确定圆的大小和位置；

（2）如果直接输入圆心坐标，则出现新的命令行，提醒输入圆的半径来确定圆。

【实例 3-9】绘制一个圆。

【操作步骤】

（1）点击选项组“中心圆” 图标

（2）3 点(T)/圆心(继续上一圆心位置按空格键)：0，0，0↙

（3）半径(默认 1.000)：9↙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16 绘制圆

3.1.10 椭圆

通过中心点、长短轴绘制椭圆。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椭圆” 。

指定椭圆中心点：（输入椭圆中心点）

长轴端点：（指定长轴半径）

请输入短轴半径或短轴端点：（指定短轴半径或端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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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的形状主要由椭圆中心、长轴和短轴三个参数来确定，首先指定椭圆中心，然后指定一

个轴的端点（即确定主轴）和另一个轴的半轴长度。

【实例 3-10】绘制一个椭圆。

【操作步骤】

（1）点击工具栏“椭圆” 图标

（2）请输入椭圆中心点：0，0，0↙

（3）长轴端点：16，0，0↙

（4）请输入短轴半径或端点：0，8，0↙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3-17 绘制椭圆

3.1.11 两点比例线

两点比例线是将在指定的两个点之间插入新点，并将系列新点依次连接成多段线。该新插入

的点是按照输入的距离比生成在两个指定点的连接线上。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两点比例线” 。

请输入比例值<默认 0.500>：输入比例值

请输入第 1 个点：输入第一个点

请输入第 2 个点(确定)：输入第二个点

【实例 3-11】在图 3-18a 中的两个多段线中点间作一条新的多段线。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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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工具栏“两点比例线” 。

（2）请输入比例值<默认 0.500>：直接按 Enter 键。

（3）请输入第 1 个点：鼠标选择第一条多段线上第一点。

（4）请输入第 2 个点(确定)：鼠标选择第二条多段线上第一点。

（5）请输入第 1 个点：鼠标选择第一条多段线上第二点。

（6）请输入第 2 个点(确定)：鼠标选择第二条多段线上第二点。

（7）请输入第 1 个点：鼠标选择第一条多段线上第三点。

（8）请输入第 2 个点(确定)：鼠标选择第二条多段线上第三点。单击右键结束操作。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a) 编辑前的多段线 (b) 选择比例点后的多段线

图 3-18 比例点工具

3.1.12 定比例内插线

在两曲线之间按距离权重插值绘制多段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定比例内插线” 。

请输入比例值<默认值 0.500>

请选择曲线 1：选择曲线一

请选择曲线 2：选择曲线二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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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线与其中的一条曲线距离越近，其形状与该曲线越相似。

【实例 3-12】在图 3-17 中两条多段线之间绘制一空间拟合线，比例为 0.3。

【操作步骤】

（1）点击“创建”功能组中“定比例内插线”

（2）请输入比例值<默认 0.500>：0.3↙

（3）请选择曲线 1：选择下面一条多段线

（4）请选择曲线 2：选择上面一条多段线

（5）取消(C)/<确定（ENTER）>：↙

得到的结果如图 3-19 所示：

(a) 拟合前的多段线 (b) 拟合后的多段线

图 3-19 拟合多段线

3.1.13 点云的曲线重建

将已有点自动拟合成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点云的曲线重建” 。

请选择散点，确定：选择视图中已有的用于拟合线的散点

【实例 3-13】用已有的点创建一条多段线。

【操作步骤】

（1）点击“创建”→“点云的曲线重建” ；

（2）选择散点，点击右键或回车即可创建一条多段线（如图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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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点云的曲线重建

3.1.14 文字

该功能可在视图中插入文字，或对图形对象的属性进行标注。用户需要输入单行文本时，使

用单行文字命令。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文字”

图 3-21 文字功能

3.1.14.1 插入单行文字

【操作格式】

请输入目标点位置：

【说明】

字体：单行文字的字体样式；

高度：文字高度；

对齐：文字的对齐模式；

角度：字体的旋转角度；

宽度比例：文字间的宽度缩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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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单行文字的内容。

【实例 3-14】输入单行文字内容，确定行高等参数。

【操作步骤】

点击“创建”功能组中“单行文字”或输入“DTEXT”命令；

输入文字内容，选择各参数；

点击鼠标或输入文字位置点，可多次输入同一文字，见图 3-23。

界面见图 3-22。

图 3-22 单行文字输入界面及输出结果

3.1.14.2 插入多行文字

用户需要输入多行文本时，使用多行文字命令。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多行文字”。

指定第一个角点：

指定第二个角点：

【选项说明】

用户输入 MTEXT 命令后，输入 2 个角点，弹出对话框。

【实例 3-15】多行文字的输入

【操作步骤】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113

(1) 点击“创建”功能组中“多行文字”或输入“MTEXT”命令。

(2) 设置字体和字体高度，文字对齐方式，输入的文字内容。

(3) 确定。

3.1.15 形心

创建单连域的形心。通过此功能可以方便标定圆心、多边形中心等。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形心”

请选择要提取形心的线对象，确认：选择封闭线框

【实例 3-16】给一个圆添加圆心。

【操作步骤】

（1）点击“创建”→“创建形心” 。

（2）请选择要提取形心的线对象，确认：选择视图中的圆，右键确认，圆心创建完成见图

3-27。

图 3-26 圆图 3-27 添加圆心后

3.1.16 填充

用户对区域进行图案填充。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创建”→“填充”。

请点选要填充的区域，确认。

【选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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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输入 hatch 命令后，弹出如图 3-28 对话框。

图 3-28 填充对话框

【实例 3-17】区域填充

【操作步骤】打开示例数据“02 线编辑\11 填充.dmf”

（1）点击“创建”功能组中 或输入“hatch”命令。

（2）设置“边界”、“图案属性”和“图案”参数，孤岛检测选项选择嵌套孤岛或外层，

选择合适的填充图案、比例和角度（比例越大，图案越稀疏）。

（3）点选“区域填充”，选择要填充的区域，右键确认，再次弹出填充对话框选择确定完

成填充操作。

得到的结果如图 3-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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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区域填充

【实例 3-18】偏移填充

【操作步骤】打开示例数据“02 线编辑\11 填充.dmf”

（1）点击“创建”功能组中 或输入“hatch”命令

（2）设置“边界”、“图案属性”和“图案”参数，边界选择保留分界线，选择合适的图

案、比例和角度。

（3）点选“偏移填充”，选择目标对象，确认，点选填充的一侧完成填充操作。得到的结

果如图所示：

图 3-30 偏移填充

3.2 几何变换

“几何变换”功能组中包括：移动复制、旋转、缩放、圆角、倒角、移动顶点和线上插点（如

图 3-31）。

图 3-31“几何变换”功能组

3.2.1 移动复制

移动复制命令可用于点、线和体的移动和复制。移动、复制不仅可在当前图层中进行，也可

在图层之间进行。通过使用此功能还可进行方位、位移和比例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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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几何变换”→“移动复制” 。

【其他选项说明】

其他选项设置如下图 3-32 所示

复制：基点模式下进行复制，复制起作用，复制个数不起作用。

其他模式下勾选复制选项：复制和复制个数起作用，复制的数据在原数据的基础上按照增加

分量增加 3 次，不叠加。如图 3-33 所示。

复制到当前层：勾选复制到当前层，新复制的数据自动保存到当前层中。

调整大小：基点模式下不起作用，其他模式下复制或移动的基础上按照输入比例调整大小。

图 3-32“复制”选项

图 3-33 复制 3 次，调整大小 50%效果

点击“移动复制”，命令行提示“请选择要平移的对象，右键确定”。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

置参数，对话框选项介绍如图 3-34 所示，其中对话框参数显示会根据所选模式的不同而动态显

示，如图 3-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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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移动复制”对话框选项

图 3-35 移动复制对话框模式参数

（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基点”模式，选择要移动复制的对象右键确定。

（2）命令行提示“输入 M 确定复制多个对象”(此种方式可连续多次复制对象到指定位置)，

输入 M，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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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命令行提示“请输入基点位置”，捕捉打开，点击左键捕捉基点位置，左键确定复制

最终位置，多次左键确定完成复制多次对象操作。

【实例 3-19】巷道的移动(复制)。

【操作步骤】

（1）点击“移动(复制)” 按钮，选择要移动或者复制的对象（图 3-36a），在右边弹出的

对话框里设置模式和参数。

（2）图 3-36b“垂直距离”，即移动（复制）操作结果沿法线方向偏移。参数栏中“距离”

表示多边形被移动或复制时沿法线方向偏离原位置的距离大小，所填数值为正时代表沿法线正方

向，为负代表沿法线负方向。

(a) 复制前（箭头为法线方向）(b)“垂直距离”模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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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YZ 分量”模式设置 (d)“方位角/倾角/距离”模式设置

(e) 鼠标操作移动(复制)

图 3-36 点、线、文字的移动、复制

（3）图 3-36c 所设模式为“XYZ 分量”，参数栏中“X”、“Y”、“Z”表示多边形被移

动或复制时分别沿三个轴的方向偏移的距离大小，所填数值以坐标轴方向为正。

（4）图 3-36d 所设模式为“方位角/倾角/距离”，即移动（复制）操作沿一定的方位角和

倾角进行。参数栏中“方位角”表示与北方向的夹角，“倾角”表示与水平方向的夹角，“距离”

表示多边形被移动或复制时沿所设方向偏移的距离，同样是正数代表正方向，负数代表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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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 3-36e 为直接用鼠标操作进行巷道移动（复制），即可以连续复制多个实体。点击

工具栏“线编辑”→“移动(复制)” ，选择，单击右键后，出现请输入 M 确定复制多个对象，

输入 M 后点击右键，则出现请输入基点位置，可用鼠标点击左键选择，也可直接输入坐标点，然

后出现请输入目标点位置，可用鼠标点击左键选择，也可直接输入坐标点，可根据需要复制多次，

单击左键完成。

3.2.2 旋转

用于按指定基点绕视图法线方向旋转对象。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几何变换”→“旋转” 。

请选择目标对象，确定

请输入基点位置：

在参数对话框中输入旋转角度，是否复制以及复制的个数进行选择输入，点击“应用”即可。

或者按照命令行提示来完成旋转操作。

【说明】

本功能以视图平面的法线为旋转轴，如果要在水平面旋转图形对象，则需把视图调整为从上

向下（沿 Z 轴负方向）；同样，为了实现在其它平面内旋转，则需调整到正视该平面即可。

3.2.3 缩放

用于放大或缩小选定对象。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几何变换”→“缩放” 。

请选择目标对象，确定

请输入基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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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缩放比例，[复制输入 C 或按 Ctrl]<1.00>

在命令行输入缩放此例，确定即可。如需复制目标对象，则需在输入比例前，输入 C 回车，

然后再输入比例值；或者按住 Ctrl，通过移动鼠标来缩放目标对象。

3.2.4 圆角

加圆角是用与线对象相切并且具有指定半径的圆弧连接两个对象。

图 3-37 加圆角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几何变换”→“圆角” 。

选择第一条直线或者执行动态参数设置：

选择第二条直线：

【说明】

整条多段线修剪：如果勾选多段线则可以对一条多段线进行加圆角操作。

【实例 3-20】给多段线加圆角。

【操作步骤】

（1）工具栏：“线编辑”→“圆角” ；

（2）在动态参数对话框中，选择修剪模式，设置圆角半径为 12，选中 A、B 两直线段，结

果如下图 3-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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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添加前 (b)结果

图 3-38 给对象圆角

3.2.5 倒角

倒角连接两个对象，使它们以平角或倒角相接。参数设置面板介绍如图 3-39 所示。

图 3-39 倒角参数设置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几何变换”→“倒角” 。

选择第一条直线或者执行动态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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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第二条直线：

【说明】

倒角距离是每个对象与倒角线相接或与其他对象相交而进行修剪或延伸的长度。如果两个倒

角距离都为 0，则倒角操作将修剪或延伸这两个对象直至它们相交，但不创建倒角线。选择对象

时，可以按住 Shift 键，以使用值 0 替代当前倒角距离。

【实例 3-21】给多段线加倒角。

【操作步骤】

（1）工具栏：“线编辑”→“几何变换”→“倒角”

（2）在动态参数对话框中，选择不修剪模式，按角度修剪，设置第一条直线的倒角长度为

50，角度为 45，在视图中选中 A、B 两直线段，生成的结果如图 3-40 所示。

图 3-40 给对象加倒角

3.2.6 编辑顶点

对多段线的顶点进行编辑操作。

编辑顶点功能可以对线上选中的顶点拖动或输入坐标到指定位置，也可以输入正负长度

值来延伸或缩短开放多段线的两端。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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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线编辑”→“点编辑”→“编辑顶点” 。

多段线编辑：编辑顶点：（选择要编辑的顶点）

<请输入目标点>：（输入要编辑顶点新的坐标或鼠标左键到合适位置确定）

【实例 3-22】在图 3-42a 中多段线上编辑第二个点。

【操作步骤】

（1）点击“编辑顶点”图标

（2）将鼠标指针指向编辑的多段线，点击左键选择要编辑的顶点，移动至指定的位置。多

段线顶点的编辑完成，可以继续编辑下一个需要编辑的顶点。（编辑后的图形如图 3-42b）

图 3-42 编辑多段线节点

3.2.7加点

在多段线上插入点。

【操作方式】

“线编辑”选项卡→ “点编辑”功能组→“加点” 。

多段线编辑：插点：在要插入的多段线上插点

【实例 3-23】在图 3-43a 中多段线上插入 1 个点。。

【操作步骤】

（1）点击“加点”工具栏图标

（2）在要加点的多段线上点击左键，即可将点插入。（加点后的图形如图 3-4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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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插入前 b 插入后

图 3-43 多段线上插入点

3.3 点编辑

通过此功能组可以对多段线上的顶点进行加密、抽稀等操作，如图 3-41 所示。

图 3-41“点编辑”功能组

3.3.1 多段线抽稀

多段线的抽稀是在不改变多段线基本形状的前提下，按设定的精度将多段线上的点密度降低。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点编辑”→“抽稀” 。

请输入拟合误差和曲率误差(默认 5.0000，0.1750)：

【说明】

拟合误差是指两点间的实际距离极限值，表示若两点的间距小于该值，则该点被剔除；曲率

误差指的是两点之间形成的弧的曲率极限值，表示若两点形成的弧的曲率小于该值，则点被剔除。

数字越大抽的点越多。拟合误差和曲率误差是并且关系，同时满足才会抽稀点成功。

【实例 3-22】将图 3-44a 所示的多段线进行抽稀。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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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多段线抽稀”图标 。

（2）在命令栏请输入拟合误差和曲率误差(默认 5.0000，0.1750)：选择要抽稀的多段线，

点击右键确定。（可以连续抽稀一条多段线，直到再也不能抽稀为止）。抽稀后如图 3-44b。

(a) 抽稀前 (b) 抽稀后

图 3-44 多段线抽稀

3.3.2 多段线加密

按点数或间距对多段线加点或直接插入单点。

多段线是由节点和线组成的，多段线的加密就是在要操作的多段线上插入一定的点数，使多

段线上的点数达到要操作的要求。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点编辑”→“加密” 。

选择目标对象(多段线)，确定

【说明】

（1）点击“点编辑”功能组图标 ，弹出动态参数对话框，如图 3-45 所示。

（2）点数和按距离复选框可以选择按照插入点的个数和插入点之间的距离来进行插入点。

（3）加点模式包括按点数、按间隔和单点。

（4）按点数：选择之后，可以在下面点数输入框中输入要插入的点数。可以通过输入数据

将插入的点数目控制在自己的要求范围之内。

（5）按间隔：选择之后，可以在下面间隔输入框中输入要插入点之间的间隔。

（6）单点：在线段中直接捕捉正确位置插入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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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距离选项：包括实际距离和水平距离。

（8）应用于整条线或线段是将点插入到某一个整条的线段上还是线段中的某一段。

图 3-45 加密点动态参数对话框

【实例 3-23】在图 3-46a 中的多段线上插入三个点，并应用于整条多段线。

【操作步骤】

（1）点击“多段线的加密”工具栏图标 。

（2）在动态参数对话框中设置参数情况，加点模式选择按点数加点，应用于整条线，点数

为 4 保留关键点其它不变。

（3）选取下图 a 中多段线，单击动态参数应用按钮。（插入点后如图 3-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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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密前 (b)加密后

图 3-46 按点数加密多段线

【实例 3-24】在图中的多段线上插入一些点，这些点之间的实际距离为 6。

【操作步骤】

（1）点击“多段线的加密”工具栏图标 。

（2）在动态参数对话框中输入如下图 a 所示的参数。

（3）选取图中多段线，单击动态参数应用按钮。（插入点后如下图 b）

(a) 动态参数 (b)加密后

图 3-47 按点距加密多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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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延伸

“延伸”功能组功能组中包括：延长至线和端部延伸。

图 3-48“延伸”功能组

3.4.1 延长至线

在同一平面上将直线、多段线延伸到指定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延伸”→“延长至线”

自由延伸(E)/请选择目标对象：

请点选要延伸的多段线(直线段)的一端：

【说明】

自由延伸可以批量完成指定距离内的所有线的延伸至线。

【实例 3-25】将下图 a 中的多段线延伸到另一条。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工具栏“延长至线” 图标，命令行提示与操作如下：

（2）自由延伸(E)/请选择目标对象：鼠标左键选择要延长到的多段线。

（3）请点选要延伸的多段线(直线段)的一端：选择要延长的多段线，将鼠标指针放在要延长

到的多段线，并单击左键确定。（延伸后的图形如下图 b）

(a) 延伸前的多段线 (b) 延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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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9 延伸至线

【实例 3-26】自由延伸多段线。

【操作步骤】

（1）首先用“开始”→“查询”→“测量”工具量取要延伸的大致长度。

（2）点击“线编辑”工具栏“延长至线” 图标，命令行提示与操作如下：

（3）自由延伸(E)/请选择目标对象：（输入 E）。

（4）请输入容差长度(5.00)：5

（5）请选择目标对象(直线或多段线)：框选所有多段线

(a) 自由延伸前 (b) 自由延伸后

图 3-50 自由延伸

3.4.2 端部延伸

用户选择已画好多段线的一端，以此点为起点继续画多段线，画完后，新绘制的线段和原来

多段线自动连成整体。用户在进行操作的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右键菜单中的“反向”功能更改延伸

的方向。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延伸”→“端部延伸” 。

【实例 3-27】从已有多段线的一端继续画多段线。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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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线编辑”工具栏“端部延伸” 图标，命令行提示与操作如下：

（2）多段线编辑：延伸：鼠标左键选择要延长到的多段线一端。

（3）拖动鼠标延伸至任意位置，选择这条线可以看到新绘的线和原来的线连成整体，如下

图所示。

(a) 端部延伸前 (b) 端部延伸后

图 3-51 端部延伸

3.5 连接

“连接”功能组功能组中包括：双线连接和多线连接。

图 3-52“连接”功能组

3.5.1 双线连接

多段线的连接是将两条多段线连接在一起，共有四种连接方式：直接连接、延长连接、相邻

连接、光顺连接。

图 3-53“双线连接”对话框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连接”→“双线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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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目标对象 1(多段线)：

请选择目标对象 2(多段线)：

【说明】

延长连接：是指按照被选中的两条多段线的端点，使他们按照原来的方向延长相交到一点。

直接连接：是指按照被选中的两条多段线的端点进行连接，合并成为一条多段线。

相邻连接：是指按照两条多段线两端点之间最小的距离进行连接，合并成为一条多段线。

光顺连接：是指按照被选中的两条多段线的端点，用圆弧连接，优于直接连接。

其中延长连接、直接连接、光顺连接三种方式连接的多段线端点以鼠标选取的一侧为准。

【实例 3-28】将下图 a 中的多段线分别进行相邻连接、直接连接、延长连接、光顺连接。

【操作步骤】

（1）点击工具栏“双线连接” 。

（2）请选择目标对象 1(多段线)：选择目标对象 1。

（3）请选择目标对象 2(多段线)：选择目标对象 2。

（4）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快捷菜单，在菜单中选择相邻连接可以完成下图 b、直接连接可以完

成下图 c、延长相交连接可以完成下图 d、光顺连接可以完成下图 e。

(a)连接前的多段线(b) 相邻连接 (c) 直接连接 (d) 延长连接 (e)光顺连接

图 3-54 双线连接

3.5.2 多线连接

多线连接是按连接精度和角度容差自动连接多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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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连接”→“多线连接” 。

请输入连接精度和角度容差，逗号隔开(默认 10.000，30.000 度)：（输入连接精度和角度

容差值）

请选择对象，确定：（点击右键确定）

取消(C)/确定(ENTER)：(点击右键确定)

【说明】

连接精度是以距离作为多段线是否相连接的判断依据，如一条多段线的端点在另一条多段线

的延伸距离内，则这两条多段线可以对应连接。

角度容差是以角度作为多段线是否相连接的判断依据，以多段线的延伸方向作为起始边（角

度容差为 0），以多段线端点展开一定角度，如果另一条多段线的端点在该角度范围内，则两条

多段线可以对应连接。

连接精度与角度容差共同作用，确定出一个空间圆锥形的搜索范围，该圆锥形以一条多段线

的端点为顶点，以多段线的延伸方向为轴线，以设置的角度容差为圆锥展开的角度。如果另一条

多段线的端点在该空间圆锥形范围内，则将这两条多段线判定为可以对应连接。

【实例 3-29】将示例数据“02 线编辑/02_多线连接.dmf”中的多条多段线进行一次连接。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连接→多线连接 。

（2）请输入连接精度和角度容差，逗号隔开(默认 10.000，30.000 度)：输入连接精度和角

度容差值，此例中选择默认值。

（3）请选择对象，确定：依次选择需要连接的多段线。

（4）点击鼠标右键确定。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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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连接前 (b) 连接后

图 3-55 多线连接

3.6 修剪

“修剪”功能组功能组中包括：修剪和区域裁剪。

图 3-56“修剪”功能组

3.6.1 修剪

用指定线裁剪当前视图中与其相交的多段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修剪”→“修剪” 。

请选择目标对象：

请选择要修剪多段线、直线段：

【实例 3-30】修剪下图中的多段线。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工具栏“连接”功能组 图标，命令行提示与操作如下：

（2）请选择目标对象：鼠标左键选择一条目标多段线，右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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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选择要修剪多段线、直线段：选择要修剪的多段线，左键单击多段线上要修剪的一

端。

图 3-57 修剪线前后

3.6.2 区域裁剪

用闭合区域裁剪多段线。以这个闭合区域为边界，对线条、图形进行裁剪，可以保持这些线

条和图形在闭合区域之内的部分无变化，而将这些线条和图形在闭合区域之外的部分全部清除；

也可以完成相反操作，即可以保持这些线条和图形在闭合区域之外的部分无变化，而将这些线条

和图形在闭合区域之内的部分全部清除。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修剪”→“区域裁剪” 。

<请选择封闭线>点击闭合区域↙

<请选择被剪切对象>框选被剪切对象↙

<请选择剪切区域>点击需保持区域

继续命令或按 ESC 键结束命令。

【实例 3-31】本例将通过区域裁剪工具，对一个在地形图上的多边形(如下图 a)进行处理，

保持闭合多边形之外的部分无变化，而将闭合多边形之内的部分全部清除，如下图 b 所示；也可

以完成相反操作，保持闭合多边形之内的部分无变化，而将闭合多边形之外的部分全部清除，如

下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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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裁剪前 (b) 保留范围线外部 (c) 保留范围线内部

图 3-58 区域裁剪

【操作步骤】

（1）点击“区域裁剪”图标 ，命令栏将出现：“请选择封闭线”，左键点击闭合多边形，

被选中的多边形将被高亮选择，如图 3-59a 所示；

（2）提示栏将出现：“请选择被剪切对象（直线或多段线），确定”，左键选择所有需要

裁剪的线性对象，点击右键确定，如图 3-59b 所示；

（3）这时命令栏出现“请选择保留区域”，左键点击需要保留的区域，得到如图 3-58b 和

图 3-58c 中的结果。

(a) 选择剪裁区域 (b)选择被剪裁区域

图 3-59 区域裁剪结果

注意：裁剪边界必须是闭合区域；若选择的裁剪线有断点、开口，即不是封闭的，则命令栏

将继续提示：“请选择封闭线”。

3.7 打断

“打断”功能组功能组中包括：点打断、区间打断、相交打断、按长度或比例打断曲线以及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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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0“打断”功能组

3.7.1 点打断

在多段线的任意位置将其分割成两条多段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打断”→“点打断” 。

多段线编辑：点打断(选择的多段线上需要打断的位置)

【实例 3-32】将下图所示多段线打断成两部分。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打断”→“点打断” 。

（2）将指针放在要打断的地方，点击左键。

（3）按 ESC 键退出，点打断结束。（打断后的图形如下图所示）

(a) 选择多段线的打断点 (b) 打断后的多段线

图 3-61 点打断

3.7.2 区间打断

多段线的区间打断是把在指定区间打断多段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打断”→“区间打断” 。

点选线上第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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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第二个点：

【实例 3-33】将下图 a 中所示的多段线用区间打断工具打断。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打断”→“区间打断” 。

（2）点选线上第一个点：选择多段线上要打断的第一个点位置。

（3）点选线上第二个点：选择多段线上要打断的第二个点位置，如图 3-56b 所示。

（4）按 ESC 键退出。（打断后的多段线如图 3-62c）

(a) 打断前的多段线 (b)要删除区间 (c) 打断后的多段线

图 3-62 区间打断

3.7.3 相交打断

相交打断分为一组打断另一组、曲线相互打断、自相交打断三种裁剪模式。可根据情况灵活

应用。

图 3-63 相交打断对话框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打断”→“相交打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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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裁剪曲线：

请选择被剪切对象：

【说明】

（1）一组打断另外一组：裁剪曲线保持不变，被裁剪曲线在与裁剪曲相交处打断。

（2）曲线相互打断：两组曲线在其相互的交叉处互相打断，但每一组自身相交不打断。

（3）自相交打断：两组曲线凡是共面交叉点处都打断，组内相交也被打断。

说明：其中一组打断另一组和两组曲线相互打断要求的交叉点是视图相交的情况，自相交打

断要求的交叉点是空间共面相交。可以利用自相交打断快速处理当出现相交重复线或重复点时的

问题。

【实例 3-34】两组曲线打断。

【操作步骤】打开示例数据 02 线编辑/05_两组曲线裁剪.dmf

（1）点击“线编辑”→“打断”→“相交打断” 。

（2）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一组打断另外一组。

（3）请选择打断曲线：选择一组曲线。

（4）请选择被剪切对象：选择被剪切的一组曲线，点击右键确定。打断后的曲线如下图 b。

（5）也可输入 E 或 F 用其它打断模式，效果如下图 c、d 所示。

(a) 打断前的多段线 (b) 一组打断另一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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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两组曲线相互打断 (d) 曲线间自相交打断

图 3-64 相交打断

3.7.4 按长度或比例打断曲线

从起点按设定的长度或比例打断曲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打断”→“按长度或比例打断曲线” 。

按长度打断（L）/按比例打断（默认 0.50）：

【说明】

长度和比例打断均以线的起始端点作为起算点。

【实例 3-35】按比例打断如下图 a 所示的曲线。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打断”→“按长度或比例打断曲线” 。

（2）按长度打断（L）/按比例打断（默认 0.50）：选择按比例打断方式对多段线进行打断，

输入打断比例 0.20。

（3）将鼠标移至要打断的曲线，点击右键，则被打断的曲线按照输入的比例打断。按比例

打断后的曲线如下图 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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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退一步，重新执行命令，按长度打断（L）/按比例打断（默认 0.50）：输入“L”选

择按长度打断方式对多段线进行打断，命令行提示按比列打断(S)/按长度打段(默认:5.00)：选择

系统默认值，打断长度为 10.00。

（5）将鼠标移至要打断的曲线，点击右键，则被打断的曲线按照输入的长度对线段进行打

断。按长度打断后的曲线如下图 c。

(a) 打断前的多段线 (b) 按比例打断后的多段线 (c) 按长度打断后的多段线

图 3-65 按长度或比例打断

3.7.5 分解

把曲线分解成线段或点。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打断”→“分解” 。

请选择要分解的对象(多段线、圆、样条...)：（选择分解对象）

【实例 3-36】分解如下图所示的曲线。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打断”→“分解” 。

（2）命令行提示请选择要分解的对象(多段线、圆、样条...)：选中需要分解的多段线（或者

圆，样条曲线等），以右键确认，即完成对多段线的分解操作（在此例中多段线被分成四份，每

两个点之间的线段为一多段线）。分解后的多段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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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6 分解后的多段线

3.8 删除

“删除”功能组中包括：删除点和删除边。

图 3-67“删除”功能组

3.8.1 删除顶点

该功能用于对多段线上不需要的顶点进行删除。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删除”→“点” 。

删除线段(L)/<删除顶点>：（用鼠标左键选择要删掉的顶点）

【说明】

如果要删除多段线的某条边，则在状态栏中输入‘L’，再用鼠标左键选择要删掉的边。

【实例 3-37】删除下图 a 中多段线中间两个顶点。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删除”→“点” 。

（2）命令栏出现“删除线段(L)/<删除顶点>”提示，左键选择需要删除的顶点（V）。删除

顶点后的图形如下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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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删除顶点前的多段线（b）删除顶点后的多段线

图 3-68 删除多段线顶点

3.8.2 删除边

多段线边的删除是将不需要的多段线边进行删除。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删除”→“边” 。

删除顶点(V)/<删除线段>：（用鼠标左键选择要删除的边）

【说明】

如果要删除多段线的顶点在状态栏中输入‘V’，再用鼠标左键选择要删掉的顶点。

【实例 3-38】删除如下图 a 所示多段线的一条边。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删除”→“边” 。

（2）命令栏出现：“删除顶点(V)/<删除线段>”提示，单击鼠标左键，删除选择的边（L）。

删除某一条边后的图形如下图 b。

注意：如果要删除多段线的顶点，则输入“V”，删除边和删除顶点的功能可以在一个功能

键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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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删除边前的多段线（b）删除一条边后的多段线

图 3-69 删除多段线一条边

3.9 修整

“修整”功能组中包括：夹点编辑、折线平滑、冗余点、线检测以及轮廓线更新。

图 3-70“修整”功能组

3.9.1 折线平滑

该功能用于在容差范围内平滑多段线，将多余的顶点剔除，使多段线的曲率变化减少。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修整”→“折线平滑” 。

请选择目标多段线：（选择需要平滑的多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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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折线平滑动态参数对话框

【实例 3-39】对如下图 a 所示的曲线进行折线平滑。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修整”→“折线平滑”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目标多段线，同

时视图窗口右侧出现“动态参数对话框”。

（2）选择多段线后，在动态参数对话框拖动滑钮，调整至一个合适的参数值。调整后的曲

线如下图 c。

(a) 折线平滑前 (b) 拖动拟合误差滑块 (c) 折线平滑结果

图 3-72 折线平滑

3.9.2 冗余点、线检测

该功能是根据用户输入的重复点间距和折返角度容差，检测并清理多段线上的冗余点、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修整”→“冗余点、线检测” 。

请输入重复点间距容差(默认:0.10)和折返角度容差(默认:30.00)：（输入重复点间距和折返角

度容差）。

【选项说明】

重复点间距容差是指当多段线上两结点间的距离小于该值时，系统判断其为重复点，并以红

色高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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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返角度容差是指多段线上的折角小于该值时，系统判断将折角的两边判断为重复边，结果

以红色高亮显示。

系统在检测冗余点、线时出重复点在处理时是按照线的方向，对间距容差范围内的冗余点、

线进行红色显示。检测出的冗余数据可以通过右击进行清除。

【实例 3-40】检测如下图 a 中的重复点和重合线段。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修整”→“冗余点、线检测”。

（2）命令行提示：请输入重复点间距容差(默认:0.10)和折返角度容差(默认:30.00)：输入重

复点间距和折返角度容差，此例选择系统默认值 0.1,30.00，点击右键确定，命令行再次提示：请

选择目标对象：选择需检测的多段线，点击右键确定，即可完成对冗余点、线的检测，重合部分

显示为红色。如下图 b。

(a) 未检测的线(b) 检测出有冗余点的线

图 3-73 冗余点、线检测

3.9.3 夹点编辑

通过修改各种图元的关键夹点，实现对图元的便捷编辑。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修整”→“夹点编辑” 。

指定对角点

指定拉伸点(按 CTRL 键复制):

【选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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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图元后，图元会显示一系列的夹点，各夹点操作方法和意义均不一样。以圆为例：圆存

在 2 类夹点，圆心夹点和和圆上的夹点（4 个）。圆心夹点用来调整圆的位置；圆上夹点用来调

整圆的大小。

【实例 3-41】在图中选择一个圆，显示圆心夹点和圆上的夹点。

【操作步骤】

点击“修整”功能组中“夹点编辑”或输入“GE”命令。

选择一个图元，比如选择圆。

得到的结果如图 3-74 所示：

(a) 拖动圆心 (b) 输入圆心坐标或鼠标点击

图 3-74a 圆心夹点编辑

(a) 拖动圆上夹点 (b) 输入半径或鼠标点击后的效果

图 3-74b 圆上夹点编辑

3.9.4 轮廓线更新

根据一组水平线对剖面线进行调整，使剖面线靠近水平线的部分，光滑地附着到水平线上。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修整”→“轮廓线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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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用户输入 CA 命令或点击轮廓线更新功能后，弹出如图 3-71 参数对话框。

在该参数配置中，MVer1 和 MVer2 分别指：水平线组的最上一个线上移 MVer1 距离，最

下一根线下移 MVer2 距离。

图 3-75 轮廓线更新参数配置

【实例 3-42】轮廓线的更新

【操作步骤】

点击“修整”功能组中“轮廓线更新”，或输入 CA 命令

设置参数

选择水平轮廓线，确定

选择修改的剖面线，确定

得到的结果如图 3-76 所示：

图 3-76 轮廓线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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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区域提取

“区域提取”功能组中包括：最小闭环、布尔运算、最大闭环以及通过多段线划分多边形区

域。

图 3-77“区域提取”功能组

3.10.1 最小闭环

从曲线组中提取出选定闭合区域。在一些复杂图形处理中，有时会要求单独提取一些特定多

边形。根据任务需要，使用“最小闭环”命令可从复杂交叉的图形中提取出任意封闭区域的边界，

可省去重新捕捉描画等繁琐步骤。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区域提取”→“最小闭环” 。

<请选择目标对象，右键确定>点选或框选目标对象，点右键结束

<连续选择封闭区域，右键结束/<全部提取，确定>>点击一个或多个满足要求的封闭区域。

<已选中 2 个封闭区域（共存在 13 个封闭区域）>点右键确定

【实例 3-43】对下图的区域 1、2 进行提取最小闭环操作。

图 3-78 具有重叠区域的复杂图形

【操作步骤】

（1）点击“线编辑”→“区域提取”→“最小闭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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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目标对象，右键确定”，点选或框选目标图形，点右键结束（图

a）。

（3）命令行提示：“连续选择封闭区域，右键结束/全部提取，确定）”，在区域 1、2 内

单击鼠标（图 b），“已选中 2 个封闭区域（共存在 13 个封闭区域）”，单击右键确定。图 c

所示即为提取“最小闭环”后的图形，可以把提取后的闭环保存在新的文件中打开查看。

(a) 选择目标对象 (b) 选择封闭区域 (c) 提取出的最小闭环

图 3-79 提取最小闭环

3.10.2 布尔运算

该功能可以实现两个闭合多边形求交、合并、求差及求逆的操作。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区域提取”→“布尔运算” 。

【说明】

此功能要求参与运算的数据为无自相交的闭合多段线。

【操作步骤】

（1）点击选项组命令后，弹出布尔运算对话框，用户选择运算类型。

（2）命令行提示：“选择多边形 A”（选择一个闭合多边形）；命令行会提示“选择多边形

B”（选择参与布尔运算的另一个闭合多边形），右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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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多边形求交 (b) 多边形合并 (c) 多边形求差 (d)多边形求逆

图 3-80 布尔运算

(a) 求交前 (b) 求交后 (c) 合并前 (d) 合并后

(e) 求差前 (f) 求差后 (g) 求逆前 (h) 求逆后

图 3-81 布尔运算的实例

3.10.3 最大闭环

该工具从曲线组中提取最大闭合区域。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区域提取”→“最大闭环”

<请选择目标对象，右键确定>框选规则或不规则形状，点右键确定

【实例 3-44】如下图数据为 4 个多边形交叉的图形，使用“从曲线组中提取最大闭环”工

具将其外围轮廓线提取至活动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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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点击“区域提取”功能组中的“最大闭环”按钮 。

（2）软件命令行栏显示“请选择目标对象，右键确定”，这时框选多边形形状。

（3）选择完后，被选多段线将显示高亮，如图下图所示。

同时软件命令行栏显示“请稍候，正在计算最大闭环……”，

同时显示“计算完毕，右键确定”。

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确定”，完成操作。同时软件命令行栏显示“共提取了 1 个

封闭区域到当前层”，即完成提取，可以在活动图层看到提取出来的外围轮廓线。

(a) 原多段线 (b) 选中对象显示高亮图 (c) 提取出的外围轮廓图

图 3-82 提取最大闭环

3.10.4 划分区域

划分多边形区域命令，是借助多段线来分割多边形，将其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以方便连接

矿体等操作时的分开选择。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区域提取”→“划分区域” 。

<左键点击多边形顶点，确定>：选择开始点，作任意分割曲线，在结束点处双击左键，按

ESC 键退出。

【实例 3-45】以示例数据“02 线编辑/10_划分多边形区域.dmf”，将岩体剖面线框划分为

两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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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选项组功能后，命令栏出现：左键点击多边形顶点，确定，点击剖面线框的一个

顶点，开始绘制分割曲线，在另一顶点双击左键结束（如下图 b）。

（2）如要继续分割则重复上述操作，若操作完成按 ESC 键退出，如下图 c 为岩体剖面线框

被划分为两个区域的情况。

(a) 岩体剖面线框 (b) 绘制分割曲线 (c)线框被划分为两个区域

图 3-83 多段线划分闭合区域

3.11 高程

“高程”功能组中包括：梯度赋高程、线赋高程、散点赋高程、修改高程、一组曲线根据另

一组曲线修改高程以及注释生成测点。

图 3-84“高程”功能组

3.11.1 梯度赋高程

按基线高程和梯度对多段线进行高程赋值。

在地形图处理时，经常有许多地表等高线需要赋高程值，通常的方法是在 AUTOCAD 或者其

他软件下点击等高线的属性，然后一条一条的赋值。但是使用数字采矿平台软件的“梯度赋高程”

功能可以很方便的对地表模型中的多条等高线赋高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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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高程”→“梯度赋高程” 。

<请输入基线高程和高程差，逗号隔开(默认:0.000，10.000)：>高程，高程差↙（回车）

<起点>输入起点坐标或用鼠标定点↙

<目标点>输入目标点坐标或用鼠标定点↙

右键确定

【说明】

基点高程是指预赋等高线中第一条线的实际高程值，一般为预赋等高线中最高或者最低的值；

高程差是相邻两条等高线的差值，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为正表示等高线增高的趋势，为负

表示等高线下降的趋势；

“起点”，通过选择起点选择方向，若高程差为负值表示从高到低的方向，若高程差为正则

表示从低到高的方向；依照实际情况在待赋高程等高线中最高等高线更高方向或最低的等高线的

更低方向点击鼠标左键，软件将在命令提示栏显示；

“目标点”，待赋高程等高线中最低的等高线的更低方向或最高等高线更高方向再次点击鼠

标左键，通过两次点击鼠标左键画一条穿过待赋高程的等高线的线

【实例 3-46】本例将通过使用“梯度赋高程”工具对一个最初未赋高程值的水平的地形图进

行处理，得到最终赋有高程值的具有实际起伏的地形图。

【操作步骤】打开示例数据“02 线编辑/赋高程/01_梯度赋高程.dmf”

（1）点击“线编辑”→“高程”→“梯度赋高程” ，则在提示栏中会出现：“请输入基线

高程和高程差，逗号隔开(默认:0.000，10.000):”（基点高程和高程差这两个值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来设定，例如本图纸中，右下角等高线是从水平 0 米开始，以 20 米为单位，不断升高）；

（2）在键盘英文状态下敲击“0,20”，回车，将基点设置为 0，高程差设置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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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键依次点取起点和目标点，拉出一条与待赋值等高线相交的直线段，如图 b 所示。

（4）选完后被选中等高线将显示高亮，如图 c 所示。在空白处右键确定，则赋高程操作完

成，赋值完后线的颜色将进行更改。重复上述操作，直到所有等高线都赋上高程为此。

调整视图，可以发现，已经赋值的等高线表现出地形的起伏状，如图 d 所示。

(a) 未赋值的全水平地表图 (b) 划梯度线对等高线赋值

(c) 赋上值的等高线高亮显示 (d) 赋值后等高线三维显示

图 3-85 梯度赋高程

3.11.2 线赋高程

按水平距离利用测点或导线对多段线赋高程。矿山建模中，常常要根据平面图纸建立立体巷

道，“导线赋高程”命令可沿导线方向调整图纸上的巷道中心线或帮线高程，从而赋予巷道实际

的标高，导线一般由巷道实测点连线组成。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高程”→“线赋高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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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确定控制半径/<请输入控制半径(默认:10)>：输入数值，右键确定。

请选择导线(C)/<请选择测点>选择测点。

请选择测点(P)/<请选择导线>选择导线。

请选择要调整的线，确定：选择一条或多条要调整高程的线，点右键确定。

【说明】

控制半径是用于限定测点对目标线的影响范围，如果目标线在测点的控制半径内，目标线标

高就与测点标高一致。

【实例 3-47】打开示例数据“02 线编辑/赋高程/02_导线赋高程.dmf”，如下图所示数据

为有实测高程点的巷道，对其进行导线赋高程操作。

(a) 沿 Z 轴反向观察 (b) 沿 Y 轴方向观察

图 3-86 有实测点的巷道

【操作步骤】

（1）连接高程点：

双击激活视图右下角的“捕捉”、“对象捕捉”图标，并右键点击“对象捕捉”，勾选捕捉

“点”（如图 3-83）。

将高程点依次连接成线，作为导线使用（如图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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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3 捕捉设置图 3-87 连接高程点

（2）导线赋高程：

点击选项卡：“线编辑”→“高程”→“线赋高程” 。

命令行：“两点确定控制半径/<请输入控制半径(默认:10.000)>”使用默认数值 10，右键确

认

命令行：“请选择导线(C)/<请选择测点>”在英文状态下，输入 C，空格确认

命令行：“请选择导线，确定...”点选连接好的导线，右键确认

命令行：“请选择要调整的线，确定”点选要调整的两条轮廓线，右键确认，命令结束，将

视图重新转为从前向后看 模式，赋好高程的巷道如下图 c 所示。

(a) 选择导线 (b) 选择要调整的线 (c) 赋好高程的巷道

图 3-88 导线赋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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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散点赋高程

按测点高程标注对水平距离最小的测点赋高程。在矿山提供的电子资料中，有时会单独提供

一些测点，在矿山建模的过程需要这些测点的高程。这时运用“散点赋高程”功能键就能很方便

的一次将散点的高程全部赋上。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高程”→“散点赋高程” 。

两点确定控制半径/<请输入控制半径(默认:5.000)>：（控制需赋高程散点的范围）

请选择测点和注释，确定：（选择赋高程的点）

【说明】

控制半径是指测点与高程注释间的水平距离，通过这个距离来判断两者的对应关系，如果在

此距离范围内，则将测点赋予该注释表示的高程值。控制半径确定步骤为：先用注释生成测点功

能把注释生成一个测点，再用测量功能量取这两个点之间的投影长度，控制半径大于投影长度值。

【实例 3-48】示例数据“02 线编辑/赋高程/01_散点赋高程.dmf”如下图 a 的散点赋高程。

（1）点击“线编辑”→“创建”→“插入文字” ，给每个散点注释上对应的高度值，如

下图 b 所示。

（2）再点击“线编辑”→“高程”→“散点赋高程” 。

命令行：两点确定控制半径/<请输入控制半径(默认:0.803)>，用两点确定控制半径范围，命

令行再次提示请选择测点和注释，鼠标左键选择需赋高程的点，如下图 b 所示。

（3）按 ESC 键退出，散点赋高程结束。（赋高程后如下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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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散点 (b) 给散点加高程注释 (c) 赋高程结果

图 3-89 散点赋高程

3.11.4 修改高程

可以用来修改多段线或散点的高程值。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高程”→“修改高程” 。

请选择目标对象，确定：(选择所要修改高程的对象)

请输入高程值(默认 0.0)：(输入所需的高程)

请选择目标对象：

【实例 3-49】修改如下图 a 所示数据高程值。

点击“线编辑”→“高程”→“修改高程” 。

命令行：请选择目标对象，确定。选中要修改高程的多段线

命令行：请输入高程值(默认 0.0)：输入高程值 35.0。

按 ESC 键退出，修改高程结束。（修改高程后的图如下图 b）

（a）修改前 (b)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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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0 修改高程

3.11.5 一组曲线根据另一组曲线修改高程

在水平视图中，用一组曲线修改与其相交的另一组曲线的高程。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高程”→“一组曲线根据另一组曲线修改高程” 。

请选择目标线(直线、多段线)，确定

请选择需要调整的线(直线、多段线)，确定

【说明】

本功能要求参与运算的两组曲线在水平视图中相交，即在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下相交。

【实例 3-50】修改如下图 a 所示的高程值。

(1)打开示例数据“02 线编辑/赋高程/05 一组根据另一组修改.dmf”点击“线编辑”→“高

程”→“曲线赋高程”。

(2)命令行：请选择目标线(直线、多段线)，确定。选择用于调整高程的两条目标线，右键确

认。

(3)命令行：请选择需要调整的线(直线、多段线)，确定。选择要调整的两条曲线，在键确认，

结果如图下 b。

(a) 调整前 (b) 调整后

图 3-91 曲线赋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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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注释生成测点

按高程注释值在其左下角生成对应测点。在测点丢失，只留下注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

此功能利用注释生成测点。

【操作方式】

选项卡：“线编辑”→“高程功能组”→“注释生成测点” 。

请选择文字标注：（选择注释，右键确认）

(a) 注释 (b) 注释生成的测点

图 3-92 注释生成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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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实体建模

地质体形态复杂多变，很难用规则的几何体来描述。所以需要一种灵活、简便、快速的方法

来建立不规则几何模型。数字采矿平台软件通过特征线建立实体模型来描述三维空间的物体。进

行实体建模主要包括创建、编辑、验证、运算等。建立三维模型是后期进行储量计算和采矿设计

的前提。

计算机是如何描述矿山的矿体、巷道、地形、断层、采场、岩层等等的形态和所属信息的呢？

下图描述了个基本思路：

特 征 线

数字地形模型（如

地形、断层、岩层）

三 维 实 体 模 型

（如矿体、巷道、采

自动生成 半自动生成

特征线（点）：一些点和线，来描述物体表面的特征。

数字地形模型：即 DTM 数字地表模型表面模型，来描述虚拟地形和表面。一般由若干特征

线和点，考虑每个点的 X、Y 和 Z 值，将所有的点连成若干相邻的三角面，形成上下不透气的面。

表面模型只能描述面，不能有折叠，在平面视图中，不能有重叠，即在 Z 值方向，永远有唯一的

X、Y。

三维实体模型：由一系列相邻三角面，包裹成内外不透气的实体。实体是一系列在线上的点，

连成内外不透气的线框，这些线框的平面视图中，肯定有交迭，但在三维空间内，任何两个三角

面之间不能有交叉、重叠，任何一个三角面的边必须被且只被相邻的两个三角面共用，任何三角

面的 3 个顶点，必须依附在有效的点上，否则实体是开放的或无效的。

实体模型与地表模型的区别与共同点：

DTM 数字地表模型有上下之分，实体模型有内外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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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M 数字地表模型可快速计算面积，实体模型可计算其表面积与体积。

数字采矿平台中统一用三角网文件来保存 DTM 数字地表模型和实体模型文件。

DTM 数字地表模型和实体模型可以在任意方向上切剖面；

DTM 数字地表模型之间、DTM 数字地表模型和实体模型、实体模型之间可进行逻辑运算，

即交、并、差等。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建模和编辑方法，具体优点如下：

在线框生成实体方面集合了多种算法，便于用户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具体算法有：最小周长

法、最小面积法、快速表面重建法、等腰三角形法、全局最优法、辅助线法，还有最新研发的网

格建模和凸壳建模

实用简单的实体编辑功能；

生成实体后的求交线功能，更直观的检查矿体内部交叉；

自动生成 DTM 数字地表模型表面模型，一致化三角面片方向功能优化了生成的地表模型，

解决了由于地形图残缺不全及矢量化等高线格式出现的错误。

本章主要介绍数字地表模型（DTM）的创建、三维实体的创建、三维实体编辑和三维实体运

算，并通过实例加以介绍，所涉及的命令主要集中在“实体建模”选项卡（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实体建模”选项卡

4.1 DTM 创建

数字化地表模型 DTM(Digital Terrain Model)是建立三维地质实体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建

立好地表模型，可以使我们对矿区所在位置在宏观上有个完整的认识。一些地表工程的设计和施

工包括排土场、选场、井口等位置都是以地表模型为参考的；同时，地表模型作为边界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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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直接影响到技术经济指标和工程量的计算，因此，为了达到最好的实际效果，地表模型必须满

足精度要求：

（1）根据实际地形地貌选择合适的构建 DTM 方法（详见参照 4.1.1 说明）；

（2）根据构建 DTM 的用途，选择合适比例的地形图。如用于设计及工程量计算的 DTM，

基础数据一般要求测图比例大于 1:2000；仅用于矿区地形整体展示的 DTM，比例尺可以根据实

际矿山实际情况而定；

（3）尽可能把地形图及测量的的高程属性数据赋高程后约束生成 DTM，避免失真；

（4）室内反复检核修改问题数据并进行必要室外现场踏勘，修改优化 DTM 模型。

地表模型一般由若干地形线和散点生成，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系统根据每个点的坐标值，将

所有点（线亦由散点组成）联成若干相邻的三角面，然后形成一个随着地面起伏变化的单层模型，

因此需要首先用 AutoCAD 矢量化地形等高线图，然后导入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中，再用创建 DTM

指令生成地表模型。也可以把测量数据直接导入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中，进行地形约束编辑后生成

地表模型。

“DTM”功能组中包括：整体、区域、多连域面、线附着以及网格化。

图 4-2 “DTM”功能组

4.1.1 整体

选定地形线或点来创建 DTM 模型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DTM”→”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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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DTM”功能组里点击“整体”图标 ，弹出对话框如图 4-3，

选择约束方法。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 DTM 源数据(线或点)，右键确认。（根据提示选择等高线，或散点）

鼠标在空白处点击右键，生成 DTM。

图 4-3 创建 DTM 右键菜单

【说明】

“约束”是指严格按照多段线上的端点，和孤立点生成三角面片。主要用于露天坑台阶，尾

矿库等建模，如图 4-4。

“无约束”是指，按照地形起伏趋势生成三角面片，较约束 DTM 捕捉端点生成三角面片效

果较差，主要用于基础数据异常检核。

“地性线约束”是指，在山脊山谷等地表建模时，软件会以较为形象的山脊或山谷地形趋势

生成 DTM，避免用约束生成的 DTM 出现的“台阶状”错误，图 4-5，图中青色为等高线，红色

为地性线。

图 4-4 约束与非约束 DTM 露天坑模型对比图 4-5 约束 DTM 与地性线约束 DTM 山脊模型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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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4-1】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1 DTM\01_整体 DTM.dmf”中的等高线生

成实体模型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示例数据\03 实体建模\3.1 DTM\01_整体 DTM.dmf”拖入三维操

作窗口中。将实体层关闭，只打开等高线层，如下图所示。

图 4-6 等高线示意图

（2）执行“创建 DTM”命令，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地性线约束”，选择所有等高线，右

键确认，完成操作。为了更好的观察新生成的地表实体模型，可以在空白处点击右键，在弹出菜

单中把“显示线”关闭，也可以通过“实体建模---实体配色” ，按高程 Z 值对模型配色，可以

更直观的看出地表高低起伏变化，红色部分海拔较高，蓝色部分海拔较低。

图 4-7 地表模型图 4-8 等高线生成的 DTM 及实体配色效果

4.1.2 区域

在指定区域内创建 DTM 模型。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DTM”→“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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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DTM”功能组里点击“区域” ，出现如下图所示对话框，根

据需要选择创建区域 DTM 的方法，完成操作。

请选择多边形区域：

请选择其余形成 DTM 的线或者点：

图 4-9 区域 DTM 右键菜单

【说明】

“边界求交”是指在俯视视图中将区域边界线与地形线的相交点连接起来，形成区域 DTM

的边界，用于边界线附近没有散点参与生成 DTM。

“距离幂”边界线上的点根据附近散点和线上点用距离幂算法赋上高程形成区域 DTM 的边

界，主要用于边界线附件有散点数据参与生成 DTM。

两种算法由于算法不同，在生成 DTM 模型在边界处三角面片的连接关系有些不一样。

【实例 4-2】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1 DTM\02_区域 DTM.dmf”中的等高线，

按多边形区域生成 DTM。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文件夹“ 03 实体建模\3.1 DTM\02_区域 DTM.dmf”拖入三维操作

窗口中，将实体隐藏，只剩下等高线和多边形。

（2）执行“区域”命令，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边界求交”，选择多边形边界，再框选所

有等高线，右键确认，即可得到由多边形区域限制的 DTM 模型，将线隐藏，能够更清楚的观察

所生成的模型，如图 4-10、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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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区域 DTM 原始文件图 4-11 区域 DTM 生成结果

4.1.3 多连域面

生成多连域面，用于等值线中存在洞、岛时的区域三角化。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DTM”→“多连域面”

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DTM”功能组里点击“多连域面” 图标

请选择要三角化的线圈，右键确认：

鼠标在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确定、取消或是退出。

【实例 4-3】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1 DTM\ 03_多连域面.dmf”中的某中段的标

注为“前”多段线圈生成多连域面，然后合并生成中段实体。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 03 实体建模\3.1 DTM\ 03_多连域面.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

（2）执行“多连域面”命令，选择标注为“前”的数据，鼠标在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确定

完成操作。

（3）框选初始数据及多连域面生成的 DTM 面，右键选择“合并”。操作展示如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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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多连域面示意图

注意：此命令必须确保形成洞、岛的内部线圈与外部线圈方向相反（可通过显示风格里面勾

选显示线方向进行查看）。

4.1.4 线附着

将空间多段线垂直附着到 DTM 模型表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DTM”→“线附着”

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DTM”功能组里点击“线附着” 图标

请选择地面模型和多段线：

鼠标在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确定执行操作

【实例 4-4】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1 DTM\04_线附着.dmf”文件中多段线附着

到地表实体。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1 DTM\ 04_线附着.dmf”文件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

（2）执行“线附着”命令，框选地表模型和多段线，右键点击空白处，选择确定。如下图

所示。

图 4-13 附着线到 DTM 表面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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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网格化

网格化功能主要有如下方面的应用：

1.网格化插值加密稀疏的等高线（点）：用于地表等高线密度不够的情况，按照估值算法估

计 Z 值，形成均匀的网格化点，从而生成完整的ＤＴＭ模型。

2. 水平矿体或矿体平面品位分布的划分：矿山可能会取一些离散的样品点，在水平范围内进

行网格估值，形成品位分布网格点，形成 DTM 模型，提取等高线之后，这个等高线就是品位等

高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DTM”→“网格化”

【操作格式】

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DTM”功能组里点击“网格化” 图标，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

参数，点击确定完成操作，如图 4-14 所示。

【说明】

此功能的原理，就是通过已知点的属性值（可以是高程值或是其他属性值），用插值法来对

网格点的 Z 值进行估值，执行操作后将在原文件的坐标范围内生成一组网状排列的孤立点，孤立

点间的距离和个数如图 4-14 所示。新生成的孤立点高程值是按照搜索椭圆内所包含的已知点高

程值，按统计学相关估值方法进行估值。统计学的相关插值原理可参考地质模块的距离幂估值、

克里格估值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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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DTM 插值网格化参数对话框

图 4-15 正态/自然对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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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估值参数对话框

【实例 4-5】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1 DTM\DTM 插值网格化\台阶圈矿.dmf”

进行插值操作。

【操作步骤】

（1）将“03 实体建模\3.1 DTM\DTM 插值网格化\台阶圈矿.dmf”拖入软件中，执行“网

格化”操作，在数据文件中中选择“台阶圈矿.dmf”，估值属性选择“Cu”。

（2）网格参数可以利用默认参数，估值类型选择“距离幂”。

（3）点击确定按钮。利用实体建模 DTM 建模功能建立表面实体，对表面实体提取等高线，

可以形成品位等值线。

图 4-17 品位等值线

【实例 4-6】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1 DTM\01_整体 DTM.dmf”进行插值操作。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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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01_整体 DTM.dmf”拖入软件中，执行“网格化”操作，在数据文件中中选择“01_

整体 DTM.dmf”，估值属性选择“Z”。

（2）网格参数可以利用默认参数，估值类型选择“距离幂”。

（3）点击确定按钮。

图 4-18 网格化点

4.2 网格建模

网格建模即平剖面建模，是根据矿体或岩体的不同方向的横截面轮廓线组成一系列的平剖面，

通过分区网格连接进行建模。网格建模包括空间网格的提取、单个网格的建模、基于每个单元网

格形成的地质界面构建地质体。“网格建模”功能组中包括：交点匹配、网格提取、网格面生成。

网格建模前要确保平、剖面数据的一致性，即平、剖面在交叉位置处要位置一致，有交点。

图 4-18 网格建模

4.2.1 交点匹配

进行网格建模前需要保证对应的平剖面与纵剖面之间有交点，交点匹配功能就是用来进行剖

面之间交点校验与匹配操作。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网格建模”→“交点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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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视图中打开“示例数据 03 实体建模/3.6 网格建模/交点匹配.dmf”，确保各轮廓线圈

都严格在剖面上。点击“交点匹配”功能，弹出动态参数设置框，如图 4-19 所示。命令行提示，

“选择交叉平剖面线圈”，框选所有平剖面数据，右键确认。输出窗口弹出未重合点对消息。

图 4-19 交点匹配对话框

图 4-20 未重合点对输出结果

（2）输出窗口中双击任意一个点对，定位到点对未重合位置。对话框中选择挪移交点选项，

“平面移往剖面”或“剖面移往剖面”，右键确定完成此对交点匹配。或者在生成未重合点对后

直接在视图中，鼠标右键完成所有的点对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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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网格提取对话框

（3）此时对话框网格提取功能可操作，如图 4-21 所示。选择网格提取方式，按照命令行提

示继续鼠标右键确定生成网格面，如图 4-22 所示。

图 4-22 生成网格面

4.2.2 网格提取

网格提取实现了空间网格的提取和单个网格的建模功能。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网格建模”→“网格面提取”

【操作步骤】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176

（1）打开“示例数据 03 实体建模/3.6 网格建模/网格建模.dmf”如下图所示，用线编辑中

加密顶点和夹点编辑功能对轮廓线进行处理，使线上的点均匀，平剖面线一一相交。

图 4-23 平剖面轮廓线

（2）选择“网格提取”功能，选择交叉剖面线圈，右键确认。视图中生成网格面，数据管

理窗口生成每一个单元网格的图层文件。

图 4-24 网格提取结果

4.2.3 网格面生成

针对单个首尾连接的线生成网格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网格建模”→“网格面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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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格式】

点击“实体建模”→“网格建模”→“网格面生成”，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4-25 所示

图 4-25 网格面生成

【说明】

对边顶点相互插值：以选择的线的形状趋势为基准进行顶点插值生成面片。

默认网格面均化：以点数较多的线为基准，网格面片平均等分插值，网格面生成相对平滑。

均化系数越大，细分越密。

自定义网格面均化：根据用户输入细分级数进行网格面插值生成。选择自定义网格面均化后，

系统会自动把选择的线分成四条首尾连接的线，细分份数 1 和细分份数 2 就是每一对线的细分份

数值。

【操作步骤】

（1）拖入“示例数据 03 实体建模/3.6 网格建模/网格面生成.dmf”如下图所示，用线编辑

中加密顶点和夹点编辑功能对轮廓线进行处理，使线上的点均匀，平剖面线一一相交。

（2）选择“线编辑”→“相交打断”→“自相交打断”，选择所有平剖面线，右键确定。

形成一组首尾相接的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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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网格面生成准备数据图 4-27 网格面生成

（3）选择“网格面生成”命令，弹出的对话框中选则“默认网格面均化”，选择要生成面

的几条线段，右键确定。

4.3 创建实体

矿体模型的建立是整个模型建立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都是为矿体的开采服务的。建立

矿体模型除了可视化、体积计算、在任意方向上产生剖面、与来自地质数据库的数据相交四种功

能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之后的品位估值和块段分析提供线框约束的基础。同时

也可以通过对矿体线框进行体积计算，与块段模型最后计算出来的矿石储量做参照。

“创建实体”功能组中包括：线框、外推、自动重建以及点云（如图 4-28）。

图 4-28“创建实体”功能组

4.3.1 线框

通过不同算法连接相邻线框、线或点来构建三维模型。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创建实体”→“线框”

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创建实体”功能组里点击“线框”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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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轮廓线…

选择“线框” 图标，出现菜单，如图 4-29，根据需要选择连线框的方式。

图 4-29 “线框”右键菜单

【说明】

(1) 连线框过程中，闭合线框、非闭合线框、点之间可以同类连接成模型，也可相互连线框成

模型，根据不同需要，可灵活运用。

(2) 对于庞大复杂的数据一般使用“全局最优法”，当使用某种方法连接线框总是出错，可以

尝试另一种生成矿体的方法。

(3) 对于使用辅助线连接线框，添加的辅助线将自动保存为线文件。辅助线要求是直线或直多

段线。辅助线的功能就是对三角网的连接进行人工引导和控制，将实体多边形上结构联系非常紧

密的点连在一起，使其连接方式更能反映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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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面连三角网功能是指选择两条轮廓线，根据轮廓线上的共面辅助线对轮廓线进行剖分并

分别形成三角网，将共面部分连接三角网分别和相邻的剖分三角网合并。

(5) 局部连三角网功能是指只选择两条轮廓线的一部分构建三角网，通过分别选择两条轮廓线

上的两点确定区间。

(6) 曲线连边功能是指选择两条轮廓线和两条曲线辅助线，将其形成一个封闭的多段线，然后

连接三角网。

(7) 建立分区线功能是指使用抛物线作为不同对应轮廓的分区线，为后续建模提供依据，与多

分支创建配合使用实现多对多轮廓线的匹配连接。

(8) 多分支创建功能是指选择轮廓线的相应区域连三角网，无需进行打断等线编辑预处理操作。

【实例 4-6】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连线框.dmf”生成实体。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连线框.dmf”拖入三维

设计窗口，如图 4-30。

图 4-30 矿体线框

（2）执行“连线框”操作，选择最佳的线框构建方法，依次连接线框生成实体，如图 4-31。

图 4-31 生成的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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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4-7】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共面连线框.dmf”生成实体。

【操作步骤】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共面连线框.dmf”拖入

三维设计窗口，如图 4-32。

图 4-32 共面线框图 4-33 生成的共面矿体

（2）执行“连线框”操作，在对话框选择共面连三角网，依次选择线框生成实体，如图 4-33。

【实例 4-8】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分区连三角网.dmf”生成实体。

【操作步骤】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分区连三角网.dmf”拖

入三维设计窗口，如图。

图 4-34 多分支创建线框图 4-35 建立分区线图 4-36 生成的多分支创建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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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连线框”操作，功能选择中勾选“建立分区线”，使用抛物线作为不同轮廓的

分区线，在单个轮廓线上分别确定抛物线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再在窗口中确定抛物线的拐点，

如图 4-35 所示。也可以直接用多段线功能画出一条分区线进行分区。（连线框时建议只有一侧

存在分区线，若两侧都存在分区线可能会出问题）

（3）再次执行“连线框”操作，在对话框中选择多分支创建，依次连接线框生成实体如图

4-36 所示。

4.3.2 外推

外推功能是将实体剖面轮廓线向一边或两边按指定的方位角、倾角外推一定的距离，并将轮

廓线按比例进行缩放。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创建实体”→“外推”

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创建实体”功能组里点击“外推”图标

请选择外推的轮廓线（可选择多条平行的轮廓线），右键确认

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4-37“外推”参数对话框

设置好相应参数后，按下“确定”按钮

【选项说明】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183

自动计算：勾选自动计算后，系统会根据选择的线框自动计算方位角和倾角值。

外推模式：矿体外推在可靠地质研究基础上，充分考虑矿体赋存形态、空间产出的地质规律

下进行，分为尖推、楔推、平推三种模式。

外推方向：正向侧表示轮廓线法向所在的方向，用红色箭头显示，反向侧为正线侧的相反方

向，两侧表示正向侧和反线侧均进行外推。

正向侧距离：轮廓线沿正向侧法线平移的距离

反向侧距离：轮廓线岩反向侧法线平移的距离

方位角：正向侧法线的方位角

倾角：正向侧法线的倾角

缩放面积比例：外推的轮廓线的面积与原轮廓线的缩放面积百分比

封闭外推端：若勾选此选项，则外推时将外推后的轮廓线封闭与外推三角网合并形成半开放

的整体三角网

【实例 4-9】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连线框.dmf”分别进行尖推、楔推、

平推。

【操作步骤】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连线框.dmf”拖入三维

设计窗口，如图。

（2）执行“外推”操作，选择外推的轮廓线，弹出外推对话框，视图自动调整到一个状态，

可以按住 Ctrl 键并旋转鼠标调整到用户需要的视图，分别选择尖推、楔推、平推三种模式，设置

相应参数后确定，生成效果如下图从左向右依次为尖推、楔推、平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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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8 三种模式外推效果

4.3.3 自动重建

选择不同剖面或平面上的线框自动构建三维实体。当线框满足一定条件时，视图中框所有线

框自动生成实体，省略了多次连线框操作，大大减少工作量。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创建实体”→“自动重建”在弹出对话框里选择需要调整的参数，

如图 4-39。

请选择轮廓线，右键确认：选择要自动生成实体的线框，右键确定。

图 4-39 自动创建参数对话框

【实例 4-10】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自动重建.dmf”生成实体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自动重建.dmf”拖入三

维设计窗口，如图。

（2）执行“自动重建”操作，选择需要生成实体的线框，右键确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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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0 自动重建线框图 4-41 自动重建生成的实体

4.3.4 点云

“点云”功能是专门针对于三维激光点云数据使用，能够直接生成三维图形模型功能。应用

该功能可以直接导入空区探测得到文件（支持三种格式的文件，包括.XYZ,.pts,.txt）或者直接在

视图中选择散点，自动构建生成空区的三维图形轮廓。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创建实体”→“点云”

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创建实体”功能组里点击“点云” 图标，此时出现如下对话

框，如图 4-42 所示。

请打开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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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点云重建对话框

【实例 4-11】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2 创建实体\点云重建.xyz”生成实体。

执行“点云”操作，点击打开点文件右下方按钮，找到示例数据下“03 实体建模\3.2 创建

实体\点云重建.xyz”，邻居点数 20，网格大小-1，点击确定完成，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4-33。

图 4-43 点云重建实体

4.3.5 凸壳建模

凸壳建模适用于随机不规则实体的建模，形成实体的最大外包范围。一般用于对采空区进行

建模。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创建实体”→“凸壳建模”

请框选边界线，点击鼠标右键确认。

图 4-44 采空区点图 4-45 凸壳建模体

4.4 编辑

“编辑”功能组中包括：合并、打散、顶点、删除面、缝补以及有效性（如图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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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6“编辑”功能组

4.4.1 合并

对多个实体或三角面片进行合并。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编辑”→“合并” 或选中实体后，右键菜单中选择“合并”

请选择实体，右键确认：

按住 Ctrl 键连续选中实体，或者框选所有需要合并的实体，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确

定”结束操作。

【实例 4-12】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1_合并.dmf”合并。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将“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1_合并.dmf”拖入三维

设计窗口。不同的实体显示的颜色不同，如图 4-48。

（2）选择“运算”→“优化”功能，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方向一致化”，框选所有实体

右键确定。（优化功能具体请查看 4.4.10）

（3）执行“合并”，框选所有实体右键菜单中选择“方向不一致化”，操作后的实体为一

个整体，如图 4-47。

图 4-47“合并实体”右键菜单

（4）进行有效性检测，检验结果有 0 对三角形相交，0 条边不封闭。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188

图 4-48“合并实体”前、后的矿体

注意：合并实体分确定（方向一致化）和方向不一致化两种模式：如果矿体是连续的一个矿

体，有效性检测通过后合并实体选择确定（方向一致化）；如果矿石是分开的几个矿体，合并前

先方向一致化，再合并选择方向不一致化。如果矿体含有夹石，则先将矿体和夹石方向处理成反

向情况，再合并选择方向不一致化。

4.4.2 打散

“打散”也是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它是把一个大的整体通过执行命令后“打

散”为多个小的实体的过程，与“合并”命令相反。这个命令经常在删除多余实体或修改实体时

用到。在建立的实体中，一般来说都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存在，当进行修改实体时就必须首先把

实体打散，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编辑”→“打散”

请选择实体，右键确认…

选择实体后，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右键菜单如图 4-49。

图 4-49 “实体打散”右键菜单

【实例 4-13】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2_打散.dmf”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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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执行“打散”操作并选中实体，如图 4-50，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整体。

（2）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分离为单个面片”的结果如图 4-51，“提取最大实体”的结

果如图 4-52，鼠标放在指定实体，“提取指定实体”的结果如图 4-53，“分离实体”的结果如

图 4-54。

图 4-50 分离实体中选中实体图 4-51 分离为单个面片图 4-52 提取最大实体图 4-53 提取指定

实体

图 4-54 分离实体结果

4.4.3 顶点

对实体的顶点进行编辑，改变实体的形态，编辑模式主要有添加顶点、编辑顶点和删除顶点

三种模式。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编辑”→“顶点”

弹出对话框（如图 4-55），输入参数后，选择“顶点编辑模式”输入参数后编辑顶点结束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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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5 编辑顶点对话框

【实例 4-14】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4 缝补面.dmf”顶点位置改变。

【操作步骤】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4 缝补面.dmf”

拖入三维设计窗口，如图 4-56。

（2）执行“顶点”操作，顶点编辑模式中选择“编辑顶点”，选择顶点后，在“动态参数”

对话框输入移动后的坐标，也可以使用“捕捉”命令，捕捉线或实体上的点，点击鼠标左键结束

操作，如图 4-57。

注意：将顶点拖动到某一位置，按住 Ctrl 键则动态窗口里面的 XYZ 坐标固定，继而可以选

择锁定某一个或几个方向坐标。

图 4-56 编辑顶点前的实体图 4-57 编辑顶点后的实体

（3）执行“顶点”操作，在对话框中勾选“添加顶点”，在要加顶点的三角面片上点击鼠

标左键，即可将顶点插入，生成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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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8 加点前的实体图 4-59 加点后的实体

（4）执行“顶点”操作，在对话框中勾选“删除顶点”，在需要删除的顶点附近单击鼠标

左键，生成的结果如下图所示：在实体上删除顶点，若实体顶点关联面片是封闭的则删除顶点后

结果仍然是封闭的。

图 4-60 顶点在实体内部时“删点”图 4-61 顶点在实体边线时“删点”

4.4.4 删除面

删除实体上的三角面片。当出现交叉三角形时，可通过删除相交的三角面，重新构建三角面。

删除面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分别是选择删面和点线删面。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编辑”→“删除面”

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 4-62 删除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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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4-15】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3_删除面.dmf”部分三角面片删除。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3_删除面.dmf”

拖入三维设计窗口，如图 4-63。

图 4-63“删除面”之前的实体图 4-64 选中要删除的三角面片

（2）执行“选删面”操作，勾选“选择删面”→“传统选择”，鼠标点击选择单个面片或

者框选一部分面片右键删除；

（3）勾选“选择删面”→“多段线选择”，鼠标绘制多段线经过实体面，双击左键确定，

右键选择“确定”删除。当前视图状态下与多段线相交的面片都会被删除。

（4）勾选“选择删面”→“多边形选择”，鼠标绘制多边形圈住实体面，双击左键确定，

右键选择“确定”删除。当前视图状态下多边形范围内及与多边形相交的所有三角面片都被删除。

见图 4-64。

（5）勾选“点线删面”→“连接到点”，选择实体顶点，与顶点相关联的三角面片都被删

除。

（6）勾选“点线删面”→“连接到线”，选择要删除面的线，选择一条线时会删除连接到

该条线上的三角面片，选择两条线则删除在该两条线之间的三角面片。

（7）勾选“点线删面”→“封闭线内”，选择封闭线，即删除封闭线内的三角面片，右键

确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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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5 点线删面选择“连接到点”前后对比

图 4-66 点线删面选择“连接到线”前后对比

图 4-67 点线删面选择“封闭线内”前后对比

4.4.5 缝补

缝补实体上的三角面片，当实体出现开口或者删除三角面片后需要封闭时，可使用缝补功能。

用户通过单击某个三角面片，系统自动捕捉到该三角面片上最近的顶点来实现的。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编辑”→“缝补面”

鼠标单击开口处相邻的三角面片，系统自动捕捉到该三角面片上最近的顶点，形成一个闭合

线圈后在空白处右键 “确定”，结束操作。

【实例 4-16】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 04_缝补面.dmf”中的缺口进行缝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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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4_缝补面.dmf”

拖入三维设计窗口，如图 4-68。

图 4-68 需要缝补三角面片的实体

（2）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实体的一角会发现有三角形的缺口，点击“缝补面”命令，在开

口处形成闭合线圈，右键确认，如图 4-69。

图 4-69 缝补三角面片前后之对比

4.4.6 有效性

用于检验实体是否有相交三角形、不封闭或无效边的情况。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编辑”→“有效性” ，或选中实体后，右键菜单中选择“实体

有效性检测”。

请选择需要进行有效性检测的实体，右键确认…

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出现右键菜单，如图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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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0“实体有效性检测”右键菜单

确认后命令栏出现如下提示：

正在进行实体有效性检测，请稍后…

有 2 对三角形相交；

有 2485 条边不封闭

按回车或空格键继续，或右键菜单进行其它操作…

当出现不封闭三角形，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如图 4-71。

图 4-71 检测后右键菜单

选择“封闭开口”或“恢复原色”结束操作。

【说明】

（1）数字采矿平台软件提供了“封闭开口”功能，可以将检验出的不封闭的地方快速进行

封闭操作。也可以选择实体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提取开口线”，再选择开口线右键“封闭为面”。

（2）由于检验出的开口和相交三角形用区别于原实体的颜色标出，“恢复原色”功能可以

恢复原实体的颜色。

（3）数字采矿平台新增加了生成有效性检测定位文件的功能，用户可以在“输出窗口”中

“查询结果”处双击错误类型定位到实体中直接修改问题。

【实例 4-17】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4_缝补面.dmf”进行实体有效性检

测。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将“03 实体建模/3.3 编辑\04_缝补面.dmf”拖入三

维设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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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实体有效性检测”命令，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实体，检验结果显示，如图 4-70。

图 4-70 实体有效性检测

4.5 运算

模型建好后，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多种运算。

建模过程中，如果只是按照矿体边界线来进行模型建立，要充分反映断层和矿体之间的穿插

切割关系比较困难，因为矿体在剖面之间连接，只能是直线连接，而实际上，断层面很可能是空

间曲面，这样就会出现断层和矿体之间会存在一定的不吻合，因此需要修改矿体。

“运算”功能组中包括：布尔运算、交线、分割、切片、裁剪、开挖、开口线、等值线、优

化以及六面体化（如图 4-61）。

图 4-71“运算”功能组

4.5.1 布尔运算

对实体及 DTM 模型进行布尔运算的前提条件：实体模型法线方向一致朝外，DTM 表面模型

法线方向一致朝下。如果不满足该条件，用户可以通过“优化”中的“方向一致化”功能进行处

理。

DTM、矿体、岩体、断层等模型根据不同的需要，要进行模型间的相互运算，为此，数字采

矿平台提供了布尔运算的功能，可以很好的处理此类问题。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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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布尔运算”

运行此命令，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如图 4-72。

请选择实体 A：

请选择实体 B：

图 4-72 布尔运算对话框

图 4-73 布尔运算的类型

【说明】

实体合并，两个不同的实体经过合并后，成为一个新实体，保留公共部分，如图 4-74a。

实体求交，指通过命令，把两个不同的实体相交的部分计算出来，如图 4-74 b。

实体求差（A-B），指通过命令，计算出实体 A 与 A 和 B 相交部分的差，如图 4-74 c。

实体求差（B-A），指通过命令，计算出实体 B 与 A 和 B 相交部分的差，如图 4-7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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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联合，指通过命令，计算出两个不同的实体经过合并命令后，组合成一个新的实体，去

除公共部分，如图 4-74e。

表面上的实体，指通过命令，计算出实体 B 在曲面 A 之上的部分，如图 4-74 f。

表面下的实体，指通过命令，计算出实体 B 在曲面 A 之下的部分，如图 4-74 g。

表面求差（A-B），指通过命令，计算出曲面 A 与 A 和 B 相交部分的差，如图 4-74 h。

表面求差（B-A），指通过命令，计算出曲面 B 与 A 和 B 相交部分的差，如图 4-74 i。

表面联合，指通过命令，计算出两个不同的曲面经过合并命令后，组合成一个新的曲面，去

除公共部分，如图 4-74 j。

表面相交，指通过命令，把两个不同的曲面相交的部分计算出来，如图 4-74 k。

实体内部的表面，指通过命令，计算出曲面 B 在实体 A 内部的部分，如图 4-74 l。

实体外部的表面，指通过命令，计算出曲面 B 在实体 A 外部的部分，如图 4-74 m。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图 4-74 布尔运算模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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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4-18】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1_布尔运算\01_布尔操作 1.dmf”

进行实体合并、实体求交、实体求差（A-B）、实体求差（B-A）、实体联合等操作，注意圆柱体

为 A，球体为 B。

【操作步骤】

（1）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实体合并”，不选择“保留源

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使用“查看剪切面”指令查看结果，

如图 4-75。

图 4-75 实体合并

（2）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实体求交”，不选择“保留源

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6。

图 4-76 实体求交

（3）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实体求差（A-B）”，不选择“保

留源数据”，勾选“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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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7 实体求差（A-B）

（4）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实体求差（B-A）”，不选择“保

留源数据”，勾选“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8。

图 4-78 实体求差（B-A）

（5）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实体联合”，不选择“保留源

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使用“查看剪切面”指令查看结果，

如图 4-79。

图 4-79 实体联合

【实例 4-19】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1_布尔运算\01_布尔操作 2.dmf”

进行表面上的实体，表面下的实体，实体内部的表面，实体外部的表面等操作，注意曲面为 A，

球体为 B。

【操作步骤】

（1）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表面上的实体”，不选择“保

留源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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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0 表面上的实体

（2）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表面下的实体”，不选择“保

留源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1。

图 4-71 表面下的实体

（3）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实体内部的表面”，不选择“保

留源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2。

图 4-72 实体内部的表面

（4）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实体外部的表面”，不选择“保

留源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3。

图 4-73 实体外部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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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4-20】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1_布尔运算\01_布尔操作 3.dmf”

进行表面求差（A-B），表面求差（B-A），表面联合，表面相交等操作，注意曲面为 A，柱面为

B。

（1）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表面求差（A-B）”，不选择“保

留源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4。

图 4-74 表面求差（A-B）

（2）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表面求差（B-A）”，不选择“保

留源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5。

图 4-75 表面求差（B-A）

（3）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表面联合”，不选择“保留源

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6。

图 4-76 表面联合

（4）点击“布尔运算”，在对话框“布尔运算类型”选择“表面相交”，不选择“保留源

数据”和“分离结果”，根据提示选择两个实体，完成操作，如图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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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7 表面相交

4.5.2 交线

用于求两模型的交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交线”

请选择实体 A：

请选择实体 B：

点击右键选择“确定”即可完成操作

【实例 4-21】求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2 求交线.dmf”中的两实体的交线

【操作步骤】

（1）首先在数据管理窗口下创建一个新文件，选择菜单命令“交线”，分别选择实体 A 和 B，

点击右键“确定”，即可完成此命令。

（2）由于实体的存在不能很好看到交线的效果，故把两实体隐藏后，更能容易观察到交线

部分，如图 4-78。

图 4-78 实体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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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分割

指根据需要，在某一方向上把所选实体进行剪切，将实体分割成多个部分。这是数字采矿平

台软件根据矿山设计实际需求提供的独有功能，主要有两方面用途：一、方便根据盘区、中段切

割实体，进行设计；二、根据生产勘探修改勘探线间的地质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分割”

在选项卡“实体建模”中，“运算”功能组里点击“分割” 图标，出现对话框如图 4-79

若选择的分割方式为自由分割，则出现如下提示：

请沿着您要切割的方向移动鼠标，右键确认

请输入切割面个数：（输入数值）

请输入切面间距离：（输入数值）

若选择的分割方式为水平导线分割，则出现如下提示：

请沿着走向方向移动鼠标，右键确认

请输入切面间第一距离<10.000>：（输入数值）

请输入切面间第二距离<10.000>：（输入数值）

若选择的分割方式为垂直分割，则出现如下提示

请输入基准高程<0.000>：（输入数值）

请输入台阶(中段)高度<30.000>：（输入数值）

单击右键弹出一个菜单，选择剪切（封口）/剪切（不封口）/退出，如图 4-80。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205

图 4-79 分割对话框图 4-80 封闭开口对话框

【说明】

（1）当切割面为多个时，切割面以鼠标拉动产生的切割线为中心分别向两边延伸得到。

（2）选择切割实体可以是一个模型，也可以是多个。

（3）基准高程：只需要任意一台阶(中段)的高程，可以不在选择的实体范围内，系统会自动

根据台阶(中段)高度自动计算。

（4）切面间第一距离、第二距离：切面间第一距离是指切实体时第一刀和第二刀之间的距

离。切面间第二距离：指切实体时第二刀和第三刀之间的距离。切面间第一距离和第二距离可以

相同，也可以不同，方便有间柱、矿房相间分布的快速切割。

（5）封口是指将切割面自动封闭为面并合并为一个封闭的实体，反之不封口则形成一个两

端开口的环状壳。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3 分割.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视图

变为俯视，即从上向下看。

（2）执行“分割”命令，选择需要分割的实体，右键确定，将对象捕捉中打开，捕捉最近

点，沿文件中的直线移动鼠标（左键起始点，在终点处右键确定），切割面选择 1，空格确定，

切割面距离选择 10，空格确定，右键菜单中选择不封口，完成操作，如图 4-80。

图 4-81 单个切割面分割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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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复上述操作，在选择切割面时输入 5，空格确定，然后选择切割面距离时输入 50，

空格确定，右键点击空白处，弹出菜单中选择不封口，完成操作，如图 4-81。

图 4-82 多个切割面分割实体

【实例 4-22】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3 分割.dmf”划分成 30 米一个阶

段，每隔 10 米和 15 米一个矿块。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3 分割.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

（2）执行“分割”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垂直分割”，选择需要分割的实体，右

键确定。按照命令行提示输入基准高程：90 回车，输入台阶（中段）高度：30 回车，右键选择

剪切封口确定，完成操作。如图 4- 83 所示将矿体沿垂直方向上划分成 30 米一个阶段。

图 4-83 垂直分割实体

（3）视图变为俯视，再次执行“分割”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水平导线分割”，

选择需要分割的实体，右键确定。按照命令行提示沿着走向方向画一条线右键确定。输入切面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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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距离：10 回车，第二距离 15 回车，右键选择剪切封口确定，完成操作，如图 4- 84 所示，

将阶段沿走向方向每隔一定距离划分成独立的回采单元矿块。

图 4-84 水平导线分割实体

4.5.4 切片

可以实现实体的切割，用于提取切割处的实体轮廓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切片”

请选择实体，右键确认

请沿着您要切割的方向移动鼠标，右键确认

请输入切割面个数：（输入数值）

请输入切面间距离：（输入数值）

实体剪切完成，按回车或空格键继续。

【说明】

当切割面为多个时，鼠标选择切片方向时的切片线圈是所有切片中的中间位置。

【实例 4-23】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4 切片.dmf”进行切片。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4 切片.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视图

变为俯视，即从上向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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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切片”命令，选择需要分割的实体，右键确定，将对象捕捉中打开，捕捉最近

点，沿需要切片的方向移动鼠标（左键起始点，在终点处右键确定），切割面个数选择 5，空格

确定，切面距离选择 50，空格确定完成操作，旋转视图可看到所切实体线圈，如图 4-85。

图 4-85 多个切面对实体进行切片

注意：“切片”功能，可实现从任意位置提取出实体的轮廓，这对我们研究矿体的形状、厚

度以及走向等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在矿体的二次圈定以及矿体模型的更新时也经常用此功能。与

开始→工作面中的切片不同之处是，开始模块中的切片是根据工作面切割实体，生成切片文件。

4.5.5 裁剪

按指定区域对实体模型或 DTM 模型进行裁剪。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裁剪”

请选择实体和多边形：

鼠标在空白处点击右键，出现菜单如图 4-86，选择封闭/不封闭裁剪模式，选择退出，不执

行操作。

图 4-86“裁剪模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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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4-24】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5 裁剪.dmf”中的 DTM 模型按照

闭合区域进行裁剪。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5 裁剪.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

（2）执行“裁剪”命令，一次框选 DTM 模型（或实体模型）和闭合裁剪区域的多边形线框，

右键点击空白处，选择封闭裁剪完成操作，可以分别将裁剪好的两部分 DTM 模型或实体模型进

行颜色改变如下图所示。

图 4-87 通过闭合多段线裁剪 DTM 前后对比

图 4-88 通过闭合多段线裁剪实体模型前后对比

【说明】

裁剪实体模型时，如果选择封闭裁剪结果会形成封闭的模型，选择不封闭结果则会形成开口

的模型，裁剪 DTM 时两种裁剪方法裁剪结果一致。裁剪功能可以对多个实体模型或 DTM 模型

进行裁剪，结果是按俯视视图下的范围裁剪。

4.5.6 开挖

在实体上任意视图绘制区域进行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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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开挖”

请选择要挖掘的实体，右键确认：

请画出需出挖出的区域：

点右键单击“结束”即可完成此命令。

【实例 4-25】在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6 开挖.dmf”中开挖。

【操作步骤】

（1）首先在“数据管理”窗口下建立一个新文件，将新文件的 0 层设为当前层，把数据管

理窗口左上方的“新数据位置设置” 按钮打开，以便生成的新文件自动转移到当前层

（2）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6 开挖.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视图

变为俯视，既从上向下看。在实体上用多段线画出一个多边形，将对象捕捉打开，捕捉方式设为

端点。

（3）执行“开挖”命令，选择所要开挖的实体，右键确认。然后鼠标顺着上一步所画的开

挖区域画出闭合线框（图中为红色六边形区域），右键菜单中点击结束完成操作，将原文件“06

开挖.dmf”隐藏，可以观察到实体开挖后的效果，如图 4-89。

图 4-89 开挖实体前后对比效果图

4.5.7 拆分

根据选择的轮廓线将实体拆分为以轮廓线为分界的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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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拆分”

请选择拆分轮廓线（在作为分界轮廓线上单击鼠标左键）

请选择被拆分的实体（在需要拆分的实体上单击鼠标左键完成操作）

选中实体即可看见拆分的结果

生成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4-90“拆分”前后对比

4.5.8 开口线

用于提取实体的开口线，进行编辑和储存，可方便对模型的编辑。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开口线” ，或选中实体后，右键菜单中选择“提取

开口线”

请选择提取开口线的实体，右键确认

选择实体后，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确定”结束操作。

【实例 4-26】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7 提取开口线.dmf”进行提取开口

线操作。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7 提取开口线.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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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开口线”命令，选择需要提取开口线的实体，右键确认，为了更好的观察所提

取出的开口线，可以将实体隐藏，如图 4-91。

图 4-91 提取实体开口线

4.5.9 等值线

对于生成的 DTM 模型，或者是矿体模型，可以根据其属性值生成对应的等值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等值线” ，出现对话框，如图 4-92。

设置好相应参数，鼠标选择实体后，点击“应用”结束操作。

请选择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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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2 等值线对话框

【实例 4-27】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8 求等值线.dmf”按 Z 值，以 50

的梯度生成等值线。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8 求等值线.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

（2）执行“等值线”命令，选择需要生成等值线的实体，在对话框的所求等值线属性中选

择 Z 值，在配色中添加 50，然后以 50 为梯度继续添加到 750，点击应用完成操作，为了更好的

观察生成的等值线，可以将原实体隐藏，如图 4-93。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214

图 4-93 对实体提取等值线

4.5.10 优化

删除重合点、边、孤立点及进行三角化、光滑操作等。对于生成的 DTM 数字地表模型和实

体模型，需要进行数据处理，以便进行后续的布尔操作等步骤。也可用于实体模型的美观化处理。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优化” ，弹出 4-94 所示参数窗口。

图 4- 94 模型优化对话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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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楚冗余数据”功能用于删除实体运算过程中重合点、边和孤立点，减少数据量。

（2）“三角化”功能用于将所有实体面片转化为三角面。

（3）“清除非复式边”可以清除实体内存在的非复式边，将其转化为复式边。

（4）生成的地表模型和地质体由于三角面片法线的方向不一致，造成一部分三角面片显示

深色，需要“方向一致化”操作。

（5）“光滑”功能主要用于修正地表模型，迭代次数越大，地表形态改变越大，收敛系数

越小，地表改变越大，一般设定为 0.0~1.0。

（6）“抽稀网格”功能就是将实体上的三角面片按一定比例减少，抽稀系数既减少的百分

比。

（7）“细分网格”功能就是加密实体三角面片数量，使三角网密度增加。

（8）“清除奇异三角形”功能就是清除三角网连接中错误的三角形，并连成正确的三角网。

4.5.11 六面体化

对实体边界进行细分，用正方体填充实体，即创建块段模型。当有相交三角面片，或有边不

闭合的实体需要计算体积时，可以用实体的填充块段近似计算。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运算”→“六面体化”

请选择实体：

请输入边界细分次数，块度大小：（按回车键确认）

六面体化完成！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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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细分次数是指在内部基础块的大小上按边长缩小的倍数，用来确定边界块的尺寸。块度

大小就是内部基础块的正方体边长。例如边界细分次数为 1，块度大小为 10，是指内部块尺寸为

10×10×10，边界块尺寸为 5×5×5。

【实例 4-28】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9 六面体化.dmf”进行六面体化操

作。

【操作步骤】

（1）在数据窗口中将“03 实体建模\3.4 运算\09 六面体化.dmf”拖入三维操作窗口中。

（2）执行“六面体化”命令，选择需要六面体化的实体，输入细分次数为 1，块度大小为

10，按回车完成操作。隐藏原实体可以得观察所得到的六面体块段模型，放大视图可以观察到其

细分情况，如图 4-95。

图 4-95 六面体化前后的实体及近距离放大图

4.6 材质纹理

“材质纹理”功能组中包括：配色、材质、材质库、纹理坐标以及材质信息（如图 4-96）。

图 4-96“材质纹理”功能组

4.6.1 配色

该功能可以实现根据不同属性值对实体进行着色。实体配色包括两种配色方案，连续配色和

区间配色，如图 4-9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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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配色：根据任一属性的范围值，设置两端的颜色，由计算机进行两个颜色之间的渐变配

色。

区间配色：根据任一属性的范围值，由用户设定一个或若干个区间，并指定相应的颜色。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材质纹理”→“配色”

点击“配色” 图标，对话框如图 4-97

请选择需要配色的实体，回车或空格键继续

鼠标选择实体后，结果如图 4-98。

【实例 4-29】用连续配色方案给一个实体进行配色。如图 4-97、4-98 所示。

【操作步骤】

（1）点击“实体配色”→“配色” ，出现如图 4-97 所示的“动态参数”窗口。

（2）在三维设计窗口中选择需要配色的实体，该实体的相关配色参数就会显示在“动态参

数”窗口中。

（3）在“动态参数”窗口中进行各项设置，得到如图 4-98 所示的配色效果，如需区间配色

如图 4-99 所示的动态参数窗口设置所需参数后点击“应用”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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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7 连续配色对话框

图 4-98 连续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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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9 区间配色对话框

4.6.2 材质

该功能可实现对模型进行材质编辑与贴纹理操作。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材质纹理”→“材质”

点击“材质” ，弹出“纹理编辑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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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0“纹理编辑器”对话框

4.6.3 材质库

显示设置好的材质库图片。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材质纹理”→“材质库”

点击“材质库” 图标

弹出“materials”对话框，选择其中一个材质纹理，左键将其拖入到对应的模型上。

图 4-101 将材质库中文件拖到模型上图 4-102 材质库文件拖入后

4.6.4 纹理坐标

选择计算纹理坐标的模式。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221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材质纹理”→“纹理坐标”

点击“纹理坐标” 图标，弹出下图对话框，根据模型特点选择计算纹理坐标模式。

图 4-103“纹理坐标”对话框

4.6.5 材质信息

查询纹理的样式名称。

【操作方式】

选项卡：“实体建模”→“材质纹理”→“材质信息”

点击“材质信息” 图标。

选择完成材质纹理贴图后的模型，命令行上方显示实体的材质信息。

【实例 4-30】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5 纹理\矿坑与地表模型.dmf”两个模型分

别用一般贴图和精确贴图两种方法进行贴纹理。

【操作步骤】

（1）将示例数据中，“03 实体建模\3.5 纹理\矿坑与地表模型.dmf”拖入三维窗口中。

（2）点击“材质纹理”→“材质” ，出现“纹理编辑器”对话框；

（3）在纹理编辑器窗口新建样式“矿坑”和“地表”，然后在每个样式下通过“加载图片”

按钮，将安装目录下的材质图片“texture.jpg”进行加载；（注意材质图片名暂只支持英文名，

需要先把图片保存到安装目录下数字采矿平台\materials\tex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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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样式“矿坑”，在“漫反射”下拉框中选中“texture.jpg”，点击保存按钮；选

择样式“地表”，做相同处理，如图 4-104；

图 4-104 纹理编辑器—新建矿坑、地表样式

（5）点击“材质库”，将弹出的材质库图片如下图，并将样式“矿坑”、“地表”的纹理

分别拖到三维空间中的矿坑和地表模型上；

图 4-105 打开材质库文件

（6）点击“纹理坐标”按钮 ，弹出对话框如下图，选中纹理坐标模式为“平面”，选中矿

坑和地表模型，右键确认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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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6 选择“纹理坐标”模式

（7）材质贴到模型上后，通过使用旋转、缩放、偏移等操作对纹理位置和大小进行调整，

直至调整到纹理与模型匹配为止。调整前后如下图所示；

图 4-107 一般贴图模式---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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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8 一般贴图模式---调整后

（8）分别对样式“矿坑”、“地表”进行保存，文件保存退出后，下次如果重新打开文件

“矿坑与地表模型.dmf”，则已经完成的纹理贴图可通过三维视窗右键菜单中“显示材质”将贴

好的纹理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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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9 贴图后模型显示材质纹理

（9）选中矿坑模型，点击“精确贴图”，并在模型上选择两个标识点位置后，点击确定，

弹出对话框图 4-111。需注意在精确贴图时捕捉模式为捕捉实体面，且捕捉的两点与下面在图片

上添加的两个点位置要一致。

图 4-110 选择精确贴图模式图 4-111 精确贴图—在模型上选择参考点

（10）勾选“添加点”后在纹理上选择模型上标识点位置，点击确定后，完成纹理的精确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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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2 精确贴图---选择纹理匹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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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数据表格

5.1 数据表格介绍

本章主要介绍选项卡“数据表格”中的一些功能，包括文件、剪贴板、操作、编辑、设置以

及合并表格，如图 5-1 所示。

图 5-1“数据表格”选项卡界面

5.1.1 数据表格界面的打开

在“视图显示”功能区上单击“数据表格”，进入“数据表格”界面，数据表格操作的重点

为文本文件的导入与编辑，而导入文本文件必须在“数据表格”工作模式下才能导入。

（1）打开数字采矿平台，点击标准工具栏中“数据表格”，进入如图 5-2 所示“数据表格”

操作界面。图中红色方框标记显示当前打开的表格名称，右键表格名称可以进行新增、移除、保

存和另存为操作，如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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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数据表格”界面

图 5-3 操作表格

（2）用户可在快捷工具栏上点击命令按钮对数据表格操作，如图 5-3 所示。

5.1.2 钻孔数据文件

在数字采矿平台中建立地质数据库之前，需要将钻孔数据中包含的内容按照“开口信息”、

“测斜信息”、“品位信息”、“岩性信息”等分别录入到不同的文件中。

数据录入时，可以在记事本中进行，也可在 MICROSOFT EXCEL 中进行，使用记事本录入

完毕后，将其存为“.TXT”格式。用 EXCEL 录入则存成“.CSV”格式，这种格式的文件中，各

列之间自动用逗号分隔。

数据库文件类型为样品文件（ASSAY 文件）、开口文件（COLLAR 文件）以及测斜文件

（SURVEY 文件）。各类文件应包含的信息见下表：

表 5-1 COLLAR 文件包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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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编号 列代表的意义 说明

第一列 钻孔名称（BHID） 1、此文件中包含的是关于钻孔开口

信息方面的内容；

2、各列的编排顺序并无严格限制，

但这样组织比较符合习惯；

3、文件中除了这些必要内容外，还

可添加其他内容，如钻孔所在的勘探线编

号、钻孔类型（钻默认或坑探等）。

第二列 钻孔开口横坐标（X）

第三列 钻孔开口纵坐标（Y）

第四列 钻孔开口标高（Z）

第五列 钻孔孔深（TDEPTH）

表 5-2 SURVEY 文件包含的信息

列编号 列代表的意义 说明

第一列 钻孔名称（BHID） 此文件中包含的是关于钻孔测斜信

息方面的内容；

2、各列的编排顺序并无严格限制，

但这样组织比较符合习惯；

3、数字采矿平台中每个钻孔都需要

测斜数据，且规定向下角度为负。

第二列 测斜深度（DEPTH）

第三列 方位角（AZIMUTH）

第四列 倾角（DIP）

表 5-3 SAMPLE 文件包含的信息

列编号 列代表的意义 说明

第一列 钻孔名称（BHID） 1、此文件中包含的是关于钻孔取样

信息方面的内容；

2、各列的编排顺序并无严格限制，
第二列

取样段起点距孔口的

距离（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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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组织比较符合习惯；

3、该文件第四列以后的内容来源于

所研究矿床含有的有用元素的情况；

第三列
取样段终点距孔口的

距离（TO）

第四列 元素 1 品位

第五列 元素 2 品位

第六列 元素 3 品位

第七列 元素 4 品位

： ：

第 n 列 元素 n 品位

表 5-4GEOLOGY 文件包含的信息

列编

号

列代表的意义 说明

第一

列
钻孔名称（BHID）

1、此文件中包含的是关于钻孔地质信息

方面的内容；

2、各列的编排顺序并无严格限制，但这

样组织比较符合习惯；

3、该文件第四列以后的内容来源于所记

录的岩性信息的情况，岩性值须使用数字代

码。

第二

列

取样段起点距孔口的

距离（FROM）

第三

列

取样段终点距孔口的

距离（TO）

第四

列
岩性类型（ROCK）

： ：

第 n 列 其他方面的岩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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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件

“文件”功能组中包括：新建、打开、导入、保存以及另存为。

图 5-4“文件”功能组

5.2.1 新建

在数字采矿平台中建立新的数据表格文件。

【操作方式】“文件”→“新建”

数字采矿平台将打开“新建”对话框，如图 5-5。在对话框中添加相应字段，例如添加开口

文件的字段行，如图 5-6，字段添加完成后，点击确定，完成表格新建。再使用“操作”组中“添

加行” 功能，完成新建表格如图 5-7。

图 5-5“新建”对话框 图 5-6 字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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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新建表格

5.2.2 打开

在窗口中打开现有的 dmt 格式的数据表格文件。

【操作方式】“文件”→“打开”

点击“打开”对话框，点击选择打开的文件。例如打开已经导入数字采矿平台的测斜文件，

如图 5-8。

图 5-8“打开文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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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导入

导入.txt 或.csv 格式的文本文件，转换成为.dmt 格式。

【操作方式】“文件”→“导入”

选择字段行：选择字段名所在的行。

选择数据起始行：输入数据导入的起始行，导入数据会从起始行位置开始导入。选定字段行

后，数据起始行一般会默认字段行的下一行开始。

文件类型：选择导入的文件类型，选择未设置或巷道实测步距法。

在数字采矿平台中，打开“导入”对话框，如图 5-9 所示，点击“选择导入的文件”将出现

如图 5-10 所示对话框，选择导入文件。

图 5-9“导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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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导入文件打开”对话框

【实例 5-1】导入测斜文件

【操作步骤】

（1）数据表格操作界面下，在文件组栏中点击“导入” ，在“导入” 对话框中选择需

要导入的文本文件（.txt）或者是 EXCEL（.csv）格式。此例是选择：地质数据库→原始数据→测

斜文件导入，如图 5-11 所示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设置导入参数。字段行设为 1，数据起始行设为

2；分隔符选择逗号，参数设置完后，点选下一步。

图 5-11“导入参数设置”对话框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235

（2）点击“下一步”，设置对应的字段。选择字段类型时，数字一般选择浮点型或双精度

型，有字符的数据一般选择字符串类型。

图 5-12“字段对应”对话框

（3）点击“下一步”，可对数据进行预览，预览只显示部分文本数据。

图 5-13“文本文件预览”对话框

（4）点击“完成”完成导入。

（5）导入后的.dmt 文件可以在数据表格界面数据目录中“打开文件路径”打开，如选择“导

入视图”复选框则数据导入后会在当前窗口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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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浏览导入文件内容窗口

5.2.4 保存

用于对修改后的.dmt 文件或者新建的表格文件进行保存。

【操作方式】“文件”→“保存”

数字采矿平台将打开“保存”对话框如图 5-15 所示。

图 5-15“保存”对话框

5.2.5 另存为

当对已经导入到地质数据库中的.dmt 文件编辑后，需要改变存储途径或文件格式时，使用该

功能。

【操作方式】“文件”→“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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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采矿平台将打开“另存为”对话框如图 5-16 所示。在对话框中选择文件保存路径，并

对保存文件命名。可以复选文件中字段和分隔符，选择后将在保存数据中出现相应的字段和数据

分隔符。可以把文件保存为.dmt 格式、.txt 格式或者.csv 格式文件。

图 5-16“另存为”对话框

5.3 剪贴板

“剪贴板”功能组中包括：粘贴、剪切、复制以及清空（如图 5-17）。

图 5-17 “剪贴板”功能组

5.3.1 剪切

剪切选中记录中的内容，放入剪贴板中。

【操作方式】“剪贴板”→“剪切”

数据表格处选择一部分数据“右键”→“剪切”

5.3.2 复制

复制选中记录中内容，选中内容后也可在右键菜单中执行复制。

【操作方式】“剪贴板”→“复制”

数据表格处选择一部分数据“右键”→“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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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清空

清除选中记录中的内容，并将其放入剪贴板。

【操作方式】“剪贴板”→“清空”

5.3.4 粘贴

粘贴剪切板中的数据到新的记录中。

【操作方式】“剪贴板”→“粘贴”

数据表格处 “右键”→“粘贴”

5.3.5 打开要素类表格

功能用于将三维视图和数据表格同时显示，并且相互能够关联操作，方便对模型和属性的编

辑、查看和统计。

【操作方式】

“数据管理”处选择 dmf 文件“右键”→“打开要素类表格”

图 5-18 打开要素类表格右键菜单

【实例 5-2】将示例数据 11 生产计划\11.1 新建\三维实体.dmf 拖入到三维视图中，与数据表格

同时显示，对实体属性和实体模型相互关联操作

（1）数据管理处选中文件名右键，选择“打开要素表格”，三维视图和数据表格同时显示

在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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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击“三维视图”中的某个模型时，数据表格可以定位到这一行数据实体属性值进行

查看，可以在数据表格中修改相关属性值。

（3）数据表格中选择一行或多行数据右键，选择“选择实体”，在三维视图中直接定位到

对应的实体，以高亮显示，如下图 5-20 所示

图 5-19 属性与实体模型相关联

5.4 操作

“操作”功能组中包括：列操作、添加行、插入行、删除记录、删除所有空记录以及删除空

格（如图 5-18）。

图 5-18“操作”功能组

5.4.1 列操作

可以添加，删除，修改列字段，也可以在右键菜单中执行，如图 5-19。

【操作方式】“操作”→“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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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样品文件列操作对话框

5.4.2 调整行数

选择每次添加行和插入行的行数

【操作方式】“操作”→“调整行数”

5.4.3 添加行

在记录的末尾添加行。

【操作方式】“操作”→“添加行”

5.4.4 插入行

在选中记录的上方插入行，选中内容后也可在右键菜单中执行插入行。

【操作方式】“操作”→“插入行”

5.4.5 删除记录

删除选中记录的全部内容，选中内容后也可在右键菜单中执行删除行。

【操作方式】“操作”→“删除记录”

5.4.6 删除所有空记录

把没有记录内容的空记录删除。

【操作方式】“操作”→“删除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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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删除空格

删除选中记录的内容中空格字符。

【操作方式】“操作”→“删除空格”

5.4.8 数据列统计

数据表格中选中一列数据，右键，弹出菜单中选择数据列统计，对选择的数据进行正态和自

然对数统计。

【操作方式】“选中数据列”→“右键”→“数据列统计”

图 5-20 数据列统计右键选项 图 5-21 数据列统计值

【说明】

西 舍 尔 伽 马 值 =1+0.5* 自 然 对 数 方 差 +(N-1)/(8*(N+1))* 自 然 对 数 方 差

^2+(N-1)^2/(24*(N+1)(N+3))*自然对数方差^3

西舍尔估值=西舍尔伽马值*几何平均

5.5 编辑

“编辑”功能组中包括：计算、查找以及过滤（如图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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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编辑”功能组

5.5.1 计算

用于在数据表编辑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公式计算等运算，方便在数字采矿平台中同时完成对数

据信息的统计和编辑。如图 5-23。

【操作方式】“编辑”→“计算”

图 5-23“计算”对话框

5.5.2 查找

用于在整个表格内的内容查找，查找支持通配符“*”和“？”。

【操作方式】“编辑”→“查找”

全字匹配：勾选全字匹配是指，要查找的内容必须与分隔符之间的部分完全一致，少或多都

不可以。如在“saddow saxdf”中查找 sa，就不能选择全字匹配。

区分大小写：勾选区分大小写，要查找的内容必须大小写严格一致。如“ZK520”中查找 zk520

就不能选择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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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查找”对话框

5.5.3 替换

用于在列数据中找到并替换相应内容。

【操作方式】“编辑”→“替换”

图 5-25“替换”对话框

5.5.4 过滤

5.5.4.1 记录过滤

在记录中按一定的选择条件，过滤并突出显示某些记录或只显示某些内容。

【操作方式】“编辑”→“过滤”

图 5-26 记录过滤对话框

【实例 5-2】样品文件“过滤”：品位 TFE>=25

【操作步骤】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244

（1）在数据表格操作界面下，打开一钻孔数据文件 “示例数据 05 地质/5.2 组合/地质文

件.dmg”,如图 5-27 所示。

图 5-27 钻孔样品表

（2）点击编辑菜单中的“记录过滤”命令出现记录过滤对话框在对话框做如下设置，如图

5-28。

图 5-28 “记录过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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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记录过滤”后数据高亮显示

图 5-30 “记录过滤”后数据部分显示

5.5.4.2 清除过滤

取消“记录过滤”操作，显示原来数据格式。

【操作方式】“编辑”→“清除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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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 保存过滤

使用“记录过滤” 命令后，符合某条件的记录将会突出显示在窗口中如图 5-28 所示。当

这些记录需要单独保存时，使用该功能，保存类型为.dmt 格式。

图 5-30 “记录过滤”显示图

【操作方式】“编辑”→“保存过滤”

数字采矿平台将打开“保存过滤”对话框如图 5-31。

图 5-31“保存过滤”对话框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247

5.6 设置

“设置”功能组中包括：格式、取消排序、等值填充以及递增填充（如图 5-32）。

图 5-32“设置”功能组

5.6.1 格式

5.6.1.1 设置行高

设置数据记录的每行高度。

【操作方式】“设置”→“格式”→“设置行高”

5.6.1.2 表头宽度

调整首列表头宽度。

【操作方式】“设置”→“格式”→“表头宽度”

5.6.2 取消排序

取消选择列中内容自动按数值排序。

【操作方式】“设置”→“取消排序”

5.6.3 数据填充

对数据表格进行快速赋值。可选择数据赋值方式：等值填充 ，递增填充 ，自动填充。

【操作方式】“设置”→“等值填充”/“递增填充”。

选择多个表格右键→“自动填充”

【填充说明】

条件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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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单元格有值，第二个单元格为空 等值填充

第一个单元格值小于第二个单元格值 递增填充

第一个单元格值等于第二个单元格值 等值填充

第一个单元格值大于第二个单元格值 递减填充

5.7 合并表格

对有数据结构相同的两张表格进行合并操作，组成一个新的表格。

【操作方式】“合并表格”→“合并表格”

图 5-33 “合并表格”对话框

【实例 5-3】对示例数据中“04 数据表格\02_合并表格\地质孔.dmt”和“生产孔.dmt”进

行合并。

【操作步骤】

（1）在“数据表格”界面中，打开要合并的数据表地质孔和数据表生产孔，并查看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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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4 合并数据表格---地质孔

图 5-35 合并的数据表格---生产孔

（2）在工具栏中点击“合并表格” ，在合并表格对话框中添加要合并的数据表格文件，

选择数据表格地质孔文件和数据表格生产孔文件，并选择保存合并文件为合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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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6 “合并表格”对话框

（3）合并设置完成后点击“合并”完成合并操作。在数据目录下打开合并表格文件，如图

5-37 所示，完成表格合并。

图 5-37 合并后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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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地质

本章主要介绍选项卡“地质”中的一些功能，其中包括地质数据库、样品组合、统计分析、

矿块模型、储量计算、地质投影、钻孔柱状图，如图 6-1 所示。

图 6-1 地质

6.1 地质数据库

“地质数据库”功能区中包括：钻孔 DMD、更新、录入、编辑；坑槽井 DMK、合并以及过

滤（如图 6-2）

图 6-2 “地质数据库”功能组

6.1.1 钻孔数据校验

在创建钻孔 DMD 数据库之前需要对导入的钻孔文件进行钻孔数据检查。软件将通过错误报

告返回数据的错误信息。注意，如果没有对钻孔数据进行校验的话，那么运行其他钻孔功能时可

能会出现错误。

校验功能主要检查如下内容：

（1）样品区间是否缺失（不影响钻孔数据库形成）

（2）样品区间之间是否重叠

（3）样品区间 from 值与 to 值的关系

（4）孔口表中钻孔是否重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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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斜表中是否有重复记录

（6）可以校验岩性表和其他扩展表

【操作方式】

一般：“地质数据库”→“钻孔 DMD”

点击命令后弹出“创建钻孔数据库”对话框，如图 6-3 所示。设置好各项参数后，点击“校

验”，若检查到错误则弹出错误报告。双击错误条目，系统自动在数据表中定位到错误所在行，

用户可根据错误描述进行检查修改。

图 6-3“钻孔数据检查”对话框

在创建钻孔数据对话框中点击“校验设置”按钮，弹出“设置”对话框，可以添加其它的检

查项目，包括缺失钻孔、缺失样品段、方位角和倾角的变化范围、样品段长度范围等，如图 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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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校验设置”对话框

【选项说明】

报告文件：记录检验到的错误。在数据表里打开“报告”文件，可以看到错误类型及出现错

误的文件，如图 6-5。根据错误类型的提示，在核对过原始数据后，对导入的钻孔数据进行修改。

【实例 6-1】把导入数字采矿平台的开口文件“孔口.dmt”、测斜文件“测斜.dmt”、样品

文件“样品.dmt”三个钻孔数据表进行校验、合并，并修改错误。

图 6-5 报告文件

【操作步骤】

(1) 在地质选项卡中单击“钻孔 DMD”弹出图 6-3 所示对话框。

(2) 在输入框中孔口文件处单击 ，在导入之后保存的位置找到孔口.dmt 文件，同样选择

其它两个文件。

(3) 在字段名框中，根据标签提示选择对应的字段，如在“钻孔名”处选择“工程号”。

(4) 在输出框中“报告文件”标签处单击 ，设定保存路径并命名。

(5) 设置好后按“校验”，系统检查出错误，按照错误报告中给出的提示，警告“样品段长

度大于 2.00 米”说明在数据校验的设置中设定了样品段长度不能超过 2 米，因此需要修改一下

设置中的样品段长度，也可以忽略，因为这里的警告是不会影响后面的合并和组合钻孔的。

(6) 若一条错误修改完后，点击输出窗口中的“查询结果”，双击错误条目，系统自动在数

据表中定位到错误所在行，用户可根据错误描述进行检查修改，直到所有的错误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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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改完所有错误后，点击钻孔数据选项卡中的“钻孔 DMD”，弹出如图 6-3 所示对话

框，按照 2~3 步，输入孔口文件，测斜文件，样品文件，岩性文件。

(8)点确定即可完成钻孔数据库的创建，系统直接在视图中生成钻孔数据库，用户可在数据管

理处直接保存或右键“钻孔数据库.dmd”选择另存为”钻孔数据库.dmg”。

6.1.2 创建钻孔数据库

将钻孔数据表：孔口表、测斜表和样品表、岩性表或其他数据表导入数字采矿平台后，生

成.dmt 文件。对钻孔数据表进行校验并修改无误后即可创建数字采矿平台的地质数据库文件。

【操作方式】

在选项卡“地质”中，“地质数据库”功能组里点击 图标

运行后弹出“创建钻孔数据库”对话框，如图 6-6 所示。将孔口表、测斜表、样品表导入，

并相应字段进行对应后，点创建即可完成钻孔数据库的创建，系统直接在视图中打开创建的钻孔

DMD。点击高级选项，弹出扩展表设置界面，可根据实际需要添加所需的数据表，如钻孔回次数

据表，钻孔结构数据表等，选择对应的字段点击确定创建多种数据表的钻孔 DMD 文件，2016

系统可对添加的每个数据表进行风格显示，并可分别进行数值型字段和字符串型字段配色显示。

为了在矿块模型估值时有效利用创建好的钻孔数据库、坑槽井数据库，就需要在估值前将两

种数据转换为一种相同文件格式，就是将钻孔数据库 dmd、坑槽井数据库 dmk 文件转换为后缀

名都是 dmg 格式的地质文件。用户可直接在数据管理窗口右键“钻孔数据库.dmd”或“坑槽井

数据库.dmk”选择另存为，保存类型中选择 dmg 即可完成转换如图 6-7、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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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创建钻孔数据库”对话框

图 6-7 保存“钻孔数据库”

图 6-8 保存为 DMG 数据

6.1.3 更新钻孔数据库

更新钻孔数据，可对地质数据库中的整体数据利用新数据进行更新，也可单独添加表格进行

更新。

由用户在窗口中打开需要更新的 DMD 钻孔数据库，点击“更新” ，添加表格确定后系统

直接更新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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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钻孔数据”→“更新”

点击后弹出“更新钻孔数据库”对话框，如图 6-9 所示。

图 6-9“更新钻孔数据库”对话框

6.1.4 坑槽井探数据校验

此功能用于校验坑槽井探数据。

图 6-10“校验坑槽井探数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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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创建坑槽井探数据库

将坑槽井探数据表：工程信息表、测点信息表和样品支柱表导入数字采矿平台后，生成 dmt

文件。对数据表进行校验并修改无误，即可创建数字采矿平台的坑槽井探数据库文件。系统直接

在视图中打开创建的坑槽井探数据库 DMK，用户可在数据管理窗口直接保存或右键文件名选择

另存为 DMG 格式文件。

【操作方式】

在选项卡“地质”中，“地质数据库”功能组里点击 图标

运行后弹出“创建坑槽井探数据库”对话框，如图 6-11 所示。将工程信息表、测点信息表、

样品支柱表相应字段进行对应后，点“确定”按钮即可完成坑槽井探数据库的创建，系统直接在

试图中打开创建的坑槽井探数据库 DMK，用户可在数据管理处直接保存或右键“坑槽井探数据

库.dmk”选择另存为“坑槽井探数据库.dmg”。

a “创建坑槽井探数据库”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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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成后的坑探数据库

图 6-11 创建坑槽井探数据库

6.1.6 单孔录入

在打开的钻孔数据库.dmd 文件中，录入单个钻孔。

【操作方式】

一般：“地质数据库”→“录入”

【操作步骤】

（1）视图中打开“钻孔数据库.dmd”文件，用多段线命令绘制一条多段线作为新钻孔的轨

迹，如图 6-12 所示。

图 6-12 钻孔轨迹多段线

（2）点击命令“录入”，弹出单孔录入对话框。点击“选择线条计算轨迹”选项，选择视

图中单孔线计算轨迹，左键多段线后，单孔录入对话框再次弹出。测斜记录中增加了新选择的多

段线的测斜数据，通过“增加”或“粘贴”来增加新加钻孔的样品或岩性分析表等信息，如图 6-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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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单孔录入对话框

（3）输入工程名称，点击“保存”完成单孔录入操作。数据管理处，隐藏原有的多段线，

只显示钻孔数据库文件，如图 6-14 所示可以看到新录入的钻孔文件。

图 6-14 单孔录入成功

6.1.7 单孔编辑

在打开的钻孔数据库.dmd 文件中，编辑单个钻孔。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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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质数据库”→“编辑”

【操作步骤】

（1）视图中打开“钻孔数据库.dmd”文件，点击“编辑”命令，鼠标左键选择一个钻孔，

弹出“单孔编辑”对话框如图 6-15 所示。

图 6-15 单孔编辑对话框

（2）对话框中通过各选项编辑钻孔轨迹信息，编辑完成后选择“保存”，通过查看钻孔属

性查看编辑结果。

6.1.8 合并 DMG 文件

对多个 dmg 格式地质数据库文件进行合并，如图 6-12 所示。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数据库”→“合并”

点击后弹出“合并地质数据库 DMG 文件”对话框，如图 6-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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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合并地质数据库 DMG 文件”对话框

a 地质勘探数据库 b 生产勘探数据库 c 合并后的钻孔数据库

图 6-13 合并地质数据库 DMG 文件

6.1.9 过滤 DMG 文件

利用实体模型过滤 dmg 格式地质样品文件。

【操作方式】

在选项卡“地质”中，“地质数据库”功能组里点击 图标

点击后，调出 dmg 格式地质文件，根据命令行选择实体模型，点击空格键或鼠标右键确定。

【说明】

实体内全部样品段：指过滤时取出实体内完整样品段和用实体截断的实体内相交样品段，比

较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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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内部和相交的样品段：指过滤时取出实体内完整样品段和相交样品段，此时相交样品段

超出实体的部分也保留。

实体内完整样品段：指过滤时只取出完全在实体内的样品段，相交的样品段在实体内的部分

不保留。

实体外完整样品段：指过滤时取出完全在实体外的样品段。

【实例 6-2】把示例数据“05 地质\5.1 地质数据库\矿体.dmf”对应的地质文件完整的样品

段过滤出来。

【操作步骤】

（1）在“地质数据库”单击“过滤”按钮，运行后弹出图 6-15 所示动态参数窗口。

（2）调出“示例数据\05 地质\5.2 组合\地质文件.dmg”文件至三维窗口，根据命令行提

示，调出矿体，如图 6-14（左）所示。

（3）根据图 6-15 所示对话框，在过滤方式上选实体内全部样品段。选择实体模型，敲空格

键确定。

（4）过滤完后地质数据如图 6-14（右）所示。

图 6-14 原始矿体(左)，过滤钻孔后的矿体(右) 图 6-15“过滤样品”对话框

6.1.10 钻孔风格显示

该功能组用于钻孔显示风格设置，可对钻孔数据库、坑槽井探数据库、地质文件等进行显示

的基本设置、样品风格显示设置和岩性风格显示设置。钻孔显示风格设置，可以将钻孔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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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表和岩性表的字段按不同的区间或岩性类型显示不同颜色和图案，便于三维视窗中进行地质

解译。

【操作方式】

右键菜单：右击 dmd、dmk 或 dmg 格式文件名，选择“风格”，如下图所示

图 6-16“钻孔”文件右键菜单

【操作格式】

右击 dmd、dmk 或 dmg 格式文件，选择“风格”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图 6-17a“钻孔显示风格—基本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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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b“钻孔显示风格—样品风格设置”对话框

【说明】

基本设置：用户可以定义孔口符号、孔口名称、孔底深度、标记深度等显示格式。

样品风格设置：用户可以定义显示元素、方式及显示图案。在样品风格设置中，可以调整偏

移量来进行多元素品位值和图案的显示。也可以图案方式显示品位，图案的风格可通过偏移量、

宽度、长度系数进行调整。

长度系数：指品位值的图案显示时的长度与品位的比例系数。

阈值：指在品位显示时，对品位数据处理的限值。达到或超过阈值进行显示。

设置元素颜色：系统会自动获取对应元素的品位范围，用户可以在右边输入栏中设置显示元

素的数值区间及对应的颜色；如果用户选择的元素是字符串类型，则用户可以在右边输入栏中选

择元素值和设置对应的颜色。

文字朝向用户：如果勾选，则文字始终朝向用户，如图 6-18 显示的文字，如果不勾选，则

文字平行于钻孔轨迹的垂线，方便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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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样品风格线：在每个样品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绘制一条垂直于样品线的线段，方便用

户通过图形直观的察看样品的分段。

参照上图设置好样品显示风格并确定后，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6-18 钻孔显示风格—样品风格设置后显示效果

当钻孔数据有岩性表时，也可进行岩性风格设置，如下图所示。

显示分割条：如果勾选，则在每个岩性段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绘制一条垂直于岩性线的线

段，方便用户通过图形直观的察看岩性的分段。

图 6-19 “钻孔显示风格—岩性风格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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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钻孔显示风格—岩性风格设置”显示效果

如果钻孔数据库除了孔口表、测斜表、样品表和岩性表外，还设置了其他的表格，则在钻孔

风格显示对话框中会增加对应的 Tab 页，设置与样品风格设置相同。

6.2 样品组合

地质数据库中的数据是矿块模型内所有单元块各种参数估值的依据，也是矿床储量计算的依

据。根据地质统计学原理，为确保得到每个参数的无偏估计量，所有的样品数据应该落在相同的

承载上。样品组合有两种方法，按钻孔组合和按台阶组合。组合样长度的确定要考虑多种因素，

如原始样本长度、原始样本容量的大小、块段建模时单元块的尺寸等等。

“样品组合”功能区中包括：矿段、调整、样长、台阶、高品位。（如图 6-21）。

图 6-21“样品组合”功能组

6.2.1 矿段

矿段组合的功能是根据工业指标对全部或部分钻孔进行矿段的自动圈定，生成矿段组合文件，

便于后期进行剖面地质解译和储量计算。若用户对单个钻孔组合的结果不满意时，可以使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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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调整”功能进行调整。根据矿山金属元素情况，新的矿段组合实现了单元素单指标、单元素双

指标、多元素单指标和多元素双指标四种情况的矿段组合功能，并且支持对岩性字段的筛选。

【矿段组合计算步骤】

（1）去掉钻孔两端的无效样品段；

（2）如果是单指标则将满足边际品位指标的样段标记为 1，其他（含无效样段）标记为 0；

如果是双指标，先将满足工业指标的样段标记为 2，再将余下满足边际指标的样段标记为 1，其

他（含无效样段）标记为 0；

（3）如果是单指标则将相邻且连续为 1 的样段合并为矿段，如果是双指标则将相邻且连续

为 2 的样段合并为矿段，都再逐个并入邻接的其他小于夹石剔除厚度的段，计算矿段的品位和长

度；

（4）如果是单指标则判断矿段的品位是否满足边际指标，如果是双指标则判断矿段的品位

是否满足工业指标，如果满足则（3），如果不满足则（5）；

（5）剔除最后一次并入的段，重新计算矿段的品位和长度；

（6）判断是否穿鞋戴帽，如果是则逐个将邻接的满足鞋帽品位的样段并入，计算矿段的品

位和长度；

（7）如果是单指标则判断矿段的品位是否满足边际指标，如果是双指标则判断矿段的品位

是否满足工业指标，如果满足则（6），如果不满足则（8）；

（8）剔除最后一次并入的样段，重新计算矿段的品位和长度；

（9）判断矿段的长度是否大于最小可采厚度，如果是则组合为矿段，如果否则（10）；

（10）判断是否勾选最低工业米百分值，如果是则（11），如果否则不组合；

（11）计算矿段品位和长度的乘积，判断是否大于最低工业米百分值，如果是则组合为矿段，

如果否则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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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样品组合”→“矿段”

【实例 7-1】单元素单指标矿段组合

【操作步骤】

（1）打开“示例数据 05 地质/5.5 传统地质/1 基础部分/钻孔数据库.dmg”，点击命令，弹

出如下图所示的矿段组合界面

图 6-22“矿段组合”界面

穿鞋戴帽参数：

自动带入：上下分别带入一个各小于夹石剔除厚度的表外矿，或者满足指定带入品位的样

段。

最大鞋/帽总厚度：允许带入的鞋、帽分别总厚度值。

最大鞋/帽样品数：允许带入的鞋、帽分别总样品数。

（2）根据矿山具体情况输入相关参数，其中“矿体倾向”、“矿体倾角”用于计算矿段的

真厚度值。当矿体产状变化不大时，采用平均倾向倾角值，对全部钻孔进行矿段组合。当矿体产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269

状变化较大时，不同钻孔采用不同的倾向倾角值，此时可用“钻孔过滤”功能，选择单个钻孔或

视图中当前显示钻孔进行组合。选择“确定”后，生成矿段组合文件。如图所示

图 6-23 矿段组合文件和结果

（3）单击某一段组合样，右键选择“传统地质”→“显示组合样品信息”，可查询组合样

的样段属性及各个原始样品信息。其中样长为各原始样段样长之和，品位为原始样段品位按样长

加权平均得到。

图 6-24 显示组合样品信息

说明：组合长度=2+1.7+2.3+2+2+2+2=14，即样段属性中的样长。

平均品位=（2*3.12+1.7*1.11+2.3*7.06+2*9.02+2*12.04+2*6.5+2*3.4）/14=6.163，原

始样品信息小计中对应的品位值，即组合样平均品位。

（4）在“输出文件”中选择输出路径，点“输出”，可导出单工程组合样品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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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导出单工程平均品位表

【实例 7-2】多元素单指标矿段组合

（1）打开“示例数据 05 地质/5.2 组合/多元素地质文件.dmg”,点击“矿段组合”命令，弹

出“矿段组合”对话框。选择“单指标”，点击“增加矿种”，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新矿种名“铅

锌矿”，并设置组合样的颜色为绿色。

图 6-26 矿种编辑对话框

（2）左边矿种区点击“铅锌矿”，选择“单指标”，设置矿种组合参数。边界指标增加圈

矿指标：pb>0.7 或者 Zn>1；选择穿鞋戴帽，自动带入鞋帽厚度；鞋帽最低品位增加约束范围：

pb>0.5 或者 Zn>0.8；设置矿体编号、矿体倾向和倾角值。其他设置参数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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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矿段组合对话框

点击“确定”，进行矿段组合。数据管理窗口生成新的矿段组合 dmf 和 dwg 文件，视图中

双击组合样查询实体属性。

图 6-28 生成矿段组合文件 dmf 和 dmg 图 6-29 多元素组合结果

【实例 7-3】多元素双指标矿段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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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示例数据 05 地质/5.2 组合/多元素地质文件.dmg”，点击“矿段组合”功能，

选择“双指标”进行矿段组合，增加 2 个矿种进行组合：铜矿和铅锌矿，并设置不同的颜色进行

标识。分别设置每一个矿种的圈矿指标，如下图 6-31 所示括号起到一个计算条件约束的前后顺

序作用。

图 6-30 增加矿种

图 6-31 铜矿圈矿指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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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2 铅锌矿圈矿指标设置

（2）点击“确定”进行矿段组合，视图中查看多个矿种进行组合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6-33 多个矿种组合结果

（3）摁住 ctrl 键，点击多个组合样，右键选择“输出组合表”，可导出多个组合样品信息

表。

6.2.2 调整

根据地质解译的要求，手动调整钻孔数据。

6.2.2.1 组合参数设置

对后面的命令“动态品位组合”进行参数设置。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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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组合”→“调整”→“组合参数设置” ，运行后弹出“打开动态品位组合”对话

框，如图 6-34 所示。

图 6-34 “动态品位组合”参数设置

6.2.2.2 动态品位组合

【操作方式】

选项卡：“样品组合”→“调整”→“动态属性组合”

设置好动态组合参数后，点击对话框中的“确定”，窗口中调出地质数据库，开始执行动态组合

命令。选择“动态属性组合”，根据命令行提示，调整钻孔数据，如图 6-35 所示。

图 6-35 动态品位组合

【说明】

手动调整钻孔数据结束后，若想保存该动态属性组合文件，需再次打开“组合参数设置”对

话框，如图所示，点击“生成”，数据管理窗口中生成一个动态组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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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先打开了钻孔数据，设置好动态组合参数点“确定”后，系统会提示“动态组合文

件与视图中的原始文件重叠，隐藏原始文件后显示正确的颜色”，右键钻孔名选择“隐藏”原钻

孔再执行动态调整命令。

6.2.3 样长组合

沿着钻孔轨迹的方向，按设定长度来组合样品。

【操作方式】

选项卡：“样品组合”→“样长” ，运行后弹出“沿钻孔长度组合”对话框，如图 6-36

所示。

最小有效长度百分比：当组合的最后一段剩余样的长度大于等于最小有效长度时，参与组合，

小于时，不参与组合。

图 6-36 “沿钻孔长度组合”对话框

【实例 6-3】对示例数据“05 地质/5.2 组合/地质文件.dmg”进行样长组合。

【操作步骤】

(1) 在“样品组合”功能组上单击“样长组合”弹出图 6-36 所示对话框。

(2) 在输入框中选择钻孔地质数据“地质文件”或者是直接获取窗口中已打开的“地质文件”，

组合长度要考虑到原始样本长度、原始样本容量的大小等因素，这里取 2m，最小有效长度百分

比选择 75%，当组合的最后一段剩余样的长度 L≥2*75%时，进行组合。

(3) 确定后系统自动在数据管理窗口生成“样长组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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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台阶组合

按设定台阶高度组合样品。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样品组合”→“台阶组合”

点击运行后弹出“沿台阶组合”对话框，如图 6-37 所示。

图 6-37 “按台阶组合”对话框

与样长组合不同的是，样长组合的组合长度是指顺着样品轨迹的长度，而台阶组合功能是基

于基准高程按照台阶高度进行组合。软件认为钻孔倾角 0 度的为水平钻孔，不能按台阶高度组合。

岩性字段：如果用户指定了岩性字段，则每个组合均在相同的岩性段内进行，而不会将两个

不同岩性的样品段组合在一起。

6.2.5 特高品位

特高品位：在品位分布很不均匀或极不均匀的矿床中，偶尔会出现个别样品品位高于一般样

品品位几倍、几十倍的特殊样品的品位。这种样品的品位叫特高品位。特高值样品虽然数量少，

但对金属量影响大，为使品位的分析计算结果能反映出总体客观分布，需要进行处理。

特高品位的确定：软件融合了国内常用的变化系数法和国外常用的累积概率法。变化系数法

是将品位值高于矿体（床）平均品位的 6~8 倍者定位特高品位，当变化系数小于等于 1 时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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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1-1.5 时取 7 倍，大于 1.5 时取 8 倍。累积概率法是将品位累积频率大于 95%、97.5%、97.7%

的品位定位特高品位。

特高品位处理的方法有很多，常见的有：

（1）剔除法。

（2）矿体平均品位代替法。用包括特高品位在内的矿体全部样品品位的平均值代替之。

（3）单一工程平均品位代替法：用单工程上所有样品包括特高品位本身的平均值代替特高

品位。

（4）相邻样品平均值：用特高品位与其相邻的 2 个或多个样品品位的平均值代替特高品位，

特高品位和无效样段不参与计算。

（5）截止品位法：根据计算的平均值倍数值或对应的累计频率值，从实际样品中取小于该

值的最接近值。

特高品位处理效果检验：一般用西舍尔值与平均值的接近程度检验特高品位处理的效果。

说明：西舍尔估值是将样品点进行对数处理，再由泰勒多项式展开后取得的值。

理论上西舍尔估值与平均值插值一般在 5%（经验值）左右，如果插值比较大，则特高品位取值可能

有问题。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样品组合”→“高品位”

点击运行后弹出“特高品位处理”对话框，如图 6-38 所示。导入数据文件后，选择品位字

段以及处理方法，点击确定后，处理结果中选择的字段被品位字段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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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8“特高品位处理”对话框

【计算流程】

（1）选择过滤后的矿体内部样品数据库文件。

（2）根据“钻孔过滤”条件和选择的“品位字段”，统计出“平均值”和“变化系数”。

（3）根据选择的判定方法，国内和国外的方法，判定特高品位。

（4）根据选择的特高品位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1）剔除法：剔除特高品位样品段。

2）矿体平均品位法：因为选择的文件是矿体内部的样品，故可用第（2）步的平均值代

替高品位。

3）单一工程法：用特高品位所在工程的全部样品平均值代替高品位。

4）矿块平均品位法：根据用户输入的矿块平均品位代替高品位。

5）相邻样品平均值：根据用户输入的相邻样品的个数（2\3\4）,以特高品位点为中心，

搜索距离最近的满足个数的点，计算平均值，代替高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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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截止品位法：根据选择的国内、国外不同判定方法计算的截止品位，代替特高品位。

7）给定值：用给定值代替特高品位。

（5）特高品位处理后，可用西舍尔值检验处理的效果。

（6）结果保存：可覆盖原元素字段，也可输入新字段保存。

（7）平均值倍数、累积频率下拉列表框，用户除了可以选择里面的值外，还可以输入其他值，

但注意累积频率保留最后的%号。

6.3 统计分析

在地质数据库、组合样品数据库等生成后，需要知道样品的统计值与空间分布情况，以掌握

矿床各元素分布规律，为确定特高值和矿块模型估值作准备。统计分析的方法包括柱状图，QQ

图/PP 图，散点图，概率图，区间统计图。另外，统计分析功能组中还包括变异函数分析、交叉

验证功能及对基本操作功能。其功能组命令如图 6-39 所示。

图 6-39“统计分析”功能组

6.3.1 直方图

直方图是指通过直方图分析来统计数据，能比较明了直观的看出矿床各元素的分布情况，是

常用的统计方法之一。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统计分析”→“直方图”

（1）单击 后弹出图 6-40 所示的“直方图”对话框，可以进行样品的分布统计。

（2）设置好参数后，点击确定，出现如图 6-41 所示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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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直方图类型：直方图类型有频率图和累积频率图可供选择。

(2)分类数目：分类数目决定直方图的柱形条的个数，默认为 20。

(3)属性值、频率最大值、小数位数：属性值定义变量显示的范围，频率最大值定义图上显示

的频率范围，小数位数定义显示的统计数据的小数位数。上述三个文本框可以选择自动，软件以

默认的方式进行设置，也可选择自定义大小。

(4)标题：定义直方图上显示的标题。

(5)自然对数转换：统计前对统计值进行自然对数转换处理。

(6)指定百分比：可自定义输出对应百分位值。

图 6-40“直方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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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直方图”统计结果

【说明】

(1)无效数据：数值界限之外的和空值

（2）变化系数：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称为变化系数。

(3)上四分位数、下四分位数：

上四分位数=样品从小到大排列后（n+1）1/4 位置处对应的统计频率值。

下四分位数=样品从小到大排列后（n+1）3/4 位置处对应的统计频率值。

(4)m±σ：平均值±2 标准差区间值样品的个数占总样品数的比值

(5)西舍尔伽玛值：

� = 1 +
1
2
�2 +

� − 1

22 ∗ 2！ � + 1
�4 +

� − 1 2

22 ∗ 3！ � + 1 � + 3
�6 + …

= 1 + 0.5�2 +
� − 1

8 � + 1
�4 +

� − 1 2

24 � + 1 � + 3 �6

�——西舍尔伽马值；

�——样本数目；

�2——自然对数方差；

（6）西舍尔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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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舍尔估值=西舍尔伽马值*几何平均值

（7）自然对数平均值：Ln（几何平均值）=自然对数平均值

【实例 6-5】统计实例 6-3 样长组合文件中 CU 的分布情况。

(1)单击地质选项卡中的“统计分析”功能组“直方图” 按钮，弹出“直方图”对话框，

如图 6-40。

(2)在“直方图”对话框的输入文件文本框内选择实例 6-3 生成的“样长组合文件”的保存路

径，选择变量为 CU，其它选项如图 6-40 所示设置。

(3)单击“确定”按钮后显示统计结果如图 6-41 所示。

6.3.2 QQ 图和 PP 图

分位数-分位数散点图（QQ 图）是用来判断统计的样本数据的分布是否正确，对应于样本数

据如果属于该分布，那么做出的所有数据点应该将位于一条直线上，否则将偏离直线。

概率—概率散点图（PP 图）是根据变量的累计比例对所指定的理论分布累计比例绘制的图

形。可以直接查看个案是否与某个概率分布的统计图相一致，如果在被检验的数据符合所指定的

分布，则代表个案的点围绕在一条直线上。P-P 概率图中的点是由数据中的每一个个案累计比（X

轴坐标值）与其理论分布的累计比（Y 轴坐标值）所组成。这些点落在通过原点斜率为 45 度斜线

上的越多，则说明数据的分布就越接近理论分布。如果被检验的变量值的分布与已知分布基本相

同，那么在 P-P 概率图中的散点应该围绕在斜线的周围，如果两种分布完全相同，那么在 P-P 概

率图中各点应该与斜线重合

QQ 图的结果与 PP 图非常相似，只是 P-P 图是用分布的累计比，而 Q-Q 图用的是分布的分

位数来做检验。

【操作方式】

选项卡：“统计分析”→“QQ 图 PP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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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命令后弹出图 6-42 所示的“QQ 图 PP 图”对话框，可以完成样品的统计检验。

【说明】

坐标轴 X，Y 自动范围：自动范围表示作图时软件根据数据的范围确定坐标轴的范围；

坐标轴 X，Y 最小和最大值：在不选择自动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设置 X，Y 轴的范围，其中最大

值为-1

默认为数据中的最大值。

图 6-42“QQ 图、PP 图”对话框

【实例 6-6】对组合文件中 CU 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检验。

【操作步骤】

(1)在“统计分析”功能组中单击“QQ 图 PP 图”按钮，弹出“QQ 图 PP 图”对话框，如图

6-42。

(2)在“QQ 图 PP 图”对话框的输入文件文本框内选择“样品组合文件”的保存路径，选择

变量为 CU；选项文本框内绘制类型文本框内选择“Q-Q 图”，分布类型文本框内选择“对数正

态分布”（由实例 6-43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CU 的分布可能为对数正态分布，所以这里选择对

数正态分布对其进行检验），其它选项设置如图 6-42 所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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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确定”后显示检验结果如图 6-43 所示，从校验结果可以看出 CU 的分布符合对数

正态分布。

(4)重复 1～3 步，在第 2 步选项文本框内绘制类型文本框内选择“P-P 图”，可以完成 P-P

图绘制，绘制结果如图 6-44 所示，从 PP 校验结果可以看出 CU 的分布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图 6-43 QQ 检验统计结果图 6-44 PP 检验统计结果

6.3.3 散点图

散点图可以分析两个统计量的相关性。

【操作方式】

选项卡：“统计分析”→“散点图”

弹出图 6-45 所示的“散点图”对话框。设置相应数据点击“确定”，可以完成散点图的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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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5“散点图”对话框

【说明】

多项式拟合：对结果拟合的趋势线可用多项式式子表达，用户可根据此进行数据间关系分析。

【实例 6-7】作出组合文件中 CU 和 AU 的散点图。

【操作步骤】

(1)在“地质统计分析”功能组单击“散点图” 按钮，弹出“散点图”对话框，如图 6-45。

(2)在“散点图”对话框的输入文件文本框内选择“组合文件”的保存路径，X 轴变量选择为

CU，Y 轴变量选择为 AU，其它选项设置如图 6-45 所示。

(3)单击“确定”按钮后显示结果如图 6-46 所示，图上统计结果显示 CU 和 AU 品位值的相

关系数为 0.36，秩相关为 0.51。

图 6-46“散点图”结果

6.3.4 概率图

概率图可以分析矿体中元素的分布数据的累积概率。

【操作方式】

选项卡：“统计分析”→“概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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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图 6-47 所示的“概率图”对话框，设置相应数据点击“确定”，可以完成概率图的绘

制。

图 6-47“概率图”对话框

【实例 6-7】作出组合文件中 CU 的概率图。

(1)在“统计分析”功能组中单击“概率图” 按钮，弹出“概率图”对话框，如图 6-47。

(2)在“概率图”对话框的输入文件文本框内选择“组合文件”的保存路径，变量选择为 CU，

其它选项设置如图 6-47 所示。

(3)单击“确定”按钮后显示结果如图 6-48 所示。

图 6-48 概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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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区间统计图

区间统计图可以分析矿体中样品在每个品位区间的样品个数、平均值、标准差、方差和变化

系数等。

【操作方式】

选项卡：“统计分析”→“区间统计图”

弹出图 6-49 所示的“区间统计图”对话框，设置相应数据点击“确定”，可以完成区间统

计图的绘制。

图 6-49 区间统计对话框

【实例 6-8】作出组合文件中 CU 的区间统计图。

(1)在“统计分析”功能组中单击“区间统计图”按钮，弹出“区间统计图”对话框，如图

6-49。

(2)在“区间统计图”对话框的输入文件文本框内选择“样品组合文件”的保存路径，变量选

择为 CU，选择输出结果文件路径，其它选项设置如图 6-49 所示。

(3)单击“确定”按钮后生成区间统计图并在输出路径下生成区间统计 Excel 表如图 6-50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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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0 区间统计图和区间统计表

6.3.6 变异函数

为了使用样品数据对矿块模型进行估值，除了各样品参数的基本统计分析外（这是变异函数

分析的基础），还需要进行变异函数分析，以确定各参数在空间上的相关性、结构性。在进行各

个方向的变异函数计算分析时，一般是分布于某个方向一定范围内的样品点参与进行该方向的变

异函数计算。需要指定的参数包括：棱锥体的容差角、容差限、滞后距，计算的最大距离。

变异函数作为地质统计学的主要工具，无论是用来对区域化变量进行结构分析或是进行地质

统计学品位（或储量）估算，都必须将前面得到的实验变异函数关系进行拟合，确定出合理的理

论变异函数模型，得到变异函数的参数变程、基台、块金常数等（如图 6-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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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1 变异函数计算时各参数代表的意义及作用示意图

图 6-51 为某方向变异函数计算分析时的数据搜索范围三维示意图和一定数据搜索范围内的

平面示意图。其搜索体由一个四棱锥和一个长方体组成，矿体的方位角和倾角决定了四棱锥在空

间中的呈现方位，方位角容差和倾角容差决定了四棱锥的两个顶角，变异函数个数即划分的扇形

区域个数和最大搜索距离决定了水平带宽和垂直带宽。

变异函数一般用变异曲线来表示。其常用的模型有：球状模型、高斯模型及指数模型。其中

球状模型在地质采矿中应用最为广泛。每一个变异函数代表一种特定尺度上的变异性。图 6-52

为理想化的变异函数曲线图。

图 6-52 变异函数曲线图

C+CO :总基台值，它反映某区域化变量在研究范围内变异的强度。

a 变程:作球状模型曲线的切线与总基台的交点的横坐标为 2/3a，其中 a 值叫变程。当 h≤a

时，任意两点间的观测值有相关性，这个相关性随 h 的变大而减小，当 h>a 时就不再具相关性。

a 的大小反映了研究对象（如矿体）中某一区域化变量（如品位）的变化程度。

CO：称为块金效应，它表示 h 很小时两点间品位的变化。

【操作方式】

选项卡：“统计分析”→“变异函数”

点击后弹出如图 6-53 所示的“变异函数图”对话框，如下图所示：上面为功能栏，中间为

操作窗口，右边为参数和预览窗口，最下面为输出窗口。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调节关闭各窗口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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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3“变异函数”对话框

打开样品文件后，点击“变异函数方案”，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相关参数。

图 6-54“变异函数方案”对话框

【选项说明】

样品文件：加载样品文件，选择品位字段后在预览视图中显示出来。

预览视图：对加载的样品文件进行配色显示、调整视图、隐藏/显示雷达图、样品点和矿体。

矿体需要在“基本操作”菜单栏中选择“打开 DMF 文件”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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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函数设置：进行变异函数方案参数设置、调整滞后、保存实验和理论变异函数。

面参数：指样品点在空间形成的面的产状，面方位角一般取矿体的倾向方位角，面倾角一般

取矿体倾向倾角值。

变异函数个数：面分成的扇区数；由于分布的对称性，在视图中绘制的变异函数个数为划分

的扇区个数的一半。

滞后距参数：确定轴的步距大小和范围。

滞后距：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某一位置上参与计算的数据沿计算方向所占的长度，即划分统计

样本区间的长度值；从地质上来说是指钻孔沿勘探线方向或垂直勘探线方向上最小的工程间距。

最小滞后距/最大滞后距：设置可调节滞后距的范围。

滑块增量单位：滞后距滑块调节滞后距的步长值。

方位角容差、倾角容差：搜索圆锥的方向容差范围设置，一般取 1/2（360°/变异函数个数值）。

水平带宽、垂直带宽：计算变异函数时的搜索样品范围值，超过范围的将不参与计算。其值

一般由方位角容差、倾角容差、变异函数个数即面分成的扇区数和搜索距离共同决定了。

搜索距离：搜索圆锥向外延伸的长度。一般取矿体走向长度值。

【实例 6-9】分析组合文件中 CU 的变异性。

(1) 在“统计分析”菜单栏上单击“变异函数”按钮，弹出图 6-53 所示的对话框。

(2) 在“变异函数”对话框里选择“打开样品文件”，“品位字段”文本框内选择为 CU；钻

孔的样品数据显示在“预览视图”框中，如图 6-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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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5 载入组合样品文件

(3)选择“变异函数方案”，弹出“变异函数方案对话框”如图 6- 56 所示。设置合理的参数

后点击“确定”。系统在操作窗口中生成了 4 个供选择的变异函数曲线图如图 6- 57 所示。

图 6-56“变异函数方案”对话框

图 6-57 变异函数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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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变异函数设置”功能组中，选择“＋”或“-”滞后距值来选择一条平滑的并且块

金值 C0 比较小的变异曲线，曲线图上右键选择“设为主轴变异函数方向”。如下图 6-58 所示，

选择“方位角=30.00，倾角=-30.00，滞后距=20.00”设为主轴变异函数方向。

图 6-58 主轴变异函数方向

（5）主轴变异函数方向设置好后，按同样的步骤设置次轴变异函数方向。如图 6-50 所示选

择“方位角=146.57，倾角=37.76，滞后距=13”为次轴变异函数方向。

图 6-59 次轴变异函数方向

（6）主轴和次轴变异函数方向确定后，第三轴变异函数方向自动确定了，只需要增加减少

滞后距得到一个最佳变异函数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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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0 第三轴变异函数方向

（7）确定好主轴、次轴、第三轴变异函数方向后，就可以进行理论变异函数的拟合。图中

黄色控制点代表变异函数块金值，紫色控制点代表变异函数基台值。在参数窗口中设置“嵌套模

型数目”和“模型类型”，这里设置 1，球状模型。

图 6-61 嵌套模型设置

（8）嵌套模型设置好后，双击主轴变异函数曲线图，视图中放大主轴变异函数曲线图。可

以看到图中多了两个球，其中紫色的球代表嵌套的状模型，鼠标左键选中球，拖动小球到合适位

置松动鼠标。理论变异函数曲线在变程范围内尽量和实验变异函数曲线一致，如图 6-62 所示。

主轴方向拟合好后，双击视图回到三个变异函数视图中。按照同样步骤进行次轴和第三轴的理论

变异函数曲线设置。主轴方向确定后，次轴和第三轴方向不能调黄色小球在 r(h)轴上的位置，只

能调紫色小球的位置来拟合曲线，如图 6-63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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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2 主轴方向理论变异函数拟合

图 6-63 主轴、次轴、第三轴方向理论变异函数拟合整体状态

(9) 三个方向设置完成后，选择“保存实验变异函数”和“保存理论变异函数”，在弹出的

对话框内设置保存的名称和保存路径。

6.3.7 交叉验证

理论变异函数参数将用于后续的矿块模型估值中，因此，理论变异函数参数取值的正误对品

位估值结果的准确性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进行交叉验证的目的就是对理论变异函数参数的取值进

行检验，判断应用这些参数进行品位估值时的估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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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验证的基本思想是：假定某已知样品点处的品位是未知的，根据其周围的已知样品点，

应用计算得到的理论变异函数参数对该点处的品位进行推估，然后计算该点处的实际品位与估计

品位之间的误差。

一般而言，理论变异函数参数的正误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的交叉验证结果进行判断：

（1）交叉验证的平均误差应趋近于 0；

（2）误差的方差应趋近于平均推估克立格方差；

（3）误差分布应属于正态分布，且 95%置信限应位于正负两倍的克立格方差范围内。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分析”→“交叉验证”

运行后弹出图 6-64 所示的“交叉验证”对话框。

图 6-64 交叉验证对话框

【实例 6-9】对实例 6-8 得到的变异函数进行交叉验证。

(1)在“统计分析”功能组中单击“交叉验证” 按钮，弹出图 6-64 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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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样品文件输入组合文件，变量文本框内选择“CU”，单击“自动参数”弹出“选择理

论变异函数”对话框，选择实例 6-8 保存的理论变异函数，其它参数的设置如图 6-64 所示，单

击确定验证结果如图 6-65 所示。从输出窗口中可以看到误差值的均值是 0.0016，满足交叉验证

的平均误差应趋近于 0 的条件。误差的方差值为 0.0614。

(3)单击“基本统计分析”功能组上的“直方图” 按钮，对“交叉验证文件.crs”进行直方

图分析，变量下拉框中选择“估计值方差”，其他参数设置见下图 6-66，确定后生成统计结如图

6-67 所示。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估计值方差的平均值为 0.091，和误差的方差值 0.0614 比较接

近，满足误差的方差应趋近于平均推估克里格方差的条件。并且误差的分布满足正态分布。

图 6-65 交叉验证结果

图 6-66 交叉验证估计值方差直方图参数设置 图 6-67 误差分析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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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基本操作

用户通过基本操作功能组可以打开 DMF 文件，对预览视图窗口、参数和输出窗口进行显示/

隐藏，保存生成的统计结果图。

统计图生成后，选择“保存”按钮，弹出图 6-68 所示对话框，选择路径和保存类型后点击

保存。

图 6-68 保存生成的统计图

6.4 矿块模型

块段建模是矿床品位推估及储量计算的基础，矿块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矿床在三维空间内按

照一定的尺寸划分为众多的单元块，然后根据已知的样品点，通过空间插值方法对整个矿床范围

内的单元块的品位进行推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储量的计算。

矿块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数据库，它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存储相关地质信息（包括矿岩类型、品

位、比重等）。创建矿块模型后，就可以为实体或 DTM 范围内的单元块赋予岩性、层位、品位

等相关信息。

矿块模型估值主要通用的方法有：距离幂次反比法、克里格法。

矿块模型赋值的方法主要有：常量赋值、变量赋值。

“矿块模型”功能区中包括：导入、空块、椭球体、距离幂、克里格、常量赋值、变量赋值、

模型配色、查询单元块以及属性探测（如图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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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9“矿块模型”功能组

6.4.1 导入矿块模型

此功能可实现将其它矿业软件的矿块模型导出的 txt、csv 和 dmt 格式文件导入到数字采矿

平台中。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矿块模型”→“导入”

运行上述命令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高级选项用来进行文本配置和过滤导入的属性字段。

图 6-70“导入矿块模型”对话框

6.4.2 创建空块模型

通过自定义或自动获取起点坐标、延伸长度以及基础块尺寸等来创建空块模型。系统支持旋

转矿空块模型的创建，当用户在创建旋转空块模型时，往往先参考矿体走向或倾向角度设定旋转

角度，再进行其它参数的自动获取。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空块”

点击后弹出图 6-71 所示对话框。

设置好参数后确定，系统自动在窗口中生成新建的空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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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1“新建空块模型”对话框

【说明】

绕 Z 轴旋转（高级选项中）：指 X 轴正方向的方位角，Y、Z 轴根据右手法则确定。一般输

入勘探线的方位角，也可量取后输入。勾选此项，点击“从屏幕上自动获取范围”，可创建只绕

Z 轴旋转的矿块模型。

基础块尺寸：X、Y 一般取勘探线间距差不多的数值。Z 值一般取中段值或台阶高度值。Z 值

确定后矿块模型约束时块大小随着级数相应发生变化。

6.4.3 矿块模型约束

数字采矿平台矿块模型的约束类型有实体、DTM 面、阈值、闭合多段线、约束文件、平面

方程、X/Y/Z 平面等。当进行矿块模型约束时，可以添加多种不同类型的约束，并由用户指定它

们的“并且、或者”关系。设置好的约束可以保存为 dma 格式的约束文件，方便下次直接调用

进行约束。

在使用中，用矿块模型约束的地方很多，主要有矿块模型约束显示、距离幂估值、克里格估

值、常量赋值、变量赋值、块段法储量计算、境界优化及其它算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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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约束可以帮用户实现工作中各种量的计算需要。比如可以进行露天境界内台阶采剥量

的统计、采矿设计的矿岩量计算，贫化率的计算、多种级别下矿量的统计等。

矿块模型约束显示后可以另存为.dmc 格式的约束矿块模型文件，dmc 格式的矿块模型可以

导出为质心点数据，也可用于统计某个属性字段的分布情况，还可以用于进行储量计算。

【操作方式】

【方式 1】用鼠标右键点击矿块模型文件名，选择“约束”，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6-71“矿块模型约束”对话框

【方式 2】视图中选中闭合线右键选择“闭合线块段约束”或视图中选中约束体右键选择“模

型块段约束”如图 6-72 所示

图 6-72 闭合线块段约束、模型块段约束对话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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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约束：用封闭实体进行约束，可以为矿体、岩体等。选择实体的内部或外部，设置内外

边界尺寸，完成后点击添加。

DTM 面约束：用 DTM 面进行约束，可以为地表、露天境界坑、断层面、岩层面等。选择面

的上部或下部，设置内外边界级数，完成后点击添加。

阈值约束：根据矿块模型中属性及用户给定的条件进行约束。如 CU 品位值大于等于 0.5，

矿岩类型值等于 1 等。比较符有等于、大于、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不等于值，可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应用。

闭合多段线约束：调用用户保存好的闭合线进行约束，可以为矿权范围线、储量级别线等。

选择内部或外部，并设置 X、Y、Z 其中一个方向范围或按默认全部范围，设置内外边界级数，完

成后点击添加。

约束文件约束：可将多种约束保存为 dma 格式约束文件，打开文件，选择内部或外部，设

置内外边界级数，完成后点击添加。

平面方程约束：可通过输入平面方程式进行约束。选择上部或下部进行约束，设置内外边界

级数，完成后点击添加。

X、Y、Z 平面约束：选择一种方向，输入坐标值，如 X=5000，用这个坐标平面进行约束。

选择内部或外部，设置内外边界级数，完成后点击添加。

6.4.4 矿块属性编辑

该功能组可用于添加、删除及修改矿块模型中的属性字段。属性字段支持添加字节型、整型、

浮点型、双精度型等多种类型。数字采矿平台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支持字符串属性字段，可

对矿块模型添加“矿岩类型”、“矿体编号”、“分类编码”、“矿种”等属性并赋值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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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3 矿块属性编辑

6.4.4.1 添加属性

为新建的矿块模型建立新属性或对已建矿块模型添加新属性。

【操作方式】右键菜单：用鼠标右键点击矿块模型文件，选择“属性编辑”，弹出属性编辑

对话框。点击“添加属性”

弹出如下对话框。输入属性名、选择对应属性类型，完成后确定，矿块模型新属性完成添加。

图 6-74“矿块模型添加属性”对话框

说明：字符串长度：指的是当添加字段的类型为字符串类型时，该字段所能存储的字符串长

度。 长度选择“16”,可存储 7 个中文字符或 14 个英文字符；长度选择“32”,可存储 15 个中

文字符或 30 个英文字符；以此类推。当属性值的字符长度超过所设定的长度的时候，会自动截

断超出部分。

6.4.4.2 修改属性

【操作方式】鼠标右击矿块模型文件，选择“属性编辑”，在弹出的的对话框中选择“修改

属性”，修改属性对话框中输入“新属性名称”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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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5“矿块模型修改属性”对话框

6.4.4.3 删除属性

该功能用于删除矿块模型中的属性字段。

【操作方式】鼠标右击矿块模型文件，选择“属性编辑”，在弹出的的对话框中选择“删除

属性”，选择“是”删除属性成功。

图 6-76“矿块模型”删除属性对话框

6.4.5 创建搜索椭球体

利用此功能可创建搜索椭球体，为距离幂次反比法估值提供搜索范围的参数支持。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椭球体”

点击命令后弹出图 6-77 所示对话框，输入各项参数，点击对话框中的“应用”命令，出现

如图 6-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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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7 创建搜索椭球体对话框 图 6-78 搜索椭球体形状

【实例 6-10】根据矿体的形态和样长组合文件设定搜索椭球体。

（1）在视图中将样长组合文件打开，设置显示风格，将 CU 品位显示，同时将矿体模型也在

视图中打开；

（2）在“地质-矿块模型”功能组中，点击“椭球体” 按钮，弹出图 6-77 所示对话框，

选择拾取，捕捉实体面打开，在矿体上读取一点的坐标，作为椭球体球心坐标的值，设置椭球半

径和角度，角度即为矿体的方位角/倾伏角/倾角。设置好参数后点击“应用”按钮，则椭球体如

图 6-78 所示。

（3）单击图 6-77 所示对话框下方的“保存”按钮，弹出“保存搜索椭球体参数”对话框，

把设置好的参数保存成*.ell 格式，以便距离幂估值时调用。

注意：搜索椭球体各参数设置，球心坐标一般通过查询矿体表面实体顶点获取，对估值影响

不大；椭球半径长半轴一般取样品所在勘探线间距的 1~1.2 倍；次半轴长度=长半轴长度×（延

伸长度/矿体走向长度）；短半轴长度=长半轴长度×（厚度/矿体走向长度），但至少大于组合样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306

长的 2~4 倍，确保在厚度方向有 2~4 个样品参与估值。一般主轴为矿体走向长度，次轴为矿体

倾向宽度，短轴为矿体厚度。

6.4.6 距离幂估值

距离幂次反比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IDW）是最常用的空间插值方法之一，是

一种与空间距离有关的插值方法，在计算插值点取值时按“距离越近，权重值越大”的原则，用

若干临近点的线性加权来拟合估计点的值。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距离幂估值”

点击后弹出图 6-79 所示对话框。

图 6-79“距离幂估值”对话框

【说明】

搜索半径：扩大搜索半径时只需改变主轴半径，次轴和短轴均为与主轴的比值，只能输入 0

—1 之间的数值。

过滤样品点：当用户要限制估值所用样品点的范围时，就可以使用封闭实体过滤样品点。

高级设置：打开高级选项，有几个选项为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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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滤条件：当样品点包含多种元素时，如果用户在估值时需要对多种元素值的范围进行

限制，就可以使用过滤条件过滤样品点数据。

重新估值、覆盖原来的值：重新对矿块进行估值时勾选，扩大搜索半径时要取消勾选。

工程数最小值：如果值不为 0，则估值时椭球体内包含的钻孔数必须大于等于该值，否则不

进行估值。

单工程样品最大值：如果值不为 0，则椭球体内包含的样品只有同一工程内前面的单工程样

品最大值数目的样品参与估值，超过该数目的样品不参与估值。

八分圆最大值：与单工程样品最大值类似，对于椭球体的八个象限的所有工程的每个象限指

定样品的最大数目，超过数目的样品不参与估值。

幂次：取 2 或 3，一般当品位变化较大时取 3。

【实例 6-11】把示例数据创建的空块模型用距离幂的方法进行估值。

(1)在“矿块模型”功能组单击“距离幂估值” ，点击运行后弹出图 6-79 所示对话框。

(2)“矿块模型”文本框内选“示例数据\05 地质\5.3 矿块模型\03 距离幂实例矿块.dmb”，

“样品文件”文本框内选择“示例数据\05 地质\5.2 组合\样长组合文件.dmg”，“幂次”文本

框内设定为 2，单击“椭球体参数”把实例 6-10 保存的“搜索椭球体.ell”文件调入，其它参数

的设置如图 6-63。

(3)点击确定后，经过运算估值后，会提示有多少矿块已经估值，有多少矿块未估值，如果还

有未估到的，就需要继续进行估值。

(4)主轴方向的搜索半径改为 200，次轴和短轴不变（系统根据与主轴的比值自动变化），其

它设置和第二步相同，继续估值，直到查看后全部矿块都估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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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克里格估值

地质统计学法被大部分人认为是一种较好的品位估值方法，数字采矿平台软件提供的克里格

估值方法包括简单克立格法，普通克里格法，对数正态克里格法。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克里格估值”

点击运行后弹出图 6-80 所示对话框。

图 6-80“克里格估值”对话框

【说明】

使用过滤条件：当样品点包含多种元素时，如果用户在估值时需要对多种元素值的范围进行

限制，就可以使用过滤条件过滤样品点数据。

过滤样品点：当用户要限制估值所用样品点的范围时，就可以使用封闭实体过滤样品点。

附加属性：提供基于地质统计学的储量分类解决方案，将估值距离（最近、平均）、参与估

值样品数、工程数等属性在块段模型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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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变异函数：如果选择了多个嵌套模型个数，导入后将同时显示在下方的列表当中。

【实例 6-12】把示例数据创建的空块模型用克里格估值的方法进行估值。

(1)在“矿块模型”功能组单击“克里格估值”按钮 ，运行后弹出图 6-66 所示对话框。

(2)“模型原型”文本框内选择“示例数据\05 地质\5.3 矿块模型\05 克里格实例矿块.dmb”，

“样品文件”文本框内选择“示例数据\05 地质\5.2 组合\样长组合文件.dmg”，克里格参数“类

型”文本框内选择“普通克里格”，单击“理论变异函数”选择交叉验证后确认无误的理论变异

函数值，其它参数的设置如图 6-80。

(3)点击确定后，经过运算，会提示有多少块已经估值，有多少块未估值，如果还有未估值到

的，就需要继续进行估值。

(4)三个方向的搜索半径都变为原来的一倍，其它设置和第二步相同，继续估值，直到查看到

所有矿块都估到值。

6.4.8 估值模拟

估值模拟是将待估块的估值过程进行模拟，用户可以直观地观察，既包括图形也包括表述计

算过程的 Word 文档，方便用户理解软件算法及各参数的含义。数字采矿平台有普通克里格估值

模拟、距离幂估值模拟功能，对单个单元块追踪估值过程，并输出单个约束块的估值过程数据。

6.4.8.1 距离幂估值模拟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距离幂模拟”

操作步骤：

（1）视图中打开“示例数据 05 地质/5.3 块段模型/03_距离幂实例块段.dmb”文件，选中

块段文件右键菜单中选择“约束”，生成约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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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1 约束后块段模型

（2）点击命令“矿块模型”→“距离幂模拟”，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要查询的单元块，弹

出“距离幂估值模拟”对话框。

图 6-82“距离幂估值模拟”对话框

（3）对话框中输入距离幂估值时输入的样品文件、变量值、椭球体参数，其它参数设置和

距离幂估值时保持一致。设置完成后点击“估值模拟”，产生距离幂估值模拟文件和估值报告。

视图中生成了，待估点，估待估点用到的所有样品点及椭球体大小等。

图 6-83 距离幂估值模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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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4 距离幂估值模拟报告

6.4.8.2 克里格估值模拟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克里格模拟”

操作步骤：

（1）视图中打开“克里格实例块段.dmb”文件，选中块段文件右键菜单中选择“约束”，

生成约束模型。

（2）点击命令“矿块模型”→“克里格模拟”，选择要查询的单元块，弹出“克里格估值

模拟”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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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6“克里格估值模拟”对话框

（3）对话框中输入克里格估值时输入的样品文件、变量值、理论变异函数值，其它参数设

置和克里格估值时保持一致。设置完成后点击“估值模拟”，产生克里格估值模拟文件和估值报

告。视图中生成了，待估点，估待估点用到的所有样品点及椭球体大小等。

图 6-87 克里格估值模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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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8 克里格估值模拟报告

6.4.9 矿块常量赋值

【操作方式】

【方式 1】：选项卡：“矿块模型”→“常量赋值”

运行后弹出图 6-89 所示对话框。选择要赋值的矿块模型，并添加约束（矿块模型所对应的

矿体、DTM 或其它实体模型），选择赋值字段，输入属性值，点击“确定”。

图 6-89 矿块模型常量赋值

【方式 2】选中约束后的 “矿块模型”文件名，右键，在菜单中选择“显示矿块赋值”，进

行常量赋值。具体见 6.4.11 显示矿块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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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3】右键菜单：视图中选中“约束闭合线”右键选择“闭合线块段赋值”，如下图所

示

图 6-90 闭合线块段赋值对话框

【方式 4】右键菜单：视图中选中“约束体”右键选择“模型块段赋值”

6.4.10 矿块变量赋值

按用户设定的表达式对矿块进行赋值。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变量赋值”

打开需进行赋值的矿块模型，点击“变量赋值” ，弹如出图 6-90 所示的“属性赋值”对

话框，选择属性字段、比较符，输入属性值，选择结果字段后点击“添加”按钮，赋值条件就出

现在右边的列表当中。输入返回值点击确定完成属性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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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0“变量赋值”对话框

注意：用户在写表达式的时可参考上图

给矿块模型赋上体重值，体重与元素品位的关系如下：

当 Tfe=0，即为岩石时，体重=2.7032；当 0<Tfe＜30 时，体重= 2.7032+0.0232*Tfe；

当 30<=Tfe<50 时 , 体 重 =2.3769+0.030125*Tfe ； 当 Tfe>=50 时 ， 体 重 =

1.93065+0.03905*Tfe；

6.4.11 显示矿块赋值

该功能可对约束后显示的矿块进行属性赋值。

【操作方式】

右键菜单：用鼠标右击矿块模型文件，选择“显示矿块赋值”如下图所示

图 6-91 显示矿块赋值

弹出对话框中，点击“添加”添加属性，输入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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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2“显示块段赋值”对话框

注意：对矿块模型进行显示块段赋值后，需将矿块模型移出或取消重新约束才可以看到赋值

结果。

【实例 6-13】将品位估值后的矿块赋上矿岩类型和体重值。

（1）打开示例数据中已估值完的矿块模型，为矿块模型中添加属性“矿岩类型”、“体重”，

如下图所示：

图 6-93“矿块模型添加属性”对话框

（2）对矿块模型进行约束显示。右键点击模型名，选择“约束”，弹出约束设置对话框，

选择实体约束，实体内部的矿块约束出来，即显示出估值后有品位的矿体内部矿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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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4“矿块模型添加约束”对话框 图 6-95 添加约束后的矿块模型

（3）右键点击矿块模型名称，选择“显示矿块赋值”，在弹出的对话框内点击“添加”，

选择“矿岩类型”和“体重字段”，并输入相应的值，确定。完成矿岩类型和体重属性的赋值。

图 6-96“显示矿块赋值”对话框

（4）同样，也可通过阈值约束将 CU 品位值等于 0 的矿块即岩石显示出来。对显示出的岩

石赋上相应的矿岩类型和体重值。这样矿块模型内矿岩类型就分好了，不同的类型对应不同的体

重。

6.4.12 矿块模型配色

配色可以对赋有属性的矿块进行配色，从而直观的显示字段的品位大小。具体操作可参考

4.5.1 材质纹理功能组中“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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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 查询单元模块

该功能可以对约束后的矿块模型中的任意一块属性信息进行查询。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查询”

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要查询的单元块：

【实例 6-14】查询估值后的矿块模型的属性。

(1)把估值后的矿块模型调入三维设计窗口，选择约束类型对矿块模型进行约束，然后在“矿

块模型”功能组上单击“查询” 按钮。

(2)命令行提示：选择要查询的单元块，单击任一单元块，其属性会显示在命令窗口，如图

6-97 所示。

图 6-97 单元块查询显示结果

6.4.14 属性探测

此功能用于把矿块模型中的属性赋给 DTM 模型的面片上，从而可通过属性配色直观的显示

DTM 模型的品位变化趋势。

【操作方式】

选项卡：“矿块模型”→“属性探测”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 DTM 模型，右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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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赋值成功...

【实例 6-15】对示例中的数据进行属性探测。

（1）打开示例数据“示例数据\05 地质\5.3 矿块模型\07_探测模型.dmf”，调入估值后的

矿块模型（可以先隐藏矿块模型方便选择 DTM 模型）；

（2）点击“属性探测”命令，弹出对话框先选择赋值字段，视图中选择要赋值 DTM 模型，

右键确认；

（3）对赋值后的 DTM 模型进行配色，着色属性为 CU，如图 6-98 所示。

图 6-98 巷道工程与矿块模型 图 6-99 属性探测

6.4.15 矿块等值面

等值面功能用于在赋值后的矿块模型中生成基于同一属性值的面。

【操作方式】

右键“矿块模型”文件→“等值面”

【操作格式】

打开矿块模型文件，在数据管理栏中右键单击矿块模型文件名，如图 6-100 所示，选择等值

面命令，弹出对话框，如图 6-1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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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0 右键菜单中等值面 图 6-101“等值面”对话框

【说明】

点击“确定”，提取完成后，视图中生成等值面模型。等值面保存在当前图层中，用户可直

接保存为*.dmf 文件。

6.5 储量计算

储量计算功能组是计算模型内储量的，可以根据不同的高程和品位区间生成储量报告，并根

据矿块模型估值的搜索距离不同进行储量分级。储量计算的方法包括块段法、实体法计算储量，

见图 6-102。

图 6-102“储量计算”功能组

6.5.1 块段法

块段法是对已估好值的矿块模型中的属性进行统计，从而计算储量。

【操作方式】

【方式 1】选项卡：“储量计算”→“块段”

运行后弹出如图 6-103 所示的对话框。在模型文件中选择已经估值后的矿块模型或者直接用

窗口中已打开的矿块模型，然后设置算量用的约束，选择相应的参数，如体重字段，默认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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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统计字段，同时也可以设定要统计的高程区间和品位区间，最后在输出中设置储量报表的保存

路径，点击“确定”完成操作。（弹出储量报表的前提是已安装了 office）

图 6-103“储量计算”对话框

“高程区间”或“品位区间”对话框中单击“起始值”或“结束值”，弹出“计算”对话框，

根据给定的区间数和最值来自动计算区间的起始和结束值。

图 6-104 储量计算高程区间设置对话框 图 6-105 高程区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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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6 储量分类字段对话框 图 6-107 分类数值输出设置

【方式 2】在三维窗口选定实体，右键点击，出现如图 6-108 所示，选择计算模型内储量。

图 6-108 选择实体右键菜单

【方式 3】视图中选中“约束闭合线”右键选择“计算闭合线内储量”

图 6-109“计算闭合线内储量”右键菜单及对话框

6.5.2 实体法

实体法是指利用实体体积与地质文件的品位数据进行实体储量的计算。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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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计算”→“实体”

点击后，根据命令行选择实体模型，敲空格或回车键确定，弹出如图 6-87 所示的对话框，

设置好参数之后，点击确定即可弹出用多面体平均法生成的报表。

图 6-109 使用钻孔计算储量对话框

图 6-110 使用钻孔计算储量结果

快捷方式：在三维窗口选定实体，右键点击，弹出菜单中选择“使用钻孔计算模型内储量”

图 6-111 实体法右键快捷菜单

6.6 品位-吨位图

矿体品位－吨位曲线图的绘制是根据资源量估算结果，将各块段的平均品位及其资源量按大

小顺序排序，在以 x 轴为品位轴，以 y 轴为吨位轴（吨位、金属量、块体平均品位等）的坐标系

统上投点绘制品位－吨位轴。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品位-吨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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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打开“示例数据 05 地质/5.3 矿块模型 03 距离幂实例块段.dmb”文件，点击“品位-

吨位图”命令，弹出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6-111

图 6-111 品位-吨位图对话框

（2）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设置”，设置矿块模型的约束条件，如图 6-112 所示。

图 6-112 约束设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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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统计元素字段，设置体重字段或输入默认体重值，选择出图类型，点击“确定”，

生成“储量品位吨位图”见图 6-113 所示。输入边际品位值，点击查询，可以查询到该品位对应

的矿石量，金属量值等。点击保存曲线，品位吨位图保存成图片格式。

图 6-113 品位吨位图对话框

6.7 地质投影

该功能可以提取钻孔见矿段中点，在当前工作面上生成地质投影图，如图 6-114 所示。

图 6-114“地质投影”功能组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地质投影”

调出钻孔数据库，点击“地质投影”后，根据命令行选择实体模型，点击空格键。弹出如图

6-115 所示的对话框。

【实例 6-16】把示例数据的矿体的见矿段中点投影到当前工作面上。

(1)调出“示例数据\05 地质\5.1 地质数据库\5.1.1 钻孔 DMD\03 地质数据库”和“示例数

据\05 地质\5.1 地质数据库\矿体”至三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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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地质投影”按钮，在弹出的如图 6-115 动态参数对话框中的元素字段选择 CU，边

界品位设为 0.3；

(3)根据下面命令行中单击空格键确定，出现如图 6-116 所示，上面的玫红色点为投影图的见

矿点，每个点旁边标有钻孔名，平均品位，见矿长度。

(4)在左边的数据管理栏中自动生成了“地质投影图”文件。见图 6-117 所示。

(5)在数据管理栏中地质投影文件上单击右键，选择另存为，在保存类型中选择 CAD 类型即

可保存为 CAD 格式的文件导出。见图 6-118 所示。

图 6-115“地质投影”动态参数对话框 图 6-116 示例矿体“地质投影”结果

图 6-117“地质投影”文件 图 6-118 地质投影二维图形

6.8 钻孔柱状图

该功能组通过调用含岩性文件的.dmd 钻孔数据库文件，设置不同岩性对应的填充图案，生

成钻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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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岩性填充

该功能用于设置岩性表内不同岩性对应的填充图案、填充颜色及填充比例。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钻孔柱状图”→“岩性填充”

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6-119“钻孔柱状图”填充属性设置对话框

注 意 ： 用 户 在 进 行 岩 性 填 充 设 置 时 ， 也 可 以 在 安 装 目 录 下 将 填 充 属 性 设 置 文 件

“LithologyHatch.dmt”拖入到表格界面打开，然后参考安装目录下的“地质图案.pat”文件进

行对应关系的设置。

6.8.2 柱状图

该功能用于在钻孔原始数据生成的基础上，设置出钻孔柱状图时各列的排序及对应表中的字

段，最后生成钻孔柱状图。

数字采矿平台在原钻孔柱状图基础上实现了用户可自定义柱状图表头文件，生成各种模板的

钻孔柱状图。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钻孔柱状图”→“柱状图”

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328

图 6-120“钻孔柱状图”对话框出图设置

选择钻孔数据库“05 地质/5.4 钻孔柱状图/地质数据库.dmd 和钻孔柱状图模板.xlsx”，如

上图 6-120 所示。其中表头模板文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如下图 6-121 所示，

<title> </ title >标识是图名部分。

<head> </ head >标识是表头部分。

<boad> </ boad >标识是表格内容部分。

图 6-121 表头模板文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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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是指从“地质数据库.dmd”开口表或测斜表中找到对应的字段名下的数值，比

如说[&倾角]是指选中钻孔的测斜表中“倾角”字段名下对应的倾角数值。如果一个钻孔有很多倾

角值则系统会取测斜为 0 时对应的倾角值。

如果当表眉中设置的字段名和对应的开口表或测斜表中字段名不一致，则会读取不到正确的

数值。

[字段名]：没有“&”符号的字段或数值，会直接把模板中看到的内容完全显示到视图中，不

从数据表中读取数据。

[钻孔柱状图对话框参数说明]

1：图纸比例 1:1000、比例尺字高：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需要的比例尺和比例尺字体高度值。

这里的比例尺只是一个显示效果，生成的柱状图大小并不会根据选择的比例尺不同而进行改变。

2：图纸宽度：生成的柱状图的所有列的总宽度值，总宽度值越大，每一列的宽度值也相应

变大。

3：图形字高、模板字高：输入图形字高和模板字高，系统会根据输入的 2 个值确定一个比

例值，如图中 6-120 所示，“1:20”，其中模板字高可根据测量 Excel 中每一行的行高值得到，

图形字高=模板字高*二者比例值得到，具体可从属性值中查看字高准确值。

4：绘图选择：系统提供了三种绘制方式，分别是选择勘探线绘制、单个钻孔绘制、全部钻

孔绘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对应方式的选择。

5：柱状图列定义：表头模板添加完毕后，点击全部添加，列定义中会把表头模板中所有的

列数据添加进来。通过选择“地质数据库.dmd”中的对应的表名和字段名，设置对应的绘制类型

来进行柱状图列定义设置。

a) 文字描述：在对应列的绘制区域，写入所选表中字段所对应的值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330

b) 岩性填充：在对应列的绘制区域绘制岩性图案，如果字段的值在岩性图案库中找不到，以

默认图案绘制；区域右边同时绘制轨道线：从上至下黑白颜色交替绘制。

c) 钻孔结构：以该列对应字段的值为孔径大小，绘制钻孔结构。

d) 直方图：根据列中字段的值，在对应列绘制区域绘制直方图，为结果清晰可见，直方图两

边预留 10%的空白区域。

折线图：根据该列中字段的值，参照钻孔长度，从小到大计算位置链接而成

6：附加表：在钻孔柱状图的下方添加附加小表进行详细描述。

【实例 6-17】把示例数据的“05 地质/5.4 钻孔柱状图/地质数据库.dmd 和钻孔柱状图模板.xlsx

打开”，根据用户自定义柱状图表头模板.excel 生成钻孔柱状图。

（1）打开地质数据库.dmd 文件，点击命令“柱状图”，弹出钻孔柱状图参数设置对话框。

选择表头模板，选择“05 地质/5.4 钻孔柱状图/钻孔柱状图模板.xlsx”文件。如图 6-122 所示

图 6-122 “钻孔柱状图”对话框出图设置

(2)设置图纸宽度，图形字高与模板字高比值，点击全部添加，添加列定义字段。分别选择对

应的数据表名和字段名，选择绘制类型及设置字高等选项。如下图 6-1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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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3 柱状图列定义设置

(3)勾选附加表，点击添加，选择附加表的模板，选择表名，选择数据表。点击字段列表，弹

出字段列表对话框，如下图 6-124 所示，点击全部添加，点击确定。设置表格的宽度和表格摆放

位置。添加完毕后如图 6-125 所示

图 6-124 附加表字段列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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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5 钻孔柱状图”对话框出图设置

(4)勾选全部绘制，点击确定。生成钻孔柱状图如图 6-126 所示

a 单孔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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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部钻孔柱状图出图

图 6-126 钻孔柱状图”出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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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传统地质

矿山常用的储量计算方法有传统的几何法和近代的地质统计方法两大类。

传统的几何法，在生产矿山比较常用的有：地质块段法、断面法、开采块段法、最近地区法

（多角形法）及等高线法。虽然这些方法的特点和应用不同，但它们都是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

把形状复杂的矿体转化成为与该体积大致相等的简单形体，并将矿化复杂状态转变为在影响范围

内的均匀化状态，从而计算其体积、矿石量、平均品位、金属量等。传统法的优点在于简便、易

于掌握，不使用计算机也可以进行计算，因而该法一直沿用至今。特别当工程数很少，只对矿产

储量进行概略估计时或对储量精度要求不高时，采用该法是可行的，而且方便灵活；当矿体形态

简单或品位变化不大，或者工程数非常之多，控制程度相当高时，传统的几何法也是可行的。

数字采矿平台传统地质包含传统块段法和断面法两种储量计算方法。功能涉及了从地质解译

到储量计算的全过程。

该模块分为：地质解译、块段法和断面法三部分。“地质解译”功能组包括在三维环境下对

钻孔数据库进行矿段组合和矿体边界生成。“块段法”功能组是运用传统块段法进行储量计算的

过程。“断面法”是运用传统断面法进行储量计算的过程。见图 7-1。

图 7-1“传统地质储量”选项卡

7.1 地质解译

地质解译的内容是对钻孔数据库按勘探线剖面进行矿段组合及矿体边界生成。在建立了矿山

三维“钻孔数据库”和“勘探线文件”后可进行地质解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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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矿段组合的多种情况，软件提供了三种矿段组合的方式，一是自动组合，二是手动调

整组合，三是根据已有矿体界线提取矿段。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多种使用。

“地质解译”功能组中包含以下命令：勘探线剖面、矿段组合、矿段提取、矿段调整、矿段

合并、勘探线赋值、厚度计算、边界生成和块段编号。如图 7-2 所示

图 7-2“地质解译”选项卡

7.1.1 勘探线剖面

该功能是根据勘探线生成“勘探线剖面”文件，方便后期进行剖面限制及各剖面地质解译。

用户在操作之前需将勘探线先整理出来，并在“实体名称”或“勘探线号”属性中输入对应

勘探线号，如果这两个属性中没有值，软件将自动对勘探线进行编号。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勘探线剖面”

【操作格式】

（1）打开“勘探线.dmf”文件，点击“勘探线剖面” ，命令行提示：“请画线与勘探线

相交，右键确认。”点击鼠标左键，在屏幕上选取两点，形成一条线，与所有勘探线相交，右键

确认，如图 7-3。

图 7-3 画线与勘探线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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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后，生成“勘探线剖面文件”，双击数据管理窗口剖面文件下的图层名可以限制

到这个剖面上，双击查看剖面实体属性，剖面增加了勘探线号、前后勘探线号，前后勘探线间距

等属性信息，双击 0 图层取消剖面限制。如图 7-4。

图 7-4 勘探线剖面

（3）打开“钻孔数据库.dmg”文件，双击“勘探线剖面文件”下的“1 号勘探线”图层，

软件根据前后勘探线间距的一半进行剖面限制，只看到 1 号勘探线剖面下的钻孔，根据圈矿指标

画出 1 号剖面的矿体边界线。点击每一个图层名，限制到每个剖面下，依次进行地质解译。

图 7-5 勘探线剖面限制钻孔

注意：打开勘探线文件，若无“勘探线号”属性，可用编辑文件的属性结构（右键单击“勘

探线”文件，选择要素类管理，如图 7-6），增加“勘探线号”属性并赋值，勘探线号填写相对

应的值（如图 7-7），不能重复，运行该命令。

图 7-6 文件要素类管理图 7-7 勘探线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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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矿段提取

矿段提取是指根据已经解译好的矿体轮廓线提取线内的矿段组合样。首先要处理矿体轮廓线

使线完整、闭合，并且线上的端点与钻孔样段吻合，以便于提取。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矿段提取”

【操作格式】

（1）打开“钻孔数据库.dmg”文件，“金 1 号矿体轮廓线.dmf”文件如图所示。

图 7-8“矿段提取”准备数据

（2）点击 ，在动态参数框中选择元素，输入矿体倾向、倾角、编号等参数。边界容差输

入 0~0.5 之间的数值。如图

图 7-9“矿段提取”对话框

（3）根据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矿体轮廓线，右键确认…”确定后，产生矿段提取文件及结

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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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矿段提取文件和提取结果

（4）查询和导出单个或多个样品段组合信息，同 7.1.2 矿段组合的步骤（3）（4）。

界面中“边界容差”，当矿体解译线与钻孔样段不完全吻合时，软件根据该参数搜索最近的

样段作为组合样的边界样段。

7.1.3 拉动组合

当自动组合的结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时，可以使用“拉动组合”功能手动动态调整组合样，

使组合样按样品段扩展或收缩，它的品位和样长随之发生变化，产生新的矿段组合样。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拉动组合”

【操作格式】

（1）右键“钻孔数据库”选择“风格”，进行样品风格设置，打开“矿段组合文件”或“矿

段提取文件”找到不满意组合样。

（2）点击“拉动组合”功能，选择需要调整的矿段实体，矿段处于选中状态，在需要调整

的夹点上点击鼠标左键，拖动鼠标调整的时候视图会随时显示样长和品位变化值，调整到合适位

置后右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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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拉动组合

（3）查询和导出组合样品段品位信息，同 7.1.2 矿段组合的（3）（4）。

7.1.4 矿段合并

矿段合并功能用于同钻孔、穿插有夹石的同编号矿体的多段组合样进行合并操作。合并矿段

投影时投影点为全部矿段连线的中点（包括夹石）。真厚度为各个矿段真厚度之和，品位为各个

矿段品位按组合样长加权平均。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矿段合并”

【操作格式】

点击“矿段合并”，选择同一钻孔的多段矿段组合样，右键确认。如图。

图 7-12 矿段合并

7.1.5 勘探线赋值

勘探线赋值功能主要是用于快速对矿体轮廓线、钻孔数据库、钻孔投影文件等赋上勘探线号

及前后勘探线号属性，方便用户查询和后续操作。

【操作方式】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勘探线赋值”

【操作格式】

（1）打开或生成一“勘探线剖面文件.dm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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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矿体轮廓线.dmf”、“钻孔数据库.dmg”文件，选择“勘探线赋值”，命令行

提示“选择需要进行勘探线赋值的点、直线或多段线，右键确定。”框选矿体轮廓线和钻孔轨迹，

右键完成操作，双击查看赋值后的属性情况见下图。

图 7-13 钻孔轨迹赋值前与赋值后

图 7-14 矿体轮廓线赋值前与赋值后

7.1.6 厚度计算

厚度计算功能用于对单个或多个矿段组合样按照设置的矿体倾向、倾角来重新计算真厚度值。

若前面矿段组合时输入了正确的矿体倾向和倾角，就不需要再用此功能来重新计算真厚度值。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厚度计算”

【操作格式】

点击“厚度计算”，在弹出的动态参数框中输入正确的“矿体倾向”、“矿体倾角”值，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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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厚度计算”对话框

选择需要计算的样段，右键确认。

软件将重新计算真厚度，查看属性，如图。

图 7-16 同一样段不同矿体倾向倾角的真厚度

7.1.7 边界生成

边界生成功能用于矿段组合样自动解译生成矿体边界。软件提供了平推和尖推两种外推类型，

外推距离有 1/4、1/2、1/3、2/3、3/4 几种供用户自由选择。边界生成前要确保窗口中已经打开

相应的勘探线剖面文件。对于复杂的边界需要人工进行剖面解译。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边界生成”

【操作格式】

（1）打开“矿段提取文件.dmf”和“勘探线剖面文件.dmf”，点击“边界生成”功能，弹

出对话框如图，选择外推类型、外推距离和是否使用样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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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边界生成”界面

（2）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需要绘制矿体边界的矿段组合实体，右键确定”，框选矿段组合

样，右键确定，软件根据矿段组合样自动生成矿体轮廓线如下图所示，用户可以用线编辑中的夹

点编辑功能对轮廓线进行优化修改。

图 7-18 软件自动生成矿体轮廓线

7.1.8 块段编号

块段编号功能用于对划分好的块段进行编号方便用户区分。块段编号分块段法和断面法两种

方案，选择块段法是对“块段划分”后的块段进行块段编号操作。选择断面法是对“块段关联”

后的断面法块段文件进行块段编号操作。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块段编号”

图 7-19“块段编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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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格式】

请选择块段线，右键确认。

图 7-20 块段法“块段编号”操作前与后

图 7-21 断面法“块段编号”操作前与后

7.1.9 钻孔投影

将钻孔投影到对应的勘探线剖面上。钻孔投影前要确保钻孔属性中有相应的勘探线号属性，

且视图中已打开勘探线剖面文件。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地质解译”→“钻孔投影”

【操作格式】

打开勘探线剖面文件，点击“传统地质”→ “地质解译”→“钻孔投影”，弹出钻孔投影对

话框

图 7-22 勘探线钻孔投影对话框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344

选择输入输出路径，点击“确定”完成钻孔投影。钻孔投影前与投影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7-23 钻孔投影操作前与后

7.2 块段法

矿段组合样和矿体轮廓线解译完成后就可以进行传统块段法的计算， “块段法”功能组中包

括以下命令：块段投影、块段划分、图表输出。如下图所示。

图 7-24“块段法”功能组

7.2.1 块段投影

块段投影是将矿体轮廓线及组合样投影到指定平面位置，便于后期在平面上划分块段及计算

块段品位和厚度。软件提供了水平投影和垂直纵投影两种模式。矿体倾角小于 450 时采用水平投

影，矿体倾角大于 450 时采用垂直纵投影。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块段法”→“块段投影”

【操作格式】

（1）打开“矿段组合文件.dmf”和“矿体轮廓线.dmf”，点击“块段投影”，弹出对话框

如下图，水平投影通过输入标高确定投影水平面，垂直纵投影用“选择线”或“绘制线”的方式

确定铅垂面。选择水平投影，输入水平标高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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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块段投影”界面

（2）选择需要投影的组合样和矿体边界线，右键确定。生成钻孔投影文件如下图所示。双

击“钻孔投影文件”下的“投影工作面”可正视投影面。

图 7-26 水平投影结果

图 7-27 投影点标注图

【计算说明】

水平投影得到的是铅垂厚度，垂直纵投影得到的是水平厚度。

铅垂厚度=真厚度/cosβ，β为矿体倾角。

水平厚度=真厚度/(cosγ'sinβ)。γ'为矿体倾向与勘探线方位的夹角。

合并矿段投影：投影点为全部矿段连线的中点（包括夹石位置）。真厚度为各个矿段真厚度

之和，品位为各个矿段品位按组合样长加权平均。

7.2.2 块段划分

运用该功能，根据投影矿体线及见矿中心点，绘制四边形、三角形或多边形块段，并自动计

算出块段加权平均品位值、块段厚度、面积以及赋上分类编码等属性值。块段划分功能又分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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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划分模式：自动划分块段、单个块段划分、块段合并、最近邻域法块段划分。自动划分块段前

要确保窗口中已经打开了勘探线剖面文件。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块段法”→“块段划分”

【操作格式】

（1）打开“钻孔投影文件.dmg”，点击“块段划分”，选择“单个块段划分”，在动态参

数框中选择对应的“矿种”、“勘探类型”、“可行性阶段”，便于设置分类编码。

图 7-28“块段划分”界面

（2）命令行提示“请捕捉见矿点和矿体边界线端点连接绘制块段，绘制完成后右键确定”，

依次点击四个投影点，右键弹出块段属性编辑对话框如图。软件自动计算出块段的属性值，用户

查看编辑无误后确定完成单个块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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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9“块段属性编辑”界面

（3）重复（2），依次划分完所有块段，再绘制外推块段。如下图

图 7-30 划分块段

【计算说明】

水平投影：

块段平均厚度为各个投影点铅垂厚度的算术平均值。

块段平均品位为各个投影点品位与铅垂厚度加权平均。

垂直纵投影

块段平均厚度为各个投影点水平厚度的算术平均值。

块段平均品位为各个投影点品位与水平厚度加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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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 块段值计算

先对单条勘探线上所有投影点进行品位加权计算，厚度平均计算；再对整个块段的平均品位

和平均厚度计算。

2 号勘探线 C1=(2.92*6.93+9.7*16.16)/(6.93+16.16)=7.665

L1=(6.93+16.16)/2=11.545

3 号勘探线 C2=8.57 L2=23.09

块段品位 C0=（7.665*11.545+8.57*23.09）/（11.545+23.09）=8.266 L0=

（6.93+16.16+23.09）/3=15.39

【实例 7-1】最近邻域法块段划分

最近邻域法块段：在矿体资源储量估算平面图所圈定的矿体范围内，以每个勘探工程为中心，

按其与相邻工程的二分之一距离，将矿体分为一系列紧密连接的多边形区域，再依据每个多边形

区域中心工程资料分别计算其储量。

最近邻域法块段划分实现原理：根据泰森多边形法（也称为 Voronoi 图）的原理实现

操作步骤：

（1）取 7.2.1 块段投影中组合样投影到平面的点和矿体投影边界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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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 最近邻域法块段划分前、后结果

（2）选择“块段划分”，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最近邻域法块段”模式，先选择矿体投影边

界，再选择投影点，右键确定，结果如图。

计算过程：

1）以每个勘探工程投影点为中心，按其与相邻工程的二分之一距离，将矿体分为一系列

紧密连接的多角形区域。

2）外部块段根据矿体投影边界线作为块段的边界。

3）每个块段的品位为投影点的品位、厚度为投影点的投影厚度、面积为块段的面积、体

重为用户输入值，分类编码根据界面中的设置、配置参数和实际块段各边的长度确定。

【实例 7-2】对示例中的数据进行自动划分块段并进行块段合并。

（1）打开示例数据中的“钻孔投影文件.dmf”和“勘探线剖面文件.dmf”，点击“块段划

分”功能，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自动划分块段，见图。（如果自动划分块段需要外推时，需要确

保投影点线有勘探线号属性，如果没有需要先对投影点线进行勘探线赋值，用“勘探线赋值”功

能完成，详细步骤见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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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块段划分“界面

（2）命令行提示“请选择见矿点和矿体边界线自动划分块段，右键确定”，框选所有的见

矿点和矿体边界线右键确定，自动划分出如图所示的块段。

（3）再次选择“块段划分”功能，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块段合并”，选择需要合并的两

个块段，右键确定。

图 7-35“自动划分块段”结果图 7-36“块段合并”后

7.2.3 图表输出

该功能为块段储量计算成果的输出，包括块段标注图、块段计算成果表、资源储量成果表等，

可以同时输出到视图和 Excel 文件。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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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传统地质”→“块段法”→“图表输出”

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选择块段划分文件，右键确定。具体输出结果见【实例 7-3】。

图 7-37“图表输出”对话框

7.3 断面法

该功能是在地质解译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传统断面法储量计算的过程。“断面法”功能组中包

含以下命令：断面投影、断面提取、块段关联、图表输出。如图 7-44 所示。

图 7-38“断面法”功能组

7.3.1 断面投影

断面投影是将矿段组合样、矿体轮廓线投影到相应的各个剖面，便于后期计算面积、划分块

段、计算体积等。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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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传统地质”→“断面法”→“断面投影”

【操作格式】

（1）打开“矿体轮廓线.dmf”、“勘探线剖面文件.dmf”、“矿段提取文件.dmf”三个文

件，选择“勘探线赋值”功能，根据勘探线剖面文件对矿体轮廓线增加“勘探线号”、“前后勘

探线号”属性。

（2）点击“断面投影”功能，命令行提示“请选择要投影的组合样和矿体线，右键确定”，

框选组合样和矿体线右键确定，将矿体轮廓线与矿段组合样投影到各剖面，如下图所示。

图 7-39 断面投影前与断面投影后

7.3.2 断面提取

根据投影到各个勘探线剖面的矿体轮廓线和矿段组合样，提取用于断面法计算的断面，便于

后期块段关联操作。断面提取前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确保每个剖面内的矿体轮廓线和组合样

之间有交点。二：矿体轮廓线没有错误并且是闭合的。

【操作方式】

选项卡：“地质”→“断面法”→“断面提取”

【操作格式】

（1）打开“断面法投影文件”，点击“断面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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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0“断面提取”界面

（2）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自动批量”，命令行提示“请选择矿体线和组合样，右键确定”，

框选矿体轮廓线和组合样，右键确定，生成“断面法块段文件”如图。

图 7-41“断面提取”结果

（3）选择提取的单个断面块段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传统地质”→“显示断面轮廓

信息”，弹出“显示断面信息”对话框，输出 Excell 文件或确定退出。

图 7-42“显示断面信息”对话框

断面品位计算：（6.95*10+9.7*14）/（10+14）=8.55

7.3.3 块段关联

该功能用于定义剖面块段连接和外推块段，并计算块段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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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段关联支持断面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外推块段支持楔形外推和锥形外推。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断面法”→“块段关联”

【操作格式】

（1）打开“断面提取”功能生成的“断面法块段文件.dmf”，点击“块段关联”，在弹出

的动态参数框中，选择“块段关联”模式如图。

图 7-43“块段关联”对话框

（2）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需要组成块段的轮廓线，右键确认”，选择相邻两剖面中要进行

块段关联的轮廓线，右键确认，弹出“块段编辑”对话框，查看编辑对话框中的属性值确认无误

后点击“确定”完成块段关联。

图 7-44“块段关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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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次创建完所有的连接块段，图中蓝色线表示勘探线剖面前后方向，用于尖灭时选择

向前或向后尖灭。

图 7-45“块段关联”结果

（4）创建外推块段，选择“块段关联”，对话框中选择“块段尖灭”模式，尖灭类型选择

“锥体尖灭”，尖灭方向选择“向前尖灭”，根据蓝色线的方向选择断面尖灭的前后方向。

图 7-46“块段关联”对话框

（5）创建外推块段，选择要外推的轮廓线右键确认。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356

图 7-47“块段尖灭”结果

【选项说明】

使用实体体积：勾选上此选项，用户需要选择块段对应的实体，用于获取体积，然后再进行

块段关联操作。不勾选此项，块段体积根据传统公式计算求得，如下：

①面积相对差 k=（S1-S2）/S1，当 k≤40%时，采用棱柱体公式：

②当 k≥40%时，采用截锥体公式：

③当 S2=0,楔形尖灭时，采用楔形体公式：

④当 S2=0,锥形尖灭时，采用角锥体公式：

同一剖面相关联的多个断面的品位为各相关的组合样与组合长度加权。

块段的平均品位为相关联的两断面品位根据面积加权计算。

不尖灭：取消尖灭错了的块段。

7.3.4 图表输出

块段关联完成后，用图表输出功能计算各关联块段面积，体积，平均品位和金属量值，输出

计算成果表及各剖面图。

【操作方式】

选项卡：“传统地质”→“断面法”→“图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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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块段关联”工作完成后，点击“图表输出”功能，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

后选择断面线,右键确定，具体输出结果见【实例 7-4】。

图 7-48 断面法“图表输出”界面

7.4 传统法示例

【实例 7-3】块段法水平投影计算实例

（1）打开“钻孔数据库.dmg”和“金 1 号矿体轮廓线.dmf”文件。

（2）点击“矿段提取”，在弹出的动态参数框中，输入如图所示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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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9“矿段提取”界面

选择矿体轮廓线，右键确认。生成“矿段提取文件”如图

图 7-50 矿段提取文件

（3）移出钻孔数据库，只剩下矿体轮廓线和矿段组合样，点击“块段法”→“块段投影”，

选择“水平投影”，输入标高 85。

图 7-51“块段投影”界面

选择需要投影的组合样和矿体边界线，右键确定，生成钻孔投影文件，如图

图 7-52“水平块段投影”结果

（4）“块段投影”结束后可以把矿段提取文件和矿体轮廓线先保存移出窗口，隐藏“钻孔

投影文件.dmf”。打开“勘探线.dmf”文件，点击“地质解译”→“勘探线剖面”功能，画线与

勘探线相交，右键确认，生成勘探线剖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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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3 勘探线剖面文件

（5）移出“勘探线.dmf”文件并隐藏生成的勘探线剖面文件，打开“钻孔投影文件”选择

视图“从上往下看”，点击“块段划分”，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单个块段划分”，设置如下

图。（自动划分块段操作步骤见 7.2.2）

图 7-54“块段划分”界面

捕捉“孤立点”打开，依次捕捉四个相邻的见矿点，右键确定完成绘制块段。在弹出的“块

段属性编辑”对话框中查看块段编号、体重、分类编码修改无误后确定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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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5“块段划分”结果图 7-56“块段划分”外推后结果

（6）绘制外推矿段见图 7-56。

（7）选择“地质解译”→“块段编号”，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块段法”。根据分类级别

对每个块段进行编号，选择块段线，右键确定，命令行提示块段编号成功。

图 7-57 块段编号

（8）点击“图表输出”，在弹出的动态参数框中进行如图所示的设置。

图 7-58“图表输出”界面

选择块段线，右键确认，输出如下图所示的成果。

（9）图表输出在当前层下生成一“块段法布局”文件，右键布局名称选择“保存为 CAD”，

保存为 CAD 格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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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9“块段法布局”右键菜单

a 块段地质储量图

b 块段储量估算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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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资源量估算表

图 7-60 块段法输出结果

【实例 7-4】断面法计算实例

（1）打开“勘探线.dmf”文件，视图选择“从上往下看”，点击“勘探线剖面”，画线与

所有勘探线相交，右键确认，生成勘探线剖面文件。

图 7-61 勘探线剖面文件

（2）打开示例数据中的“矿体轮廓线.dmf”和“矿段提取文件.dmf”，点击“勘探线赋值”，

框选矿体轮廓线和矿段提取样，右键确定勘探线赋值成功。查询轮廓线的属性中是否赋上勘探线

号值。

图 7-62 勘探线赋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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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断面投影”，选择要投影的组合样和矿体线，右键确定完成投影。所有的矿段

组合样和轮廓线都投影到对应的勘探线剖面上。

图 7-63 断面投影结果

（4）可以先关闭或移出其它文件，只保留“断面法投影文件”，用线编辑中的“夹点编辑”

功能编辑剖面内的矿体轮廓线和组合样，确保相交处有交点。点击“断面提取”，弹出的对话框

中选择“自动批量”

图 7-64 断面提取”界面

选择矿体线和组合样右键确定，生成断面法块段文件，每个剖面上的矿体线被组合样分成了

若干个小块段。

图 7-65“断面提取”结果

（5）点击“块段关联”，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块段关联”

选择需要组成块段的相邻的两条勘探线上的断面轮廓线，右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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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6“块段关联”界面

选择“块段尖灭”，选择尖灭类型和方向。选择需要尖灭的断面轮廓线，右键确定完成块段

尖灭。

图 7-67“块段关联”成果

（6）选择“块段编号”，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断面法”，给每个块段定义一个编号。框

选所有块段，右键确定。

图 7-68 块段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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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图表输出”，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参数如图

图 7-69 断面法“图表输出”界面

选择块段关联后的断面线，右键确认。系统在当前层文件夹下生成一系列布局文件，用户可

以双击布局正视视图查看每个断面结果。同时用户可以右键布局名选择“保存为 CAD”，导出

CAD 文件。

图 7-70 断面法布局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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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个断面图

b 资源量估算表

c 块段计算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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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1 断面法“图表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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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测量

测量模块是将矿山实测数据导入到数字采矿平台中，快速进行实体建模，用于矿山采矿设计

及高精度的量算，主要内容有测量数据坐标系转换、展测点、实测数据快速生成井巷模型、方量

计算。

测量模块选项卡如图 7-1 所示。

图 8-1 矿山测量界面

8.1 坐标系转换

目前国内常见的坐标转换有以下几种：

1、空间直角坐标与大地坐标间的转换。

2、球面坐标与平面坐标间的转换。

3、不同大地坐标系的三维转换。如北京 54、西安 80、CGCS2000 及 WGS84 坐标系（WGS-84

Coordinate System）之间的相互转换。

常用的坐标转换方法有三参数法、四参数法和七参数法。软件中开发了四参数法和七参数法

两种坐标转换方法。在全球和较大范围的基准转换时，不同大地坐标系之间进行转换一般采用含

有七个参数转换的布尔莎模型（B 模型），该法转换精度高，较为常用。而在范围比较小的区域

内的基准转换，四参数法也比较常用。

在进行精确转换前，必须知道该区域的投影参数和不少于 3 个重合点（即为在两个不同坐标

系中坐标均为已知的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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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坐标系转换”功能组

不同坐标系转换的操作流程：

（1）分析选取用于计算坐标转换参数的重合点；

（2）确定坐标转换参数计算方法和坐标转换模型；

（3）根据确定的转换方法和转换模型计算坐标转换参数；

（4）根据计算的转换参数计算待转换点的目标坐标系坐标。

8.1.1 七参数法坐标系转换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坐标系转换”→“七参数”

，弹出选项卡如图 8-3 所示，导入三个以上重合点计算七参数，如图 8-4。将计算出的七

参数（如图 8-5 所示）保存，方便下次坐标转换时直接调用（若不保存，则只适用本次坐标转换）。

选择源坐标系和目标坐标系，并设置投影参数（如图 8-6），导入七参数值进行单点坐标转换或

批量转换。

图 8-3 “不同坐标系”转换对话框 图 8-5 “七参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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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计算七参数”对话框图 8-6 “高斯投影参数设置”对话框

【说明】

大地坐标系：大地测量的基本坐标系，大地经度 L、大地纬度 B 和大地高 H 为该坐标系的 3

个坐标分量，软件采用坐标格式 B、L、H。

空间坐标系：过空间定点 O 作三条互相垂直的数轴，它们都以 O 为原点，具有相同的单位

长度。这三条数轴分别称为 X 轴(横轴)，Y 轴(纵轴)，Z 轴(竖轴)，统称为坐标轴。

平面坐标：用 X、Y 表示的坐标形式，软件采用格式 X、Y、H。

WGS84 坐标系统：即 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是为 GPS 全球定位系统使用而建立

的坐标系统，几何意义是：坐标系的原点位于地球质心，z 轴指向（国际时间局）BIH1984.0 定

义的协议地球极(CTP)方向，x 轴指向 BIH1984.0 的零度子午面和 CTP 赤道的交点，y 轴通过右

手规则确定。

1954 年北京坐标系：将我国东北呼玛、吉拉林、东宁三个基线网与苏联大地网相联，将苏

联 1942 年坐标系延伸到我国，定名为 1954 年北京坐标系（后简称 54 系）。高程异常是以苏联

1955 年大地水准面差距为依据，按我国天文重力水准路线传递而得。因此我国 54 系实际上是苏

联 1942 年坐标系，其坐标原点在苏联的普尔科沃。参考椭球采用克拉索夫斯基椭球。

地球长半轴 a=6378245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5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10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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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椭球扁率 f =1/298.3

1980 年西安坐标系：1980 年西安坐标系是我国测绘工作者，依我国境内的高程异常的平方

和等于最小（Σζ2=最小），适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地基准。大地原点位于陕西省泾阳

县永乐店北洪流村。椭球参数采用 1975 年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推荐的

一组数据。

地球长半轴 a=6378140

地球自转角速度ω=7.292115×10-11

地球总质量与引力常数之积 GM=3.986005×108 米 3/秒 2

地球引力场二阶带谐系数 J2=108263×10-8

地球椭球扁率 f =1/298.257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原点为包括海洋和大气的整个地球的质量中心；空间直角坐标系的 Z

轴由原点指向历元 2000.0 的地球参考极，X 轴由原点指向格林尼治参考子午面与地球赤道面（历

元 2000.0 ）的交点，Y 轴与 Z 轴、X 轴右手正交坐标系。采用广义相对论意义下的尺度。

地球长半轴 a=6378137

地球自转角速度ω=7.292115×10-11

球总质量与引力常数之积 GM=3.986004418×1014 米 3/秒 2

椭球扁率 f =1/298.257222101

高斯投影参数设置：中央子午线为高斯投影带中央的大地子午线，尺度一般默认 1，X 常数

一般 0，Y 常数一般 500000，基准维度一般为 0。

【实例 8-1】用实例数据“示例数据\06 测量\6.1 坐标系转换\01 七参数（重合点）.txt”

中计算七参数，然后导入七参数求北京坐标系下“示例数据\06 测量\6.1 坐标系转换\03 七参

数.txt”在西安坐标系下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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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点击“七参数”，弹出“不同坐标系转换”对话框，如图 8-3 所示；

（2）点击“计算”按钮，弹出“计算七参数”的对话框，如图 8-4 所示。选择源坐标和目标

坐标，并按要求导入或输入重合点，点击计算，弹出计算结果对话框，如图 8-5 所示。保存并退

回到“不同坐标系转换”对话框；

（3）选择源坐标系和目标坐标系，并根据转换区域地理参数设置高斯投影参数，如图 8-6 所

示；

（4）选择单点转换，输入一点的源坐标系下的坐标，点击“转换”；选择批量转换，打开源

坐标系下的多个点坐标并输入目标坐标文件路径，点“转换”。

8.1.2 四参数法坐标系转换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坐标系转换”→“四参数”

弹出选项卡如下图 8-7 所示，点击计算弹出对话框如图 8-8，输入重合点数据进行四参数计

算，得到的四参数，根据转换参数进行数据转换。

图 8-7 “平面坐标转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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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四参数”对话框

【实例 8-2】用实例数据“示例数据\06 测量\6.1 坐标系转换\02 四参数（重合点）.txt”

计算四参数，然后导入四参数将北京坐标系下的“示例数据\06 测量\6.1 坐标系转换\04 四参

数.txt”转换成西安坐标系下的各点坐标。

（1）点击“四参数”，弹出“平面坐标转换”对话框，如图 8-7 所示；

（2）点击“计算”按钮，弹出“四参数”计算对话框，如图 8-8 所示。选择源坐标和目标

坐标，按要求导入或输入重合点，点击计算，在四参数栏出现了计算结果，保存并退回到“平面

坐标转换”对话框；

选择单点转换，输入一点的源坐标系下的坐标，点击“转换”；

选择批量转换，打开源坐标系下的多个点坐标并输入目标坐标文件路径，点击“转换”。

8.2 展测点

8.2.1 导入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展测点”→“导入”

【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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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文件：第一列对应编号；第二列对应东坐标第三列对应北坐标；第四列对应高程；第五

列对应分类；

【实例 8-3】从示例数据“示例数据\06 测量\6.2 展测点\01 测点文件.txt”文件进行导入

操作。

【操作步骤】

（1）点击选项组：“测量”→“展测点”→“导入” 后，出现如图 8-9 所示对话框

图 8-9 “导入文本文件”对话框

（2）点击“下一步”，设置字段对应关系，如图 8-10 所示。

（3）点击“下一步”，可对数据进行预览，预览只显示部分文本数据，如图 8-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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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字段对应”对话框图 8-11 “文本文件预览”对话框

（4）点击“完成”，选择需要导入的信息。

图 8-12 选择导入的信息

（5）点击“确定”按钮，在视图中显示导入的测点信息。如图 8-13

图 8-13 导入后的数据预览

8.2.2 粘贴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展测点”→“粘贴”

快捷菜单：在“三维设计”窗口单击右键，出现如图 8-14 所示的菜单，从菜单中选择“从

表数据粘贴为点”或“从数据表粘贴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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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在空白区域单击右键

【操作步骤】

（1） 复制数据“示例数据\06 测量\6.2 展测点\02_粘贴点线.xls”文件进行复制

操作。

（2） “测量”→“展测点”→“粘贴”。

8.3 实测巷道

8.3.1 歩距法

此功能适用于根据步距法实测数据和巷道断面生成巷道模型。

8.3.1.1 步距法 1

测点数据与步距数据不在同一个文件中，但可以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步距法”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否”，即测点数据和步距数据在不同的文件夹内。如图 8-15 所示。

图 8-15“数据格式选择”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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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步距法 1”对话框中将所需的文件导入如图 8-16 所示。

【实例 8-4】以示例数据中“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1_步距法 1”为实例

（1）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步距法”，运行后弹出如上图所示对话框，选

择“否”。

（2）勾选“导入测点”、“导入断面轮廓线”、“巷道两端封闭”、“导入帮线”，选择

所需拟合的断面号后，单击确定如图 8-17 显示。

图 8-16“步距法 1”对话框

图 8-17 导入成功后生成的实体巷道

8.3.1.2 步距法 2

测点文件和步距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内。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步距法” 。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是”，即测点文件和步距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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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8 数据格式选择对话框

【实例 8-5】以示例数据中“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1_步距法 2”为实例

【操作步骤】

（1）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步距法”，运行后弹出如图 8-19 所示对话框。

（2）勾选“导入测点”、“导入断面轮廓线”、“底板高程”、“批量生成”，选择所需

拟合的断面号后，单击确定如图 8-20 显示（*注：如果实测数据中的坐标为 Y,X 时，需勾选测点

X，Y 坐标互换）。

图 8-19 “步距法 2”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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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 文件导入成功后生成的实测巷道

（3）双击测点对象，在属性框中会看到该测点的“控制点高程”和“控制点名称”属性字

段，如下图所示。

图 8-21 控制点属性显示

（4）鼠标右击“数据管理”下的文件名，选择“要素类管理”，将控制点要素设为当前要

素。再在测点的图层上点右键设置“显示属性”，显示点的名称和高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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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控制点属性三维显示对话框图 8-23 控制点属性三维显示

8.3.2 双线法

此功能用于根据巷道断面和帮线生成巷道模型。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双线法”

【线数据要求】

线数据必须要求闭合。

先设置断面型号。

请选择双线巷道。

【实例 8-6】由示例数据“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2 双线法数据.dmf”生成实体巷道。

【操作步骤】

（1）打开示例数据中“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2 双线法数据.dmf”文件，如图 8-24 所示。

（2）点击“测量—实测巷道—双线法”，弹出巷道断面设计对话框，如图 8-25 所示，根据

实际情况对巷道断面参数进行设置（默认为三心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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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 双线巷道原始数据图 8-25 巷道断面设计对话框 图 8-26 生成的实体巷道

（3）根据命令栏提示“选择双线巷道”。

（4）键入回车键或右键确定生成实体巷道，如图 8-26 所示。

8.3.3 极坐标法

该功能用于将极坐标法实测数据生成测点和轮廓线。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极坐标法” 工具

图 8-27 极坐标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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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8-7】用示例数据中“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3_极坐标法\极坐标法实测数据 1.txt”

生成测点和轮廓线。

（1）点击“测量”→“实测巷道”→“极坐标法” 工具，在弹出的对话框进行设置，如

上图所示。

（2）确定后，在三维空间中将生成对应的测点与轮廓线。

图 8-28 “极坐标法”生成的测点和轮廓线

8.3.4 断面法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断面法”

【实例 8-8】利用示例数据中“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4_断面法数据.txt”生成实体巷道。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断面法”

（1）点击“断面法 ”按钮，弹出如图 8-29 的对话框，选择文件“示例数据\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4_断面法数据.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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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9 “断面法”对话框

（2）点击“下一步”，显示对应的字段，如图 8-30 所示。

（3）点击“下一步”，可对数据进行预览，预览只显示部分文本数据，如图 8-31 所示。

图 8-30 “字段对应”对话框 图 8-31 “文本文件预览”对话框

（4）点击“下一步”，可对生成的实体巷道进行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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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2 “属性设置”对话框

（5）点击完成，在三维窗口内将显示巷道实体，如图 8-33 所示。

图 8-33 “断面法”生成的巷道实体

8.3.5 腰线法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腰线法”

弹出“数据格式选择”对话框如图 8-34，选择用点数据还是线数据生成模型。选择点数据，

需要导入顶板、底板或腰线点数据文件“*.txt/ *.csv/ *.dat”生成巷道实体。选择线数据，需要

框选同一巷道的顶板、底板或腰线数据来生成巷道实体。

【实例 8-9】利用示例数据中“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5_腰线法数据.txt”生成实体巷道。

（1）点击“腰线法 ”按钮，，弹出“数据格式选择”对话框如图 8-34。选择“点数据”

生成模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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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4 数据格式选择对话框

（2）弹出的数据转换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示例数据\06 测量\6.3 实测巷道\05_腰线法数据.txt”

图 8-35“导入文本文件”对话框

（3）点击“下一步”，显示对应的字段，如图 8-36 所示。

（4）点击“下一步”，可对数据进行预览，预览只显示部分文本数据，如图 8-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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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6 “字段对应”对话框 图 8-37 “文本文件预览”对话框

（5）点击“下一步”，可对生成的实体巷道进行属性设置。

图 8-38 “属性设置”对话框

（6）点击完成，则实体巷道在三维窗口中显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图 8-39 腰线法生成的巷道实体

【实例 8-10】利用线数据生成实体巷道。

1）点击“腰线法 ”按钮，，弹出“数据格式选择”对话框如图 8-40。选择“线数据”生

成模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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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0 数据格式选择对话框

（2）选择同一条巷道的所有顶板、底板和腰线，确定。生成巷道实体如图 8-41、图 8-42 所示

图 8-41 一条巷道的顶板、底板和腰线

图 8-42 选择线数据生成巷道实体

8.3.6 实测井

根据实测数据生成井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实测井” ，弹出“实测井”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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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9 “生成实测井”对话框

8.3.7 更新

该功能可更新用“步距法 2”生成的巷道实体，即测点信息和数据信息在同一个文件。增加、

修改、删除原 txt 数据后，模型自动修改。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实测巷道”→“更新” ，请点选要修改的巷道实体，确定。

图 8-40 步距法 2 实测巷道修改

【实例 8-11】更新由示例数据“步距法 2”生成的巷道实体

（1）打开实例 8-5 中由“步距法 2”生成的实测巷道实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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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 选中要修改的“步距法 2”实测巷道

（2）选中要修改的巷道实体，右键确定，然后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图 8-42 修改步距法 2 实测巷道对话框

（3）点击“修改”，自动打开原 txt 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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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3 修改步距法的巷道数据

（4）在 txt 文件里，删除一段数据，如下图所示，点击关闭并保存。

图 8-44 修改步距法的巷道数据

（5）返回上一个窗口，点击确定，模型变化如图所示。同样也可以增加或修改*.txt 格式步

距法实测数据，模型也会自动发生相应变化。

图 8-45 修改后的巷道模型

8.3.8 实测巷道

手动输入巷道名称、测点信息、步距信息、断面信息生成实测三维巷道及导出 EXCEL 表

【操作方式】

“测量”→“实测巷道”→“实测巷道”，或者是用户输入 MS 命令后，弹出如图 8-46 对

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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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6 实测巷道对话框

【实例 8-12】实测巷道的生成

（1）点击“测量”功能组中“实测巷道”或输入“MS”命令；

（2）配置参数，包括步距信息、测点信息等；

（3）确定；

图 8-47 导出的 EXCEl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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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8 生成的实测模型

导出的 EXCEL 表见图 8-47，生成的实测三维模型见图 8-48，包括高程标注、巷道轮廓线、

三维实体、测点等。

8.3.9 岔道模型

此功能根据实测的岔道轮廓线，生成实测的巷道三维模型。

【操作方式】

选项卡：“测量”→“实测巷道”→“岔道模型”

【实例 8-13】岔道模型

（1）打开示例数据“示例数据\06 测量\6.4 岔道模型\岔道模型.dmf ”，选择岔道轮廓线，

见图 8-49。

（2）右键或空格确定，生成的实测岔道模型见图 8-50。

图 8-49 岔道轮廓线图 8-50 实测岔道模型

8.4 填挖方量

该功能用于对两期实测数据生成的 DTM，计算填挖方量。

【操作方式】

选项组：“测量”→“填挖方量” ，弹出对话框如图 8-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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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1“填挖方量”对话框

【说明】

三角网法：将上下 DTM 在约束边界内部（封闭区域）的点重新构建三角网，并通过上下对

应的三角网所形成的三棱柱来计算填挖方量。

网格法：将填挖方区域划分成长方形网格，形成四棱柱，每个四棱柱的顶高和底高，都是由

上下 DTM 在该网格中心点的位置的高程所确定，然后计算四棱柱的体积，最后进行汇总计算填

挖方量。

网格法-网格级数：设置划分成长方行网格划分的参数，表示行与列的个数。

剖面法：在某个方向上，根据设定断面间距形成一系列的剖面线，剖切 DTM，从而形成系

列剖面，根据系列剖面填挖方面积与影响距离计算填挖方量。

块段法：用在 XYZ 三个方向输入的块段尺寸形成的块段，填充填挖方区域，计算填挖方量。

【实例 8-14】用示例数据中“06 测量\6.4 填挖方量\01 填挖方量示例.dmf”进行剖面法填

挖方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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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示例数据\06 测量\6.4 填挖方量\01 填挖方量示例.dmf”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 8-52“填挖方量”示例数据

（2）点击“测量”→“填挖方量”工具，弹出如上图 8-51 所示动态参数框。选择一种算法，

可勾选生成“结果体”。

（3）命令行：请选择上部 DTM，右键确认...

命令行：请选择下部 DTM，右键确认...

命令行：请选择封闭区域线，右键确认...

即可计算出填挖方量，并在查询结果窗口内显示出填方量和与挖方量的具体值如图 8-53 所

示。

图 8-53 剖面法结果体及填挖方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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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4 剖面法算量出图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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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井巷工程

井巷是矿山生产中运输人员、矿石、材料等的主要通道。在实际工程中，主要有设计巷道和

实测巷道两种。在工程设计中主要有巷道中心线的设计，坡度的调整以及断面设计等等。

本章主要介绍巷道中心线设计、巷道坡度调整、巷道断面设计、巷道井实体生成、巷道帮线

生成及施工图标输出等方法。井巷工程设计和三维实体生成所涉及的命令主要在“井巷工程”选

项卡（如图 8-1 所示）。

图 9-1 “井巷工程”选项卡

9.1 中心线设计

井巷工程下的“中心线设计”功能组如图 9-2 所示，主要用于各类巷道中心线的设计。

图 9-2 “中心线设计”功能组

9.1.1 巷道

此功能主要根据实际工程的要求进行巷道中心线的设计。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中心线设计”→“巷道” ，

请输入基点：（输入基点的三维坐标 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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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G)/方位角(度分秒),倾角(度分秒)[,距离]:(输入下一点的方位角，倾角，距离或输入 G 进

行坡度操作）

弯道(W)/闭合(C)/坡度(G)/方位角(度分秒),倾角(度分秒)[,距离]:输入下一点的方位角，倾角，

距离；或是输入 W 进行弯道设计；或输入 G 进行坡度操作；或是输入 C 进行巷道中心线闭合操

作；或是点右键结束操作。

【选项说明】

（1）在输入数值字符时选择输入法在英文状态下(如果是搜狗、QQ 拼音、微软拼音等在中

文状态下同样可以正常执行命令)

（2）结束操作除用右键外，还可以用空格键或是回车键，如果要回到选择状态，则用 Esc

键。

（3）坡度（G）命令用于进行坡度（%）、方位角、距离的操作。

（4）弯道（W）命令主要用来进行弯道的设计。在命令行中输入 W 时，出现如下对话框，

见图 9-3。

图 9-3“弯道设计”对话框

（5）方位角，倾角，距离

方位角的规定为：正北方向为零度，然后以顺时针方向旋转，范围在 0~360 度之间；倾角

有正有负，倾角为正，线从起点到终点逐渐抬高到所规定的角度，倾角为负则向下降低到所规定

角度；距离为两点间线段的实际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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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9-1】巷道中心线的设计

（1）选择“中心线设计”→“巷道”。

（2）输入基点坐标：0,0,0。

（3）输入下一点的方位角、倾角、距离：120,10,20。

（4）继续输入下一点的方位角、倾角、距离：180,10,20。

（5）如果要进行弯道设计，在命令行中输入 W。

（6）在“弯道设计”对话框框中输入相应的参数，见图 9-4。

（7）完成弯道设计后命令行提示“请输入距离（默认 10）”，在命令行输入 5。

（8）在命令行输入 W，继续进行弯道的设计，对话框中输入与步骤（6）相同的参数，在弯

道方向中选择“逆时针”，最后形成的设计线见图 9-5。

图 9-4“弯道设计”对话框图 9-5 设计线

9.1.2 弯道

此功能主要用来对两条巷道中心线间的弯道进行设计，两巷道间需要用弯道进行过渡连接时，

可以使用此功能。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中心线设计”→“弯道” ，

请选择主巷道：（选择一条多段线）

半径：（输入圆弧半径或通过鼠标移动确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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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右键或回车确定。

【实例 9-2】弯道设计

（1）在三维绘图界面上绘制如图 9-6 所示的巷道中心线。

图 9-6 需要相连的多段线

（2）选择按钮“弯道”，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一条巷道中心线，选定的多段线改变颜色，

如图 9-7。

图 9-7 选定多段线变色

（3）命令行提示“半径”，将鼠标拖至要进行弯道连接的另一巷道中心线上，另一巷道中

心线变色点击鼠标左键完成弯道设计，使用线编辑删除边功能删除多余的边，如图 9-8。

图 9-8 设计好的弯道

【选项说明】

（1）在选择主巷道时要注意，在进行弯道连接时，默认先选择的多段线为弯道的起点。

（2）如果要通过鼠标的移动来确定弯道位置，在软件界面的下方会出现一些基本参数，见

图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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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弯道设计软件界面

界面中半径这一数值会在鼠标移动过程中随着鼠标位置的移动而变化，如果想要在某一半径

时确定弯道的位置，点右键确定即可。也可直接在命令行输入半径值，点右键完成弯道设计。

（1）通过命令行输入弯道半径：在命令行提示“半径”时，输入弯道半径并将鼠标拖至另

一中心线处，按空格键完成弯道设计。

（2）使用鼠标拖动设计弯道时，出现的弯道线会随着鼠标的移动而显示与界面背景相反的

颜色或是红色，其中与界面背景相反的颜色代表着弯道的起点和终点与两条巷道中心线相接，红

色则代表弯道的一侧与中心线没有相接。

9.1.3 单岔道

此功能主要用来进行主巷道上和主巷道与分支巷道之间的单岔道设计，在巷道间需要用单岔

道进行过渡连接时，可以使用此功能。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中心线设计”→“单岔道” ，

请选择主巷道：（选择需要起岔的主巷道）

半径：（输入道岔圆弧段半径）

点右键或回车确定。

【实例 9-3】单岔道设计

（1）在绘图界面上绘制两条有一定夹角的巷道中心线。

（2）选择“中心线设计”→“单岔道”，弹出如图 9-10 对话框。此对话框为岔道参数设计

对话框，通过修改对话框内“岔道尖夹角”和“直道距离”可以改变岔道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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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0 岔道设计动态参数对话框

（3）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主巷道，选定的多段线改变颜色。

（4）将鼠标拖至另一中心线处点击鼠标左键完成单岔道设计，巷道中心线多余部分可以裁

剪，生成单岔道如图 9-11 所示

图 9-11 单岔道设计图

【选项说明】

（1）单岔道设计弯道半径分鼠标拖动和命令行直接输入参数两种，参看弯道设计下的选项

说明第 3，4 条。

（2）岔道参数作用于岔道与主巷道连接处。

（3）岔道参数对话框下端有一“参数”按钮点击“参数”，出现如图 9-12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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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参数设置对话框

此对话框可以将岔道参数以文件的形式储存，新建参数文件，点击“新建”在“文件记录”

中输入该参数文件的名称，点击保存，完成对动态参数对话框中参数的保存；已有文件的调用，

在“文件记录”中选择对应参数的文件名称，点击“加载”完成参数的调用操作；删除已有参数

文件，则在“文件记录”中选择对应的文件名称，点击“删除”，此文件被删除。

9.1.4 双岔道

在主巷道和分支巷道间需要用双岔道进行连接时，使用此功能。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中心线设计”→“双岔道” ，

请选择主巷道：选择需要起岔的主巷道。

半径：输入道岔圆弧段半径。

【说明】

此功能的操作与单岔道设计相同，请参看单岔道设计，生成的岔道如图 9-13 所示。岔道参

数分别作用于主巷道与分支巷道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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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双岔道设计图

9.1.5 起点起岔

起点起岔是在设计时首先确定分支巷道的起点位置及起点岔道参数和弯道参数，拖动鼠标终

点自由拖动目标位置，同时变换终点岔道参数。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中心线设计”→“起点起岔” ，请选择主巷道：选择需要起岔

的主巷道。

【实例 9-4】起点起岔。

（1）在绘图界面内绘制一条巷道中心线。

（2）按钮“起点起岔”，弹出如图 9-14 所示对话框，对岔道的各种参数进行设置，采用默

认参数设置，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刚绘制的巷道中心线。

图 9-14 起点起岔参数设置对话框

（3）移动鼠标将岔道自由端达目标位置后单击鼠标左键，完成岔道设计，如图 9-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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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5 起点起岔设计图

【说明】

点击起点起岔参数设计对话框下端的“参数”按钮会出现如图 9-12 所示对话框，功能相同。

详细说明请参看单岔道设计中说明第 2 条。

9.1.6 终点起岔

与起点起岔不同的，在使用中首先确定终点的位置，再拖动鼠标将分支巷道拖动到需要的位

置。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中心线设计”→“终点起岔”，

请点选目标位置：选择起岔巷道。

【说明】

这一功能类似与起点起岔，参数设置对话框与起点起岔相同。在操作时，首先选择岔道巷道

的终点，然后移动鼠标，将鼠标拖至需要起岔的主巷道。生成岔道如图 9-16 所示。

图 9-16 终点起岔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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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坡度

井巷工程下的“坡度”功能组，主要用于对设计好的巷道中心线进行坡度的调整。

图 9-17“坡度”功能组

9.2.1 平滑坡度

一条多段线中会有两个端点，在实际中会遇到要通过已知这两个端点的高程来进行两端点间

的点的均匀赋值，尤其是在实测巷道中有很多的测点，每个测点的高程都不一样，而两个测点之

间还有很多未知高程的点，要想通过已知两个点的高程来使其余未知点得到均匀赋值，这就要用

到此功能。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坡度”→“平滑” ，

请选择目标对象：（选择要编辑的线）。

请点选基点：（用鼠标单击第一个点）。

请点选目标点：（鼠标单击第二个点）。

【实例 9-5】线的平滑坡度操作。

（1）将数据目录中“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2 坡度”拖入三维视图中。

（2）将双线巷道上面一条多段线的端点进行底板的赋值：在线段左侧端点处双击，端点处

出现红色点且弹出端点的属性框（图 9-19），将端点 Z 值赋为 520，按回车键。用同样方法为

上面一条多段线的终点进行赋值，Z 值赋为 555，见图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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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8 始点属性 图 9-19 终点属性

（3）选择“坡度”→“平滑坡度”，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目标对象，选择已经进行底板赋

值的多段线。

（4）根据命令行的提示，分别选择第一条多段线的始点和终点，这样，它们之间的所有点

都根据这两点间的高程进行了均匀赋值。可以将视图转为“从右向左看” 查看效果，如图 9-20

所示。

图 9-20 平滑调整前、后

（5）同理，下面一条线也可以用此方法进行高程的赋值。

9.2.2 坡度调整

在实际的工作中，会碰到要通过一条线的某个端点为起点，对整条线进行一个坡度的调整。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坡度”→“调整” ，

请选择目标对象：（选择要编辑的线并在动态参数对话框中输入相应参数）

请选择基点：（选择要进行坡度调整的线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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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目标点：（选择要进行坡度调整的线的终点）

【实例 9-6】线的坡度调整操作

（1）打开示例数据中“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2 坡度”文件。

（2）选择“坡度”→“坡度调整”，弹出如图 9-22 所示对话框。

图 9-21 坡度调整动态参数

（3）坡度模式选择“千分数”，输入“3”，然后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上面的一条多段线，

选择左端点为基点，右端点为目标点，完成坡度调整。将视图转为“从右向左看” 查看效果，

如图 9-22 所示。

图 9-22 坡度调整前、后

【选项说明】

（1）在动态参数对话框中会出现坡度调整的两种模式，坡度有两种模式，如果坡度是千分

数格式，输入“3”，则表示以 3‰对选中的目标进行坡度调整；如果坡度是角度格式，则选角

度（角度是指角的度数而非弧度）。如果向上抬高，坡度为正，向下则为负。

（2）在对封闭对象进行坡度调整时，可以选择不同的边调整坡度，没有选择的边则根据调

整的边得始末点的高程自动调整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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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断面设计

井巷工程下的“断面”功能组主要用于巷道断面和支护类型的设计。（如图 9-23）。

图 9-23“断面设计”功能组

9.3.1 轮廓

在进行巷道生成时，首先要对巷道的断面参数进行确定，这其中包括巷道的断面形状以及相

应断面的宽度、高度等。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断面设计”→“轮廓” ，

在弹出的“断面设计”对话框中进行参数的设置。

【选项说明】

与支护设计类似，进行断面设计时必须先要对断面进行创建、命名，此时系统会自动对创建

的断面进行编号，在进行实体巷道的构建时，如果要选用已经创建好的断面，只需选用与设计断

面相应的系统编号即可。

断面预览：图形的形状会随着参数的改变而改变。

X 偏移、Y 偏移：沿 x 轴，y 轴的偏移决定了生成巷道与巷道中心线间的位置。

断面设计对话框见图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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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4 断面设计对话框 1

【实例 9-7】三心拱断面的设计。

【操作步骤】

（1）选择“断面设计”→“轮廓” 。

（2）在形状下拉菜单中选择三心拱，参数设置自动变为三心拱的参数模式，巷道宽度输入

2.5，巷道墙高输入 1.77，拱高/宽度下拉菜单中选择 1/3，可以看到巷道拱高自动变为 0.8333，

X 偏移、Y 偏移都输入 0，这就意味着由此断面生成的巷道实体底板中心线与生成此巷道实体中

心线间不发生偏移。见图 9-25。

图 9-25 断面设计对话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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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数设置好之后，点击“创建”，会出现如下对话框，见图 9-26。

图 9-26 断面设计对话框 3

在断面名称中输入“三心拱 1”，点击确定，完成对三心拱断面的创建，此时可以看到“编

号”一栏内系统已自动为此断面进行了编号，见图 9-27。

图 9-27 断面设计对话框 4

（4）若想对已经创建的三心拱 1 的参数进行修改，例如，将拱高/宽度改为 1/4，则在断面

名称下拉菜单中选择“三心拱 1”在断面参数中“拱高/宽度”下拉菜单中选择“1/4”，点击修

改，出现图 9-28 所示提示框，点击确定，完成了对“三心拱 1”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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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8 断面设计对话框 5

【实例 9-8】自定义断面的设计。

（1）用多段线命令在绘图界面内绘制自定义断面的断面形状，设计好的断面见图 9-29。

注意：在绘制这一断面时，要保证操作时的视图为俯视，即所画的线必须在 X-Y 平面内。所

绘制的图形要在（0，0）附近，图形不能太大。

图 9-29 断面设计

（2）选择“断面”→“轮廓” 。

（3）在弹出的“断面设计”对话框中，“形状”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义，点击“创建”。

系统自动弹回到绘图界面。

（4）选择刚设计的断面，点右键，弹出断面设计对话框，在断面名称里选择“自定义 7”，

此断面就是刚设计的断面，见图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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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0 自定义断面对话框

（5）从预览框中可以看到刚刚设计的断面形状，断面名称一栏中系统自动命名为“自定义 7”，

如果想要自己命名，可以点击“重命名”，“编号”系统已自动赋值，这样自定义断面就完成了。

9.3.2 支护

实际工程中，每个巷道及井筒因其周围地质环境的不同和工作性质的不同需要不同的支护类

型，这一命令主要应用于对巷道支护类型和相应参数的设计。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断面设计”→“支护”

，在弹出的“支护类型”对话框中进行参数的设置。

【说明】

支护类型设计时要先进行支护类型的创建，系统中没有储存任何支护类型文件。系统会为新

创建的支护类型按顺序进行编号，在巷道支护类型选择时只要选择对应的支护类型编号即可。支

护类型设计对话框见图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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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 支护类型对话框

【实例 9-9】锚杆支护设计

【操作步骤】

（1）选择“断面设计”→“支护类型”

（2）在支护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锚杆，此时对话框的锚杆模块显示可输入状态，在“每米

巷道耗锚杆数”中输入 15，“每根锚杆质量（kg）”输入 10。点击创建弹出如图 9-32 所示对

话框。输入支护名称“锚杆支护 1”，点击确定，完成对锚杆支护的设计。此时在编号中可以看

到系统已自动为此支护类型编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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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支护类型设计对话框

（3）点击支护类型对话框“确定”，刚刚创建的支护文件被保存在支护类型对话框中。

（4）若想对刚刚创建的支护类型进行修改，则选择“断面”→“支护类型”在弹出支护类

型对话框后，在支护类型名称中选择刚刚创建的支护类型名称，修改想要修改的参数如将“每米

巷道耗锚杆数”改为 12，则在“每米巷道耗锚杆数”中输入 12，点击修改，完成了对已有支护

类型的修改操作。点击“确定”保存操作。

9.4 断面轮廓线

9.4.1 基于面

根据工作面切片内的轮廓线为约束条件，在巷道大致走向上绘制一系列断面轮廓线，然后按

连线框的方法将各个断面轮廓做成巷道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断面轮廓线”→“基于面” ，

在弹出的“动态参数”对话框中进行参数的设置。

【实例 9-10】基于面绘制断面轮廓线

（1）首先数据准备，绘制一多段线为巷道的大致走向，用开始菜单中的工作面模块中的创

建工作面命令，沿这条多段线创建一组工作面，如图 9-33 所示。

图 9-33 创建工作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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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工作面后点击开始菜单中工作面功能组中的“切片”，弹出是否产生工作面剖切

文件的对话框，单击“是”，此时每一个工作面都变成剖切文件中的一个图层，双击图层名，系

统会自动转的正视该工作面剖面上，此时点击“井巷工程”→“断面轮廓线”→“基于面” ，

弹出如图 9-34 所示对话框。

图 9-34 绘制断面对话框

（3）点击“断面号”后面的按钮，会弹出断面设计对话框，在断面名称中选择需要的断面

如三心拱，点击确定，完成断面号的选择。此时鼠标上会附有一个三心拱，在该平面上需要设置

巷道的位置点击，即会在该平面上生成一个断面，在其他剖切平面上重复以上操作可得到如图

9-35 所示图像。

图 9-35 绘制断面图

（4）通过实体建模中的连线框工具就可以做出巷道实体如图 9-36。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417

图 9-36 生成巷道实体图

9.4.2 基于线

此功能主要用于巷道断面发生变化的情况，在断面变化的位置绘制断面轮廓线，然后按连线

框的方法将各个断面轮廓线连成巷道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断面轮廓线”→“基于线” ，

在弹出的“动态参数”对话框中进行参数的设置。

【实例 9-11】基于线绘制断面轮廓线。

（1）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3 断面轮廓_基于线.dmf”，如图 9-37 所示。

图 9-37 巷道帮线

（2）打开端点捕捉，点击“断面轮廓线”→“基于线”工具，在断面变化位置捕捉画线，

结果如图 9-38 所示。

图 9-38 绘制巷道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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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实体建模”→“创建实体”→“线框”工具将断面轮廓线连成面，如图 9-39 所

示。

图 9-39 生成过渡段巷道模型

9.5 井巷实体

这一功能组主要用于在存在巷道中心线的情况下生成巷道实体。

图 9-40“井巷实体”功能组

9.5.1 联通巷道

该功能是根据巷道中心线来生成巷道实体。当有多条巷道中心线交汇时，可以生成交叉口连

通、两端封闭或不封闭的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井巷实体”→“联通” ，

请选择巷道中心线：（选择要生成实体巷道的中心线后点右键，选择“封口”、“不封口”

或“取消”如下图所示）

图 9-41 生成联通巷道右键菜单

【实例 9-12】生成联通巷道

（1）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4 井巷实体.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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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井巷实体”→“联通”，根据命令行提示框选选择巷道中心线，点击右键，选

择封口生成的巷道实体见图 9-42。

（3）通过切割实体可以看到巷道和巷道直接是联通的，在开始菜单“视图限制”中选择“产

生垂直于 Z 轴的剪切面”，调整剪切面的位置可以看到巷道之间是联通的，见图 9-43。

（4）也可以选择线点右键后选择不封口，生成内部联通两端开口的巷道实体。

图 9-42 生成的巷道实体图 9-43 切割后的巷道实体

【说明】

生成巷道实体的巷道中心线，要设置为巷道文件并且属性中有断面号类型。

设置方法：鼠标右键点击文件名，选择“要素类管理”，在巷道所采用的要素名称上点击，

然后选择“文件类型”为“巷道文件”。

9.5.2 非联通巷道

此功能与生成联通的三维巷道此功能的步骤一致，不同的是最后生成的巷道是非联通的。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井巷实体”→“非联通”

请选择巷道中心线：（选择要生成实体巷道的中心线）。

【说明】

（1）需要将此文件设置为巷道文件，参考 8.5.1 说明。

（2）操作步骤与联通巷道相同，切割后的实体如图 9-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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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4 切割后的巷道实体

9.5.3 竖井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井巷实体”→“竖井”

请输入旋转角度：（输入要旋转的角度）。

请选择巷道中心线：（选择要生产实体的巷道中心线）。

【实例 9-13】生成竖井。

（1）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4 井巷实体.dmf”文件，文件中有三条竖井中心线。

（2）选择“井巷实体”→“竖井”，根据命令行提示输入要旋转的角度，输入 10，点空格

键确定。

（3）选择巷道中心线，点击右键确定，生成巷道实体见图 9-45。

图 9-45 生成竖井巷道实体

【说明】

（1）要生成竖井的文件要设置为巷道文件，巷道中心线要设置断面类型。

（2）旋转角度为绕断面中心线逆时针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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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巷道联合

此功能主要用于主巷道与竖井间用于生成贯穿的巷道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井巷实体”→“巷道联合”

【选项说明】

顺巷长度是指在相交处，往水平方向向上或向下延长该长度的距离。

竖井的底板宽度应小于平巷的底板宽度。

【实例 9-14】巷道联合

（1）打开“巷道联合.dmf”数据，点击命令，弹出对话框，配置巷道断面参数。

（2）选择平巷中心线，选择主巷道中心线。

（3）选择竖井中心线。

（4）生成的实体见图 9-47。

图 9-46“巷道联合”对话框图 9-47 巷道联合实体

9.5.5 构筑物

此功能用于快速形成构筑物。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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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井巷工程”→“井巷实体”→“构筑物”

【选项说明】

模式：选择生成构筑物的模式。

垂直距离：选择垂直距离模式时，设置此项。

XYZ 分量：选择 XYZ 分量模式时设置此项。

方位角/倾角/距离：选择方位角/倾角/距离模式时设置此项。

平顶高程：选择平顶模式时设置，输入构筑物的相对高程值。

封口：生成封口的构筑物模型。

绘制轮廓线：绘制构筑物轮廓线。

图 9-48 构筑物参数栏

【实例 9-15】构筑物生成

（1）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7_构筑物.dmf”，如图 9-49，点击“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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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9 生成构筑物前

（2）设置参数如图 9-48 所示，根据提示选择目标对象。选择需要生成构筑物的线框，右键

确认，结果如图 9-50。

图 9-50 生成构筑物

9.6 三维设计

此功能组主要是在几种不同的情况下分别生成巷道中心线、帮线和实体。

图 9-51“三维设计”功能组

9.6.1 直巷

此功能主要是在巷道断面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生成巷道中心线、帮线和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三维设计”→“直巷” ，

请输入基点：（输入平巷的基点的三维坐标 x,y,z）

回退（U）/闭合（C）/下一点（方位角，倾角，距离）：（输入下一点的方位角，倾角，距

离或者回退、闭合）

【选项说明】

点击“直巷”会弹出如图所示的动态参数栏，点击断面号后面的按钮会弹出断面设计对话框，

选择需要的断面形状，选择直巷生成模式：生成三维实体、隐藏实体、选择中心线对象等。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424

图 9-52“平巷设计”对话框

9.6.2 弯道

此功能主要用于主巷道与分支巷道间用弯道连接时直接生成巷道帮线及巷道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三维设计”→“弯道”

请选择主巷道：（选择主巷道）

请选择支巷：（选择分支巷道）

【实例 9-16】弯道设计

（1）“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1 中心线设计_弯道.dmf”文件。文件内有三个图层：0 层，

主巷道，分支巷道。

（2）要将主巷道与分支巷道间用弯道连接，弯道半径为 12，断面为梯形。选择“三维设计”

→“弯道设计”，点击“设置”按钮。弹出如图 9-53 所示对话框。对话框内参数的意义在对话

框上部的预览框内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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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3“弯道设计”对话框

在弯道半径内输入 10，点击断面号按钮选择矩形断面。数据单选按钮选择“保留主巷道”，

“确定”完成设置。

（3）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选择主巷道，选择分支巷道，右键确定，完成弯道设计操作（如

图 9-54 所示）。

图 9-54 弯道设计图图 9-55 生成的弯道实体

（4）按照同样的方法，设计其他弯道。

【选项说明】

弯道设计对话框中“生成三维实体”需要的时候选择，可以直接生成巷道帮线三维实体（如

图 9-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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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岔道

此功能主要是对两条相交的巷道中心线如果是以岔道相连时可以使用此功能，这一功能可以

自动完成岔道的巷道中心线及其帮线的生成。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三维设计”→“岔道”

请选择主巷道：（选择主巷道）

请选择支巷：（选择分支巷道）

【实例 9-17】岔道设计

（1）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1 中心线设计_岔道.dmf”文件。文件中有四个图层 0

层，主巷道，分支巷道 1，分支巷道 2。

（2）选择“岔道设计”，点击“设置”按钮，会弹出如图 9-56 所示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

对岔道的参数进行设计。各参数的意义在左侧图形框中都有解释。岔道参数采用默认参数，根据

命令行提示，选择主巷道，主巷道显示选择状态，选择分支巷道 1，完成岔道的设计（如图 9-57）。

图 9-56“岔道设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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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7 岔道设计图

9.7 辅助工具

图 9-58“辅助工具”功能组

9.7.1 轨枕

此功能主要用于沿着轨道中心线绘制断面相同或不同的一系列轨枕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辅助工具”→“轨枕”

弹出对话框如图 9-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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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9 轨枕参数对话框

【实例 9-18】根据轨枕中心线生成轨枕实体

（1）用多段线工具在视图中绘制一条多段线如下图 9-60 所示

图 9-60 轨枕中心线

（2）点击“井巷工程”→“辅助工具”→“轨枕” 。设置如下图 9-61 所示的参数，并

设置如下图 9-62、图 9-63 所示 A-A 断面及 B-B 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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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1 轨枕参数对话框图 9-62 A-A 断面

图 9-63 B-B 断面

（3）点击轨枕中心线，生成轨枕实体，如图 9-64 所示

图 9-64 轨枕实体

9.7.2 命名

此功能主要用于对巷道中心线、腰线及实体进行快速连续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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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辅助工具”→“命名”

【实例 9-19】对巷道中心线进行快速命名

（1）通过绘制多段线在视图中绘制多条巷道中心线如下图所示。

图 9-65 巷道中心线

（2）点击“井巷工程”→“辅助工具”→“命名” 工具，输入图 9-66 参数，依次点击巷

道中心线。

图 9-66“命名”对话框

（3）在巷道中心线所在的图层上，右击图层名“显示属性”，显示线的实体类型和实体名

称，结果如图 9-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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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7 显示属性类型和名称后的巷道中心线

9.8 施工图

这一功能组主要用于巷道中心线的属性检测、自动标注、提取双线及打印出图。

图 9-68“施工图”功能组

9.8.1 有效性

在为巷道中心线赋属性过程中，数据量大时难免有遗漏，此功能可以检测出没有赋属性的巷

道中心线，同时以加粗处理的状态显示，为赋属性提供方便。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施工图”→“有效性”

属性检测：实体名称（3）/支护类型（2）/断面号（1）/全部（0）：（选择要检测的类型）

请选择曲线对象：（选择要进行检测的曲线）

【实例 9-20】巷道中心线的属性检测

（1）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6 施工图.dm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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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属性检测”，根据命令行提示，点击右键或空格检测全部属性，框选全部巷道

中心线。检测完成后没有赋属性的巷道中心线会以加粗处理的状态显示（如图 9-69），命令行会

有提示检测结果（如图 9-70）。

图 9-69 属性检测图 9-70 属性检测命令行

9.8.2 标注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施工图”→“标注”

请选择巷道中心线：（框选要进行标注的巷道中心线）

【实例 9-21】井巷标注

（1）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6 施工图.dmf”文件。

（2）选择“施工图”→“井巷标注”，弹出井巷标注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9-71a 标注参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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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1b 标注参数高级设置对话框

根据需要对参数及其颜色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确定”。

（3）根据命令行提示，框选全部巷道中心线，完成巷道中心线的选择后点右键。其生成的

标注如下图所示，此时系统自动产生“测点”和“标注”两个图层，并分别将测点和标注放在这

两个图层内。

图 9-72 巷道中心线标注

【选项说明】

（1）进行井巷标注的文件必须是巷道文件，并且设置了断面类型。

（2）在进行巷道标注前要先给巷道中心线命名，双击巷道中心线，在中心线属性框“实体

名称”中输该巷道的名称。命名完成后属性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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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进行井巷标注时，如果同名称的巷道没相接，系统则会提示“同名称的中心线首尾

未连接!”，并会对同名称未相连的巷道高亮显示。用户在提示下进行相应修改即可。

（4）在进行井巷中心线标注时，为了使编号能满足用户的要求，可以一条线一条线进行选

择标注，编号顺序与线的方向有关。不改变参数时，编号根据图形区已有编号自动累加，也可输

入本次编号的起始值，重新编号。

（5）分组标识：采用字母、字符或数字作为中心线（首尾连接）的分组标志。

起始编号：用户确定的编号起始位（必须是数字）

显示标识名称：是否显示标识，当选择该项时，分组标志和编号一起作为标注名称

图 9-73 巷道中心线属性框

9.8.3 双线

此功能主要根据巷道中心线来生成双线巷道，当有多个巷道中心线相交时，生成的双线在交

汇处是相联通的。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施工图”→“双线”

请选择巷道中心线：（选择中心线，点右键确定）

【实例 9-22】双线巷道的生成

（1）从数据目录中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6 施工图.dmf”。

（2）选择“施工图”→“双线”，根据命令行提示框选所有巷道中心线，右键确定。生成

的双线巷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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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4 双线巷道

【选项说明】

（1）要生成双线的巷道中心线文件，必须是巷道文件，将文件设置为巷道文件，在左侧的

“数据管理”中，右键点击文件名，选择“要素类管理”弹出“要素类管理器”对话框（如下图），

在“要素类管理器”对话框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巷道文件”，退出。完成将此文件设置为巷道文

件的操作。

图 9-75 文件“要素类管理器”对话框

（2）生成双线巷道前要先对巷道中心线设置断面，以确定生成双线的宽度。设置巷道断面

形状，双击巷道中心线，弹出中心线的属性对话框，单击“断面号”按钮出现断面设计对话框，

在断面名称中选择需要的断面，点击确定，完成对巷道中心线的断面设计，完成后属性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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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6 中心线属性对话框

9.8.4 图表

这一功能主要用于将三维巷道导入二维，便于打印。

【操作方式】

选项卡：“井巷工程”→“施工图”→“图表” ，

请确认 X-Y 是否互换(默认:0)以及网格大小(默认:100):（默认值 0,100 表示 XY 不互换，网格

间距 100，保持默认，可直接空格、Enter 或右键确认。例如输入 1,50 表示 XY 互换，网格间距

50）

请选择目标对象,确定...

【实例 9-23】井巷标注的图标输出。

（1）打开“示例数据\07 井巷工程\06 施工图出图.dmf”文件，该文件是已经进行标注的

巷道中心线文件。

（2）选择“井巷工程”→“施工图”→“图表”，根据命令行提示框选巷道中心线及其标

注，点击右键确定。系统自动生成一个二维文件，视图自动转到二维视图中（如图 9-77，图 9-78

所示）。可以使用“工程出图”中的功能编辑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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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7 打印出图全图

图 9-78 打印出图局部图

9.8.5 标准断面图

生成某一断面形状的施工图

【操作方式】

“井巷工程”→“施工图”→“标准断面图”

用户输入 CRS 命令后，弹出如图 9-79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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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9 标准断面图对话框

【实例 9-24】断面施工图的生成

点击“施工图”功能组中“断面施工图”或输入“CRS”命令

配置参数，如断面形状、双轨、单轨、水沟等

点选输入位置点

图 9-80 标准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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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地下采矿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中地下采矿设计主要包括采场工具、堑沟设计、漏斗设计、采场边界划分、

地下矿爆破、水平爆破、无底柱采矿七部分，如图 10-1 所示，本章结合实例对这七个功能进行

详细介绍。

图 10-1 地下采矿

10.1 采场工具

采场工具提供了根据约束边界生成采矿最小单元（矿块）的工具，减少了复杂的线编辑过程，

既快捷又准确。其主要操作按钮如图 10-2 所示。

图 10-2 采场工具

10.1.1 提取顶底板

提取地质体顶底板

【操作方式】

点击：“采场工具”→“提取顶底板” ，<请选择实体，右键确定…>：选择需要提取顶底

板的地质体，右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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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计算厚度

该功能是在提取地质体的顶、底板后，给顶、底板赋上一个厚度的属性。并可以对顶底板按

厚度属性进行配色与提取等值线的操作。

【操作方式】

点击：“采场工具”→“计算厚度”

<请选择顶底板，右键确定>

10.1.3 规整采场

采场范围线根据其顶底高程生成规整采场。

【操作方式】

点击：“采场工具”→“规整采场”

<请输入顶底高程（600.000,500.000）>：根据工程实际，分别输入顶板和底板的高程值，

这里输入 600，500。

<请选择采场边界线，右键确认…>：选择采场的边界线，右键确定。

【实例 10-1】提取矿体顶底板，生成采场。

（1）将“示例数据\地下采矿\采场工具\01 提取顶底板.dmf”拖入三维设计窗口。

（2）点击采场工具中“提取顶底板” 按钮，然后在视图中选中实体，右键确认。生成的

顶底板如图 10-3。

图 10-3 提取顶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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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采场工具中的“计算厚度”，框选顶底板，右键确定。运用实体建模中的“配色”

功能对实体的厚度属性进行配色，还可以运用实体建模中的“等值线”功能，生成厚度属性的等

值线，如图 10-4 所示。

（a）厚度属性配色显示（b）等厚线提取参数设置（c）提取出的等厚线

图 10-4 提取顶底板厚度属性

（4）在数据目录中将“示例数据\地下采矿\采场工具\03 采场.dmf”拖入三维设计窗口，如

图 10-5 所示。

图 10-5 顶底板和采场边界

（5）点击“规整采场”按钮，输入顶板和底板的近似高程（600，500），然后选择盘区边

界线，右键确认，这时系统通过计算生成一个规整采场，如图 10-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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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盘区实体

【说明】

（1）提取顶底板功能主要是以盘区矿体进行操作的，对于阶段矿体，可以先按阶段高度切

割矿体，再按盘区方法进行设计。

（2）利用矿体边界提取顶底板时，程序先搜索边界上的点，在这些点的基础上生成三角面

片，从而构成顶底板的 DTM 模型。

（3）规整采场是真实采场的一种理想模型，有时候在实际采场里进行采矿设计比较困难，

而要求又不太严格时，可以用规整采场做采矿设计。

10.2 堑沟设计

数字采矿平台提供了带有堑沟的采场设计，也可以做多个堑沟的复合实体，堑沟设计的工具

如图 10-7 所示。

图 10-7 堑沟设计

10.2.1 界线

【操作方式】

点击：“堑沟设计”→“界线” ，弹出对话框，如图 10-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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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堑沟界线”参数对话框

移动鼠标到适当位置，使堑沟帮线与采场相交，单击确定，这样堑沟的设计就完成了。当出

现<控制线与采场没有交点>提示命令时，说明设计的堑沟两侧帮线没有与采场相交，需要重新调

整位置，改变角度或长度，直到能够相交。当出现<控制线与巷道没有交点>提示命令时，说明堑

沟两侧帮线与底部凿岩巷道没有相交，需要调整钻心的高度或断面号。

10.2.2 组合

【执行格式】

单击“堑沟设计”的“组合”按钮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对象，确定…>：选择参与运算的采场边界和堑沟线数据。

10.2.3 实体

【执行格式】

单击“堑沟设计”的“实体”按钮 ，弹出“是否生成三维实体”对话框，选择“是”，这

样系统就自动生成了采场和巷道的三维实体。

【实例 10-2】某一矿山的矿体形态如图 10-9 所示，利用采场工具提取顶底板，根据采场边

界生成采场；根据拉底巷道和采场实体生成堑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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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盘区矿体

（1）将“示例数据\地下采矿\堑沟设计\01 堑沟设计.dmf”文件拖入三维设计窗口，将拉底

巷道线作为已有线，利用“基于自定义线”创建一组工作面，同时利用“切片”命令产生工作面

剖切文件，如图 10-10 所示。

（2）单击任意一个工作面切片文件的图层，则会显示对应的剖切数据，堑沟设计就在此数

据中进行，如图 10-11 所示。

图 10-10 用基于自定义线创建一组工作面 图 10-11 单个剖切文件

（3）关闭盘区实体文件，打开工作面剖切文件，为简单起见，将工作面 0 和 1 移出，利用

“堑沟界线”命令对 2 至 13 号工作面进行堑沟设计，设计结果如图 10-13。

图 10-12 剖切文件数据管理图 图 10-13 生成的采场和巷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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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组合”命令，将设计的堑沟界线与采场边界进行复合运算，如图 10-14。

（5）点击“实体”命令，生成凿岩巷道和采场实体，如图 10-15 所示。

图 10-14 复合运算图 10-15 堑沟实体

【说明】

堑沟是采场底部结构的一种，它将各漏斗沿纵向连通，形成一个 V 型槽，在矿石中等稳固以

上的矿山应用较多。在生成堑沟时要确认采场线框的属性为“采场”。

10.3 漏斗设计

采切工程模型建立主要有：底部结构（包括出矿巷道、漏斗）、凿岩巷道、切割天井、天（溜）

井等。

矿块底部结构由受矿巷道、二次破碎巷道与出矿巷道组成，用来接受崩落的矿石、进行矿石

的二次破碎以及将矿石放出采场并装入运输水平的矿车中。底部结构是采矿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工程量约占采切总工程量的 50%左右，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采矿方法的效率、矿石的损失

与贫化以及放矿工作的安全等。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建立底部结构模型的方法。本节主要介绍如何提取地质

体最大外轮廓、创建底部结构、移动漏斗、拉伸漏斗以及形成三维实体功能，并通过实例加以介

绍，所涉及的命令主要集中在“漏斗设计”功能组中，如图 10-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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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6 漏斗设计

10.3.1 矿体投影

该功能用于提取地质体外轮廓线，投影至当前工作面。

【操作方式】

定义所需的工作面

点击：“漏斗设计”→“矿体投影”

选择矿体，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确定”结束操作。

【实例 10-3】已知矿体在指定工作面上提取最大轮廓线。

【操作步骤】

（1）在数字采矿平台中的数据目录下将“示例数据\实体建模\创建实体\矿体.dmf”文件拖

入三维设计窗口。画一条弯曲的多段线并指定多段线为工作面，操作如图 10-17 所示。

图 10-17 定义工作面图 10-18“提取地质体最大外轮廓线”结果

(2)点击“漏斗设计”的“矿体投影”按钮，选择矿体后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确认”结束

操作，结果如图 10-18 所示。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447

10.3.2 耙道中心线

该功能用于创建漏斗式受矿巷道的底部结构中心线。

【操作方式】

点击：“漏斗设计”→“耙道中心线” ，出现对话框，如图 10-19 所示。

图 10-19“耙道中心线”对话框

<请在漏斗起点处选择耙道中心线>：在巷道中心线上指定起点。

修改参数后，在巷道中心线指定位置作为起点，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确定”结束操

作。

10.3.3 移动复制中心线

该功能用于沿着耙道方向移动或复制斗穿、斗颈中心线。

【操作方式】

点击：“漏斗设计”→“移动复制中心线”

<请选择需要移动的漏斗中心线>：

<请输入移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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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漏斗后移动鼠标到指定位置，左键确定，ESC 键结束操作。

或选择漏斗后输入移动距离，正负与创建漏斗时耙道中心线的方向有关，沿着耙道方向为正，

背着耙道方向为负，空格或 Enter 确定，ESC 键结束操作。

若要复制漏斗，可按住 CTRL 键。

10.3.4 拉伸中心线

该功能用于沿着铅垂方向拉伸斗颈中心线。

【操作方式】

点击：“漏斗设计”→“拉伸中心线”

<请选择需要拉伸的漏斗中心线>：

<请输入延伸长度>：

选择漏斗后移动鼠标到指定位置，左键确定，ESC 键结束操作。

或选择漏斗后输入延伸长度，向上为正，向下为负。空格、Enter 确定，ESC 键结束操作。

10.3.5 实体

该功能用于生成底部结构三维实体。

【操作方式】

点击：“漏斗设计”→“实体” ，出现对话框，如图 10-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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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实体”对话框

<请选择要生成三维实体的底部结构>：将斗穿和耙道一起选择

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确定”结束操作。

【选项说明】

（1）漏斗喇叭口断面的参数设置有两种方式，为“自定义喇叭口”和“圆形喇叭口”。

（2）采用自定义喇叭口时，第一段高度指斗颈顶部到下部断面的垂直高度，可以为 0，第二

段高度指下部断面到上部断面的垂直高度。

（3）采用圆形喇叭口时，上部、下部都采用圆形断面，扩漏高度指两段都采用的垂直高度。

【实例 10-4】在巷道中心线上生成采场的底部结构模型。

（1）打开“示例数据\地下采矿\漏斗设计 1.dmf”文件，巷道中心线如图 10-21 所示。

（2）执行“漏斗设计”→“耙道中心线”指令，在对话框中输入动态参数，根据提示在漏

斗起点处选择耙道中心线，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确认，生成漏斗线框模型。操作过程如图 10-21 和

图 10-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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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 指定起点 图 10-22 生成底部结构

（3）执行“漏斗设计”→“移动复制中心线”指令，选定要移动的漏斗后移动鼠标。按照

步骤 2、3 将其它中心线的漏斗建立起来。结果如图 10-23 所示。

（4）执行“漏斗设计”→“实体”指令，根据提示选择联络道和耙道，结束操作后结果如

图 10-24 所示。

图 10-23 移动漏斗 图 10-24 形成三维实体

10.3.6 漏斗口

该功能用于生成漏斗口轮廓线。

【操作方式】

点击：“漏斗设计”→“漏斗口” ，点击“命令，弹出动态参数对话框，如图 10-25 所

示；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要生成漏斗口轮廓线的底部结构>：选择底部结构数据，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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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5 生成漏斗轮廓线固定漏斗宽度与不固定对话框

【选项说明】

漏斗高度以斗颈最高处所在的水平面为基准面，往上为正，往下为负。

漏斗宽度选项：当选择“固定漏斗宽度”方式时，左右漏斗参数设置中，“漏斗间隔”字段

被隐藏，但漏斗间隔会根据输入的固定漏斗宽度自动留出来；当选择“根据漏斗位置自动调整”

方式时，不需要输入漏斗宽度，此时漏斗宽度会根据输入的“漏斗间隔”自动计算出来。

10.3.7 扩漏

该功能用于创建扩漏。

【操作方式】

点击：“漏斗设计”→“扩漏” ，弹出扩漏动态参数对话框，如图 10-26 所示。

<请选择电耙道中心线(多段线或直线)>:选择耙道中心线，空白处鼠标右键确定。

<请选择斗颈底部的轮廓线>:选择底部轮廓线，鼠标右键、键盘空格键或键盘 Enter 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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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6 扩漏参数对话框

10.3.8 漏斗断面

【操作方式】

点击：“漏斗设计”→“漏斗断面” ，弹出动态参数对话框，如图 10-27 所示。

<请选择电耙道中心线(多段线或直线)>：选择耙道中心线，空白处鼠标右键确定。

<请选择漏斗的轮廓线>:选择轮廓线，鼠标右键、键盘空格键或键盘 Enter 键确认。

图 10-27“漏斗断面设计”对话框

【实例 10-5】在电耙道中心线上生成采场的底部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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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电耙道中心线上用“耙道中心线”功能生成底部结构线数据，漏斗间距 5m，漏斗偏

移 3m，斗颈高度 3m，联道长度 4m，倾斜角度 0，交替布置，如图 10-28 所示。

图 10-28 生成底部结构 图 10-29 底部漏斗口轮廓线

（2）执行“漏斗设计”→“漏斗口”指令，生成斗颈底部的轮廓线，选择“根据漏斗位置

自动调整”选项，左、右漏斗参数一致，漏斗间距 6m，漏斗高度-3m，距电耙道中心线距离 1.5m，

如图 10-29 所示。

（3）执行“漏斗设计”→“扩漏”指令，四个方向扩漏高度依次为 4m，1.5m，2m，2m，

勾选“生成实体”复选框，如图 10-30 所示，先选择电耙道中心线，再选择斗颈底部的轮廓线。

（4）执行“漏斗设计”→“漏斗口”指令，生成斗颈顶部的轮廓线，选择“固定漏斗宽度”

选项，固定宽度 10m，左、右漏斗参数一样，漏斗高度 3m，距电耙道中心线距离 1.5m，如图

10-31 所示。

图 10-30 创建扩漏 图 10-31 顶部漏斗口轮廓线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454

（5）执行“漏斗设计”→“漏斗断面”指令，对生成的顶部轮廓线进行圆角处理，远处圆

角半径 1m，近处圆角半径 0.5m，如图 10-32 所示，先选择电耙道中心线，再选择斗颈顶部的

轮廓线。

（6）执行“实体建模”→“线框”指令，将扩漏线与顶部轮廓线连成实体，耙道和联络道

实体通过“实体”生成，如图 10-33 所示。

图 10-32 漏斗断面设计 图 10-33 底部结构实体

10.4 水平爆破

与 10.5 地下矿爆破一样，这里对水平炮孔的设计单独做了一套功能，以完成水平孔的设计要

求。

图 10-69 水平爆破

10.4.1 参数设置

设置水平爆破的相关参数。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参数设置” ，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0-70 所示。设置

好参数点击“确定”。即可开始水平孔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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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0 水平孔参数设置对话框

注意：机高为每一层炮孔的高度，设置几个就生成几层炮孔。

10.4.2 水平切割

爆破边界提取需要输入每层硐室的标高，标高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输入。爆破边界会自动保

存到“新炮孔文件”中，图层名为第几硐室，一个硐室分层存放在一个图层中。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水平切割” ，执行后弹出“切割爆破边界”对话框，如图 10-71

所示。设置好参数点击“确定”，生成“新炮孔文件 0”，即各个高程上的切片文件，将原实体

文件隐藏，可看到结果如图 10-72 所示。

图 10-71 爆破边界参数设置对话框 10-72 爆破边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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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水平孔

进行水平孔设计需要的模型资料有：①回采实体模型，要求实体类型为采场；②凿岩硐室模

型，要求实体类型为硐室。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水平孔” ，执行后弹出动态参数对话框，如图 10-73 所示，设置

好参数，按照命令行提示点取钻机中心位置，再点取第一个炮孔位置，依次点取接下来的炮孔位

置直到最后一排炮孔处右键结束。完成后如图 10-74 所示。

图 10-73 水平孔设计动态参数对话框

图 10-74 水平孔设计结果

注意：在设计时可通过空格键转换切点位置，即挂左还是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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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补孔

根据设计要求，一个硐室层在顶部可能会存在炮孔过于稀疏的情况，软件提供了补孔功能，

以进行挑顶孔的添加。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补孔” ，运行后选择要补孔的排位左键单击，输入补孔的倾角，

空格或回车确定。生成结果旋转改色以后如图 10-75 所示。

图 10-75 水平孔补孔结果

10.4.5 充填

爆破设计完成后，需要进行装药和设置堵塞长度。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充填” ，运行后弹出如图 10-76 所示对话框，设置好参数，点

击“确定”，在三维窗口中即显示装药情况。如图 10-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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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6 充填参数对话框

【说明】

孔底距容差：孔底距的允许误差范围。

最小抵抗线：从装药重心到自由面的最短距离。

最小抵抗线容差：最小抵抗线的允许误差范围。

只对当前层：勾选表示只对当前硐室图层按照这些参数充填；不勾选则对所有炮孔充填。

输出装药量：勾选则系统以 EXCEL 表格形式输出采场爆破卡。

图 10-77 充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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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8 充填输出爆破卡

10.4.6 编辑

10.4.6.1 删除炮孔

删除单个、一排或一层炮孔。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编辑”→“删除炮孔” ，运行后选择要删除的炮孔，选择删除方

式：L：删除一层；R：删除一排；S：删除单个；默认为 S：删除单个，如需切换则可通过输入

相应的字母进行切换，空格或回车确认。

10.4.6.2 角度编辑

编辑一层炮孔的角度。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编辑”→“角度编辑” ，运行后选择要编辑层的任一炮孔，输入

新的倾角，空格或回车键确定。

10.4.6.3 机高编辑

通过调整机高来调整编辑层炮孔的高度。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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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水平爆破”→“编辑”→“机高编辑” ，运行后选择要编辑层的任一炮孔，输入

新的机高，空格或回车键确定。

10.4.6.4 编辑充填

手动编辑设计好的堵塞长度。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编辑”→“编辑充填” ，运行后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需要编辑

的炮孔，输入填塞长度，空格或回车键确认。

10.4.7 输出

该功能用于输出活动层的炮孔剖面图。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输出” ，运行后在弹出的水平炮孔设计输出选项对话框中输入相

应的出图参数，再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目标对象，右键、空格或回车确认，系统自动输出爆破设

计成果，结果如图 10-80 所示。

图 10-79 水平炮孔设计输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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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0 爆破设计成果输出

10.4.8 单个导入

输入单个炮孔实测数据，在窗口中三维显示及导出为 EXCEL 表格。数据准备：带有实体名称

的硐室实体文件。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单个导入”

（1）点击“水平爆破”的“单个导入”，运行后弹出如图 10-81 所示参数对话框。

（2）输入相关参数后点击“生成”，输入下一个炮孔完毕后点击“生成”，直到所有的数

据全部录入后点击“完成”，可在三维窗口中查看，也可导入 excel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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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1 实测炮孔参数对话框

【实例 10-8】录入单个实测的水平孔。

（1）点击“单个导入”，在弹出的参数对话框中按照图 10-81 示输入参数，点击“生成”，

继续输入下一个炮孔的数据再点“生成”，全部完成后点击“结束”。

（2）得到的结果如图 10-82 所示，输出 excel 表格如图 10-83 所示。

图 10-82 实测炮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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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3 实测炮孔输出表格

10.4.9 批量导入

根据实测数据批量生成实测炮孔，在窗口中三维显示。数据准备：炮孔的实测数据和带有实

体名称的硐室实体文件。

【操作方式】

点击：“水平爆破”→“批量导入” 。

（1）点击“水平爆破”的“批量导入”，运行后弹出如图 10-84 所示参数对话框。

图 10-84 实测炮孔批量导入

（2）输入相关参数后点击“生成”，输入下一个炮孔完成后点击“生成”，效果如图 10-8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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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5 批量导入实测炮孔

10.5 中深孔设计

地下矿开采中，采准工程施工完成后，就开始进行切割工作，为大规模回采矿石开辟自由面

和自由空间（拉底或切割槽），有的还要将漏斗颈扩大成漏斗形状（称为辟漏），为以后大规模

采矿创造良好的爆破和放矿条件。在进行切割工作和回采工作中经常会涉及到爆破作业。爆破设

计是采矿设计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优化了地下矿爆破设计模块的功能。本节主要介绍生成爆破参数设置、排

位设计、排线切割、爆破边界、炮孔设计、装药、计算量、技术经济指标、实体编辑、炮排剖面

图、进路剖面图、爆破实体等，并通过实例加以练习，所涉及的命令主要集中在“地下矿爆破”

功能组，如图 10-86 所示。

图 10-86 地下矿爆破设计

10.5.1 参数设置

该功能用于在炮孔设计前进行炮孔参数、钻机参数及显示选项的设置，也可用于图形区炮孔

孔底距、装药和编号的刷新显示。

【操作格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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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地下矿爆破”的“参数设置”按钮 ，弹出对话框，如图 10-87 所示。

图 10-87 “参数设置”对话框

孔底距：相邻两个炮孔孔底间的垂直距离。做中深孔爆破设计时，要求孔底距尽可能相等，

而且尽可能等于指定的值。

孔底距容差：当中深孔的左侧和右侧已经给定值，那么中深孔就不能照设置的孔底距布置，

这就需要进行容差范围的调整。

最小孔口距：在施工炮孔时，相邻炮孔孔口的最小距离。

边界容差：指炮孔到采场边界的距离，正为穿过采场，负为在采场内部，-0.5 代表在爆破边

界内，距离边界线 0.5 米。

最大孔深：布置炮孔时按照最大孔深值进行布置，如果超过边界则根据边界容差值进行截断。

钻机最大高度：当勾选“限制钻机”时，把钻机限制到钻机最大高度范围内显示，范围外不

显示。

炮孔显示风格：制定需要输出的炮孔参数，并选择该参数在炮孔显示的位置，显示的位置可

以位于炮孔顶部、中间或者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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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数可以按照工程实际输入，点击确认键完成。

10.5.2 排位设计

【操作格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排位设计”

点击“排位设计”按钮，弹出对话框，如图 10-88 所示，设置排线与中心线的角度和左右两

侧的控制距离，设置排线的颜色和线宽属性，点击巷道中心线选择中心线上的一点单击后右键确

定，单击另一个点后右键确定，便生成了排位线。

图 10-88 “排位设计”对话框

【实例 10-8】排位设计。

（1）将“2016 示例数据/08 地下采矿/8.7 地下矿爆破设计/中深孔设计.dmf”文件导入迪

迈软件，隐藏面，单击“地下矿爆破”功能栏里的“排位设计”弹出动态参数栏；

（2）按照图 10-88 输入参数，注意排线与中心线的角度有三种情况，实例选择“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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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巷道中心线，在中心线上单击一点，右键确定，单击选择另外一点，右键确定；

（4）排位线生成，如图 10-89 所示，保存文件，选择“倾斜”和“自动”的结果如图 10-90

和图 10-91 所示。

图 10-89“垂直中心线”图 10-90 排线与中心线成 60 度图 10-91 自动生成排线

【实例 10-9】排位线的属性编辑

生成排线以后，我们可以对生成的排线进行属性编辑，可以在属性编辑栏里查看排线的所属

巷道信息和排线属性信息。

【操作格式】

（1）鼠标点击排位线（如图 10-92 所示），右键，弹右键属性菜单栏（如图 10-93 所示），

选择“排位线属性”，弹出“排位线属性”对话框（如图 10-94 所示），选择调整 2 号排线的属

性，调整属性值如图 10-95 所示，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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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2 右键选择排位线属性

图 10-93 排线属性调整

图 10-94 排线属性调整结果

注意：“左边和右边”是指：以排位线数值增大的方向为参考方向，在巷道中心线左边的为

左半部分，在中心线右边的部分为右半部分。

10.5.3 排线切割

根据设计好的炮排对爆破实体切割并生成炮孔的切片文件。

【操作格式】

点击“排线切割”按钮，弹出“产生新炮孔文件”对话框，如图 10-95 所示，设置控制高度

和控制线颜色后，点击“确定”，系统生成中深孔边界文件。

说明：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469

左、右控制线角度：角度范围是（-90,90），控制线垂直于排位线的时候角度为 0 度，规定

控制线垂直方向为 0 度参考方向，当控制线向参考方向的左边偏移时候的值为负，向右偏转的时

候为正。

控制高度：排线切割的垂直高度。

图 10-95 排线切割对话框

【实例 10-9】按照实例 10-8 所生成的排位线，进行排线切割，生成中深孔文件。

（1）将排位线设计后的“中深孔文件.dmf”文件打开；

（2）点击“排线切割”按钮，在弹出的产生新炮孔文件对话框中设置控制高度 30，颜色任

选，左右控制角度为 0 度，设置是否勾选剪裁切割控制线（如下图 10-96 a 勾选，b 不勾选），

点击“确定”。将原实体文件隐藏即可看到切片文件，同时在数据管理窗口产生一个新炮孔文件，

将“新炮孔文件.dmf”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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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勾选控制裁剪切割线 b.不勾选控制裁剪切割线

图 10-96 排线切割结果

注意：不勾选“控制剪裁切割线”则保留所有切割对象，如果勾选“控制剪裁切割线”则只

保留控制距离以内的切割对象。

控制距离为“排线设计”中设置的左、右控制距离加上“剪裁宽度”数值。

10.5.4 装药

装药就是在设计的炮孔的基础上进行炸药的布置，确定装药的长度和填塞的长度，为爆破提

供准备。

【执行方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装药”

【操作格式】

点击“装药” 按钮，弹出动态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106 所示，，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

需要编辑装药的首个炮孔，右键确定

图 1-106“装药”动态参数对话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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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装药：以指定的首孔为基础，根据输入的装药影响半径来确定临近炮孔的装药长度。

交错装药：按照指定的最小填塞长度、首孔填塞长度和设置的填塞长度以此交错装药。

参数装药：按照最小堵塞长度和设置装药长度，在装药半径的影响下一次装药。

【实例 10-13】在实例 10-12 中产生的扇形炮孔基础上进行装药设计。

（1）打开新炮孔文件，双击第一排，将第一排设置为当前工作面，正视之；

（2）单击“装药按钮”，弹出“动态参数”对话框；

（3）按照图 1-106 所示选择“装药参数”，在“填塞参数”里依次勾选连续装药、间隔装

药和参数装药，分别如图 1-107a.b.c 所示三种情况下均勾选“显示影响边界线”；

（4）命令栏提示：<请选择需要编辑装药的首个炮孔>,三种类型均选择 6 号炮孔为首个炮孔，

单击确定，装药结果如图 1-107a.b.c 所示。

a．“连续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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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间隔装药”

c．“参数装药”

图 1-107 装药结果显示

10.5.5 爆破边界

在每个切片文件上依据设计参数及选中数据自动绘出爆破边界。

【操作格式】

点击“爆破边界”按钮，弹出动态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0-97 所示，设置相关参数，根据

命令行提示选择影响边界的因素，右键确定。在设计好爆破边界后，就可以运用“炮孔设计”功

能进行爆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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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菱形边界 b 最小闭环

图 10-97 爆破边界动态参数设置对话框

【说明】

菱形边界和最小闭环：在每个切片文件上依据设置的边孔角参数及选中数据自动绘出菱形的

爆破边界；而最小闭环是选择封闭区域，在选择的控制线内生成最小的闭合爆破边界。

边孔角：控制菱形边界的张开大小，范围从（0~90），当边孔角沿水平方向的时候角度为 0

度，边孔角垂直于水平方向时为 90 度。

选择钻孔“上单下双”或是“上双下单”、“上双下双”，后面文本框可输入钻机偏移量。

偏移量：当采用双凿岩中心时，每个钻机点偏移中心的距离。确定后将产生双凿岩中心菱形边界

和双钻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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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标高容差：根据一定范围的巷道底板标高容差产生底板线。

产生控制线：当图形区没有控制线时，可勾选此项，此时“控制距离--左侧、右侧、高度”

才起作用。左侧指钻机中心向左侧的水平距离，右侧指钻机中心向右侧的水平距离，高度指控制

线向上的长度。

【实例 10-10】在实例 10-9 中产生的中深孔文件，分别生成菱形爆破边界和最小闭环边界。

（1）在实例 10-9 中产生的炮孔文件下，双击第一排炮图层，系统将其设置为当前工作面，

并正视该图层。

（2）爆破边界控制选择

1)菱形边界

点击“爆破边界”按钮，选择菱形边界，按照图 10-97a 所示参数进行设置，其中爆破边界

颜色改为蓝色。

2)最小闭环

点击“爆破边界”按钮，选择最小闭环，按照图 10-97b 所示参数进行设置，其中爆破边界

颜色改为玫红色。

（3）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确定边界的所有数据，然后在爆破边界内部位置右键确定，则生

成此排炮孔的爆破边界，如图 10-98 和图 10-99 所示。

注意：如果不勾选“产生控制线”则控制线会按照已输入的控制距离和高度生成控制线，勾

选此项则用户可根据需要输入适合的控制距离和高度生成控制线。

（4）按照同样的操作双击下一排炮图层，逐个完成所有炮排的爆破边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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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8 某一炮排爆破边界菱形爆破边界结果 图 10-99 某一炮排爆破边界最小闭环结果

10.5.6 炮孔设计

在爆破边界内布置炮孔，有三种炮孔类型：扇形孔、平行孔、单孔

10.5.6.1 扇形孔设计

【操作格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炮孔设计” →动态参数“扇形孔设计”

点击“炮孔设计” 按钮，弹出动态参数对话框，选择炮孔类型，设置炮孔角度、颜色、线

型（高级设置），并设置硐室、采场的相关参数，设置好参数后，选择爆破边界，右键确认，接

着捕捉到钻机点，单击确定。

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钻机点...>，设置好参数，在巷道中移动钻机，随着钻机的移动，炮孔

位置也跟着改变，调整完毕，左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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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00 孔设计”扇形孔动态参数对话框

说明：

炮孔角度：炮孔与水平方向的角度，范围从（0~90）度。

采场边界点：当炮孔线与采场顶部边界有 2 个交点的时候取最近点或最远点为准。

炮孔方向：也就是钻机钻孔的方向，分为向上和向下两种形式。

硐室与采场的距离：采场与硐室的位置关系，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形式。。

孔底与采场的距离：与采场相交最近的 2 个点的连线与孔底线是垂直相交还是延伸相交。

边孔延伸至边顶角：分别点选左、右边孔角确定，在两点之间布置炮孔。

起始孔号：起始孔的序号，一般从 1 开始，也可以用户按需要定义。

【实例 10-11】在实例 10-10 中产生的爆破边界文件，在爆破边界内布置扇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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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实例 10-10 中产生的炮孔文件下，双击第一排炮图层，系统将其设置为当前工作面，

并正视。

（2）点击“炮孔设计”按钮，按照图 10-101 所示参数进行设置，其中炮孔颜色改为红色。

（3）命令栏提示：<请选择采场边界，右键确认>，选择采场边界，右键确定。

（4）命令栏提示：<请选择钻机点>，捕捉钻机点后，点击确定，结果如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所示。

（5）按照同样的操作双击下一排炮图层，逐个完成所有炮排的炮孔设计。

图 10-100 炮孔设计结果

10.5.6.2 炮孔属性编辑

炮孔属性编辑功能是对生成炮孔属性进行修改，通过编辑可以增加炮孔、减少炮孔，调整炮

孔的倾角、孔深等。

【操作格式】

选择扇形炮孔，右键弹出属性菜单栏，选择“炮孔属性信息”，弹出“炮孔属性信息”对话

框，根据实际需要，修改相关的炮孔属性参数。

【实例 10-12】编辑实例 10-11 中扇形孔的炮孔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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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在实例 10-11 中产生的炮孔文件下，双击第一排炮图层，系统将其设置为当前工作面，

并正视。

（2）在扇形孔炮孔中选择炮孔，右键单击，在弹出的右键属性菜单栏中选择“炮孔属性信

息”如图 1-101a 所示。

（3）弹出“炮孔属性信息”对话框，如图 1-101b 所示修改第三个炮孔参数,修改数据参数

如图。

（4）修改结束后点击确定，炮孔修改成功结果如图 1-101c 示。

a．右键菜单属性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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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炮孔属性信息调整

c 炮孔属性调整结果（左：调整前；右：调整后）

图 1-101 炮孔属性编辑

10.5.6.3 加孔、减孔调整

当炮孔个数需要调整的时候，可以通过加孔和减孔的操作来完成。

【操作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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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扇形炮孔，右键弹出属性菜单栏，选择“炮孔属性信息”，弹出“炮孔属性信息”对话

框，找到加孔调整和减孔调整，分别点击加孔调整和减孔调整，结果如图 1-102 所示（a 调整前，

b 加孔调整，c 减孔调整）。

a．调整前的炮孔设计图

b．加孔调整后的炮孔图（孔底距变为 1.87）

孔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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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减孔调整的炮孔图（孔底距变为 2.04）

图 1-102 加减孔调整

注意：在加减炮孔的时候会弹出“调整后的孔底距不在容差范围内！”如图 1-103 所示，这

是因为增加或者减少炮孔后，两炮孔的孔底距要满足“参数设置”功能里面的孔底距和孔底容差，

容差越大可调整性越好，但一旦超出这个容差范围便无法再添加或者删除炮孔。

图 1-103 加孔调整和减孔调整

10.5.6.4 平行孔设计

该功能用于进行平行孔的设计。

【执行方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炮孔设计”→“平行孔”

【操作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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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炮孔设计”下的“平行孔”按钮 ，出现动态参数对话框，如图 1-104 所示。

图 1-104“炮孔设计”平行形孔动态参数对话框

<请点击第一个钻机位置…>：鼠标左键确定钻机的第一个位置；

<请移动鼠标确定其它炮孔,右键结束…>：移动鼠标，系统会按设计的参数布置其它的炮孔，

右键确定。

【选项说明】

炮孔参数：孔间距为两个平行孔之间的距离；孔倾角为平行孔与水平面的夹角。

采场边界点：当炮孔与采场边界有两个交点时，取最远（近）点作为炮孔底部。

10.5.6.5 单孔设计

【执行方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炮孔设计”→“单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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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格式】

点击“炮孔设计”下的“单孔设计” 按钮，设置好动态参数（钻机的高度）；

<请布置钻机的位置…>：鼠标左键确定钻机的位置，可继续布置下一个炮孔，右键结束。

图 1-105“炮孔设计”单孔动态参数对话框

10.5.7 计算量

根据矿块模型或传统方法，给定平均品位、体重等参数进行计算上接、崩落、掘进副产、左

下转、右下转的矿石量、岩石量、金属量、地质品位、平均品位的计算。

【执行方式】

选项卡：“无底柱采矿”→“计算量”

【操作格式】

点击“计算量”按钮，弹出动态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108 所示，选择块段法或传统法设

置相关参数，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影响边界线，右键确定，再选择计算量的封闭区域，右键确定，

命令行中出现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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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8 计算量动态参数对话框

【说明】

（1）计算量时可根据需要选择采用“矿块模型方法”或“传统方法”来计算每排炮爆破的

矿量、岩量、品位及金属量。

（2）体重字段：当选择矿块模型方法时，体重字段下拉框中可选择矿块模型中的体重字段，

当矿块模型中没有体重字段，可在参数对话框的平均体重处输入体重值。

（3）类型：根据矿块模型属性中的矿岩类型值区分矿岩，当矿块模型中块段的体重值为 0

时，采用平均体重进行计算。

（4）品位值区分：根据用户输入的元素品位值区分矿岩。当用户输入 0 时，表示大于 0 为

矿，等于 0 为岩；当用户输入正数时，表示大于等于输入值为矿，小于输入值为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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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崩落厚度：指当前炮排朝向上一排方向的厚度，用来形成空间区域计算矿岩量。一般

输入本排排位线至上一排排位线的间距。和平均体重一样，对“矿块模型方法”和“传统方法”

均起作用。

（6）矿量、岩量及其品位从块段模型获得

金属量=矿量*地质品位+岩量*岩石品位

平均品位=金属量/（地质矿量+岩石量）

上接、崩落：上接是针对有多个分层的爆破区域而言的，一般计算出来的量为爆破区域内的

矿石量

掘进副产：巷道掘进时产生的矿石量

左下转：爆破区域与控制线所夹的左下部分的矿石量

右下转：爆破区域与控制线所夹的右下部分的矿石量

各区域的示意图如图 1-109 所示

图 1-109 计算量的各个计算区域

【实例 10-14】在实例 10-13 中产生的炮孔设计文件中，分别计算出上接、崩落、掘进副产、

左下转、右下转矿量及岩石量。

【操作步骤】

（1）在实例 10-13 产生的爆破边界中，点击“计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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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弹出的动态参数窗口中选择矿块模型方法，调入示例数据中对应的块段模型，其它

参数按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参数设置。

（3）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有关算量的边界线（按要求需要计算出上接、崩落、下转、掘进

副产等量，边界线就包括本水平和上水平的底板线、两侧边界线、巷道、爆破边界线及矿岩分界

线），右键确定，在需要算量的区域内右键确定，选择所选区域的上接、崩落等类型，如图 1-110

所示，显示计算出该区域的相关量。

（4）同样方法，完成其他区域量的计算并可在爆破边界的属性窗口中查看计算出的炮排的

所有量。如图 1-111 所示。

图 1-110 计算量的计算内容图 1-111 计算量计算结果

10.5.8 技术经济指标

将进路上的技术经济指标计算出来并自动生成 excel 表格。

【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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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地下矿爆破”→“技术经济指标”

【操作格式】

打开设计好的爆破文件，点击“技术经济指标”，弹出确认窗口，选择“确定”，生成如图

1-112 所示的 excel 表格。

图 1-112 技术经济指标表格

【说明】

损失率=爆破边界之外的矿量/（爆破边界之外的矿量+爆破边界之内的矿量） *100%

=“损失矿量”/ （“损失矿量”+“崩落矿量”） *100%

其中“爆破边界之外的矿量”由用户在“计算量”的时候指定区域计算

贫化率=爆破边界之内的岩量/爆破边界之内的所有量（即岩量+矿量)*100%

=“崩落岩量”/“崩落毛矿量” *100%

每米崩矿量=每排爆破边界之内的所有量/每排炮孔米数=每排“崩落毛矿量”/每排炮孔米数

炸药单耗=每排爆破边界之内的所有量/每排炸药重量=每排“崩落毛矿量”/每排炸药重量。

其中：“崩落毛矿量”=“崩落岩量”+“崩落矿量”。

10.5.9 实体编辑

实体编辑是指对炮孔和排位线等实体进行编辑和调整

【执行方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实体编辑”

10.5.9.1 炮孔实体编辑

【操作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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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实体编辑”按钮；

<请选择需要编辑的炮孔…>：单击选择需要编辑的炮孔，弹出动态参数对话框，按照图 1-113

所示设置相关参数，选中一个炮孔的孔底位置，移动鼠标改变炮孔的长度和角度，按照实际需要

在合适的位置左键确定，调整后结果如图 1-114 所示。同时也可选中炮孔后右键选择“删除”，

删除该炮孔。

图 1-113 实体编辑动态参数对话框

a．编辑前炮孔图 b．编辑后炮孔图

图 1-114 实体编辑结果（编辑了 4、8 号孔）

10.5.9.2 排位线实体编辑

对排位线进行编辑，可以通过此操作任意调整某一排位线的位置和角度。

【操作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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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实体编辑”按钮；

单击选择排位线，选中排位线，拾取第三排排位线，选择第三排排位线调整的节点，在这里

可以控制编辑的节点有 3 个，分为两类，如图 1-115 所示。一类是中间节点，中心节点控制排位

线沿巷道中心线移动距离，移动该点不会改变排位线与巷道中心线的夹角，鼠标移动该节点，调

整结果如图 1-116 所示；一类是左右节点，移动该节点不会改变排位线与巷道中心线的交点位置，

只调整排位线与中心线的夹角，鼠标移动该节点，调整结果如图 1-117 所示。

图 1-115 调整前排位线的位置

图 0- 116 实体编辑调整中间节点图 1-117 实体编辑调整左右节点

10.5.10 炮排剖面图

系统会自动在对应的炮孔文件下产生炮排剖面图布局，炮排剖面图会输出到此布局中。

【执行方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炮排剖面图”

【操作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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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炮排剖面图”，弹出输出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118 所示，按图示要求设置参数，

点击“确定”，在数据管理栏里生成炮排剖面图图层、在三维界面中生成炮排剖面图结果如图 1-119

所示。

【说明】

输出参数：单排输出的炮排的个数，数值最小为 1，最大值不超过总的炮排数。单排宽度为

表格的宽度值。上下水平标高参数的设置是指按照“上水平标高”、“下水平标高”的值绘制标

高线并标注。并将爆破边界在上水平标高以上进行落石绘制表示。

输出巷道底板线标高：输出生成爆破边界时产生的巷道底板线标高。

表格设置：用户可选择表格中输出的选项，控制输出表格的颜色，表格的行列宽度，字体的

大小。

图 1-118 炮排剖面图参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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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中布局右键导出为 CAD 文件

b．炮排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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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一排输出结果

图 1-119 炮排剖面图输出结果

10.5.11 进路剖面图

选择进路中心线，系统自动切出剖面图。

【执行方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进路剖面图”

【操作格式】

点击地下矿爆破菜单栏里的“进路剖面图”，运行后弹出进路剖面图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120 所示。输入参数，点击“确定”，按照命令行提示选择切剖面的控制线，右键确定，视图

自动转化到二维窗口，显示进路剖面图结果，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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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 进路剖面图参数设置对话框

10.5.12 爆破实体

【执行方式】

选项卡：“地下矿爆破”→“爆破实体”

【操作格式】

点击“爆破实体”按钮 ，弹出“生成爆破实体”对话框，点击“确定”，各炮排间会相连

生成爆破实体，首排炮会按照输入的首排炮孔爆破控制距离生成初始自由面处的爆破实体。结果

如图 1-122 所示。在生成爆破实体前须确认当前层在所要生成爆破实体的文件中，否则无法生成

爆破实体。

【说明】

首排炮孔爆破控制距离设置与爆破边界的法线方向有关，正值表示顺着法线方向，负值表示

与法线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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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1“生成爆破实体”对话框 图 1-122“爆破实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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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生产计划

本章主要介绍地下矿山生产计划的编制，包括计划工程的建立和打开、编制、调整、报表输

出等。在菜单栏上点击“生产计划”选项卡，软件切换到生产计划的表格窗口。生产计划包括数

据、计划编制、报表定制、和选项四个功能组，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生产计划

11.1 数据要求与说明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的地下矿山生产计划编制模块是基于交互式模拟方法构建的。它在数字采

矿平台先前建立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用户输入的生产数据，生成生产任务并进行模拟排序得出优

化方案。用户在三维可视化环境下对方案进行交互修改，再交计算机重新模拟运行，直到得出一

个可行的最佳方案。最终的计划结果可通过三维动画、甘特图以及定制报表展示。一般来说，计

划的编制要经过数据准备、数据录入、任务搜索方案设置、系统执行、用户调整、再执行和结果

输出几个步骤。

数字采矿平台的生产计划工程是根据数字采矿平台三维实体文件创建的，基础数据包括一个

实体文件、一个路径文件以及相应的块段模型。

生产路径：主要指生产队伍或设备的运动轨迹及推进方向，起到建立生产运动轨迹的空间拓

扑关系的作用。生产路径数据的主要来源：井巷工程设计中心线、实测巷道实体提取中心线、采

场中心线，以及其他能够正确反映工程实体及其生产方向的线。采场中心线可根据采场三维实体

及采矿或充填方向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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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实体：生产活动所作用的三维实体对象。井巷三维实体通过设计中心线加固定断面生成，

或者由实测数据直接生成；采场三维实体由三维线框生成。生产路径与三维实体必须一一对应。

数据要求：每个实体和路径必须有一个实体名称。系统在建立计划工程时将实体名称及其他

用户指定的属性字段（通过“要素类管理器”添加，如“中段”、“盘区”等）组合，生成场地

名称。实体与其对应的路径线的场地名称必须一致，且实体的场地名称是唯一的。

路径线的方向尽量与生产推进方向一致。为了防止按工程进度切割周期实体时出现错误，过

路径线上任意一点并垂直于该线段的平面与该线只能有一个交点，即保证任一垂直于实体中心线

的平面切割实体时只能将实体切成两块，否则必须打断该路径及其对应的实体。

生产路径相交处必须有交点存在，如果交点两边推进方向不一致，还需要打断形成两条不同

的路径。三维实体最好能够通过实体验证，否则计算体积只能通过“六面体”法进行，会存在一

定误差。

可为整个矿区建立一个统一的块段模型，在不同场合下设定不同的次分级数。如果需要，块

段模型中还应存在“比重”等字段。

在上述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计划工程，然后由用户输入计划参数。系统根据计划参数生成生产

任务，自动模拟生产过程。

主体任务与派生任务：任务是发生在生产路径上的各类生产活动，分为主体任务与派生任务。

主体任务即直接产生三维空间的生产活动，如掘进、采矿；派生任务发生在主体任务产生的三维

空间中，不直接产生三维空间，并与生产路径或与垂直于生产路径的横断面存在某种数学关系，

如支护、中深孔、充填等。任务被指定在生产路径上，一条路径上可指定多个任务，但整条路径

上需要完成的任务应是相同的。例如，某条运输巷道路径上会发生掘进、砼支护等生产活动，而

某采矿巷道会发生采矿、锚杆支护、中深孔、回采等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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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与后序：任务之间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即一项活动要开展，它的前驱活动必须完成；

同样只有在它本身完成的情况下，它的后序活动方可开展。如：只有在掘进完成的情况下，方可

打锚杆，同样只有锚杆打完后方可喷浆，则锚杆的前驱是掘进，后序是喷浆。若后序活动发生在

不同的场地上，如中深孔和采矿，则采场就是凿岩巷道的后序场地。除了描述生产工序先后关系

的“后序”，还有表示生产者工作场地顺序的“后继”，如某掘进队掘完一段巷道后接着掘进硐

室，则该巷道的后继场地是硐室。

搜索方案：生产任务的后继、后序衔接关系既可由用户指定，也可由系统自动分配。系统分

配后继、后序任务时，首先在用户指定的搜索范围内搜索任务场地，然后按照优先级、距离等条

件排序，选出一个最合适的作为生产者的下一个任务。用户可在“生产活动汇总表”中为每一种

生产活动单独指定搜索方案，也可在执行计划时设置统一的搜索方案。

模拟排序的优化方案生成之后，用户检查方案的合理性，修改初始数据再交系统重新运行。

反复调试数次后找到一个满意的方案，最终输出三维动画、甘特图以及定制报表。

11.2 数据

“数据”功能组主要进行计划数据的打开和显示操作，包括计划工程的新建、打开、追加，

计划数据的录入、重置，以及计划实体在三维窗口中的显示，如图 11-2。

图 11-2 数据

11.2.1 新建

“新建”功能用来建立新的计划工程。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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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数据”→“新建” ，执行后弹出如图 11-3 所示对话框。

图 11-3“新建计划”对话框

【实例 11-1】建立一个新的计划

【操作步骤】

（1）“生产计划”→“数据”→“新建”，运行后弹出如图 11-3 所示对话框；

（2）选择工程路径为“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新建”，路径文件为“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新建

\01_示例采区_线.dmf”，实体文件为“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新建\02_示例采区_体.dmf”，点击

“下一步”；

（3）进入“场地名定义”步骤，如图 11-4 所示。选择实体属性结构中的字段，组合成场地

名称。例如，依次选择“实体名称”、“矿体”、“中段”、“盘区”，则 600 中段 46II 盘区的

电耙道场地名称组合为“电耙道-I2-600-46II”；

（4）组合完毕，点击“完成”，软件将在工程路径下创建一系列计划文件，命令提示栏提

示生产场地初始化成功。如果实体文件和路径文件的场地名称不对应，或有不同实体的场地名重

复，系统会提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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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场地名定义”对话框

11.2.2 打开

用“打开”功能打开已建立好的计划工程。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打开” ，行后选择计划工程所在的文件夹，载入工程文件。

新建或打开计划工程成功，即可开始录入计划数据。

11.2.3 数据录入

计划数据归类为 8 个表，分别是生产活动汇总表、区域汇总表、工程类型汇总表、计划周期

表、生产者假期日历、生产者汇总表、生产场地属性表和生产任务属性表。

单击“数据”按钮 下方的箭头，弹出如图 11-5 所示的下拉菜单。

图 11-5 “数据”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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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1 生产活动汇总表

生产活动汇总表用于定义计划期内的生产活动，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生产活动汇总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参数设置”→“生产活动汇总表”

表中各字段定义如下：

活动名：计划期内将要发生的各种生产活动，由用户自己定义；

活动类型：分为主体活动和派生活动两大类。主体活动指直接产生三维空间的生产活动，如

掘进、采矿；派生活动发生在主体活动产生的三维空间中，不直接产生三维空间，如支护、中深

孔、充填等。其中主体活动又分为“掘进”和“采矿”两种类型，除此之外的所有生产活动都属

于派生活动；

前序：某个活动的上一个工序，如“支护”的前序是“掘进”；

后序：某个活动的下一个工序，如“掘进凿岩巷道”的后序是“中深孔”；

后序异地：如果某活动的后序在不同的活动空间中进行，需选择“后序异地”，以便系统分

配后序活动的生产场地。如“中深孔”在凿岩巷道中进行，它的后序“采矿”在新的空间中进行；

前延迟：某活动与其前序活动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天；

后延迟：某活动与其后序活动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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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表达式：派生活动的生产能力与其主体活动生产能力的关系式，关系式通过对话框输入。

其中：“能力”指派生活动的生产能力，主体活动的生产能力以其量算单位表示。例如，派生活

动“中深孔”发生在主体活动“掘进凿岩巷道”产生的空间中，若平均每米巷道施工 100 米炮孔，

则其换算表达式为“长度=能力/100”；

返算表达式：换算表达式的反函数，指定由派生活动生产能力返算主体活动生产能力的关系

式；

量算单位：指定用何种单位来计量该活动的生产能力，可选项有“体积”、“重量”、“长

度”，单位分别是立方米、吨、米；

后继搜距：为该场地上的生产者搜索后继（见本章第一节“数据要求与说明”）场地时的搜

索策略。系统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自动为空闲的生产者搜索任务，因此需要设置一种搜索策略，在

当前场地生产路径四周的一定范围内搜索后继活动场地的生产路径。搜索距离的单位为米。例如，

某掘进队掘完硐室之后，在周围 50 米的范围内为其搜索下一个掘进任务的场地。默认值-1 表示

不指定特定的搜索策略，按照执行前设置的统一搜索策略（见 11.3.5“执行”一节）搜索。

后序搜距：为发生在不同场地上的后序活动（见本章第一节“数据要求与说明”）搜索活动

场地时的搜索策略。如“中深孔”的后序活动“采矿”，二者存在后序异地关系，设置在“中深

孔”发生的场地——某凿岩巷道生产路径的上方 20 米、水平 10 米的范围内搜索“采矿”发生的

场地——采场的生产路径。

11.2.3.2 区域汇总表

如果需要根据不同区域来限制生产者的活动范围，可为计划添加“区域汇总表”，如图 1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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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区域汇总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参数设置”→“区域汇总表”

11.2.3.3 工程类型汇总表

如果需要在报表中根据“开拓”、“采准”、“切割”等不同工程类型输出矿量等数据，可

为计划添加“工程类型汇总表”，如图 11-8 所示。

图 11-8 工程类型汇总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参数设置”→“工程类型汇总表”

11.2.3.4 计划周期表

计划周期表用来定义计划执行的周期长度及周期数，如图 1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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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计划周期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参数设置”→“计划周期表”

表中各字段定义如下：

名称：计划周期的名称。可同时设置长期和短期的计划，软件将按排列顺序依次执行所有周

期；

单周期时间数：每个周期的执行次数；

时间单位：周期时间的单位；

单周期时间单位数：每个周期包含几个单位时间。如“时间单位”指定“月”，“单周期时

间单位数”指定“3”，则每个周期的长度为 3 个月。

11.2.3.5 生产者假期日历

生产者假期日历用来定义计划执行期间生产者的休假方案，如图 11-10 所示。

图 11-10 生产者假期日历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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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数据”→“参数设置”→“生产者假期日历”

表中各字段定义如下：

假期名：假期方案的名称；

W 周几、W 持续时间：从每周几开始，持续放假几天；

M 几号、M 持续时间：从每月几日开始，持续放假几天；

Y 某天、Y 持续时间：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持续放假几天。

11.2.3.6 生产者汇总表

生产者汇总表用于定义各生产者（生产队、组，设备等）从事的活动及生产能力等信息，如

图 11-11 所示。

图 11-11 生产者汇总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参数设置”→“生产者汇总表”

表中各字段定义如下：

生产者名：各生产者的名称。命名时最好遵循一定的规律，以方便排序统一赋值；

从事活动：各生产者从事的生产活动，从“生产活动汇总表”定义的活动中选择；

初始场地：计划开始执行时生产者所在的场地，可留空；

开始时间：某生产者何时开始生产活动，可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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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日历：某生产者的假期方案，从“生产者假期日历”定义的假期方案中选择；

最大生产能力：生产者每工作日的生产能力，单位是“生产活动汇总表”中为其所从事的活

动指定的单位；

同时生产场地数：可指定某生产者同时在多个场地施工；

工作区域：可限定生产者活动的区域，留空为不限制；

备注：用户自行添加的必要的说明。

11.2.3.7 生产场地属性表

生产场地属性表用于设置生产场地的属性参数，根据前几个表的数据由系统自动建立，如图

11-12 所示。

图 11-12 生产场地属性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参数设置”→“生产场地属性表”

表中各字段定义如下：

场地名：建立计划工程时由文件属性结构中的字段组合成的场地名。组合及命名时最好遵循

一定规律，以便使性质相似的场地排序在一起，一次性等值填充赋值；

活动：在该场地上发生的生产活动，可同时指定多种；

块段基本级数、块段边界级数：系统进行模拟生产过程运算时对块段模型的次分级数，值越

大块段划分的越小、计算越精确，运行速度也越慢；

固定推进：设置该场地上生产活动的推进方向，勾选则只能沿场地路径的初始方向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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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后继、固定后序：该场地上生产活动的固定后继场地和固定后序场地（见本章第一节），

可通过表中的下拉框或三维环境下的“后继”、“后序”功能指定。若留空，则由系统按照搜索

策略自动分配后继和后序；

所属区域：定义各场地分别属于哪一区域，可留空；

工程类型：定义各场地分别属于何种类型，可留空；

其他字段：原实体文件属性结构中的其他字段，也会被读入生产场地属性表中。

11.2.3.8 生产任务属性表

生产任务属性表用于设置各项任务的属性参数，根据前几个表的数据由系统自动建立，如图

11-13 所示。

图 11-13 生产任务属性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参数设置”→“生产任务属性表”

表中各字段定义如下：

任务名：由生产活动名和场地名组成，中间用“@”连接，表示某场地上进行的某活动；

优先级：任务的优先顺序，最高值为 500。系统运行计划时优先级较高的任务首先被安排执

行；

最大生产能力：由于各种现场条件的限制，生产者在某个场地上不一定能发挥出他理论上的

最大能力，此时需要根据不同生产场地的具体情况设置任务的最大生产能力，限制生产者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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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高于该值。运行计划时系统将取“生产者最大生产能力”和“任务最大生产能力”中的较

小者计算。“-1”值为不限制；

已完成量：计划开始执行时该任务已完成的工作量，“-1”值表示全部完成；

初始状态：计划开始执行时该任务的状态。

（1）未知，一般按默认值“未知”，根据系统执行方式推进；

（2）可开工，如果该任务的前驱活动已经完成但没有载入计划，需将该任务的初始状态置

为“可开工”；

（3）不可开工，生产者汇总表中，设置某队伍的初始场地，但该场地的不符合可开工条件，

如：采矿队伍的初始场地设置在某采场，但该采场的中深孔未准备好，不能立刻执行，设置为不

可开工；

（4）在生产，表示该任务正处于执行状态；

（5）完成，该任务已经完成。

前驱：该任务的前驱任务，由系统自动计算，运行计划之前值为-1；

后继：该任务的后继任务，由系统自动计算，运行计划之前值为-1；

开工时间、结束时间：该任务的开始和结束日期，由系统自动计算，运行计划之前值为默认

日期；

施工者：执行该任务的生产者，由系统自动计算；

完成量：系统内部的一个取值，与任务属性无关。初始为 0，表示未开工，完成后为-1，表

示已完成；

完成总量：该任务执行的结果，即总工作量；

状态：该任务的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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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追加

向当前计划工程中追加新的生产场地，操作同“新建”。

新的场地将被添加进原有的三维实体文件和生产路径文件中，“生产场地属性表”也会作相

应的更新。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追加” ，执行后弹出如图 11-14 所示对话框。

图 11-14 “追加”对话框

11.2.5 重置任务

重置当前运行结果，以便重新计算。每次试运行计划并经用户调整之后，在下一次试运行前，

必须重置上次运行结果。

重置任务后，“生产任务属性表”中由系统运行后赋值的参数将被重置为初始值。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重置”

注意：必须先打开“生产任务属性表”，重置按钮才会变为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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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显示

用户可通过“显示”功能在三维窗口中查看生产路径、三维实体、后继、后续关系；同时方

便后继、后序关系的指定。单击“显示”按钮 下方的箭头，弹出如图 11-15 所示的菜单。

图 11-15 “显示”菜单

11.2.6.1 生产路径

在三维窗口中显示生产场地的生产路径。双击路径线，自动弹出该场地的属性窗口。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显示”→“生产路径”

【实例 11-2】打开一个计划工程，并在三维窗口中显示生产路径、查看属性。

（1）点击“数据”→“打开”，选择目录为“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打开”，载入计划文件；

（2）点击“数据”→“显示”→“生产路径”，系统自动切换到三维窗口，并显示出生产

路径，如图 11-16 所示；

（3）双击一条路径线，弹出属性窗口，如图 11-17 所示。可以直接在属性窗口中修改该场

地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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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生产场地属性表”处于打开状态，必须刷新表格才能显示三维窗口中的更新。

图 11-16 显示生产路径

图 11-17 显示场地属性

11.2.6.2 三维实体

在三维窗口中显示生产场地的三维实体。双击实体，自动弹出该场地的属性窗口。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显示”→“三维实体”

【实例 11-3】在三维窗口中显示计划工程的三维实体，并查看属性。

（1）点击“数据”→“显示”→“三维实体”，系统自动切换到三维窗口，并显示出计划

工程的三维实体，如图 11-18 所示；

（2）双击一个三维实体，弹出属性窗口，与双击生产路径弹出的窗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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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8 显示三维实体

11.2.6.3 后继关系

在三维窗口中显示生产场地间的后继关系，以带箭头的绿色细线表示。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显示”→“后继关系”

11.2.6.4 后序关系

在三维窗口中显示生产场地间的后序关系，以带箭头的红色细线表示。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显示”→“后序关系”

11.2.6.5 显示方向

在三维窗口中显示生产路径的方向。选中一条路径线单击右键，可在菜单中选择“路径反向”

改变该路径的方向。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数据”→“显示”→“显示方向”

【实例 11-4】在三维窗口中显示生产路径的方向，并使一条路径线反向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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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数据”→“显示”→“生产路径”，系统自动切换到三维窗口，并显示出计划

工程的路径线。再选择“数据”→“显示”→“显示方向”，各路径线的方向以箭头标出，如图

11-19 所示；

（2）选中一条路径线，单击右键，在菜单中选择“路径反向”，改变该路径的方向。

图 11-19 显示生产路径方向

11.3 计划编制

“计划编制”功能组主要进行计划工程的运行调试操作，包括三维环境下后继、后序关系的

指定，块段模型的载入，数据检查以及计划执行，结果输出、甘特图、动画，如图 11-20。

图 11-20 计划编制

11.3.1 块块模型

运行计划前同时需要载入该矿区的块段模型，是进行矿块统计和以量算前进距离的基础，同

时，方便查询和统计矿量、副产等。如：采矿的效率是体积或吨，通过块段模型，计算每天的采

矿进度。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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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块段模型” ，执行后弹出如图 11-21 所示对话框。

图 11-21 “设置块段模型”对话框

11.3.2 后继

“后继”功能用于在三维环境下指定生产场地间的后继（“后继”的概念见本章第一节）关

系。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后继”

【实例 11-5】在三维窗口中显示生产路径，编辑后继关系。

【操作步骤】

（1）“数据”→“显示”→“生产路径”，系统自动切换到三维窗口，并显示出计划工程的

路径线。再选择“数据”→“显示”→“后继关系”，场地间的后继关系以带箭头的绿色细线标

出，如图 11-22；

或打开“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打开\生产场地属性表”，找到要添加后继关系的场地，双击行

首，自动在三维窗口中定位到该场地的路径线；

（2）“计划编制”→“后继”，点选某采场拉底巷道的生产路径，再点选旁边一条拉底巷

道的生产路径，为二者添加后继关系，如图 11-23、11-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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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打开“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打开\生产场地属性表”，找到相应场地，在“固定后继”一列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后继场地；

（3）点选某条代表后继关系的绿色细线，单击右键，在菜单中选择“删除后继关系”，取

消该后继关系，如图 11-25。

注意：如果在三维窗口中编辑后继、后序关系时“生产场地属性表”处于打开状态，则必须

刷新表格才能显示出编辑后的后继、后序关系。

图 11-22 显示后继关系图图 11-23 添加新的后继关系

图 11-24 添加完毕图图 11-25 删除后继关系

11.3.3 后序

“后序”功能用于在三维环境下指定生产场地间的后序（“后序”的概念见本章第一节）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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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后序”，在三维窗口中先后点选两条生产路径线即可

为二者添加后序关系。该命令的执行方式与“后继”相似，操作实例可参见第 11.3.2“后继”一

节。后序关系用带箭头的红色细线表示。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后序”

11.3.4 数据检查

在运行之前检查计划数据的有效性，若存在无效数据系统会提示错误。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计划编制”→“数据检查”

11.3.5 执行

按照录入的计划数据模拟执行生产过程。执行之前首先要设置后继和后序关系的统一搜索方

案。如果生产活动汇总表中有活动未指定后继或后序的搜索方案，系统将按统一搜索方案为它们

查找后继和后序。

系统在搜索后序和后继时，先在指定搜索方案或统一搜索方案设定的查找距离内按照“最大

查找个数”找出数个距离最近的任务作为候选，然后按照“优先级——场地名相似度（如果点选

“优先相似场地名”则考虑场地名的相似度）——距离”的优先顺序从候选任务中筛选出一个最

符合条件的后继或后序任务。

如果点选了“任意查找”，系统将在按指定搜索方案或统一搜索方案找不到任务时，任意指

派后继和后序任务。若点选“总是计算体积和面积”，系统将计算以长度计量的任务（如掘进）

的完成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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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完毕后，“生产任务属性表”中显示出各任务的前驱、后继、开始和结束时间、施工者

以及完成总量。系统生成“周期单体汇总表”、“周期派生任务单体汇总表”及甘特图，用户可

查看周期单体图形和模拟动画，并可根据报表模板定制、输出报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计划编制”→“执行” ，执行后弹出如图 11-26 所示对话框。

图 11-26 “执行”对话框

11.3.6 结果

该功能用于显示计划运行的部分结果，包括“周期单体汇总表”、“周期派生任务单体汇总

表”。单击“结果”按钮 下方的箭头，弹出如图 11-27 所示下拉菜单。

图 11-27“结果”下拉菜单

11.3.6.1 周期单体汇总表

该表记录了每周期内各主体任务的详细执行情况，包括施工者、完成进度、开工和结束时间

等信息，如图 11-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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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8 周期单体汇总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计划编制”→“结果”→“周期单体汇总表”

11.3.6.2 周期派生任务单体汇总表

该表记录了每周期内各派生任务的详细执行情况，包括施工者、完成进度、开工和结束时间

等信息，如图 11-29 所示。

图 11-29 周期单体汇总表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计划编制”→“结果”→“周期派生任务单体汇总表”

11.3.6.3 周期单体图形

系统根据每一周期的完成量将场地实体切割成块，生成三维的周期单体图形。同一周期完成

的单体用同种颜色表示，用户可以打开生产计划工程文件中的“周期单体.dmf”文件。

【操作方式】

打开“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打开\周期单体.dmf”文件。

【操作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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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打开\周期单体.dmf”文件，执行后在三维窗口中显示出周期单体

图形，如图 11-30 所示。

图 11-30 周期单体图形

11.3.7 甘特图

甘特图又叫横道图，它能以图示的方式，通过活动列表和时间刻度形象地表示出项目的活动

顺序与持续时间。它的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活动（项目），进度条表示在整个期间上计划和

实际的活动完成情况，直观地表明了任务计划在什么时候进行，及实际进展与计划要求的对比。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的生产计划计划执行结果可以生成甘特图，并导入 Microsoft Project 中。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计划编制”→“甘特图” ，执行后自动切换到甘特图界面，如图 11-31

所示。工具栏上的“甘特图”按钮变成“数据表”，单击将回到数据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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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1 甘特图

【实例 11-6】打开甘特图，进行查看、定位、编辑等操作。

（1）打开计划目录“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打开”，单击“生产计划”→“计划编制”→“甘

特图”；

（2）在甘特图的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任务定位”，弹出如图 11-32 所示对话框；

（3）点选“日期选择”，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日期，则自动定位到该日期。或点击“生

产计划”→“选项”→“转到今日”，时间轴自动跳转到当前日期；

（4）点选“任务选择”，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任务，则自动定位到该任务，同时左侧表

格记录该任务信息的一行及代表该任务的进度条变为选中状态；

（5）在甘特图上方的日期栏上双击左键，弹出如图 11-33 所示的过滤显示对话框，可设置

甘特图中显示的任务类型。点击“选项”功能组的“视野放大”、“视野缩小”按钮或在甘特图

栏中按下 Ctrl 键滚动鼠标滚轮可调整视图大小；

（6）拖动任务进度条的中间，可调整任务的开始时间，拖动任务进度条的末端，可调整任

务的完成时间，如图 11-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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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双击任务进度条，或在任务进度条上单击右键选择“打开设置”，弹出如图 11-35 所

示的对话框，编辑任务属性。勾去“完成进度”复选框，调整任务进度为未完成状态，则任务进

度条未完成的部分显示为用户指定的颜色，如图 11-36 所示。在任务进度条上单击右键，选择“标

记完成”，可将未完成的任务标记为完成；

（8）在左侧表格的表头栏单击右键，弹出如图 11-37 所示对话框，可进行甘特图排序的设

置；

（9）在甘特图的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导出数据”→“Project”，将甘特图导入 Microsoft

Project，或选择“导出数据”→“Excel”，将生产任务属性表导入至 Excel。

图 11-32 “任务定位”对话框图 11-33“甘特图显示定制”对话框

图 11-34 调整任务的开始、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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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5 “任务属性编辑””对话框图 11-36 标记未完成任务

图 11-37 “甘特图显示排序设置”对话框

11.3.8 动画

计划执行的结果可在三维窗口中以周期单体的动画形式表现，直观生动。

动画模式分为三种，可以自动或手动播放：累加模式——累加显示每周期完成的工程单体；

移出模式——先显示出所有周期单体，再随进度将每周期完成的单体变淡；进展模式——只显示

当前周期完成的工程单体。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动画” ，执行后自动切换到三维窗口，并弹出动画设置

对话框，如图 11-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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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8 “动画设置”对话框

【实例 11-7】显示计划进程动画。

（1）打开计划目录“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打开”，单击“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动

画”；

（2）选择播放模式为“自动”、“累加模式”，设置“每步周期数”为 1，“延迟时间”为

0.5，点击自动播放按钮，开始播放动画。每个周期完成的工程单体被累加显示在屏幕上，如图

11-39 所示；

图 11-39 “累加模式”播放动画

（3）选择播放模式为“自动”、“移出模式”，再次播放，每个周期完成的工程单体在屏

幕上减淡显示，如图 11-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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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0 “移出模式”播放动画

（4）选择播放模式为“手动”、“进展模式”，点击手动播放的播放按钮，屏幕上只显示

当前周期完成的工程单体，如图 11-41 所示。

图 11-41 “进展模式”播放动画

11.4 报表定制

“报表定制”功能组主要进行计划报表模板的定制、打开、保存以及计划报表的输出操作，

如图 11-42。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的计划报表模板为 xml 格式，使用 Jet SQL 语言编写。用户可根据定制的

模板输出报表。

图 11-42 报表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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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打开

用“打开”功能打开已编写好的报表模板。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报表定制”→“打开” ，行后选择 xml 格式的报表模板载入，“导出”

和“保存”按钮变为可用状态，“添加”按钮变为“设置”。

11.4.2 添加

“添加”功能用来编写新的报表模板。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报表定制”→“添加” ，运行后弹出如图 11-43 所示对话框。

图 11-43 “工程管理”对话框

【实例 11-8】打开并查看示例报表模板的详细设置

（1）“生产计划”→“报表定制”→“打开”，选择“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报表定制\示例

报表模板.xml”文件；

（2）“生产计划”→“报表定制”→“添加”，弹出如图 11-43 所示对话框；

（3）选择“示例生产计划表”，单击“下一步”，进入报表管理界面，如图 11-44 所示。

一个工程包括数个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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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4 “报表管理”对话框

（4）选择“掘进”报表，单击“下一步”，进入详细设置界面，设置表中各字段的详细信

息。

（5）单击左侧字段列表中的“采准”字段，查看其详细设置，如图 11-45 所示。可点击“上

移”、“下移”更改字段在表中的位置，点击“插入”、“追加”、“删除”添加或删除表中的

字段。字段的类型分为“自定义”和“表字段”两种，“自定义”即由用户输入的 SQL 语句确定

数据来源，“表字段”则指定某个计划数据表中的字段直接提供数据来源。“文字型”的字段值

可包含字符与数字，但不能用来进行数学运算，“数字型”的字段可进行数学运算，但其值只能

是数字。用户输入的 SQL 语句可点击“保存”保存为 sql 或 txt 格式的文件，下次使用时点击“加

载”重新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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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5 “详细设置”对话框

（6）单击左侧字段列表中的“ID”字段，查看其详细设置，如图 11-46 所示。当字段类型

设为“表字段”时，“来源”下拉框变为可用。选择一个计划数据表，再选择该表的一个字段，

将其设为“ID”字段数据来源。

图 11-46 字段“ID”的详细设置

【实例 11-9】建立一个新的报表模板。

（1）“生产计划”→“报表定制”→“添加”，弹出“工程管理”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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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添加”按钮，输入工程名，建立一个新的工程，如图 11-47 所示；

（3）选中新建的工程，单击“下一步”进入报表管理界面。点击“添加”按钮，输入报表

名，建立新报表，如图 11-48 所示；

（4）选中新建的报表，单击“下一步”进入详细设置界面；

（5）单击“追加”，添加新的字段，设置字段的名称、类型、来源等，如图 11-49 所示；

（6）重复第（5）步，逐一添加字段。所有字段设置完成后点击“上一步”，选择另一个表

添加字段。

（7）所有报表编辑完成，点击“完成”。

【说明】

（1）为了使后续字段的定制有所参照，每个表中必须有一个表字段。可将报表的第一个字

段设为“ID”以作参照，定制后续字段时可以采用“……where ***=ID”的形式。

举例：UPDATE 掘进，生产任务属性表，生产场地属性表 SET 掘进.[中段]=生产场地属性

表 .[中 段 ] WHERE Mid([任 务 名 ],InStr(1,[任 务 名 ],'@',1)+1,len([任 务 名 ])-InStr(1,[任 务 名 ]，

'@',1))=[场地名] and 生产任务属性表.[编号]=[ID];

（2）在语句中字符（串）必须要用半角的单引号包起来，否则执行会出错。表名和字段名也

最好用方括号“[ ]”扩起来。

（3）SQL 表达式在 Server2000 等大数据库中通过并不表示在导出时肯定成功，因为 Excel

使用的 Jet SQL 的语法与大型数据库中的 SQL 语言（如 Server2000 的 Transact SQL 和 Oracle

Pl/SQL 等）有较大区别。对于 Jet SQL 的调试推荐在 Access 的界面下调试（与 Excel 为同一类

型）。

（4）SQL 表达式导出时不提示出错不表示输出报表一定会成功，如果 Excel 的安全设置级

别过高有可能会阻止表达式的执行（不提示出错但也不写入数据）。

http://it.kswchina.com/Oracle/zh/507659.html
http://it.kswchina.com/Oracle/zh/5076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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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模版配置文件默认采用 ANSI 编码，但未将信息写入 xml 文件，如果配置文件出现乱

码可能有两种情况：1、经过加密；2、编码不对。对于编码问题可以将文件另存为 Unicode 编

码。

（6）对于模版配置文件的格式，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最好不要用记事本等外部工具打开修

改，推荐在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下进行修改。

图 11-47 建立新的工程图 11-48 添加报表

图 11-49 设置字段属性

11.4.3 导出

根据报表模板导出报表。导出之前首先要打开或建立一个新的报表模板。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报表定制”→“导出”

运行后选择导出路径和报表文件名，系统开始导出报表。导出成功后出现提示框，如图 11-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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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0 “导出成功”提示框

11.4.4 保存

将新建立的报表模板保存到文件。

【操作方式】

“生产计划”→“报表定制”→“保存”

运行后选择保存路径和模板文件名。文件保存为 xml 格式，编辑该文件的注意事项参见 11.4.2

“添加”一节中实例后的注意事项。

注意：修改后的报表模板必须重新保存。

11.5 选项

本节介绍“选项”功能组（如图 11-51）和生产计划窗口下右键菜单的应用。“选项”功能

组和右键菜单主要用于计划表格和甘特图显示风格的设置。

图 11-51 选项

11.5.1 选项功能按钮

“选项”功能组中各按钮的功能定义如下：

行高：数据表每行的高度，以像素为单位，默认为 20；

设置字体：设置数据表中显示的字体；

自动宽度：根据表格中字符串的长度自动计算列宽，以保证显示列中所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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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表、下一个表：根据用户浏览表格的历史顺序回顾之前打开的表格；

视野放大、视野缩小：甘特图时间轴视野的放大和缩小，计划表格界面下为不可用状态；

转到今日：将甘特图的时间轴转到今日对应的时间。

11.5.2 右键菜单

在生产计划窗口下单击右键，弹出如图 11-52 所示菜单。

图 11-52 右键菜单

菜单中各选项的功能定义如下：

添加：在数据表末尾追加一条数据（其值采用默认值）；

插入：在鼠标所在行的下方添加一条数据（其值采用默认值）；

删除：删除选中行（可以是多行）或者鼠标所在行的数据；

全选：选中全部行；

自动列宽：根据表格中字符串的长度调整列宽；

保存数据：将当前表数据保存至磁盘文件；

刷新数据：刷新当前表；

等值填充：对选中的列区域以最上面一条数据进行等值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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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到 HTML：将表数据转换成网页文件。点击后选择保存路径和网页文件名，转换完成的

网页如图 11-53 所示；

列可视性：管理每列的显示和隐藏。点击后弹出如图 11-54 所示对话框，勾选或取消需要显

示的列。

图 11-53 数据表转换网页文件

图 11-54 “列可视化管理”对话框

【实例 11-10】建立一个计划工程，录入数据、运行，查看结果、输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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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生产计划”→“数据”→“新建”，选择工程路径为“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新建”，

路径文件为“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新建\01 示例采区_线”，实体文件为“示例数据\生产计划\新建

\02 示例采区_体”，设置场地名组合方案，建立一个新的计划；

（2）依次打开“生产活动汇总表”、“区域汇总表”、“工程类型汇总表”、“计划周期

表”、“生产者假期日历”和“生产者汇总表”，录入计划数据。单击右键点选“添加”或双击

表格空白处添加新行，输入各项生产活动的名称。刷新表格，设置各项活动的参数属性；

（3）打开“生产场地属性表”指定生产场地的属性数据，也可运行“生产计划”→“计划

编制”→“后继”、“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后序”在三维环境下指定场地的后继和后

序。试运行时可将“块段基本级数”、“块段边界级数”值设小些以节省运行时间，精确计算时

设大些以保证精度；

（4）打开“生产任务属性表”指定生产任务的属性数据；

（5）点击“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块段模型”，载入块段模型；

（6）点击“生产计划”→“计划编制”→“数据检查”，检查数据有无错误；

（7）点击“生产计划”→“计划编制”→“执行”，设置开始日期和搜索方案，试运行计

划；

（8）运行完毕，刷新“生产任务属性表”，打开“周期单体汇总表”和“周期派生任务单

体汇总表”，查看任务信息，运行“生产计划”→“计划编制”→“动画”、“生产计划”→“计

划编制”→“甘特图”查看计划结果；

（9）寻找计划存在的问题和疏漏，修改计划数据，重复第（6）至（8）步，再次试运行；

（10）重复第（6）至（9）步，直到运行结果符合预期要求。将“生产场地属性表”中“块

段基本级数”、“块段边界级数”的值增大，重复第（7）步，精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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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运行“生产计划”→“计划编制”→“甘特图”，在甘特图的空白处单击右键，选择

“导出数据”→“Project”，将甘特图导入 Microsoft Project；

（12）运行“生产计划”→“报表定制”→“打开”，选择“示例数据\地下矿山生产计划\

报表定制”文件夹下的“示例报表模板.xml”文件，运行“生产计划”→“报表定制”→“导出”，

输出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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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露天采矿

要保证露天开采经济合理且安全稳定，须在规划设计阶段和生产过程中科学地决策，以保证

生产方案和参数合理。数字采矿平台软件在三维环境下实现了方便快捷的露天开采设计，为决策

者进行科学决策、保证合理生产方案及参数提供技术支持，从而达到在有限的已知信息量和一定

的技术条件和经济环境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的目的。

本章主要介绍境界优化、露天矿设计、露天道路设计、中长期计划、短期计划、爆破设计、

露天配矿等，所涉及的命令主要集中在“露天采矿”选项卡中，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露天采矿

12.1 境界优化

对露天矿进行开采设计，首先要进行境界优化。数字采矿平台软件提供了露天矿境界优化功

能，通过调用赋值后的块段模型，结合输入的采矿成本、剥离成本、贫化率、损失率、复垦成本、

销售成本等经济参数，将块体模型转换为价值模型，再结合设定帮坡角等工程技术参数进行约束，

采用 LG 法优化生成一个露天坑。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境界优化” ，弹出对话框，如图 12-2 所示。境界优化对话框由

5 个设置界面构成，分别是价值模型、成本参数、露天边坡角度、特殊开采约束、输出。

价值模型：境界优化是基于价值模型进行的构建，价值模型由块段模型转换而来，此页设置

块段模型转化价值模型时，所需要的参数，将块段模型中的品位转换为价值模型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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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参数：设置开采成本，利用开采成本形成每个价值模型块的成本，和价值模型页中计算

的收入，即可形成价值块的净价值（利润）。

露天边坡角度：以当前岩石状态，设置露天开采最终边坡角度，境界优化时会利用设置的边

坡角度，考虑价值块的压覆关系。

特殊开采约束：当露天坑受到边界约束，地下采空区约束等等特殊约束等等不能任意开采时，

就需要设置此约束，计算出在特殊开采条件下的

结果输出：设置输出的块大小和输出结果表格的路径。

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 价值模型

图 12-2 价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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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

矿岩区分-区分字段：指在块段模型中用于区分矿石、岩石的字段，如“矿岩类型”, 且矿岩

区分字段必须使用字节型。

矿岩区分-矿石值：指在区分字段中属于矿石的值，这里的值用数字表示。如“矿岩类型”字

段中值 1、2、3 分布表示铜矿、银矿、金矿。该对应由用户在建立块段模型时指定。

价值计算元素：在块段模型中用于计算价值的元素字段。

价值模型范围-XY 方向增减：当块段模型的范围不合适时，境界优化时会出现竖直陡面，如

图。

图 12-3 露天矿境界优化不是最优结果

此时的边坡不是按最终边坡角形成的，之外的废石也没有参与优化计算，因此不是最优境界。

这时不用返回到重新建立大范围的块段模型并进行估值，而是在 XY 正负方向输入扩大的范围，

软件在优化的时候就会当做废石参加优化计算。

矿石销售方式：可以设置不同矿石类型的不同销售方式。销售方式有按矿石销售、按精矿销

售、按金属销售三种。系统支持多种矿石类型，多种金属进行价值计算。

1）当选择按金属销售时，需要输入对应矿石类型选矿成本，每种元素的金属价格，不同矿

岩类型中不同元素的回收率，如图 1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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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按金属销售”对应框

图中表示 tfe 金属价格（品位为 100%）每吨 600 元，若块段模型的某个单元块的品位 tfe =X，

则该块的价值=体积*体重*（600*X）。

2）当选择按精矿销售时，将矿石的销售方式更改为精矿，右侧框会自动填写为精矿计算，

用户需要填写精矿的目标品位及目标品位下的价格，回收率的填写和参照销售方式为金属时的参

数填写即可，填写后如下图 12-5 所示。

图 12-5 “按精矿销售”对应框

图中表示 tfe 精矿每吨品位 60%的价格是 600 元，若块段模型的某个单元块的品位 tfe=X，

则该块的价值=体积*体重*（600/60*X*100）。

3）当选择按矿石销售时，下框会自动变成每吨原矿的价格输入框，如图 12-6 所示。可填写

在不同的品位区间中矿石的价格，如下图表示 0-20 区间内价格为 600，20-100 区间内价格为

1000。

图 12-6“按矿石销售价格”对应框

矿体属性值：用户在块段模型中，添加“净价值”属性，通过变量赋值功能，用品位与价值

的表达式计算出每个块的净价值，软件根据该净价值进行境界优化。

体重字段：当块段模型中有体重字段并且赋值时，选择该字段。

选矿成本：输入不同矿岩类型的选矿成本。

（2） 成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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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具有两种成本计算模式，一种是固定成本，通过填入矿石开采成本，岩石开采成本，复

垦成本三种成本的固定值，形成价值块的开采成本。

图 12-7 成本参数（固定成本）

另一种是成本随高程变化，对于某些露天矿，随着采深的增加，运输成本也会随之提高，通

过填入某些高度对应的成本，形成成本随高程变化曲线，系统会判断价值块所在的高程，进行成

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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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成本参数（成本随高程变化）

（3）露天边坡角度

图 12-9 露天边坡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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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说明：边坡约束控件显示的是一个二维表格，用于表达不同方位角范围的内的不同高程

的边坡角度，右侧为对方位角范围进行的一些编辑。

原理说明：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中境界优化所用到的是 LG 算法，LG 算法的基础是将所有的价

值块作为节点，每个节点之间用弧进行连接，而究竟当前被采节点和哪些节点相连接则决定于露

天边坡角度，下面举例进行说明。

如下图所示，假设在各个方向上的最大允许的边坡角度为 45，则模型图如下图所示，为了开

采价值块 1，应事先开采 2、3、4(当最终边坡角更缓时，应在 2、4 两侧增加节点)。为了开采模

块 3、4、5，又要开采出 5、6、7、8、9 等模块，这种开采顺序关系，用有向弧表示，按照这种

格式由下向上发展，直到地表。

图 12-10 边坡角度为 45 时，价值块约束关系图 12-11 边坡角度为 45 时，转换为图。

（4）特殊开采约束

图 12-12 露天矿境界优化“特殊开采约束”设置界面

选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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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模型：添加地表模型。一般地表模型的平面范围应足够大，否则，软件在优化计算时使

用到超过地表平面范围的单元块无法判断是空气块还是废石块。空气块没有成本和价格，而废石

块有成本。

平面范围约束：用平面闭合线约束进行境界优化，使优化结果的平面范围不超过该闭合线的

范围。一般用于对地表使用有限制的情况。

底部标高约束：通过输入底部标高，使境界优化的底部不低于该标高，即大于或等于该标高。

底部 DTM 约束：通过指定 DTM，使境界优化的底部不低于该 DTM 面，即大于或等于该

DTM 面。

全部采出：指将矿体全部采出得到的境界，该境界可能不是经济效益最优的境界。

（5）输出

图 12-13 露天矿境界优化“输出”设置界面

细分级数：指的是价值模型的块的大小，在一定的境界优化的范围内细分级数越大，所细分

的价值块越小，计算越精确，但是计算时间也会越长，当块数非常大的时候，会导致内存不足，

需要适当调小级数。

嵌套坑（折扣率）：指不同价格折扣对应的多个嵌套的优化坑。如图 12-13 所示，假设在价

值模型页中 tfe 的价格为 1000 元/吨，图中表示将生成在 tfe 金属价格分别为 600 元/吨（红色坑），

800 元/吨（黄色坑），1000 元/吨下的露天坑（灰色坑），生成之后会在视图中产生一组露天坑，

报告中也会输出一组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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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4 嵌套坑（折扣率）示意图

【实例 12-1】对示例数据露天矿进行境界优化

（1）选择“露天采矿”→“境界优化” ，出现对话框如图 12-5 所示，点击 ，选择需

要导入的矿块模型，此处选择示例数据中境界优化的数据，选择矿岩区分字段和矿石值，基于矿

块模型输入价值模型的范围：X/Y 正负方向增加（减少）长度，选择矿石类型及销售方式，输入

元素的价格及采用的单位，输入矿块参数，矿体属性值可选，当矿块中已存在体重字段时，勾选

“体重字段”可选择对应字段，也可通过默认矿石/岩石体重进行体重值的输入，输入回采率、贫

化率。

（2）选择“成本参数”，有“固定成本”和“成本随高程变化”两个选项，如图 12-16 所

示，根据矿山实际输入矿石开采成本，废石开采成本，复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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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6“成本参数”设置界面

（3）选择“露天境界边坡角”选项，如图 12-17 所示，添加边坡约束，确定方位角范围，

再根据方位角确定高程约束。

图 12-17“露天境界边坡角”设置界面

（4）选择“特殊开采约束”选项，如图 12-18 所示，选择地表模型，此处可选择示例数据

中对应的地表数据。系统提供了三种开采约束条件可选，分别为：1）平面范围约束：通过定义

的范围线对开采进行约束，可选择范围线；2）底部表面约束：可指定标高进行约束，也可选择

底部 DTM 文件进行约束；3）全部采出：即将所有矿体全部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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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8“特殊开采约束”设置界面

（5）选择“输出”选项，如图 12-19 所示。输入细分级数，选择输出报告文件的存放路径，

输入嵌套坑（折扣率）。

图 12-19“输出”选项

（6）点击“确定”按钮，运行结果如图 12-20、12-21。

图 12-20“露天境界优化”结果体

图 12-21“露天境界优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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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露天矿设计

12.2.1 露天设计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矿设计”→“露天设计” ，弹出对话框，如图 12-22。露天设计功能一共

有三个参数页，分别是高级设置，道路参数，平台参数。

高级设置：用于设置露天边坡角度、地表和高程约束及其相关项，一般在做一个露天矿设计

的时候，设置之后不会改变。

道路参数：设置露天坑道路的宽度、坡度，是否进行缓冲等道路相关参数。

平台参数：设置露天坑安全平台宽度、台阶高度等。

（1）高级设置

图 12-22 公共参数设置

边坡角设置，勾选“边坡划分”，可输入边坡基点，也可通过鼠标拾取边坡基点；边坡基点

指的是划分露天边坡角度时的基准点，根据此基准点和边坡范围角度，即可将露天坑线区分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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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范围，每个范围都有不同的边坡角度。如下图所示，箭头所示位置为露天边坡基点，根据 0-90

度、90 度-180 度、180-270 度、270 度到 360 度将露天坑线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则按照

不同的边坡角度进行下一个台阶的生成。

图 12-23 露天边坡分区

方位角的总范围是 0°~360°，用户可根据自己需要进行添加；在某一方位角范围内，可添加

高程约束，包括最小高程、最大高程和倾角；

勾选“使用地表文件”，可选择对应的地表文件，“显示至表面的距离”在勾选了“使用地

表文件”后才能勾选；选择地表文件之后，可以利用道路参数页中直接扩展地表功能直接将道路

扩展到地表。

显示至表面的距离选项的作用在于将平台的至地表的距离显示在窗口中，便于控制平台扩展

的高度。

扩展约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Z 值约束、到 DTM 的距离、到 DTM 的距离绝对值中的任何

一个。扩展约束的用途在于约束平台的高度，当平台扩展到约束的高度之上的时候，就不再进行

扩展，可用于在特殊约束下的露天坑扩展。

（2）道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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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4 道路参数

选项说明：

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道路宽度、道路坡度，勾选“生成顺时针坡道”即可顺时针生成道

路，道路缓冲可选择起点缓冲和终点缓冲，缓冲距离由用户自定义输入，扩展方式有向内扩展和

向外扩展可选。

是否调整原有线条：勾选则在鼠标点击位置开口，不勾选则将原来的线的一段线将下一个道

路的开始位置。

开口影响点数指的是：由于道路开口会形成新的线段，而原有平台线必须进行平滑过度，这

样可以由用户选择所影响的原有平台线的范围，如果原有平台线点比较多，则可以选择影响点的

数目多些，如果点少，为了使原有平台线变化不那么大，则设置的小一些。从下图可见当调整点

数少时，对原有平台的影响小。

图 12-25 调整点数为 5（粗线为原有平台线） 图 12-26 调整点数为 2 粗线为原有平台线）

（3）平台参数

图 12-27 平台参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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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参数：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矿坑的台阶高度以及默认坡面角，也可设置平台宽度和

梯度，扩展方式有向上扩展和向下扩展，同时也可扩展至地表。

保留公路出口：目的在于将上次扩展道路的终止位置作为下个道路的开口位置，如果保留内

侧出口，则将道路中内侧道路线的终点作为下个道路线的内侧道路线出口，外侧出口类似。

各参数设置完毕，点击确定，鼠标选择线后，在空白处点击右键，弹出菜单，按照先选择“道

路开口”，再选择“扩展平台”的顺序开拓，将生成的线用实体建模中的“DTM”的“整体”指

令生成露天开采的台阶。

【实例 12-2】利用示例数据中境界优化结果文件进行简单的露天设计，与地表模型进行量算

和出图。

（1）确定底部开采水平：利用数字采矿平台软件优化出来的露天境界如图 12-19，在该境

界的基础上确定出采场最小底宽及位置。使用“实体建模”中“分割” 命令（分割命令用法请

参照实体建模章节），在优化境界壳的底部（示例数据中切割高度为 5）切出轮廓，结果如图 12-28。

露天采场底部宽度不应小于开段沟宽度，其最小宽度根据采装、运输设备规格及线路布置的有关

计算结果来确定，取值参考《采矿手册》，在此原则上围绕切割体圈定底部线，如图 12-29。

图 12-28 底部轮廓 图 12-29 底部采场

（2）执行选项卡“露天矿设计”→“露天设计” ，在对话框中的参数栏输入所需的数据，

用鼠标选择线，在右键菜单中先选择“道路开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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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0 道路开口

（3）继续选中扩展后的道路线，右键，选择右键菜单中的“扩展平台”，则系统会自动形

成道路和平台线。

图 12-31 扩展平台

（4）扩展平台后的外围线需要根据矿体轮廓线人工修正。选中平台外围线，在右键菜单选

择“定义该多段线所在平面为工作面”，然后选中矿体，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用当前工作面切割

实体”，切出矿体的线如图 12-32。执行“线编辑”相应指令将外围线修正，如图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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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2 用工作面切割实体 图 12-33 修正外围线

（5）重复（2）、（3）、（4）步骤步骤生成若干个台阶，然后执行选项卡“实体建模”→

“DTM”→“整体”中约束 DTM，最终结果如图 12-34。

（a）露天坑设计线文件（b）露天坑 DTM 模型

图 12-34 最终露天坑

（5）最终生成的露天坑可以与地表进行布尔运算。运算前的露天坑与地表如图 12-35，执

行“实体建模”中的“布尔运算”选项，选择“表面联合”，A 实体选择地表，B 实体选择露天

坑，运算结果如图 12-36a。如果需求开挖实体，选择“布尔操作”的“实体求差 A-B”，A 实

体选择地表，B 实体选择露天坑，运算结果如图 12-36b。开挖的实体可以进行开挖量的计算，统

计成本。执行“开始”的“体积计算”，统计实体的体积，去除矿体的体积即为剥离废石的体积，

作为计算开挖成本的参考。根据上述设计结果利用在工程出图中的选项可以生成矿山设计图，如

图 12-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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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5 地表与露天坑

（a）实体联合后求取出开采终了境界（b）实体求差求取出开挖体

图 12-36 实体运算

图 12-37 露天矿设计图

12.2.2 排土估量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矿设计”→“排土估量” ，弹出对话框，如图 12-38。

图 12-38“排土估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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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请选择排土场边界线，右键确认；

b.请选择排土场所在 DTM，右键确认；

c.您已选择地面 DTM，右键确认。

【实例 12-3】已知排土场范围线，对范围内的可排土量进行分析。

（1）打开示例数据“露天采矿\露天矿设计\排土估量\排土场.dmf”，画出排土场的底部轮

廓，如图 12-39 中 a 所示。

（2）选择“露天矿设计”的“排土估量”，弹出对话框，如图 12-38 所示。设置参数，安

全角度设为 45°，另一端高程为 150m。

（3）选择排土场边界线以及排土场所在 DTM，右键确认，效果如图 12-39 中 b 所示。

（4）完成后可以双击生成的排土场模型，查看该参数下排土场体积，在该范围内分析是否

满足排土需求。

（a）排土场范围线 （b）排土场算量模型

图 12-39 排土估量

12.3 露天道路设计

露天道路设计共有九个子功能，分别为：新建、中线设计、中线标注、生成边坡、更新地表、

生成道路、纵断面图、横断面图和材质出图，如图 12-40 所示。利用软件可以快速进行中心线设

计、工程量的计算，耗材统计及纵、横断面出图等，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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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0 露天道路设计

12.3.1 新建

通过此功能可以新建一个露天道路设计工程文件，露天道路设计操作都是在此文件中进行，

生成的结果按图层存储在此文件里。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新建” ，输入文件名，如图 12-41 所示。

图 12-41“新建工程”对话框

生成的文件如图 12-42 所示。

图 12-42 露天道路设计工程文件

注：在生成的文件中需将所要进行道路设计的地形等高线复制到等高线图层。

12.3.2 中线设计

通过该功能设置道路中心线的坡度、偏移宽度、弯道等参数，在地形等高线上逐级点选道路

拐点，绘制道路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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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中线设计” ，右侧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2-42 所示，

该对话框是浮动的，可将其拖拽到屏幕的任意位置。

图 12-43 道路中线设计动态参数对话框

中线设计参数设置分为四个部分：

纵向参数：设置道路的最大纵向坡度，当输入中线的实际坡度小于最大坡度时，以实际坡度

为准，大于最大纵向坡度，中线坡度为最大纵向坡度；也可设置固定坡度，当设置固定坡度时，

道路设计中线坡度固定为指定参数，单位为%。

偏移参数：包括左偏移宽度和右偏移宽度，即为左、右道路线偏移中心线的宽度，单位为米。

弯道参数：设置道路弯道的相关参数，包括最小转弯半径、内侧加宽、外侧加宽、横向坡度。

颜色参数：可以设置中心线和边线的显示颜色。

当光标靠近等高线时，橡皮线如显示为白色，则表示该点符合道路参数要求。如果橡皮线将

显示为红色，则表示该点不符合道路参数要求，点选后，程序将自动将点调整到符合参数要求的

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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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击结束命令，道路中心线绘制完成，其结果如图 12-44 所示：

图 12-44 绘制好的道路中线设计

12.3.3 中线标注

通过该功能可对道路中心线作等距标注。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中线标注” ，弹出标注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2-45 所示。

图 12-45 中心线标注对话框

其中：

标记线间隔指两标记线之间的距离，标记线长度指标记的长度，标记圆半径指标记的圆的半

径，等等。

设置好标注参数，点击确定，结果如图 12-46 所示。

图 12-46 标注后的道路中线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556

12.3.4 生成边坡

根据设计好的道路中心线和边线，对道路两侧的地形进行填挖方计算，生成符合实际需要的

边坡。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生成边坡” ，弹出边坡设置对话框，如图 12-47 所示。

图 12-47“挖填坡度参数”对话框

其中，最大挖方和填方坡度指挖、填时的最大边坡角度；最小挖、填方坡肩是指水平方向的

挖、填距离。

在对话框中设置最大和最小填挖方坡度及坡肩参数，生成边坡线，结果如图 12-48 所示。

图 12-48 生成边坡后的道路

12.3.5 更新地表

通过该命令可以按等高线生成地表模型，也可按等高线、道路线和边坡线生成地表模型。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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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更新地表” ，弹出生成地表模型对话框，如图 12-49 所示。

图 12-49“生成地表模型”对话框

选择“根据等高线、道路线和边坡线生成地表模型”，结果如图 12-50 所示。

图 12-50 更新后的地表模型

12.3.6 生成道路

通过该命令可以设置铺面厚度和路基厚度，并根据道路边线生成道路实体。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生成道路” ，弹出生成道路实体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 12-51

所示。

其中：铺面厚度是指道路的铺面层竖直方向的高度，路基厚度是指道路底层厚度；

图 12-51“道路实体”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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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 纵断面图

通过该命令可以按设计好的露天道路，生成施工纵断面图。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纵断面图” ，弹出纵断面设置对话框，如图 12-52 所示。

其中：横、纵坐标标尺间隔是指标尺线之间的距离；标记长度指标记线的长度，默认为 4，

等等。

图 12-52“道路中心线纵断面图”参数设置

生成的纵断面结果如图 12-53 所示。

图 12-53 道路纵断面设计图

12.3.8 横断面图

通过该命令可以按设计好的露天道路，生成施工横断面图。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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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横断面图” ，弹出横断面设置对话框，如图 12-54 所示。

请选择原始地形（鼠标选择原始地表模型）

请选择更新后的地形，右键确定

图 12-54“横断面图”参数设置对话框

其中：左宽、右宽指以道路中心点为基点，左右横断面的截断面宽度；道路步距沿道路中线

方向，横断面图截图的距离；表格间宽指 2 个表格之间的水平间隔，等等。

右键确定后生成的横断面结果如图 12-55 所示。

图 12-55 道路横断面设计图

生成的填挖方量表如图 12-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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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6 道路设计填挖方量计算表

12.3.9 材质出图

通过该命令可以计算设计好的露天道路的基底层和铺面层耗材情况。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道路设计”→“材质出图” ，弹出道路材质设置对话框，如图 12-57 提示。

其中：步距是指沿道路方向桩点的距离；道路层选择可选基底层和铺面层，等等。

图 12-57“材质计算”参数设置

生成的耗材表如图 12-58 所示。

图 12-58 道路铺面层耗材表

12.4 中长期计划

【原理说明】

在完成露天矿最终境界的设计之后，需要进行采剥计划的编制，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中长期计

划，即将块段模型、开采现状、最终境界、工作边坡角度、台阶高度作为数据基础，设定开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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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目标品位、剥采比、矿量和台阶的约束，同时将销售成本、销售价格、贫化率、损失率作为

经济计算参数，通过线性规划算法，计算出年度的开采范围。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中长期计划”

【操作格式】

点击“露天采矿”→“中长期计划” ，弹出对话框，如图 12-59。

图 12-59“载入模型”选项

选择“采矿”选项，有“固定成本”和“成本随高程变化”两个选项，根据矿山实际输入矿

石开采成本，废石开采成本，贫化率，回采率，如图 12-6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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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0“采矿”选项

选择“选矿”选项，根据矿体类型输入选矿成本，金属的价格，金属的销售成本，选矿回收

率，边际品位，阈值，如图 12-61。

图 12-61“选矿”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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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他参数”选项，如图 12-62，按提示填入相应数据。

图 12-62“其他参数”选项

在“输出”选项中选择输出路径，如图 12-63。

图 12-63“输出”选项

点击“确定”键，将弹出如图 12-64 窗口，软件正在计算生成，其结果如图 12-65、图 12-66。

图 12-64 中长期计划运行窗口

图 12-65 中长期计划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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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6 中长期计划报告文件

12.5 短期计划

图 12-67 短期计划

12.5.1 采掘带

【操作方式】

将需要圈定采掘带的线数据打开，点击“短期计划”→“采掘带” ，右侧弹出窗口，如图

12-68 所示。参数设置完毕后，在三维视图中此时鼠标变成十字光标，以十字光标为中心出现一

个圆圈，圆的半径即为安全平台的宽度。

图 12-68“采掘带”参数设置

“采掘带”参数设置有四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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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数据：选择对应的矿块模型，“矿块模型”选项输入“示例数据\露天采矿\短期计

划\数据设置\矿块模型.dmb”；线数据需要设置好坡顶底的属性，将台阶的坡顶线的实体类型更

改为“坡顶线”，坡底线的实体类型更改为“坡底线”。

图 12-69 线数据属性

（2）报量输出：报量输出的元素字段选择矿块模型中已有且需要统计的元素字段，体重字

段可以选矿块模型中已有的体重字段，也可以设置默认体重。

（3）矿岩区分：矿岩区分是为了更准确的计算采剥量及相关品位，以供用户在做采剥计划

时参考。选择矿块模型中用于区分不同矿种的字段作为矿岩区分的字段，矿岩区分字段可通过矿

块模型的约束赋值来实现，详见地质约束赋值。

（4）采掘带参数：输入与矿块模型相对应的内部分级和边界分级，其他参数按露天矿实际

填写。

请圈采掘带推进线:（按需要圈出采掘带的推进线）：

此时鼠标变成十字光标，以十字光标为中心出现一个圆圈，圆的半径即为安全平台的宽度。

在台阶坡底线一侧点击第一个点，移动鼠标，跨越台阶在坡顶线一侧圈定需要开采的范围，然后

再跨越台阶回到坡底线一侧，右键完成操作。采掘带起始和结束点要跨越一个平台的坡顶和坡底

线，如下图所示。图 12-70 中表示了圈定线时应走过的轨迹（圆圈位置为圈定第一点，按照线的

点击顺序点击鼠标），及生成的采掘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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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0 圈定采掘带

图 12-71 划分的采掘带计算结果

12.5.2 调整采掘带

【操作方式】

点击“短期计划”→“调整采掘带” ，选中采掘带推进线，左键单击推进线的任意节点，

移动鼠标后，输出栏中会提示当前圈定的范围采掘量，用户可参照状态栏显示的数据调整采掘带

推进范围。调整效果如图 12-72 所示。

图 12-72“采掘带调整”效果图

12.5.3 贯通采掘带

采掘带功能，起始和结束点要跨越一个平台的坡顶和坡底线，贯通采掘带起点和结束点要跨

越两个平台的坡顶和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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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点击“短期计划”→“贯通采掘带”

绘制一个闭合线圈，确定贯通沟所开采的区域。贯通 2 个平台的采掘带生成成功。

说明：贯通采掘带圈定线不能相交，圈定区域内必须存在两条坡顶和坡底线。

图 12-73 贯通采掘带效果图

12.5.4 查询统计

【操作方式】

点击“露天采矿”→“短期计划”→“查询统计”

请选择要查询的开挖体：（选择开挖体，可选多个）

选择开挖体后，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确定（O）”。

操作完成后，命令栏将显示所查询开挖体的相关数据，如图 12-73 所示。

图 12-73“查询统计”结果

12.5.5 掘沟

坡顶标高为沟所在的标高，即高程，其他参数按设计需要输入。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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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露天采矿”→“短期计划”→“掘沟”。“掘沟”包括中间沟和靠帮沟两种操作模式。

点击“掘沟”出现如图 12-74 所示对话框；

图 12-74“新水平参数”设置对话框

请选择沟的起点:（选择相应高程的坡顶线上的点）

请选择沟的末点:（选择相应高程的坡顶线上的点）

勾画出所需出入沟的形状后，单击鼠标右键，点击“闭合”，效果如图 12-75 所示。

a 中间沟

b 靠帮沟

图 12-75“掘沟”操作

12.5.6 修图

【操作方式】

点击“露天采矿”→“短期计划”→“修图” ，请选择需要出图的开挖体：（选择开挖体）

选择开挖体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确定”。执行完上述操作，如图 12-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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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图”前采掘带 b “修图后”采掘带

图 12-76“修图”操作

12.5.7 设置坡底顶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短期计划”→ “设置坡顶底线”

指定一条线段依次赋坡底、坡顶属性:（按提示指定一条线段）在空白处单击鼠标左键，选择

第一个点。

请输入第二个点:在坡顶底线的另一端选择第二个点，使得这两点的连线跨过所有的坡顶底线。

线段相交的第一条线为坡底线，相交的第二条线为坡顶线，以此类推。

执行上述操作后，坡顶线和坡底线属性自动设置，分别用不同颜色标记，如图 11-77。

图 11-77 设置坡底顶线

12.5.8 斜坡道

在已经进行开采的台阶上，开挖新的坡道，从而快速模拟出矿山在台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道路的不断调整后的效果，并计算斜坡道开挖时的填挖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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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 “短期计划”→”斜坡道”。

( 1 ) 将示例数据的线数据拖入视窗中。

( 2 ) 启动功能，出现如右图所示界面：

图 11-78 斜坡道功能参数

填入上述界面中的参数，道路坡度指的是斜坡道道路坡度，宽度指的是斜坡道道路宽度，台

阶高度指的是斜坡道要跨越的台阶的高度，台阶坡面角度指的是斜坡道跨越的台阶的坡面角度。

( 3 )在设计斜坡道的坡底一侧作为第一个点，进行斜坡道绘制。

( 4 ) 不断点击下一点，直至长度为整个斜坡道长度，注意斜坡道必须跨越一个台阶，并且终

点需要在坡顶一侧。

( 5 ) 右键确定。

图 12-79 斜坡道效果

12.6 爆破设计

爆破设计以数据库的方式存储炮孔，方便对历史炮孔数据的查看和管理，同时可在视图

中以三维方式显示炮孔及装药等信息，直观且操作简练。依据指定的孔距、排距、超深、缓

冲距离等参数，实现布置多孔、单孔、沿线布孔及指定区域自动布孔；在内置可扩展炸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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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药模板库的辅助下，快速便捷地完成装药设计；通过自动连线、炮孔连线、设置起爆点等，

生成科学严谨的起爆网络；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爆破模拟仿真、等时线分析、抛掷方向分

析、起爆时间分析、一键生成露天爆破设计报告等。

图 12-80 爆破设计对话框

12.6.1 新建数据库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新建数据库”

【选项说明】

如图 12-81 所示为炮孔数据库文件右键菜单选项说明。

图 12-81 炮孔数据库文件右键菜单

12.6.2 显示样式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显示样式”

【选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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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2-82 所示为拖入炮孔数据库到数字采矿平台时的显示样式设置。直接点击显示样式设

置弹出的对话框，爆破区域组中的控件可实现切换炮孔数据库。

图 12-82 显示样式设置对话框

12.6.3 布孔参数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布孔参数”

【选项说明】

如图 12-83 所示为布孔参数对话框的选项说明。其他栏中的设置主要涉及后期部分功能参数

的默认值。

爆区：爆区下拉列表中会自动加载当前数据库中的所有爆区信息以供选择。若设置新的爆区，

支持直接输入新的爆区名称。

平均回采高度：在边界控制、设计装药自动计算和生成报告等功能中涉及。

导爆管燃速：解算起爆网络中会精细的考虑到导爆管对延时的影响，通过导爆管燃速可得到

导爆管传爆的延时。

起爆点延时：作为设置的起爆点的默认延时时间，在编辑炮孔中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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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线间隔：影响等时线分析时的等时线绘制密度。

布孔容差：自动布孔时，后期补孔受到布孔容差的约束。

图 12-83 孔参数对话框

12.6.4 边界控制

边界控制功能最终为得到一条合理的爆破后冲线，以这条后冲线来布置炮孔得到的采矿损失

率和贫化率最小。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边界控制”

【选项说明】

在选项卡“露天采矿”中，“爆破设计”功能组里点击“边界控制”图标。命令行提示选择

爆破区域，选择正确的爆破区域后绘制四边形区域自动将爆破区域分解成四个部分，微调四边形

使爆破区域的分解满足要求，右键弹出边界控制对话框，设置好基本参数后点击计算按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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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在输出中显示指标趋势图，并在指标设置中输出各指标的值及各指标的范围，指定合适的

指标后确定即可生成合理的爆破后冲线。

如图 12-84 所示为边界控制的选项说明。参数设置和输入准备好后，便可以进行计算，计算

的结果以指标值和指标曲线输出表示，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行查看功能。

输入中的矿体模型和块段模型既可以是整个矿体的，也可以是包含该爆破区域的部分模型。

步距、步数：两个选项的值相乘得到的数值作为损失贫化曲线图的横坐标范围值。

动用储量：根据爆破区域线框、布孔参数中的平均回采高度值，块段模型数据来计算动用储

量值。

内部、边界：内部边界级数选择的时候参考爆破区域线框大小，块的尺寸要小于线框大小，

否则很大时会计算不出来值。

损失贫化曲线图：横坐标是损失率或贫化率的值，贫化率用蓝色线表示，损失率用绿色线表

示。

图 12-84 边界控制对话框

【实例 12-4】打开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露天地

表现状.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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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动边界控制功能，按命令行提示选择爆破区域，绘制四边形区域将爆破区域自动划

分为四个部分，如图 12-85 所示。

图 12-85 爆破区域划分

（2）调整四边形（光标在四边形内可平移，在四边形外可旋转）至合适的位置，右键弹出

边界控制对话框，如图 12-86 所示，参数设置歩距为 2m，步数前为 0，后为 2，内部和边界级

数选择 10，矿石类型选择 OreRock,体重取 sg,品位选择 cu。，点击计算按钮产生指标值和指标

曲线输出。

图 12-86 边界控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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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损失率的要求保证损失率小于 13%，将单选按钮选中为损失率，点击“查看”按

钮查看损失率 13%时其它相应指标的值，同时红色曲线相应变化，如图 12-87 所示。

图 12-87 查询指标

（4）查看得到损失率 12.999%、贫化率 13.604%满足要求，此时后冲线位置为 2.828m。

（5）点击确定，即可得到满足要求的后冲线位置信息如图 12-88 虚线所示。

图 12-88 后冲线位置

备注：

1、爆破区域线高程变化大小不能过大。

2、绘制的四边形区域的走向由布孔参数对话框中的旋转角度指定。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577

3、该功能目的旨在确定爆破设计的后冲线布置在哪能满足损失贫化指标的要求。

4、对于只有矿岩分界线而没有形成爆破区域的情况，也可以使用该功能进行边界指标控制，

如图 12-89 所示，操作方式与上述类似。

图 12-89 只考虑矿岩分界线的爆破区域自动生成与划分

12.6.5 布置多孔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布置多孔”

【实例 12-5】打开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露天地

表现状.dmf”。在前述小节中设置好布孔参数的基础上，完成布置多孔。

（1）启动布置多孔功能，在视图中绘制四边形布孔范围，调整布孔范围至合适位置，如图

12-90 所示。

图 12-90 绘制布孔范围及旋转平移调整

（2）右键完成布置多孔，如图 12-9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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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1 布置多孔

备注：

1、布孔排数最小值为 2 排，最大值在布孔参数对话框中确定，单排炮孔数目最小值为 2 个，

最大值在也在布孔参数对话框中确定。指定布孔范围内产生的炮孔排数及单排个数超出最值时，

自动调整为最值。

2、视图中自动产生的两个实线框，外框表示绘制的四边形布孔区域，内框表示满足前排安

全距离、后冲距离和侧冲距离的实际布孔范围。

12.6.6 布置单孔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布置单孔”

启动布置单孔功能，在视图中动态显示将要布置的单孔的位置，将单孔位置移动至合适位置，

左键确定完成布置单孔。如图 12-9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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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2 布置单孔

备注：

1、动态显示的椭圆的长短轴长度代表孔网参数中的孔间距和排距，作为布置单孔时的参考。

12.6.7 沿线布孔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沿线布孔”

【选项说明】

如图 12-93 所示为沿线布孔的选项卡说明。考虑沿线布置的炮孔属性具有其自身特殊性，故

可以在沿线布孔对话框中单独设置。

图 12-93 沿线布孔对话框

【实例 12-6】打开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露天地

表现状.dmf”。在沿线布孔对话框中设置好参数后，按照命令行提示完成沿线布孔。

（1）启动沿线布孔功能，弹出沿线布孔对话框，如图 12-94 所示，孔口距离设置为 3m，

偏移距离为 3m，排数设置为 1 排，孔参数按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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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4 沿线布孔参数设置

（2）在视图中首先指定沿线布孔的起点，移动鼠标时动态捕捉沿线布孔的终点，如图 12-95

所示。

图 12-95 自动捕捉沿线布孔范围

（3）在需要布孔的一侧点下左键完成沿线布孔，如图 12-9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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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6 沿线布孔

12.6.8 自动布孔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自动布孔”

【选项说明】

在选项卡“露天采矿”中，“爆破设计”功能组里点击“自动布孔”图标。命令行提示选择

布孔约束边界，选择正确的布孔约束边界后绘制四边形区域。自动将布孔范围划分成四个部分，

微调四边形使布孔区域的分解满足要求，右键完成自动布孔。

自动布孔的原则：首先，满足安全缓冲距离的约束，其次，前排不规整时实现自动补孔，最

后，后排不规整时以沿线方式布置最后一排，倒数第二排自动补孔。

布孔约束边界分两种情况：一、闭合的多变形区域，炮孔需按要求布置在多边形区域内；二、

坡顶线或其他不闭合的线，需要根据绘制的四边形区域与该约束线自动生成布孔范围。

操作方式与边界控制即相似，又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区域划分结果的不同。

【实例 12-7】打开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露天地

表现状.dmf”。

（1）启动自动布孔功能，按命令行提示选择布孔约束边界，绘制四边形区域将布孔范围自

动划分为四个部分，如图 12-9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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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7 布孔范围自动划分

（2）调整四边形（光标在四边形内可平移，在四边形外可旋转）至合适的位置，右键完成

自动布孔，如图 12-98 所示。

图 12-98 自动布孔

备注：

1、布孔约束边界高程变化大小不能过大。

2、对于坡顶线或其他不闭合的线约束的情况，也可以使用该功能进行自动布孔，如图 12-84

所示，操作方式与上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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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9 坡顶线或其他不闭合的线约束的自动布孔

1、绘制的四边形区域需要其两侧边都与该约束线相交时才能自动得出布孔范围。

2、自动布孔完成后，需要执行两次悔步才能回到最初状态，第一次悔步时只会讲自动补的

炮孔删除。

12.6.9 实测炮孔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实测炮孔”

【选项说明】

如图 12-100 所示为实测炮孔导入对话框的选项卡说明。导入的文件支持.txt 格式和.csv 格

式。载入实测数据后，系统会自动最优匹配字段，不正确的地方再进行手工调整。

图 12-100 实测炮孔导入对话框

12.6.10 装药参数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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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装药参数”

【选项说明】

如图 12-101 所示为装药参数的选项说明，该功能用于设置爆破时所用炸药的属性以及炮孔

的填充参数。

炸药数据库：可保存、添加、删除用户输入的炸药属性记录，为后续操作提供使用。

最小堵塞长度：为了防止冲炮以及炸药能量的浪费，在对后面装药过程中堵塞长度小于此值

的炮孔会自动设置为这个最小堵塞长度。

图 12-101 装药参数对话框

12.6.11 设计装药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设计装药”

【选项说明】

如图 12-102 所示为设计装药的选项说明，该功能通过选择装药模版、设置模版内容、自动

计算炮孔内各段填充长度等来设置炮孔的装药结构，最后按照选定的装药结构依据欲装药炮孔的

实际孔深进行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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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2 设计装药对话框

自动计算：根据单孔药量对话框中设置的参数自动计算出单孔药量和装药长度，以做参考，

点击确定后，会根据计算结果修改设计装药对话框中模版内容和显示样式。如图 12-103 所示为

自动计算选项说明。

图 12-103 自动计算对话框

自动计算公式：

单孔药量=孔距*排距*台阶高度*炸药单耗

装药长度=单孔药量/（PI*炮孔半径的平方*炸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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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2 复制装药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复制装药”

【选项说明】

该功能用于按照选定已装药炮孔的装药结构给其他炮孔进行装药。

复制装药：按照被复制装药炮孔的装药结构依据复制装药炮孔的实际孔深进行装药，当实际

孔深不能满足该装药结构时，会自动调整装药结构的各段长度进行装药操作，不会修改复制装药

炮孔的实际孔深。

12.6.13 编辑炮孔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编辑炮孔”

【选项说明】

如图 12-104 所示为编辑炮孔选项说明，该功能用于编辑已生成炮孔的孔口坐标、炮孔参数、

装药结构、炮孔编号、起爆点延时以及孔内雷管延时等。

孔口坐标：即炮孔孔口的三维坐标。如果该爆区已经生成了爆破网络，在修改孔口坐标后，

与该炮孔相连的炮孔连线也会随着炮孔位置的改变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587

图 12-104 编辑炮孔对话框

12.6.14 删除炮孔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删除炮孔”

【选项说明】

如图 12-105 所示为删除炮孔选项说明，该功能用于删除已生成的炮孔，提供三种不同的删

除方式：线的一侧、多边形内、多边形外。

线的一侧：选择一条已存在的多段线后，视图中将出现一个以多段线为固定变的多边形选框，

移动鼠标可改变选框的区域，鼠标右键确定后将会删除选框内的所有炮孔。

多边形内：根据命令行的提示绘制一个多边形，鼠标右键确定后将会删除多边形区域内的所

有炮孔。

多边形外：根据命令行的提示绘制一个多边形，鼠标右键确定后将会删除多边形区域外的所

有炮孔。

图 12-105 删除炮孔动态参数

12.6.15 炮孔连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炮孔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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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2-8 将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炮孔数据

库.dmo”进行连线操作，如图 12-106 所示。对话框中“地表雷管延时”参数可从下拉列表中选

择常用的延时，也可由用户根据实际需求输入任意值；“捕捉范围”参数表示连线时选择范围的

宽度，如图 12-93 中红色矩形框所示。

图 12-106 炮孔连线

12.6.16 自动连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自动连续”

【选项说明】

如图 12-107 所示为自动连线选项说明，该功能用于按照斜线型或者 V 型自动连接一个爆区

的爆破网络，并且为各段炮孔连线自动设置地表延迟时间。

设置：勾选该框时，根据自动连线的规则首先设置首排炮孔连线延时，然后按照延时递增段

数依次增加炮孔连线延时，直至末排炮孔。在增加炮孔连线延时中，如果连线延时大于对话框中

设置的末排炮孔延时，则将连线延时设置为末排炮孔连线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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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7 自动连线对话框

【实例 12-9】打开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炮孔数

据库”，选择约束爆区 M02，点击确定即可。

（1）点击自动连线，在弹出的自动连线对话框中设置参数，点击确定后并根据命令行的提

示绘制一个连线方向，如图 12-108 和图 12-109 所示。

图 12-108 自动连线参数对话框图 12-109 斜线型自动连线

（2）斜线型自动连线后效果如图 12-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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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0 斜线型自动连线结果

（3）选择 V 型自动连线，根据命令行提示完成操作后，其 V 型自动连线效果如图 12-111

所示。

图 12-111V 型自动连线结果

备注：

斜线型：按照用户绘制的单一方向将一个爆区内的所有炮孔连接起来，并对各段炮孔连线设

置地表延迟时间。

V 型：根据用户绘制的 V 型，将一个爆区分为左右两个区域，按照 V 型的两个方向分别将左

右两个区域的所有炮孔连接起来，并对各段炮孔连线设置地表延迟时间。

12.6.17 删除连线

删除炮孔连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删除连线”

点击命令“爆破设计”→“删除连线”，框选需要删除的炮孔连线，右键确定，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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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删除连线多用于炮孔连线和炮孔同时被选中的时候，选择删除连线，只删除连线，炮

孔依然保留。

12.6.18 编辑连线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编辑连线”

【选项说明】

如图 12-112 所示为编辑连线选项说明，该功能用于修改爆破网络中各段炮孔连线上地表雷

管的延迟时间。可单选一条炮孔连线也可框选多条炮孔连线修改炮孔连线延时。

如果该爆破网络已生成了等时线和抛掷方向，那么在“编辑网络”后将会自动重新生成等时

线和抛掷方向。

图 12-112 编辑连线对话框

12.6.19 起爆点设置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起爆点设置”

将任一炮孔设置为起爆点，再设置为非起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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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3 起爆点

备注：

1、起爆点上的数字表示长延时起爆雷管的延时时间。

2、启动起爆点设置功能后，若选中的为非起爆点炮孔，可将其设置为起爆点；若选中的本

身是起爆点，则将其设置为非起爆点。

12.6.20 虚拟孔设置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虚拟孔设置”

将任一炮孔设置为虚拟孔，再设置为非虚拟孔。

图 12-114 虚拟孔和虚拟起爆孔

备注：1、在起爆网络中添加虚拟炮孔，并设置延期时间，可以通过调整起爆网络的延迟时

间来调整优化起爆网络。

12.6.21 起爆模拟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起爆模拟”

【选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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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2-115 所示为起爆模拟控制对话框选项卡。炮孔之间起爆时间实际微差时间较短，可

通过倍速适当放慢模拟速度，以便观察分析。

图 12-115 动画模拟控制

【实例 12-10】打开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炮孔数

据库.dmo”。加载 M01 爆区的炮孔，按前面小节所述方法连接起爆网络、装药和设置起爆网络

等，在完整的起爆网络基础上进行起爆模拟。

（1）启动起爆模拟功能，起爆网络解算完成后，自动弹出起爆模拟控制对话，点击开始按

钮即进行起爆模拟，如图 12-116 所示。

图 12-116 起爆模拟

（2）更改倍速为 10 倍速，观察模拟效果变化情况。

（3）起爆模拟成功后，双击一个炮孔，查询实体属性信息。属性信息中起爆延时时间是在

布孔参数中进行设置。

地表起爆时间=起爆点延时时间+上一个炮孔地表起爆时间+地表雷管延时+雷管传爆延时

孔内起爆时间=地表起爆时间+炸药雷管延时时间

雷管传爆延时=传播距离/导爆管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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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起爆模拟中显示的黄色效果线表示地表雷管已起爆，红色效果区域表示孔内炸药已起爆。

2、效果示意大小由炮孔半径决定。

3、起爆解算失败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起爆模拟，解算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未设置起爆点

等。

4、支持多个起爆点的起爆网络的解算和模拟。

5、对于虚拟孔，模拟时效果上只显示地表雷管起爆的效果，无孔内炸药起爆的效果（因为

虚拟孔一般不装药）。

12.6.22 等时线分析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等时线分析”

【实例 12-11】打开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炮孔数

据库.dmo”。加载 M01 爆区的炮孔，按前面小节所述方法连接起爆网络、装药和设置起爆网络

等，在完整的起爆网络基础上进行等时线分析。

（1）启动等时线分析功能，生成爆破等时线如图 12-117 所示。

图 12-117 生成等时线

（2）修改布孔参数中的等时线间隔为 50ms，再次启动等时线分析功能，生成爆破等时线如

图 12-1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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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8 等时线更新

（3）启动编辑连线功能，修改任一条连线的延时时间，确定后等时线发生联动，如图 12-119

所示。

图 12-119 等时线联动

备注：

1、编辑操作如起爆点设置、编辑炮孔和编辑连线等，均会导致等时线的及时联动。

2、等时线在显示的情况下才联动。

3、等时线的显示隐藏可在文件的右键菜单中设置。

12.6.23 抛掷方向分析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抛掷方向分析”

【实例 12-12】打开示例数据“数字采矿平台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4 爆破设计\炮孔数

据库.dmo”。加载 M01 爆区的炮孔，按前面小节所述方法连接起爆网络、装药和设置起爆网络

等，在完整的起爆网络基础上进行抛掷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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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动抛掷方向功能，生成抛掷方向示意如图 12-120 所示。

图 12-120 生成抛掷方向

（2）启动编辑连线功能，修改任一条连线的延时时间，确定后抛掷方向发生联动，如图

12-121 所示。

图 12-121 抛掷方向联动

备注：

1、编辑操作如起爆点设置、编辑炮孔和编辑连线等，均会导致抛掷方向的及时联动。

2、抛掷方向在显示的情况下才联动.

3、抛掷方向的显示隐藏可在文件的右键菜单中设置。

12.6.24 起爆时间分析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起爆时间分析”

【选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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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2-122 所示为起爆时间分析对话框选项卡说明。时间时间分析主要是观察 8ms 以内最

多有几个炮孔同时起爆，便于爆破振动波控制

图 12-122 起爆时间分析

12.6.25 爆破区域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爆破区域”

启动爆破区域功能，自动生成 M01 爆区的爆破区域如图 12-123 所示。

图 12-123 爆破区域

备注：

1、产生的爆破区域存放在当前文件的当前层中。

12.6.26 生成报告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爆破设计”→“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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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面小节所述方法连接起爆网络、装药和设置起爆网络等，在完整的起爆网络基础上进行

起爆时间分析。

启动生成报告功能，自动生成报告文档，如图 12-124 所示。

图 12-124 生成报告

备注：

1、若在启动 Excel 时弹出对话框提示启动问题，等待片刻点击重试即可正常启动 Excel 并开

始报告自动输出。

2、装药结构示意图在装药设计功能中点击确定按钮取得。

3、爆破连线示意图由当前视图截图所得。

4、起爆时间分析在起爆时间分析功能中点击确定按钮取得。

12.7 露天配矿

配矿是规划和管理矿石质量的技术方法，旨在提高被开采有用矿物及其加工产品质量的均匀

性和稳定性，充分利用矿产资源，降低矿石质量的波动程度，从而提高选矿劳动生产率，提高产

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软件对爆破区域划分为若干小的单元块，然后对每个单元块用样品进行

估值，最后根据每一个小单元块的值进行配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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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5 配矿功能组

12.7.1 配置管理

对配矿相关的参数如块段模型、金属元素、台阶高度、卸矿点位置等进行初始化。

【操作方式】

选项卡：“露天采矿”→“配矿”→“配置管理”

【选项说明】

如下图所示为配置管理对话框

图 12-126 配置管理对话框

12.7.2 取样赋值

根据对应的孔号从取样表获取品位数据，赋值前检查待赋值的炮孔点是否有孔号属性值。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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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矿”→“配矿”→“取样赋值”

【实例 12-13】根据化验表对炮孔点进行赋值

（1）打开“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取样赋值\01 炮孔点.dmf”，查询炮孔

点实体属性，如下图所示，确保每个炮孔点有“孔号”属性。

图 12-127 待赋值的炮孔点实体属性图 12-128 化验表信息

（2）单击“取样赋值”，命令行提示，“选择需要进行样品赋值的样品”，框选所有炮孔点，

右键确定，弹出取样赋值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12-129 取样赋值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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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文件“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取样赋值\02 化验表.csv”，进行

属性匹配，其它设置如图 12-129 所示，点击“确定”，命令行会提示取样赋值是否成功，

共完成几个炮孔。查询赋值成功后的炮孔圆实体属性，如下图 12-130 所示；

图 12-130 赋值成功后圆实体属性

【备注】

（1）样品点进行取样赋值前，须先在要素类管理器中手动添加孔号字段，然后在样品点实

体属性中输入对应孔号信息；

（2）进行属性匹配时“孔号”与“原始编号”一一对应。

12.7.3 样品识别

将包含孔号及品位信息的标注赋值给新的钻孔圆。

【操作方式】

执行“露天采矿”→“配矿”→“样品识别”，弹出如图 12-131 所示“样品识别对话框”。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602

图 12-131 样品识别对话框

【选项说明】

搜索距离：当设置的搜索距离值，大于或等于样品圆圆心到文字顶点的距离时，则能搜索到

注解；否则搜索不成功。双击文字时会显示文字的顶点位置。

标注样式：

（1）整段：即标注文字为一个整体；

（2）分段：是指标注样式由若干部分组成，当设置的标注长度距离大于或等于整个注解的

实际长度，则能识别成功；

（3）仅识别孔号：表示只需要将孔号信息赋给钻孔圆。

【实例 12-13】根据样品圆和标注对钻孔圆赋孔号和品位信息。

（1）打开“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样品识别\01 整段.dmf、02 分段.dmf、

03 仅识别孔号.dmf”

（2）单击“样品识别”选项卡，根据命令行提示框选择需要进行赋值的样品圆和样品标注，

右键确认弹出样品识别对话框，如图 12-131 所示

（4）设置搜索距离、根据标注情况选择对应的标注样式，单击确定。命令行提示样品识别

完成。查看视图可以看到，在当前图层下生成一组包含品位信息的炮孔圆，如 12-1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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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圆为新生成的炮孔圆。

图 12-132 样品圆识别前、后数据

图 12-133 样品圆识别前实体属性图 12-133 样品识别后生成的新炮孔圆实体属性

【备注】

（1）搜索距离、标注长度皆为为 0～99 之间的一个数

（2）孔号及品位信息进行样品识别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格式：孔号（元素 1 品位，元素 2

品位……）

12.7.4 样品去重

去除重复样品。

【操作方式】

“露天采矿”→“配矿”→“样品去重”，点击“样品去重”选项卡，根据命令行提示框选

所要去重的样品圆，右键确认，命令行窗口提示去重完成以及去除重复个数。如下图所示

图 12-134 样品去重命令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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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网格划分

网格划分将爆堆编辑范围划分成若干个离散的单元格。

【操作方式】

“露天采矿”→“配矿”→“网格划分”，点击功能，弹出如下图所示为网格划分动态参数对

话框

图 12-135 网格划分对话框

【实例 12-14】对示例数据进行网格划分

（1）打开“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 01 爆堆编辑范围.dmf”

（2）单击“网格划分”选项卡，弹出“网格划分”对话框如图 12-135 所示，根据命令行提示

“选择需要划分网格的爆堆边界线”，定位到该爆堆；

（3）设置条带信息、网格参数，采掘方向，根据命令行提示沿着爆堆推进方向绘制直线，右

键确定，用来指定块段划分的轨迹，如图 12-136 所示。双击网格划分后的爆堆线，可看到实体

属性中增加了网格划分属性信息如图 12-1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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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36 网格划分过程图 12-137 网格划分后爆堆属性

12.7.6 网格估值

对划分好的网格进行估值，有两种估值方法：矿块模型法、距离幂法。

【操作方式】

“露天采矿”→“配矿”→“网格估值”，点击命令，弹出如图 12-138 所示“网格估值参

数”对话框：

图 12-138 网格估值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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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12-15】进行网格估值操作

（1）打开“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 01 爆堆编辑范围.dmf”

（2）单击“网格估值”选项卡，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距离幂法”，选择炮孔数据库“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 02 炮孔数据库.dmf”；

（3）设置样品个数、幂次、炮孔过滤条件、体重等，如图 13-138 所示。框选所有爆堆边界线，

然后点击“执行”，命令行提示估值完成。数据管理处生成新的“网格估值结果文件”。

（4）数据管理处选中“网格估值结果文件”，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配色”，弹出的对话框中

设置对“CU 字段”进行属性配色显示，见图 13-140。双击某一单元块，查看估值后属性结果

如图 13-142 所示。

图 12-139 属性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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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40 网格估值属性配色后结果图 12-141 单元块估值后属性

【备注】

块段模型是利用炮孔岩粉数据库估值后的块段模型，在估值参数对话框中选择矿块模型法时，

距离幂法相关设置框会置灰。

12.7.7 自动配矿

设置日出矿约束条件，利用网格估值结果文件进行自动化配矿，生成配矿日计划。

【操作方式】

“露天采矿”→“配矿”→“自动配矿”，点击命令弹出“日配矿参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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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42 日配矿参数对话框

【选项说明】

爆堆最小、最大生产能力：从配置管理中读取，与采装设备相关；

优选爆堆：优先参与配矿；

共用爆堆：如果该爆堆参与配矿，则被平均分配到各卸矿点；

备选爆堆：当某爆堆参与配矿时，爆堆所剩矿量低于爆堆最小生产能力时，则采完该爆堆的

同时，接着采备选爆堆；

堆场信息：类似品位均匀的爆堆；

基数：矿量计算的最小单元，基数越小，精确度越高；

时间上限：进行自动化配矿的时间限制，当超过上限值弹出提示；

日出矿约束：设置卸矿点品位约束；

权系数：根据权系数大小，优先满足元素配矿品位；

最大爆堆数：供给某期破碎站配矿爆堆数最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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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配矿后爆堆线：勾选时，配矿完成后会在当前层中生成配矿线框和剩余爆堆线框

【实例 12-16】用示例数据执行自动配矿

（1）打开“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 04 网格估值结果文件.dmf”

（2）单击“自动配矿”选项卡，弹出日配矿参数对话框

（3）选择参与配矿的爆堆，设置最小、最大生产能力，爆堆是否优选，选择合适的基数，设

置日出矿约束等，其他设置见图 12-142 所示；

（4）单击执行，弹出提示“自动配矿解算成功”，完成自动配矿。可查看输出窗口中配矿过

程信息，图 12-143 为自动配矿后的结果，绿色圈住区域表示供给破碎站的区域，不同的破

碎站配矿用不同的颜色显示。

图 12-143 日配矿参数对话框图 12-144 日配矿参数对话框

【备注】

（1）日出约束中的矿量约束值要保证是基数的整数倍。

（2）爆堆产量要与卸矿点产量匹配、最大爆堆数目要满足卸矿点产量的要求。

（3）当共用爆堆参与配矿时，自动配矿解算会相对较慢，甚至超过所设时间上限。超过时

间上限后，系统会停止当前操作，引导用户调整时间上限值或配矿参数。。

12.7.8 计划调整

自动化配矿完成后，当矿山实际执行时出现偏差，必须进行计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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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露天采矿”→“配矿”→“计划调整”，点击命令弹出“计划调整”对话框。

图 12-145 计划调整前对话框图 12-146 计划调整后对话框

【选项说明】

隐藏历史日期供配矿网络：勾选即可将选择配矿日期前所有参与过配矿的网格隐藏；不勾选

则不隐藏

配矿信息：显示所选日期当天的配矿信息，包含参与配矿的爆堆名称、矿量、元素品位等；

调整：通过“常规”、“多边形”、“多段线”选择，进行参与配矿的爆堆线框调整；

↑↓：一期破碎站与二期破碎站之间相互调整；

选择方式：常规是直接点选或框选单元块；多边形是指多边形圈住区域中的单元块都选上；

多段线是指多段线经过的单元块都选上。如果想删除已经圈住的配矿区域中的单元块，需要摁住

ctrl 键再选择。

应用：点击应用，生成新的爆堆线框。

【实例 12-17】对自动配矿的结果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计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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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示例 12-16 中自动配矿后“网格估值结果文件.dmf”

（2）单击“计划调整”选项卡，弹出如图 12-145 所示计划调整参数对话框。

（3）单击“一期破碎站”或“二期破碎站”中的需要调整的供矿爆堆，选择 765-394-1，

然后单击“调整”，系统自动定位到该配矿区域。

（4）设定设定一种网格选择方式，选择需要参与配矿的网格，右键确定。

（5）点击“应用”，生成新的配矿线框和配矿信息，原有的配矿区域上也会生成新的线框和

配矿信息。再次点击计划调整，新的配矿信息已更新到对应的破碎站中，如图 12-146 所示。

12.7.9 配矿报告

按设定的日期范围输出所有的供配矿方案。

【操作方式】

“露天采矿”→“配矿”→“配矿报告”

打开配矿后网格估值结果文件.dmf，单击“配矿报告”选项卡，选择时间范围确定，生成如

图 12-147 所示的配矿方案

图 12-147 输出配矿报告对话框

图 12-148 供配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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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输出的当日供矿量与输入的基数值有关，当基数值输入 1 的时候，供矿量与自动配矿结

果相同。

（2）供矿金属量=供矿品位*当日总供矿量，因程序中计算时采取的小数位数和实际中显示

的不同，所以得到的供矿金属量会有稍微差别。

12.7.10 采掘信息

进行爆堆采掘信息展示。

【操作方式】

“露天采矿”→“配矿”→“采掘信息”，点击命令，弹出如图 12-149 所示采掘信息动态

参数对话框。选择已自动配矿后的爆堆数据，右键确认。生成爆堆 bsv 文件，及爆堆实体和线框

数据等。如下图所示

图 12-149 采掘信息动态参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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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50 爆堆 bsv 文件

图 12-151 爆堆信息展示，爆堆线框和实体

【备注】

（1）勾选网格实体时，文件生成耗时相对较长

（2）生成的线框及实体文件包含矿量、品位信息

12.7.11 轮廓

根据采掘条带实体提取顶部轮廓线。

【操作方式】

“露天采矿”→“配矿”→“轮廓”

打开“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 07 爆堆实体.dmf”，单击“轮廓”，根据

命令行提示，框选需要处理的实体，右键确认，在当前层中生成实体顶端轮廓线，如下图所示。

图 12-152 提取轮廓线前、后

12.7.12 矿量

根据边界轮廓线和炮孔数据库来计算矿量和平均品位。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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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矿”→“配矿”→“矿量”

打开“2015 版示例数据\09 露天采矿\9.7 配矿中的“01 爆堆编辑范围”、“02 炮孔数据库.dmf”，

单击“矿量”选项卡，选择要进行矿量计算的边界轮廓线，右键确认，如图 12-153 所示

图 12-153 矿量计算命令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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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工程出图

数字采矿平台软件具有完善的绘图功能和强大的图形编辑功能。利用数字采矿平台软件建立

了图形文件后，通常要进行绘图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出图。在这个过程中，要在一张图纸上得到

一幅完整的图形，必须合理地规划图形的布局和设置图纸规格和尺寸，正确地选择打印设备及参

数。本章将介绍“工程出图”的基本功能和具体操作方式。

在进行工程出图前需先检查出图对象实体类型、实体类别的设置，然后再进行工程图的输出。

工程出图的基本步骤为先创建水平或剖面布局，再设置工程、矿岩、钻孔等属性，然后出水平或

剖面图，最后在布局或图幅上绘制网格、图签、图框及指北针。也可以在布局或图幅上对图形进

行编辑。编辑完成后可以对图幅进行打印输出。

本章最后以示例数据为例，练习平、剖面图的成图与打印输出等操作。

图 13-1 工程出图

13.1 布局

13.1.1 水平

创建水平布局。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布局”→“水平” ，系统弹出如下图所示的“水平布局参数”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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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水平布局参数对话框

【说明】

水平布局分动态绘制、选择线和水平标高三种创建方式。

动态绘制创建：视图自动调整为从前往后看，按照命令提示选择高程相同的两点，即可创建

水平布局。

选择对象创建：选择一条水平的线性对象，将该线性对象所在的平面创建为水平布局。如果

选取的线性对象非水平，则创建该线性对象平均高程的水平布局。

水平标高创建：在指定的标高上创建水平布局。

正方向厚度：输入线在其正上方偏移一定的距离值，切割实体时保留一定厚度值。

反方向厚度：输入线在其正下方偏一定的距离值，切割实体时保留一定厚度值。

13.1.2 剖面

创建剖面布局。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布局”→“剖面” ，系统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剖面布局参数”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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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剖面布局参数对话框

【说明】

动态绘制创建：点击确定后，对话框关闭，同时视图自动调整为 XOY 视图，按照命令提示

选择两点，即可在两点所在视图的竖直平面内创建剖面布局。

选择线对象创建：要求选择的线对象在一个竖直平面内。

13.2 属性设置

13.2.1 工程

在水平布局或剖面布局上出图时，用此功能可以设置实体类型对象的输出方式及风格样式。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属性设置”→“工程” ，点击菜单功能后，系统弹出如下图所

示的“工程输出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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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工程类型设置”对话框

【说明】

对于各种实体类型的输出共有投影、切割和拷贝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其中：

投影：实体在布局上会生成轮廓线。

切割：实体被布局所在平面切割，在布局上生成切割出的轮廓线。

拷贝：要求实体包含在切割厚度内，该实体将完整拷贝至布局内。

输出颜色：当设置了不同实体类型对应的输出颜色时，按设置颜色出图；不设置时，保留实

体在三维空间中的颜色。

实体类型：在指定的实体类别中选择对应的实体类型，用于设置对应的输出模式。此处实体

类别只限于当前图层所在的文件。其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 13-5 选择实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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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外线宽、线型：主要针对投影模式时，设置不同的线宽、线型。

图块填充：对于竖井类的实体对象进行投影或切割后，往往需要根据相关出图规范进行标注，

数字采矿平台系统定义了部分常用块，用户可以通过选择需要填充的块的名称，出图时系统将自

动进行标注。（数字采矿平台系统定义的常用块放置数字采矿平台安装目录下的“dmDbBase.dwg”

文件中，用户也可以自己定义块，放在该文件内，供后续选择）。用户还可以直接将选中对象复

制或移动到布局层中进行图形输出。

13.2.2 矿岩

根据实体对象的矿岩属性，设置不同的填充图案，并能设置不同填充图案的比例和角度。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属性设置”→“矿岩” ，系统弹出如图 13-4a 所示的“矿岩

属性设置”对话框。

(a) 新建岩性编码（b）图案选择

图 13-6 “矿岩属性设置”对话框

新建的编码值要和实体属性中的“岩性”字段值保持一致，切割出图的时候才可以正确输出。对话框中描

述内容，可进行编辑修改显示在出图图例中。

13.2.3 钻孔

设置出图时钻孔输出属性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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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工程出图”→“属性设置”→“钻孔” ，系统弹出如图 13-7 所示的“钻孔输

出设置”对话框。

图 13-7 “钻孔输出设置”对话框

【投影切割参数说明】

夹角：钻孔首个测斜段与布局剖面间的夹角。

孔口距：钻孔的孔口位置与布局剖面间的距离。当钻孔夹角小于设定值且孔口距小于设定值

时，投影出图。否则，若与布局面相交，则在相交处成点，用圆圈表示，其他不投影。

轨迹距：对需要投影的钻孔，当钻孔某段到布局平面的距离小于轨迹距时，实线表示，否则

以虚线表示。

【钻孔设置参数说明】

间隔：指钻孔样号标注时的样品间隔。如图 13-7 所示，间隔 5 是指每 5 个样品标注一次。

宽度：宽度是指样品段显示的宽度，生成的黑白间隔的样段宽度值。绘制样品编号：勾选绘

制样品编号，不勾选不绘制。

终孔处横线长度：终孔处标注孔深时的横线长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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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孔底标注孔底深度值时的小数位数精度。

显示开口三角形：孔口处显示或不显示开口三角形。

同心圆参数：

【样品信息和品位字段输出参数说明】

样品信息输出设置：用户可以通过勾选“输出样品表”控制样品表是否输出。输出的样品表

也可通过选择单表或多表输出模式。

品位字段：用户可以在复选框中选择样品信息输出时需要显示的的品位字段。系统提供了 g/t

和%两种品位单位，用户可以在对应的单位选择相应的品位字段。

【高级选项参数说明】

用户可以通过勾选“输出剖面图对应的投影图”、“绘制网格”、“剖面图同时输出 X、Y

坐标”、“X-Y 互换”来控制投影图和网格的绘制。

剖面图同时输出 X、Y 坐标：输出时，X、Y 两个坐标值都会输出。

X-Y 互换：勾选此项，输出时，显示的是 Y 坐标值，否则，显示的是 X 坐标值。

孔口标注、终孔标注：钻孔输出时，钻孔的名称和孔口标高标注的位置。

13.2.4 示坡线

设置出图时示坡线输出属性。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属性设置”→“示坡线” ，系统弹出如下图所示的“示坡线参

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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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示坡线参数设置”对话框

【说明】

示坡线以长线和短线交替的方式绘制，露天坑的坡面绘制示坡线可以使露天坑的坡度方向更

直观。示坡线参数设置对话框中，各参数介绍如下。

间隔：示坡线的长线与短线的间隔。

长短线比例：示坡线的长线与短线的长度比值。

注意：间隔与长短线比例用于设置示坡线的显示样式。

高度容差：如果坡面高差大于该值时，则该坡面加示坡线。

跨距容差：如果坡面跨距小于该值时，则该坡面加示坡线。

注意：高度容差与跨距容差共同作用，可以判断空间两线是否为坡面关系，如果是，则绘制

示坡线。

13.3 图件

系统在出图时，按照“所见即所得”原则进行图形的输出。布局只输出视图窗口中显示的图

形对象，用户可以通过对文件、图层、对象进行显示隐藏操作来控制图形是否被输出。

13.3.1 水平图

在当前布局下创建水平图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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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工程出图”→“图件”→“水平图” ，执行“水平图”功能后，系统打开如下

图所示的“布局参数”对话框。创建水平布局后生成水平图。

图 13-9“布局参数”对话框

【选项说明】

水平图功能有两种操作方式：一是先用布局中“水平”创建水平布局，再点击“水平图”生

成水平图。二是直接点击“水平图”功能，选择创建模式生成水平图。

13.3.2 剖面图

在当前布局下创建剖面图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图件”→“剖面图”

图 13-10“剖面布局参数”对话框

【选项说明】

剖面图功能有两种操作方式：一是先用布局中“剖面”创建剖面布局，再点击“剖面图”生

成剖面图。二是直接点击“剖面图”功能，选择创建模式生成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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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任意剖面图

产生任意方向的剖面图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图件”→“任意剖面图”或者执行 achart 命令

【实例 13-1】创建任意剖面图

【操作步骤】

拖入一矿体，选择“工程出图”→“图件”→“任意剖面图”

输入第一个点（或直接在视图中捕捉第一点）

输入第二个点（或直接在视图中捕捉第二点）

图 13-11 创建任意方向上的剖面

13.3.4 折线剖面图

创建折线剖面图。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图件”→“折线剖面图”

【说明】

先做一条折线，再执行“折线剖面图”命令。

【操作格式】

请选择折线，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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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2 创建折线剖面图

13.3.5 示坡线图

创建露天示坡线图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图件”→“示坡线图”

【说明】

选择露天坑线前，要确保线已经附上坡顶线、坡顶线实体属性。

【操作格式】

点击“示坡线图”，命令行提示<请选择露天矿坑线对象，确定…>：

选择矿坑的坡顶底线，右键确认。生成示坡线图如下图所示。

图 13-13 生成示坡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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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 布局右键菜单

在数据管理窗口中右击创建好的布局图层，弹出的右键菜单如图 13-14 所示，该菜单包括了

布局的常用操作，其中的重命名、显示、隐藏、设为当前项、删除、显示属性等功能的作用和操

作方式与图层管理类似，此外还包括的功能有基本布局参数设置、创建图幅、显示图幅布局、隐

藏图幅布局、剖面图转换到 XY 平面、保存为 CAD 文件。当用户创建多个布局时，选择多个布局

右键，可以快速对多个布局进行操作，如图 13-15 所示。

图 13-14 布局右键菜单图 13-15 多个布局右键菜单

【选项说明】

一：基本布局参数设置：可以查看和设置布局的名称、坐标参数、布局厚度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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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6 基本布局参数设置

当用户如果已创建好一个 Z=2000 的布局，但是还需要创建 Z=2500、Z=3000 的布局，这

种情况下就可以不用通过创建水平布局，点开布局参数下更改 Z 值为 2500、3000，然后将布局

另存即可新布局的创建。

二：创建图幅：图幅指的是布局在打印输出时的图纸大小。选择创建图幅，窗口中出现“设

置”活动窗口，选择“设置”出现创建图幅对话框如图 13-17，用户可以自定义设置图纸长度、

图纸比例等参数。

1：比例：输入的比例值和打印出来的比例值保持一致。

2：偏移：相对于可打印区域原点的偏移

图 13-17 创建图幅

三：显示/隐藏图幅布局：创建图幅后，可以通过该功能控制图幅布局的显示与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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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剖面图转化到 XY 平面：将剖面布局下生成的剖面图转换成平面视图，方便保存为 CAD

后直接打开使用。

五：保存为 CAD 文件：将布局或图幅保存为 DWG 或 DXF 格式文件，图幅在 AutoCAD 中

将创建相应的 LAYOUT。CAD 中图层与数字采矿平台的对应关系(按优先等级排列)：

1、考虑岩性值，当存在岩性值时，每一个岩性值是对应一个图层；

2、考虑工程类型，每一个工程类型对应一个图层；

3、考虑实体的名称，当实体名称为“网格”、“指北针”或者“图框”时，实体名称对应

转为图层名称；

4、考虑实体类型：

（a）实体类型为“图表”时，对应图层为“表格”；

（b）实体类型为“文字”和“多行文字”时，图层名为“文字”；

（c）实体类型为各种标注类型时，图层名为“标注”。

5、其他实体所在层对应转换到 CAD 同名字图层。

打印图幅：导出为 CAD 快捷操作：框选生成的布局文件右键选择“复制到 CAD”，用户打

开 CAD 直接指定基点位置粘贴即可。

注意：用户如果在 CAD 中打开数字采矿平台生成的剖面图 CAD 文件。需要在“工具→命名

UCS→将 NewUcs 置为当前”，将自定义的坐标系置为当前。然后需要在“视图→三维视图→平

面视图→当前 UCS”，系统将显示指定的用户坐标系的平面视图。

13.4 标注

13.4.1 网格

创建坐标网格。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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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网格”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设置网格的间距、

字体高度和颜色。选择对角点 1、对角点 2，拉框选择添加网格的范围。

图 13-18 网格设置对话框

13.4.2 指北针

为水平出图加指北针。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指北针”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指北针的

模式、旋转角度、比例和颜色。

图 13-19 指北针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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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输入目标位置点：指定插入位置。

13.4.3 图签

创建图签。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图签” ，在弹出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中，可以

设置图签的填写内容、定位基点、颜色等。

图 13-20 图签设置对话框

请输入目标位置点：指定插入位置。

13.4.4 图框

创建图框。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图框” ，点击功能后，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可以设置图框的大小，颜色，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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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1 图框设置对话框与图框示例

请输入图框左下角位置点：指定插入位置。

【说明】

型号：用户可以通过下拉菜单来选择标准图框，也可以自定义图框的尺寸。在自定义时，用

户直接在高、宽输入栏输入相关参数即可。

比例：图上上任意一线段的长度与相应线段的实际水平长度之比。

旋转：系统支持旋转图框的创建，在进行采矿设计出图时，如果需要旋转图框，则可以通过

输入旋转角度来实现。

13.4.5 图块

此功能主要用于导入 dmDbBase.dwg 内的图块。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创建图块”或者执行 inblock 命令

【实例 13-2】创建图块

【操作步骤】

（1）创建水平或剖面布局，执行创建图块命令

（2）弹出如图 13-22 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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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2“创建图块”对话框

（3）点击鼠标位置点，放置图块，如图 13-23 所示。

图 13-23 添加的图块

13.4.6 示坡线

此功能主要用于对单独的坡顶、坡底线进行示坡线绘制。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示坡线”或者执行 SLOPEC 命令

【实例 13-3】创建示坡线

【操作步骤】

（1）选择坡顶或坡底线

（2）确定

图 13-24 等高线图 13-25 示坡线绘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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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示坡线有如下参数：绘制间隔、长短线比例因子、绘制颜色，均在示坡线参数设置对

话框配置。见图 13-25

图 13-26 示坡线参数配置

13.4.7 等值线标注

此功能主要用于等值线指定打断标注。

【操作方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等值线标注”

【实例 13-4】创建等值线标注

（1）鼠标点击或者键盘输入基点；

（2）动态拖拽；

（3）再次点击左键，选择要标注的等高线，右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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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7 等高线标注界面图 13-28 等值线标注效果

13.4.8 水平标注

此功能主要用于创建水平标注。

【执行格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水平标注”或者执行 dimlinear 命令

【实例 13-5】创建水平标注

【操作步骤】

（1）创建一个布局，或者已存在一个布局

（2）执行创建水平标注命令

（3）捕捉实体顶点，鼠标左键确定放置位置。

图 13-29 水平标注

13.4.9 对齐标注

此功能主要用于创建对齐标注。

【执行格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对齐标注”或者执行 DIMALIGNED 命令

【实例 13-6】创建对齐标注

【操作步骤】

（1）创建一个布局，或者已存在一个布局

（2）执行创建对齐标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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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捕捉实体顶点，鼠标左键确定放置位置。

图 13-30 对齐标注

13.4.10 圆心标记

此功能主要用于创建圆或者圆弧标记。

【执行格式】

选项卡：“工程出图”→“标注”→“圆心标记”或者执行 DIMCENTER 命令

【实例 13-7】创建圆心标记

（1）创建一个布局，或者已存在一个布局

（2）执行创建圆心标记命令

（3）选择圆弧或圆，确定。

（a）圆标注 （b）弧标注

图 13-31 圆心标注

13.5 工程出图示例

【实例 13-8】出矿体剖面图。

（1）打开示例数据“示例数据\10 工程出图\约束_矿体.dmf”，其中的矿体模型，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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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2 矿体模型

（2）双击各个矿体，设置实体类别、实体类型、实体名称、岩性等属性值，如下图。

(a) 1 号矿体 (b) 2 号矿体

图 13-33 矿体属性

（3）点击创建剖面布局工具 ，弹出如下对话框，输入布局名称，选择动态绘制创建绘制

模式。

（4）开启实体顶点捕捉，在实体上沿所要出图的勘探线画线，如下图所示。结束后，软件

在当前层所在的文件下创建了布局图层，如图 13-35 所示。

图 13-34 设置剖面布局 图 13-35 创建剖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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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属性设置”—“工程”工具 ，设置工程出图的属性，如下图设置剖面布局上

矿体出图的线型、线宽、切割输出模式等。设置“矿体”实体类型的输出模式为“切割”。

图 13-36 设置工程出图属性

（6）点击“属性设置”—“矿岩”工具 ，弹出如下对话模框，创建与矿体岩性值“1”、

“2”对应的编码，并根据“岩性”设置填充属性，包括填充图案、颜色、比例、角度及文字描

述等。

图 13-37 设置矿岩体的填充图案

（7）点击“图件”—“剖面图”工具 ，出矿体剖面图，软件会同时自动添加坐标网格、

图例及方位角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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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8 生成剖面图

（8）点击“图框”工具 ，在合适的位置添加图框。如下图所示。

图 13-39 添加图框

（9）点击“图签”工具 ，捕捉端点在右下角的位置添加图签。软件会根据图签位置自动

裁剪坐标网格。如下图所示。

图 13-40 添加图签

【实例 13-9】钻孔剖面图出图。

（1）打开并设置钻孔数据库并设置其显示风格，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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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1 钻孔数据库

（2）点击创建剖面布局工具 ，弹出如下对话框，输入布局名称，选择动态绘制创建绘制

模式。

图 13-42 剖面布局参数设置

（3）开启端点、孤立点捕捉，在钻孔上沿 13 勘探线位置画线，如下图所示。结束后，软件

在当前层所在的文件下创建了布局图层，如下图。

图 13-43 创建剖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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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属性设置”—“钻孔”工具 ，弹出如下对话模框，设置钻孔标注间隔、钻孔

表输出的品位字段及钻孔号和开口标高标注的位置。

图 13-44 设置钻孔出图参数

（5）点击“图件”—“剖面图”工具 ，出钻孔剖面图，如下图所示。

a 图形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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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形局部放大

图 13-44 钻孔图输出结果

【实例 13-10】出巷道中段平面图。

（1）打开示例数据“示例数据\10 工程出图\井巷工程.dmf”文件，显示某一水平图层，关

闭其它图层，然后点击“水平布局”工具创建水平布局，如下图所示。

图 13-45 水平布局参数设置

（2）进行工程出图属性设置。点击“属性”—“工程” 工具，设置巷道为投影输出模式，

并设置颜色、线型、线宽等，没有“巷道”时，点击添加，手动输入“巷道”或从实体类型中选

择“巷道”，并勾上“显示名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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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6 工程出图参数设置

（3）点击“图件”—“水平图”工具 ，出巷道平面图，如下图所示。

图 13-47 工程出图

（4）点击“图框”和“图签”工具，加入图框和图签，如下图所示。右击布局名称，可直

接打印，也可导出为 CAD 文件。

图 13-48 添加图签

（5）在布局名称上点右键“创建图幅”，弹出 ，点击设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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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9 添加图框

（6）设置图幅参数，自动分幅如下图所示，右击图幅名称，可打印。

图 13-50 图形的自动分幅

【实例 13-11】块段模型出图。



《数字采矿平台操作手册》

644

（1）打开示例数据“5 地质\5.3 块段模型\05_克里格实例块段.dmb”，对此块段模型进行

阈值约束，将 CU 大于 0 的块段显示出来，即显示估值后有品位的块段，显示约束后的矿体内部

块段，如下图所示。

a 块段模型约束设置 b 约束后的块段模型

图 13-51 块段模型约束

（2）点击“工程出图”—“布局”—“水平”，创建一个 500 标高的水平布局，如下图所

示。若成功创建布局后视图内看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右键视图重生成一下。

图 13-52 创建布局对话框

（3）查看“属性设置”—“工程”，水平布局上“未设置类型”的输出模式是否为“切割”，

由于块段模型未设置类型，所有它的输出模式应为切割。点击“工程出图”—“图件”—“水平

图”，出 500 水平块段模型切面图，然后将原块段模型隐藏，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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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3 块段模型水平出图

（4）在“开始”—“视图设置”—“可见性”里，勾上“边”，勾掉“面”，结果如下图

所示。

图 13-54 出图后块段模型显示设置

（5）右键点击布局名，设置显示属性，将属性中 CU 品位值显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a 属性显示设置 1 b 属性显示设置 2 c 属性显示设置 3

图 13-55 出图后显示其属性

（6）右键点击布局所在文件名，选择“属性配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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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属性按颜色显示设置 1 b 属性按颜色显示设置 2 c 属性按颜色显示设置 3

图 13-56 出图后属性配色

（7）将布局图层设为当前层并关闭，框选“标注”图层上的元素品位文字，右键“移动到

当前层”。

（8）右键点击布局名，选择“保存为 CAD 文件”，得到 DWG 格式的块段模型平面图。

其它出图，如矿体与钻孔复合的勘探线剖面图、矿体与巷道复合的中段平面图，读者可自行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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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采矿平台快捷命令汇总表

模块 功能组 功能 快捷键解释 默认快捷键
自定义快捷

键

开 始 模

块

系统设

置

删除实体 delete delete delete

删除实体 delete delete e

导入导

出

导入导出设置
Input and output

Settings
ios ios

复制到 CAD copy to CAD ctcad ctcad

CAD 数据粘贴 paste from CAD pfcad pfcad

视图设

置

平滑变换 glide glide g

添加/删除光源 light light light

视图显

示

移动 pan pan p

复位 zoomall zoomall za

缩放窗口 zoom zoom z

拉框放大 zoom window zoomwindow zw

从前往后看 yx yx yx

从上往下看 xz xz xz

从右向左看 yz yz yz

从后向前看 xy xy xy

从下往上看 zx zx 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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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往右看 zy zy zy

选择

快速选择 fast select fsel fsel

选择 select select select

多边形选择 polygon select selpolygon selpolygon

多段线选择 polyline select selpolyline selpolyline

查询

条件查询 query query q

面积计算 area area aa

体积计算 volume volume vol

测量 dist dist di

测量定位点 sap sap sap

测量夹角 sia sia sia

属性刷 属性刷 matchprop matchprop ma

工作面

工作面管理器
workface

management
wm wm

创建工作面 create workface cwp cwp

切片 workfaceslice ws ws

限制 workfaceconfine wc wc

上一个限制工作

面

forward restrained

workface
frw f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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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限制工作

面

backward restrained

workface
brw brw

正视工作面
vertical view of

workface
wvertical wv

动画 动画 view along string vas vas

右键菜

单

反向选择 inverse select is is

显示材质 displaymaterial dism dism

全部重生成 regen regen regen

线编辑 创建

绘制多段线 polyline polyline pline

绘制多段线 polyline polyline pl

偏移 offset offset o

创建点 point point po

绘制直线 line line l

绘制 NURBS 曲

线
spline spline spl

绘制矩形 rectangle rectangle rec

绘制正多边形 polygon polygon pol

绘制圆弧 arc2 arc2 arc2

绘制三点圆弧 arc3 arc3 arc3

绘制圆 circle circl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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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椭圆 ellipse ellipse el

比例点工具 plyscale plscale plsc

拟合线 polyscale polyscale polscale

创建形心 centroid centroid ce

多行文字 Multiply Text MTEXT mtext

填充 Hatch HATCH hatch

填充 Hatch HATCH h

单行文字 Single Text DTEXT dtext

单行文字 Single Text DTEXT t

几何变

换

移动(复制) move move co

移动(复制) move move cp

移动(复制) move move m

旋转 rotate rotate ro

缩放 scale scale sc

圆角 fillet fillet f

倒角 chamfer chamfer cha

编辑顶点 polylineedit pedit pedit

点编辑

多段线抽稀 rarefy polyline plrarefy plr

多段线加密 plydense pldense plde

延伸 延长至线 extend extend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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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段线延伸 end extend eex eex

连接

连接 polyjion polyjion pj

曲线连接 jion jion j

裁剪

修剪 trim trim tr

区域裁剪 areatrim areatrim at

打断

点打断 break break br

多段线区间打断 interzone break zonebreak zbr

两组曲线裁剪 cross-breaking crossbreak cbr

按距离或长度比

例打断线

break by

distance\length proportion
dbr dbr

分解 explode explode x

删除

点 delete point deletepoint dp

边 delete edge deleteedge de

修整

光顺多段线 smooth polyline plsmooth pls

清除冗余点、线 delete redundance dredundance dre

夹点编辑 Grip Edit GE ge

轮廓线更新 Contour Adjust CA ca

区域提

取

最小闭环 minimum loop minloop minl

布尔运算 boolean poltonboolean bo

创建外围轮廓线 maximum loop maxloop ma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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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割 divide zone dividezone dz

高程

梯度赋高程 zdrag zd

散点赋高程 assign z value az az

修改高程 modify z value modifyz mz

线编辑

显示点标记 Show Point HJ hj

隐藏点标记 Hide Point JH jh

实 体 建

模

DTM

整体 dtm dtm dtm

区域 polylondtm pldtm pld

线附着 attach string over dtm asd asd

创建实

体

实体表面重建 Wireframe sf sf

三维自动重建 Auto reconstruction CS cs

点云 Point cloud RFP rfp

凸壳建模 qhull model qhum qhum

编辑实

体

合并 unite unite unite

打散 break entity reakentity be

顶点 edit vertex editvertex ev

删除面 deletetriangle deltriangle dtr

缝补 mend mend me

有效性 validcheck validcheck vc

运算 布尔操作 boolean boolean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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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线 Intersecting lines intersect il

分割 split split sp

切割实体 slice slice sl

裁剪 clip clip cl

开挖 excavate excavate exc

按线拆分实体 split by line linesplit ls

开口线 openline openline ol

等值线 contour contour con

优化 optimize optimize optim

六面体化 hexahedron hex hex

材质纹

理

配色 mcolor mc mc

纹理坐标 texture pattern tp tp

材质编辑 edit material medit medit

材质库 material material mat

网格建

模

交点匹配 intersectio nmatch intm intm

网格提取 net model netm netm

网格面生成 net surface nets nets

地质
钻孔

DMD

创建 create dmd createdmd cdmd

校验 validate dmd vailddmd vd

更新 update dmd updatedmd u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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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槽井

DMK

创建 creat dmk creatdmk cdmk

校验 vaildate dmk vailddmk vdmk

合并 合并勘探数据 merge dmg mergedmg mdmg

样品过

滤
样品过滤 filtrate sample sfiltrate sfi

样品组

合

品位组合 composite by grade cgrade cg

组合参数设置 adjust dcps dcps

样长
composite by

drilldirect
cdirect cd

台阶 composite by step cstep cst

统计分

析
统计分析 statics statics sta

块段模

型

导入 import block ib ib

空块 creat block block cb

椭球体 ellipsoid ellipsoid ell

距离幂
block-inverse-distance

binv inv

克里格 block-krings krings k

常量赋值
constraint-assign-value

bca bca

变量赋值 block-maths bmath b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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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配色 block colour bcolour bcolour

查询 inquire block iblock iblock

探测 block detect bdetect bdetect

储量计

算

地质统计法 report by block breport bre

多面体平均法 report by dmg dmgreport dr

钻孔柱状图

岩性填充 lithology hatch lihatch lih

单孔柱状图 drillinglog drillinglog dlog

地质数据库

钻孔单孔录入 single hole sh sh

钻孔单孔编辑 edit single hole esh esh

三 角 面 片 交

换
三角面片交换 triangle face change tfc tfc

品位吨位图 品位吨位图 grade tonnage graph gradeton gradeton

井 巷 工

程

中心线设计

巷道设计 roadwaydesign rd rd

单岔道设计 cross cross 1cross

双岔道设计 2cross 2cross 2cross

起点起岔 cross1 cross1 cross1

终点起岔道 cross2 cross2 cross2

三维设

计
弯道设计 arcbif arcbif arcbif

坡度

平滑坡度 smooth slope smoothslope sslope

调整 adjust slope adjustslope a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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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设

计
断面设计 crossing section sec sec

支护设计 support support su

井巷实

体

联通巷道 unicom roadways ur ur

非联通巷道 disunicom roadways dur dur

生成竖井 shaft shaft shaft

巷道联合 Laneway Join lanjoin lanjoin

构筑物 Create Model CRM crm

辅助工

具
命名 nominate nominate no

施工图

有效性 roadway vaild check roadwaycheck rc

标注 create mark createmark mark

双线 double line doubleline dl

图表 chart chart chart

标准断面图
Standard Laneway

Section
CRS crs

地 下 采

矿

采场 规整采场 stope2 stope2 stope2

漏斗设

计

矿体投影 orebody projection orepj orepj

移动漏斗 move funnel movefunnel movefunnel

拉伸漏斗 strentch funnel sfunnel sfunnel

三维实体 funnel model 3dfunnel 3df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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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下 矿 爆 破

设计

参数设置 ringparameters ringpara rp

切割实体 cut entity cutentity ecut

扇形孔设计 ring ring ring

平行孔设计 parallel parallel parallel

单孔设计 single single single

复制前排炮孔 copy forwardholes cfh cfh

复制后排炮孔 copy backwordholes cbh cbh

装药 charge holes chargeholes charge

编辑炮孔（装药） edit holes edithole eh

炮孔自动编号 numberhole numberhole nh

编辑炮孔编号 edit number numberedit ne

实测炮孔 measured holes measuredholes mh

输出 rings output ringoutput rop

爆破实体 blast model blastmodel bm

无底柱

采矿

设计排位 creatrank creatrank cr

更新排位 updaterank updaterank upr

排线切割 rankslice rankslice rslice

菱形边界 diamond boundary db db

计算量 calculate calculate cal

采场实体 stopemodel stopemodel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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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指标
engineering and

economical index
index index

露 天 采

矿

露天矿

设计

境界优化 optimise optimise opt

露天矿设计 pit pit pit

排土场 dump dump dump

采剥计

划
中长期计划 long term plan ltp ltp

短期计

划

数据设置 data-setting datesetup datesetup

圈定采掘带
cuttoe mining zone

delineation
MLO mlo

采掘带调整、删

除

marea edit mining

zone
DMLO dmlo

掘沟 ditch ditch ditch

查询统计 statistic inquiry QEX qex

修图 edit chart CEX cex

爆破设

计

新建炮孔数据库 new dmo NewHDB NewHDB

布孔参数 hole param HPara HPara

布置多孔 mul hole MulH MulH

布置单孔 single hole SglH SglH

沿线布孔 line hole LineH LineH

实测炮孔 measure hole MeaH M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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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药参数 explosive param EPara EPara

设计装药 design explosive DesE DesE

复制装药 copy explosive CopyE CopyE

编辑炮孔 edit hole EditH EditH

删除炮孔 delete hole DelH DelH

起爆网络 blast net ONet ONet

自动连线 auto net ANet ANet

编辑网络 edit net ENet ENet

起爆点设置 start hole StartH StartH

虚拟孔设置 visual hole VisualH VisualH

显示样式 display style DispSty DispSty

爆破模拟 blast animation OAnim OAnim

爆破区域 balst area BArea BArea

等时线分析 same time SameTime SameTime

抛掷方向分析 blast direction ODir ODir

起爆时间分析 time scope TimeScope TimeScope

生成报告 blast report OReport OReport

测量
实测巷

道

导入 importpoint importpoint ip

粘贴 pastepoint pastepoint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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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法
roadway doubleline

method
rdl rdl

步距法
chain and offset

method
step ss

断面法 section method section sse

腰线法 central line method waist sw

极坐标法
polar coordinate

method
Polar spo

实测井 measured shaft mshaft mshaft

更新实测巷道 Update Laneway updatestep2 us2

实测巷道 Measured Laneway MS ms

岔道口模型 Joint Laneway JS js

填挖方

量
填挖方量 filling and cut fc fc

坐标系

转换

七参数 parameter7 para7 para7

四参数 parameter4 para4 para4

实测巷

道
腰线法模型 Line Model wsm wsm

工 程 出

图
属性

工程 projectstyle projectstyle ps

矿岩 rockstyle rockstyle rs

钻孔 drillstyle drillstyle d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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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坡线 slope line slopeline sli

图件

水平图 horizontal chart hchart hchart

剖面图 vertical chart vchart vchart

示坡线图 slope line chart schart schart

任意剖面图 Arbitrary Plot achart achart

标注

网格 grid grid grid

指北针 compass compass compass

图签 chartmark chartmark chartmark

图框 chartborder chartborder chartborder

线性标注 Dimmension Label dimlinear dimlinear

对齐标注 Dimmension Ligned DIMALIGNED dimaligned

圆心标注 Dimmension Center DIMCENTER dimcenter

绘制示坡线 Slope SLOPEC slopec

等值线标注 Create Contour Label CNM c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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