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DMine 软件基础教程 

 

 



 

前   言 

衷心感谢您选择和使用 3DMine矿业工程软件。 

3DMine软件是由北京三地曼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并开发的国内第一款全中文的、具有民

族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矿业工程软件。3DMine 软件在完善国外同类软件的开发思路和功能模块的基

础上，还充分总结了同类软件在国内地勘及生产矿山应用的不足之处，将三维矿业软件的优点与国

内通用的规范标准相结合，使 3DMine 软件更符合国内的规范标准要求，更适合国内工程师对矿山

及地质的工作方式和流程的理解和要求。 

3DMine软件采用领先的三维引擎技术，按照国际先进的建模方法构架软件三维空间平台基础。

不同于二维制图软件，3DMine软件集空间建模、储量计算、打印制图为一体，在三维空间平台基础

上进行矿床建模、储量估算、采矿设计、矿山生产、打印制图等工作。3DMine矿业工程软件可以广

泛的应用于地质、测量、采矿和生产管理等诸多方面，服务内容包括固体矿产的地质勘探数据管理、

矿床地质模型、构造模型、地质储量计算；露天及地下矿山采矿设计、进度计划编排、矿山爆破设

计、露天境界优化、地下矿山通风优化等；3DMine软件是生产设施数据与规划目标数据建立实用三

维可视化的基础平台，可以为矿山资源管理、资源开采效率管理和生产数据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北京三地曼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软件研发、技术支持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软

件技术团队由具备地勘或矿山相关工作经验的高级地质工程师、采矿工程师、测绘工程师、地理空

间工程师和高级程序员组成。技术团队结构组成保证了软件开发的专业性、承接性、实用性；技术

团队提供的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确保用户的正确使用。 

北京三地曼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了“矿业Office”的口号，在软件开发之初就确立了“模

块完整、算法严谨、功能深邃、细节明晰、入手简易”的开发原则。通过几年来不断完善，3DMine

软件的功能模块和平台构架的合理度、完整度、可扩充能力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技术团队在2014

年对3DMine软件的核心平台和整体构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升级，形成了最新的、功能更加完整的

3DMine矿业工程软件2014.3版本。 

由块段法和断面法两种传统几何图形法结合距离幂次反比法和地质统计学方法组成的3DMine

软件储量估算模块已高分顺利通过了由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和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

心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备案。函文通告见： 

http://114.112.169.77/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5&id=339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404/t20140403_1311290.htm 

为了及时全面地介绍本软件的基本功能和模块，方便广大用户对于软件的理解和学习，依据

2014. 3 版本的固定模块和功能，我们重新梳理编写了本《教程》。 

本着实用性、普及性和细节化的特点，在《教程》编写过程中力求内容完整、参数含义清晰，

http://114.112.169.77/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5&id=339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404/t20140403_1311290.htm


 

操作特点突出，使之成为培训和自学的入门工具书。详细的功能操作和说明，还可以参看软件安装

后的帮助文档和软件公司提供的视频讲解,授权用户也可申请接受相应的软件培训。由于水平所限，

时间仓促，难免出现错误或纰漏，敬请读者谅解，同时，也十分欢迎广大使用者提出宝贵意见。 

如果您在使用本教材的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请联系北京三地曼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

持部 3dmine@3dmine.com.cn 。 

 

免 责 声 明 

 

北京三地曼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将不承担由于错误使用本软件或本教材而引起的责任，也不

对本教材中的技术错误、编辑错误以及其它疏漏所造成的结果负责。本教材提及的其它任何软件，

并不代表本公司对该软件的认可。 

 

版 权 声 明 

 

北京三地曼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拥有3DMine矿业工程软件的中英文版权。未经北京三地曼矿

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本软件所提供的所有程序做全部和局

部复制、引用、出售和传播。若想获得3DMine矿业工程软件的使用授权，请与北京三地曼矿业软件

科技有限公司联系，进行登记后，可以申请远程授权试用、借用或购买。除此之外的，任何复制、

引用、出售、传播和使用3DMine矿业工程软件的行为均属侵权，北京三地曼矿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有权利制止侵权行为，侵权人承担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mailto:3dmine@3dmi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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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3DMine 软件应用基础 

本章要点 

 3DMine软件安装 

 软件工作界面 

 软件使用特点及惯例 

本章将介绍3DMine软件的安装、工作界面、使用特点等，包括鼠标和键盘的使用、文件命名和

二维、三维模式转换等内容。 

1.1  3DMine 软件的功能特点 

3DMine矿业工程软件是全中文开发的三维矿业软件。在操作模式上，按照国人操作习惯和思维

方式，借鉴常用软件风格，易学易用；功能设置上，服务于矿山工程师的专业需求。 

1. 软件界面：软件界面采用国际流行设计元素，界面简洁、实用，操作方便、快捷。尽可能

使得界面可视区域较大，直接点击功能无需转换并保持速度快。 

2. 数据兼容性：可直接读取 Datamine、Micromine、AutoCAD、Mapgis等软件的数据文件，与

Surpac 的深度兼容不仅仅点、线、实体文件，更重要的是与其数据库和块体模型文件的直接应用，

同时可以输出相应的文件格式。还可双向兼容 Sufer、FLAC 3D、ArcGIS 等常用的国外软件，与 CLM

空区测量，多款全站仪和 GPS 数据相连接。 

3. 数据库结构：采用关系数据库设计模式，支持 SQL Server、Access、Oracle 等关系数据库

产品，可进行数据的完整性检查，将数据的冗余降低到最低，同时提供数据库管理器，支持表结构

创建、数据录入、安全管理等。 

4. 地质体建模：综合了当今最先进的三角网建模算法和手段，可结合控制线、分区线和平行

剖面法，对于复杂矿体建模具有独到的技巧。操作简单灵活是主要特点。可选择连接方法，实现对

任意类型的矿体完成地质建模工作。集成了多款软件的建模特点，可编辑实体模型，定义名称和花

纹，有利于绘图和名称的确定。 

5. 矿体品位模型：采用全新的八叉树技术，对块体模型进行有效的压缩，可对块体进行动态

约束(实体内外、表面上下、线内外、块值约束)。采用门窗理论，对于任何实体都可进行约束估值、

计算和报告。 

6. 品位估算方法：含有剖面法、纵投影法、多边形法、距离幂次反比法和普通克里格法完成

相应的储量计算。开发了与国内传统方法进行计算比较的“三维块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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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露天设计：涵盖了所有露天设计工作需求，包括三维露天最终境界、分区边坡、台阶、公

路设计和斜坡道的参数化设计。直观快捷地圈定、调整采掘线，迅速得到精确地矿岩报量。独有的

露天炮孔数据库技术，可快速修正矿岩界线和对圈定范围品位估算，也可以更新全矿山品位模型并

求得采掘带矿量和平均品位，同时结合爆区测量进行验收。 

8. 井巷工程建模：提供多种闭合边线，腰线、中线、支距法和断面的巷道建模方法，特别是

为岔道口的模型建立提供了独特的工具。独立的、参数化井巷工程设计工具，快速形成设计图和参

数报表并快速打印成图。自动标注断面设计参数，道岔和弯道设计参数。 

9. 打印出图功能：具有类似于 AutoCAD 的独立绘图打印模块，也可以直接无缝输入 CAD界面

进行编辑绘图。与 MapGis文件双向兼容和绘图，自动添加坐标网、图签和比例尺。定制图例并可

任意复制和定位。 

10.二次开发接口：类似于 CAD 的 VBA二次开发功能是有利于广大用户理解和应用的开发程序，

门槛低，应用广泛，易于普及的特点，为 3DMine软件的普及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 

1.2  3DMine 的软硬件要求 

在安装 3DMine 之前，请确保计算机满足下面列出的最低硬件和软件需求：  

最低硬件要求： 

CPU：Pentium 4 或者迅驰 1.70GHz以上； 

内存：1G以上 

硬盘：安装需要 1G硬盘空间； 

显卡：独立 256M显存以上； 

显示器：VGA，分辨率在 1024×768以上。 

推荐硬件要求： 

CPU：Intel 四核 CPU 

内存：2G及以上 

硬盘：安装需要 1G硬盘空间 

显卡：独立 1G显存以上 

显示器：VGA，分辨率在 1920×1080以上 

软件配置（以下操作系统之一）： 

Windows 2000 系列及更高版本； 

Windows XP系列及更高版本； 

Win 7操作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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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装启动 3DMine 软件 

1.3.1  3DMine 软件安装 

3DMine 软件的安装可分为C++运行环境安装、软件锁驱动安装和软件主体安装等过程，由安

装向导指引各部分的安装，简要介绍软件锁驱动及软件主体安装过程。 

1)  首先双击3DMine安装包(盘)中的 运行程序，若以前电脑上没有装

过3DMine软件，则会弹出下面界面，点击下一步， 

 

 

图1-3-1 软件安装欢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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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弹出下面对话框，全部勾选上： 

 

图1-3-2 软件安装运行环境界面 

 

然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软件锁驱动的安装，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Next】；  

 

图 1-3-3 软件锁驱动安装欢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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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锁注册协议是否同意，选择第一条“我接受注册协议条款”，点击【Next】； 

 

图 1-3-4 注册协议 

 

3） 安装类型选择第一项“完全安装”，点击【Next】； 

 

图 1-3-5 安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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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Install】，安装驱动； 

 

图 1-3-6 安装驱动 

 

5） 弹出重要提示对话框，点击【Yes】； 

 

图 1-3-7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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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完成，点击【Finish】； 

 

图 1-3-8 驱动安装完成 

 

7） 在其他环境安装好之后，进入 3DMine 主程序安装向导，点击【下一步】； 

 

图 1-3-9   3DMine 安装向导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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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安装文件夹，默认安装在 C:\，通过【浏览】改变保存路径，然后点击【下一步】； 

 

图 1-3-10 选择安装文件夹 

 

9） 准备安装，点击【安装】； 

 

图 1-3-11 准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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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稍等片刻，安装过程进行中； 

 

图 1-3-12 安装过程 

 

11）安装完成，桌面将显示 3DMine 软件图标。 

 

图 1-3-13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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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插上软件锁，运行桌面 3DMine 程序。 

在弹出的“软件注册”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软件锁类型－“单机锁”，随后弹出不同类型软件

锁的注册窗口，将我们提供的注册码复制粘贴进去，注册完成，软件即可运行。单机锁的注册比较

简单，网络锁需要在服务器上注册后，客户端输入服务器地址，检测获取授权后即可运行。 

1.3.2  3DMine 软件网络锁安装和用户端设置 

1）服务器端的安装 

先将网络锁插在计算机上，点击系统“开始—程序—3DMine 矿业工程软件 2014.3—  

3DMine 网络锁管理器 2014.3” 

会弹出下面对话框： 

 

图 1-3-14  3DMine 网络锁管理器 

电脑会自动识别软件锁号，在“注册码”输入栏，将 3DMine 软件公司提供的注册码复制其中，

点击“软件注册”菜单，注册完成。2014.3 版本软件锁可以支持多个版本注册，如上图所示，通过

计算机属性查出作为服务器计算机的 IP 地址并记录供其他电脑使用。 

2）用户端的安装 

第一步，确保网络内其他的客户端计算机与服务器连通，（在网络邻居中可以搜索到服务器）； 

第二步，在客户端计算机上正常安装 3DMine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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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客户端计算机桌面上的 3DMine 软件图标，弹出“软件注册”，选择“网络锁”，

并勾选 2014 版以后注册方案； 

 

图 1-3-15 选择注册类型 

第四步，弹出“网络锁注册”，并在服务器地址中输入服务器主机的 IP(通过服务器计算机的属

性查出)地址，经过“检测”后，在服务标识中“获得网络授权”即可使用软件，点击确定即可使用。

如果提示“服务器授权错误”，那就说明没有获得许可，需要查找网络、服务器是否启动或其他的

原因。 

 

图 1-3-16 网络服务器设置 

 

1.4  3DMine 软件的工作界面 

用户界面（Interface），又称为人-机界面，它帮助用户完成一系列与计算机通讯和对话的任

务。3DMine拥有简洁友好的界面风格，为用户提供了多种直观实用的菜单命令和丰富的工具图标，

采用多窗口方式，增强了用户与软件的互动性。 

1. 经典界面 

运行3DMine后，出现一个包含各种组件的窗口，主要包括菜单栏、工具栏、文件导航器、层浏

览器、图形工作区、信息栏和状态栏等几部分。这些组件分别代表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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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3DMine工作界面 

图中的字母分别代表： 

A 菜单栏：类似于标准Windows程序，第一行主菜单采取了广泛的下拉菜单，根据逻辑关系将

同类应用功能放在一起方便用户查找使用，使软件可以在最小的搜查中达到快捷的目的。 

B 工具栏：位于菜单栏的下面，通常把一些常用的命令以图形标志的快捷键方式摆放在工作界

面上，用户只需单击某个图标就可执行相应操作。工具栏的调用方式是在工具栏右侧空白区域单击

鼠标右键，出现工具条列表，在里面选择需要放于界面的工具图标。  

C 文件导航器和层浏览器：文件导航器用于显示当前电脑硬盘上所有的文件，并且可以对某文

件夹设为当前工作目录，便于快速查找保存文件；层浏览器是用来显示当前载入图形工作区的线、

实体和数据库等文件，可以对某个层设置显示或隐藏。 

D 图形工作区：屏幕中央的空白区域，二维或三维绘图操作都在该区域完成。 

E 自定义工具栏：在工具栏右侧空白区域单击鼠标右键，出现该快捷菜单，打钩的表示已经启

用呈现在屏幕上的工具，可根据需要自己设置。 

F 坐标指示器：位于图形工作区右上角，指示当前工作区图形的二维或三维状态。用鼠标直接

转动坐标指示器可实现工作区图形的旋转查看，当然在三维状态下，鼠标可以直接在图形区旋转图

形。 

G 属性框：显示图形区内图形的相关属性，比如图层、线型、颜色等，可以点击某项属性进行

编辑更改。 

H 信息栏：位于图形区下方，显示功能运行的结果或者过程信息，用户可以了解调入了哪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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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者做了哪些工作等。信息栏下部有一个命令栏，用于显示或输入命令快捷键。 

I 状态栏：位于界面最底部，用于显示当前光标坐标位置，设置捕捉、投影、正交、动态等方

式。 

2. Ribbon界面 

软件自3DMine2013.6版软件以后增加了Ribbon界面风格，增添了Windows7多种风格界面，软件

界面更加清晰简洁，常用功能命令按键集中组合，并可以定制调配，满足不同要求配置使用。 

在经典界面的菜单栏或工具栏区域，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自定义工具栏，选择切换到Ribbon界

面，可以快速切换，同理可快速切换至经典界面。 

另外在“文件—系统设置—界面—界面风格”中也可进行界面选择。Ribbon界面如下图： 

 

图1-4-2 Ribbon界面 

1.5  3DMine 的使用惯例 

1.5.1 鼠标和键盘的使用 

鼠标和键盘是计算机重要的输入设备，也是软件应用过程中基础的操作工具，软件的很多功能

都是依靠鼠标和键盘进行操作的，3DMine在很多功能上设计的鼠标操作大大简化了操作步骤，很容

易上手。另外，用一些常用快捷键进行辅助操作能够缩短查询命令的时间，减少了工作的繁琐。对

于日常工作来说，灵活掌握鼠标和键盘的操作，可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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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鼠标左键： 

① 用于选中要打开的文件：左键将文件拖入图形工作窗中后松开，即可实现文件在图形工作

窗中的查看和编辑； 

② 用于选择菜单栏或其对应的工具栏的命令； 

③ 三维状态下：按住左键并拖动可实现对3D图形的旋转； 

④ 二维状态下：用于选择点、线条和实体等对象； 

2. 鼠标右键： 

主要是用于快捷菜单的选择。选择不同的功能，点击右键后可以弹出不同的快捷菜单，操作方

便。 

3. 鼠标滚轮： 

在图形工作窗上滚动鼠标上的滚轮，滚动时为缩放操作，按下后为平移操作；双击为缩放到全

部数据范围，这与AutoCAD的风格完全相同。 

4. 键盘操作： 

软件设置了若干快捷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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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快捷键列表可参考【帮助】→【快捷键表】，下面是几个常见快捷键

的使用方法： 

F1键：实现一键帮助，选择功能命令后点击该键，快速调出与之相关的帮助文档，辅助用户操

作。 

F2键：实现在图形区二维/三维之间的切换。 

F3键：选择“捕捉” 

F4键：选择“投影” 

F5键：选择“正交” 

F6键：选择“极轴” 

F7键：选择“动态” 

F8键：“切割剖面参数设置” 

F9键：“状态设置” 

Shift键：选择连续文件，即先第一个文件，按住Shift键再选择另一个文件，这时两

个文件之间的所有文件均会被选中。 

Ctrl键：选择多个不连续文件，即住Ctrl键，选择任意多个文件。 

快捷键表：快捷键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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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将鼠标

点击信息栏，然后输入所需功能的字母代码，命令行即可显示输入的内容和该功能的中文，同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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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区和状态栏也会根据输入的命令进行相应变化。 

1.5.2 文件命名协定 

文件的后缀扩展名表示不同的文件类型，每种文件用不同的图标表示。3DMine的文件类型如下

表所示： 

文件类型 图标 扩展名 

线文件 
 

*.3ds 

体文件 
 

*.3dm 

块体模型文件 
 

*.blk 

约束文件  *.zon 

数据库文件 
 

*.mdb 

变异函数统计工程  *.var 

中深孔爆破文件  *.rig 

钻孔柱状图配置文件  *.glog 

项目发布文件 
 

*.3dp 

图1-5-1 文件命名协定 

1.5.3 层浏览器图标含义 

当图形工作区中调入点线和实体文件后，层浏览器将如下左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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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层浏览器图标      

1. 表示将产生一个下拉式列表，显示当前层中所有的文件； 

2. 表示当前图层为可见状态； 

3. 表示线层或点层被隐藏不可见； 

4. 表示实体模型层和被隐藏不可见； 

单击 ，即可将原来可见的点线层和实体层进行隐藏；同样单击 ，可将隐藏的点线层

和实体层再显示。 

1.5.4 二维/三维概念及相互转换 

3DMine在同一个图形区中可以随时转换二维和三维状态（F2键）。二维表示平面状态，有XY、

XZ、YZ三种描述形式。在二维状态下鼠标形状为 ，代表进入选择状态，可以用鼠标选中对象。

三维表示空间立体状态，在三维状态下，鼠标的形状是 ，即代表调入图形工作窗中的对象可以

旋转。 

1. 在二维中实现旋转的方法 

① 用鼠标直接单击转动图形工作窗右上角的三向坐标轴，即可实现对二维状态图形的旋转查

看。 

② 按住F2键同时长按鼠标左键，即可实现在二维下的旋转。 

2. 二维/三维之间的切换的方法 

① 按住F2键切换； 

② 在图形工作窗上点击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切换到二/三维”的选项； 

③ 点击工具栏中的 （代表二维）和 （代表三维）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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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3DMine 软件设置 

本章要点 

 3DMine界面设置 

 系统功能设置 

 文件打开、保存、发布项目等操作 

 视图功能操作 

2.1 界面设置 

在设计3DMine界面的时候，本着符合国人操作习惯，一目了然，操作方便的原则，建议用户按

照我们设计的位置安放工具栏，当然，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调整界面。3DMine界面简洁

明了，不容易调乱，即使不小心调乱或移除也可以很快恢复。 

2.1.1 调出方式 

功能图标、层浏览器、文件浏览器、信息栏和属性框的调出方法：用鼠标右键点击主菜单右

边或功能图标右边的空白处时，将弹出的前面提示为对钩 ，同时界面上即得到该项模块的内容

或图标，功能前面无 ，表示该功能被隐藏。 

将这些工具栏调出后他们将自动恢复成上一次关闭之前所处的位置。 

2.1.2 排版方式 

1. 通过鼠标右键单击导航器面板，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设置排版方式： 

 

图2-1-1 文件窗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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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将文件浏览器悬浮在界面上的任意位置等待用户将其移动到自定义位置。 

停驻：将文件浏览器停驻，则他们就会自动放置在图形工作窗的左边。 

自动隐藏：此功能与窗口右上角的自动隐藏按钮作用相同，将文件浏览器隐藏于主界面左侧，

移动光标到文件浏览器按钮上，浏览器就会自动展开。 

隐藏：将文件浏览器设为隐藏状态。 

2. 软件应用BCG技术，在直接移动文件导航器、层浏览器、属性框和信息栏位置时，通过界面

上的提示位置，自定义选择停靠位置。 

 

图2-1-2 提示位置 

2.1.3 界面风格设置  

3DMine提供界面风格颜色和菜单字体设置，可以通过【文件】菜单中【系统设置】-【界面】

选项卡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2-1-3 界面风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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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是3DMine软件中默认的系统配置方案，包括颜色、图形、图层、数据处理、数据库、

界面和其他等七个选项卡，用户根据需要可以自定义一些设置方案。在图形区中点击右键，快捷菜

单中同样可以找到“系统设置”命令。重点介绍常用到的前三个选项卡。 

1. 颜色选项卡 

 设置系统背景颜色、临时标记、选择框、光标类型等。 

三维背景：通过双击颜色板自定义界面背景颜色，或者直接点击颜色方案，快速设置图形区

背景； 

临时标记：绘制图元时临时产生的标记； 

橡皮条：指在图形区进行一些功能操作时产生的临时的线条，比如进行移动、旋转、镜像等

操作时拖拽出的临时线条； 

选择框：二维状态下按住鼠标左键拖拽出的虚拟框，拖动时从左侧到右侧方向为正，从右侧

到左侧为反方向，不同的选择方式可以设置不同颜色表示，并且可以设置框的透明度。 

光标类型：分为白色光标、反色光标、全屏光标和圆形光标。反色光标能够智能的变化颜色，

达到与背景颜色相反，醒目的呈现光标的效果； 

捕捉标记：打开捕捉功能后绘制编辑图元，捕捉到点、线或三角网等设定的参数时出现的标

记。  

 

图2-2-1系统设置-系统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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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形选项卡： 

设置系统内与图形相关的属性，如图形设备、气泡查询、夹点跟踪、属性库字体大小、默认属

性值等等。 

 

图2-2-2 系统设置-图形选项 

图形设备：有三种图形设备可供选择，用户可以根据操作系统的不同以及需要处理的图件的大

小不同进行选择不同的图形设备进行操作，以便使操作更流畅。 

硬件加速：图形在旋转中，启动硬件加速器可以使画面快速连续旋转。 

实时气泡查询：对点、线、实体等进行实时动态查询，只要将鼠标放在图形区的点、线和实体

等图形上，将显示该图形的相关信息。 

起用夹点跟踪：当选中图元后，靠近夹点时会自动捕捉上。 

双击编辑线/点：启动此功能可以快速即时对线/点进行编辑，双击需要编辑的线/点即可。 

旋转时加方框：在对图形区中的线条或体等图形文件进行旋转时，在数据范围内加上一个方框，

这样可以使用户感受到三维效果。 

鼠标移动体上的点：选中实体模型后，可以拖拽鼠标移动实体三角网上的点。 

用Shift键添加到选择集：按Shift键并选择对象时，向选择集中添加对象或从选择集中删除对

象。 

起用多段线中点夹点：起用该选项后，在多段线两个节点的中点位置出现一个夹点，用来对两

个节点之间的线段进行操作。 

最大回撤次数：类似AutoCAD中的回退，为了节省内存空间系统默认为10次，如果用户内存较

大可以设置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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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距离：即捕捉半径，系统默认为0.1，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定义。 

属性库字体大小：显示属性时字体的大小，可自定义设置，默认为0.03。 

默认属性值：设置画线时自动附上的属性信息，多个属性用逗号分开。 

样条曲线取样点数：是当画样条曲线时拟合时用到点个数。 

云线像素点个数：画云线时所需点的个数，点数越多拟合越像。 

多边形边数目：画多边形时系统起始默认边的条数，可自定义设置。 

3．图元默认值选项卡 

3DMine系统设置中预定义了10个子层线\体颜色，并且给出默认的颜色，用于对系统内的点、

线、体等图元的颜色和风格进行设置。这10个子层线体的默认颜色可以进行修改，修改时只需要点

击对应的颜色条，在弹出的颜色板上选择其他颜色。用户还可以根据需要添加线体号，自定义线号

和体号的颜色、风格等。 

注意：新添加的子层线体及其样式，或者修改原系统定义的线体样式后只对新创建的图元产生

效果。 

 

图2-2-3 系统设置-图元默认值选项 

 

4. 数据处理选项卡 

 用于设置图元绘制、DWG格式和Micromine的文件导入参数，默认系统文字字体、文件默认保

存格式等。多段线的线型和全局宽度的隐藏可以加快显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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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库选项卡 

    用于浏览钻孔数据库，爆破孔数据库以及设备数据库的保留名称。 

6.界面选项卡 

用于设置界面颜色、风格和菜单字体等。 

7．其他选项卡 

关于鼠标右键旋转方式、多边形填充样式以及DTM报量表格的内容更改的一些设置。 

2.3 文件管理 

3DMine启动后，可以直接在空白图形区创建新图形，也可以打开其他文件进行编辑。下面讲到

文件的打开、保存、发布和输出Excel等常用操作。 

2.3.1 文件打开 

从文件导航器中打开文件是最简便的方式，找到文件进行双击打开，或者用鼠标将文件拖入图

形工作区。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菜单【打开】命令打开文件。打开存在于本机中已经建立的点、线、

实体等文件时，文件类型可以是3DMine格式或3DMine能识别的外部文件类型，如AutoCAD、Surpac、

DataMine、MicroMine等。 

1.命令格式 

命令：Open 

菜单：【文件】→【打开】 

工具：  

2.操作步骤 

① 选择【打开】命令后，弹出【打开】对话框，在【查找范围】处显示的文件夹，通常为在

文件浏览器中定义的当前工具目录； 

② 在【查找范围】下拉列表中查找要打开文件的位置，单击需要打开的文件，文件名处将显

示刚才点击过的文件名称，然后点击【打开】即可； 

③ 或者左键单击【文件类型】将会弹出软件支持的文件类型，经过类型筛选后在文件区域显

示符合此类型的文件，单击文件再点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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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打开命令对话框 

2.3.2 文件导入 

3DMine能与多种软件格式兼容，【文件导入】命令可以能够导入文本、南方Cass、Datamine、

Surpac、MapGIS、 AutoCAD、Micromine、Surfer网格文件和ArcGis矢量文件等。 

文本数据导入时，注意选择文本里与X、Y、Z对应的列，以及分隔符。其他格式文件导入时，

从“打开”窗口中选择文件所在位置进行导入。 

2.3.3 文件保存 

将编辑的点、线、实体模型等数据及时保存是重要的操作过程，也是良好的习惯。对于新建的

文件进行【保存】或者【另存为】，都弹出【另存为】对话框，不同的是【另存为】命令中可以选

择文件类型，并且可以选择图层进行保存文件，也可以通过二维状态下鼠标框选，右键确认“保存

选择集”的方式。对于已有的文件打开编辑后再次【保存】时，可能会覆盖原有文件，这时要注意

弹出的提示，如果不覆盖，点击【否】，在弹出【另存为】对话框里进行保存。 

1.命令格式 

命令：qsave 或 save 

菜单：【文件】→【保存】/【另存为】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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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① 如果想要快速保存成3DMine格式时，选择菜单【文件】→【保存】，或用工具栏的保存按

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对话框显示的文件夹是默认当前操作的文件夹，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

文件夹进行保存，如图所示： 

 

图2-3-2 保存命令 

② 输入文件名称，选择文件类型，点击确定即可。其中3DMine二进制文件格式要比明码文件

格式保存更快，文件容量更小。 

③ 如果想要保存成CAD、Surpac、Datamine、Cass等文件格式，可选择【文件】→【另存为】，

弹出【另存为文件…】对话框（如图所示）。 

【保存内容】处可通过下拉列表选择要保存的图层；点击【浏览】，可以选择其他路径保存文

件。文件类型包含3DMine明码文件、二进制文件、CAD Dwg文件、CAD Dxf文件、Datamine文件、Surpac

文件和南方Cass文件等。 

 

图2-3-3 另存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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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发布项目 

【发布项目】命令可以将所做的项目整体打包为*.3dp格式的文件，保存时图形的状态与再次

打开时的状态一致，这样更方便异地交流。 

1.命令格式 

命令：3dp 

菜单：【文件】→【保存项目】 

工具：  

2.操作步骤 

① 调入所有需要发布的文件。 

② 选择【文件】→【保存项目】：可以输入文件名，或者点击【文件】，在打开的【另存为】

对话框中选择文件或输入文件名，文件的扩展名为“.3dp”。 

 

图2-3-4 项目发布 

③ 确定之后，在文件导航器当前路径下可以找到发布的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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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输出 Excel 

与Excel进行数据转换是3DMine的一个特色功能。用于将点线文件的XYZ坐标和属性值以列表的

形式放到Excel中，用户可以进行查看、编辑、保存。同样，可以将Excel中相同格式的数据再粘贴

回3DMine中，形成点线文件。 

例如，在图形区调入一个品位组合样.3ds线文件，选择【工具】→【线的操作】→【输出线信

息到Excel】命令后，选择一下将要输出的内容，将自动打开一个Excel文件，同时在表中显示点的

坐标和属性信息。 

 

图2-3-5 输出Excel 

2.3.6 关闭图形文件 

关闭图形区的文件时，点击图形工具栏的 图标，清理图形区所有内容，注意使用此功能时

要及时保存数据，一旦清空不可恢复。 

2.3.7 获得帮助 

请选择【帮助】→【帮助文档】，或按F1键，获得3DMine的详细功能命令说明。 

2.3.8 退出程序 

退出3DMine程序时，请选择菜单【文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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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视图操作 

3DMine图层管理类似于CAD中的图层，3DMine的二维和三维操作方式能够在一个图形区中随时

切换，XY、XZ、YZ等多种视角变换全方位展示图形，能够在二维和三维状态下显示坐标网格，实体

模型可进行颜色渲染，多种捕捉方式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2.4.1 图层管理 

3DMine图层与CAD的图层类似，不同特性的对象可分别在不同的图层上编辑，最后合到一起，

成为完整的图形。每个图层都有颜色、线型、线宽等属性，这样使图形绘制起来更加方便、清晰、

容易管理。 

命令格式 

命令：layer 

菜单：【视图】→【图层】 

工具：  

 

图2-4-1 层管理器 

在层管理器中可以新建、删除图层，对图层的名称、颜色、线型、线宽等进行设置。其中默认

1号图层的名字是无法更改的。 

 

2.4.2 坐标网格 

3DMine视图菜单中的“坐标网格”，分为二维网格和三维网格，它们是动态显示的，不能被选

中编辑或打印。二维视角平面下，是由两组平行且按一定步距的直线组成的正交网格。三维视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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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是由三组（X、Y、Z）平行且按设定步距的直线组成的正交网格。快速显示“坐标网格”，

可以直观看出点、线、实体等图元之间的坐标、距离，在切割剖面、外推矿体等操作中起关键作用。 

1. 命令格式 

命令：2g（二维网格）/3g(三维网格) 

菜单：【视图】→【坐标网格】→【二维网格】/【三维网格】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菜单【视图】→【坐标网格】→【二维网格】或点击工具栏图标 ，出现如下对话

框（下图所示）。 

 

图2-4-2 二维网格设置 

注意：显示二维坐标网格之前，应先将图形文件调整到正平面下或者剖面状态下，即XY、XZ、

YZ平面下再进行显示，否则状态栏将出现提示“在当前视口下不能显示2维网格”。 

X、Y步距：X、Y方向上每个方格的长度。 

标注间格：指X/Y方向上标注数字间隔多少个方格显示，方格的大小与设置的步距有关。 

显示对象范围：指二维网格显示的范围只是能覆盖图形窗口内的图形文件。 

全屏幕显示：指二维网格在整个图形窗口显示。 

网格位置：网格相对于图形文件的位置，分为顶部、中部和底部。 

颜色：网格的显示颜色，点击颜色条可更改其他颜色。 

文字高度：标注的字体的大小（在1-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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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3 显示二维网格 

② 若要取消坐标网格则再次选择该命令，或点击工具栏图标即可。 

显示【三维网格】的操作步骤类似于二维网格，不同的是运行命令前不用设置视角，任意三维

方向均可显示网格。 

 

图2-4-4 三维网格显示 

2.4.3 点和属性库 

【点和属性库】功能包括显示隐藏线点标记和显示隐藏描述文字。线点标记表示点的记号，用

户可以在系统设置里自定义点标记形状，默认是十字形；描述文字即属性库中坐标、点号和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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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品位、比重）等辅助信息，不同属性之间用半角逗号“,”分开，这些辅助信息有助于用户了

解和快速查找目标点线。 

1. 显示隐藏线点标记 

命令：dm（显示线点标记）/ hm（隐藏线点标记） 

菜单：【视图】→【点和属性库】→【显示线点标记】/【隐藏线点标记】 

工具：  

步骤：图形区内有某地形等高线文件，选择【显示线点标记】后，弹出如下对话框（如图）： 

         

图2-4-5 地形等高线                             图2-4-6 显示/隐藏点标记 

  

全部对象：显示全部线条的点标记； 

选择对象：用鼠标点选或者框选部分线条显示点标记。显示效果如图所示； 

【隐藏线点标记】的对话框与上面对话框一样，将显示的标记点隐藏。 

 

图2-4-7 显示全部点标记和部分点标记 

2. 显示隐藏描述文字 

命令：dispt（显示描述文字）/ ht（隐藏描述文字） 

菜单：【视图】→【点和属性库】→【显示描述文字】/【隐藏描述文字】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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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图形区调入品位组合样.3ds文件，运行【显示描述文字】，或直接点击工具栏中的图标

，将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2-4-8 显示描述文字 

描述位置：显示描述值时文字所在位置，包括每个点、质心点、开始点和指定距离间隔。 

显示内容：显示线号/体号、点号、全部属性、XYZ值等。 

小数点数：当选择显示X、Y、Z值时，小数点数一栏生效，表示保留几位小数。 

距离：当选择显示指定距离间隔时，距离一栏生效，表示隔多少米显示文字。 

【隐藏描述文字】类似于【隐藏线点标记】，可选择全部隐藏或部分隐藏。 

品位组合样文件是从钻孔数据中提取的样品点数据经过条件组合形成的线文件，这个过程将在

钻孔数据库这一章节中讲到，其中组合样线条每个点的属性1存放的是TFe元素的品位，我们想要品

位信息显示出来，就要用到【显示描述文字】功能。选择描述位置为“每个点”，显示内容为“属

性1”，显示范围可以自定义全部或部分。另外，为了更好的展示效果，将点标记显示出来，显示

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2-4-9 显示属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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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实体渲染 

【实体渲染】包含对实体和实体三角网的显示/隐藏，对实体进行Gourand渲染，使实体的颜色

更加细腻；还可根据不同属性字段对实体着色，用多种颜色表现实体特征；对实体进行光照处理，

使实体呈现透明状态，另外，选中实体模型后可以在属性框中设置透明。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常用的带颜色显示实体功能。 

1. 命令格式 

命令：render 

菜单：【视图】→【实体渲染】→【带颜色显示实体】 

工具：  

2. 操作步骤 

例如，将 专题示例/表面模型/生成DTM面/地形图.3ds文件调入图形区，选择【带颜色显示实

体】命令后，弹出下面对话框: 

 

图2-4-10 三角网颜色渲染 

颜色插值字段：颜色插入的方式是根据实体的属性值或X、Y、Z值。比如，选择Z坐标字段则将

按照不同的高程值范围显示不同的颜色。根据选择插值字段的不同，最大值和最小值由软件自动搜

索。 

选择着色方案：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系统配置好的方案。 

渲染方式：分为光滑渲染、非光滑渲染、按色带分离三角网。其中，按色带分离三角网的渲染

方式可将渲染后的表面模型保存并打印输出。 

着色方式： 

：根据字段显示颜色，且选择的颜色值将会根据字段长度在实体上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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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例如，以Z字段为插值使用字段，颜色将在实体上按照Z值从大到小依次过渡显示： 

 

图2-4-11 按Z值从最大到最小过渡渲染 

 

：根据设置的色带高度和颜色带在实体上分别显示不同的颜色。另外，可

以设置一个基准标高，从基准标高起根据色带高度用两种颜色渲染。 

 

图2-4-12 指定颜色带宽度 

例如，我们以Z字段为插值字段，颜色带宽度设为20，可以看到Z值按照20m的步距被分别着色： 

  

图2-4-13 光滑渲染和非光滑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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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功能可以让用户根据需要自己设置插值字段的步距和显示颜色，点击【手

工设置范围】后，右侧显示需要的条带数及各个颜色对应的插值字段分段范围。各个字段的范围要

符合其最大最小值，且要覆盖整个表面或实体。如下图所示： 

 

图2-4-14 手工设置范围 

在下图图例上点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可以对图例进行设置。 

 

图2-4-15 四种颜色渲染 

2.4.5 捕捉 

自动捕捉，这是一种智能捕捉方法，多种捕捉模式能更快的捕捉到指定对象。 

1.命令格式 

菜单：状态栏【捕捉】处单击右键，选择【设置】或者按下快捷键F9。 

操作之后会弹出【状态设置】对话框，对话框有4个选项卡，分别是捕捉参数、动态参数、交



3DMine 软件基础教程 

 

35  

互选项和切割剖面。 

【捕捉参数】包括多种捕捉的模式，勾选后，在二维编辑时就能捕捉到指定位置上。另外，还

可以设置极轴增量角度，表示在平面上绘制时，移动鼠标极轴将间隔多少度显示。 

【动态参数】可以设置移动多段线夹点时，是否显示坐标、面积、线长、拖拽距离等参数。 

【交互选项】可以设置对象可选性，打钩表示在二维状态下，单击或框选对象能够被选中；另

外还可设置多段线夹点是否启用，是否可以右键编辑。夹点位于线段两点之间中点的位置，鼠标左

键按住它，能够移动整段线条，右键单击夹点，还可以进行多项编辑，比如加点、打断、圆弧、移

除等。 

【切割剖面】选择当前面方程可以在当前视口下查看之前切割的剖面，并可以调整面前面后的

显示范围。 

  

图2-4-16 捕捉参数                            图2-4-17 动态参数 

 

  

图2-4-18 交互选项                           图2-4-19 切割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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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创建图形 

本章要点 

 线段、多段线的绘制 

 多边形、矩形框的绘制 

 圆和圆弧的绘制 

 双线、云线、样条曲线 

 点的绘制 

 引线标注 

 单行文字和多行文字 

 创建剖面 

 插入图片、纹理、图标、图例等 

 多种标注 

 填充图案 

 弧段线

3DMine提供了多种绘制工具，常用的画点、线、多边形、文字及标注，创建动态、静态剖面、

插入图片、纹理、图例等功能。同时，工具栏上也设计了这些常用功能的图标。对于经常使用绘图

软件特别是应用CAD的用户来说，这些功能已经不陌生了。 

3.1 绘制线段 

绘制线段比较简单，也是绘图中常用的二维对象之一。运行一次命令只能绘制单独一根线段。 

1. 命令格式 

命令：line 

菜单：【创建】→【线段】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创建】→【线段】或工具图标 ，按照状态栏中的提示开始画线，选择起点左键点

击后移动鼠标将拉出一条线； 

② 这时右键将弹出快捷菜单 ，选择【确定】将以鼠标所在点为终点绘出直线，

选择【取消】则将取消画线操作，选择【确认参数】将弹出“输入坐标”对话框，可以输入X、Y、

Z三维坐标，精确定位点绘制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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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输入坐标 

另外，3dmine软件支持动态输入功能。选择创建线段命令后，图形工作区鼠标位置将出现

，这时输入数字坐标，格式为X，Y或者X，Y，Z；然后工作区又显示

，输入要确定参数的代表字母D，按回车键后出现 再

输入距离，角度回车即可绘制出线段。 

3.2 绘制多段线 

【多段线】命令用于创建多节点线段。动态输入也支持此功能。 

1. 命令格式 

命令：pline 

菜单：【创建】→【多段线】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创建】→【多段线】或工具图标 ，选择起点点击后将拉出一条线段； 

② 接下来的点击将确定线段中的节点，在最后一点右键单击将出现如下快捷菜单： 

 

图3-2-1 右键快捷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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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确认】则将以最后确定的点为终点生成一条多线段；选择【取消】则允许用户继续择节

点画线段；选择【闭合】系统将自动连接首尾点生成闭合线段；选择【坐标】将弹出设置点坐标的

对话框，系统将按照输入的XYZ坐标确定节点并同时在定位的节点处拉出一条直线供用户继续画线； 

若要精确按照指定的长度绘制线段，则在确定的方向上任意长度画出该线段后，点击右键在下

拉菜单中选择【延伸】，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图3-2-2 延长距离对话框 

系统会按照输入的距离重新绘制线段（方向不变），并在该线段结束点拉出一条线供用户继续

画线。 

若要按照指定的方位和距离绘制线段，则在起点拉出线之后单击右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方

位距离】，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图3-2-3 方位距离对话框 

方位是以正北向为基准，顺时针方向计算到线段的角度。输入方位和距离等后系统会按照这些

参数绘制出一段新的线，并同时在结束点拉出一条线供用户继续画线。 

若要指定距离的百分比绘制线段，则在起点拉出线之后单击右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距离百

分比】，将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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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距离百分比 

选择【相对角度距离】，弹出如下对话框，设置相对于前一点的角度、距离和倾角。 

 

图3-2-5 角度距离 

选择【放弃最后操作】，所画线段将退回上一个节点。 

选择【坐标】，将弹出如下对话框，可以设置X、Y、Z值和属性描述。 

 

图3-2-6 确认参数 

动态输入时，选择命令后弹出 ，根据字母提示设置标高、

最后点、激活和宽度，下一个点时又显示 ，可设置长度、距离

方位和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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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绘制多边形 

创建多边形，通过自定义多边形的顶点数创建正N边形。 

1. 命令格式 

命令：polygon 

菜单：【创建】→【多边形】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用鼠标左键点击图形工作窗上任意位置后，系统将以该点为中心拉出一个多边形； 

② 这时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确认参数”弹出以下对话框： 

 

图3-3-1 参数设置 

输入的X、Y、Z坐标为多边形的中心，半径为由中心到顶点的距离，顶点数为多边形的边数。 

如使用动态输入，选择命令后屏幕显示 ，可先指定多边形中

心，后面显示的是当前光标所在位置的坐标；再根据提示 ，输入半

径长度、边数或边长等。 

3.4 绘制矩形框 

矩形框的绘制可以直接通过鼠标拖拽，另外可指定矩形的两个对角顶点来确定一个矩形。 

1. 命令格式 

命令：rectang 

菜单：【创建】→【矩形框】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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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步骤 

① 在图形工作区任意点击后将拉出一个矩形框，矩形框一顶点固定，长宽边长随鼠标拖动变

化，如果在动态参数设置中选择显示两侧边长，在鼠标移动过程中，矩形框边上将动态显示长度变

化，点击鼠标左键完成绘制。如需指定矩形对角点坐标还需进行下一步； 

② 绘制未完成时点击右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确认参数】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图3-4-1 指定矩形对角顶点坐标 

输入两个对角点的坐标后点击确定，即可生成所需的矩形。 

动态输入时，选择该命令后，屏幕显示 ，先指定第一点坐标或标高、

宽度等，然后再指定第二点坐标、长宽或面积： 。 

3.5 绘制圆弧 

通过起点、中间点/圆心、端点等三个点或者其中两个点加上指定的方向、角度、半径等创建

圆弧，如图所示。下面以【三点】功能做详细说明。 

 

图3-5-1 创建圆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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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命令格式 

命令：arc 

菜单：【创建】→【圆弧】→【三点】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鼠标左键单击第一点后将拉出一条线，再选取第二点移动光标时将拉出一个弧，移动光标

显示动态半径值，确定适合的弧形后单击左键完成绘制，即可生成新弧。另外，动态输入提示每个

点的坐标，如果需要输入准确数字，用键盘上的数字键输入即可。 

 

图3-5-2 创建圆弧 

② 另外，在点击第三点前，单击右键选择【确认参数】，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圆心坐标、

圆弧半径、开始方位、结束方位，点数目来确定圆弧的空间位置和形状： 

 

图3-5-3 圆弧参数 

点数目是指生成圆弧上的节点数；开始方位和结束方位是指以过圆心的垂直线正北向为0度基

准，顺时针360°计算，圆弧按逆时针方向绘制，从开始方位旋转到结束方位。  

【继续】功能是针对设计工作专门应用的功能，主要是在斜坡道和弯道设计中最常用。在使用

时，注意点击【右键】后的参数提示。绘制斜坡道的方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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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按照多段线绘制直道（右键可以输入相应的坡度、距离和方位参数）。 

第二步对于弯道的设计则是选择【创建】→【圆弧】→【继续】功能，点击右键弹出对话框，

输入弯道转弯半径、圆心角和坡度等参数即可完成。 

3.6 绘制圆 

圆的绘制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如图），通过指定圆心+半径/直径，或者任意三点、任意两点，

或者与两条线相切+半径，或者与三条线相切的方法创建一个圆。下面用【圆心，半径】功能做详

细说明。 

 

图3-6-1 创建圆的方法 

1. 命令格式 

命令：circle 

菜单：【创建】→【圆】→【圆心，半径】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用鼠标选择一点单击后，将以此点为圆心拉出一个圆，从圆心到光标生成的直线代表半径，

拉到合适的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完成操作，即可生成新圆；如果点击键盘数字，动态输入【圆心坐标】

功能启用，输入半径值后按回车即可完成。 

 

图3-6-2 绘制圆 

② 若要通过参数画圆，则右键点击鼠标，选择【确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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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3 圆参数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圆点坐标、半径长度、顶点数（圆上的散点数），点击确定后可完成画

圆操作。 

3.7 绘制双线、云线和样条曲线 

双线是一组平行线，用于绘制公路、斜坡道时比较方便。云线是可以手动绘制自然线条，如云

状图案。样条曲线是一系列给定点的光滑曲线。 

3.7.1 绘制双线 

1. 命令格式 

命令：ml 

菜单：【创建】→【双线】 

工具：  

2. 操作步骤 

选择菜单【创建】→【双线】或点击功能图标 ，打开对话框如下所示： 

 

图3-7-1 设置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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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左侧、右侧线宽度，是否要创建中线（下图红色线），确定后点击鼠标左键开始在工作区

绘图，结束绘制时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确定】；如需闭合两端，选择【闭合】；点击【取

消】清除当前绘制图形。效果如下： 

 

图3-7-2 双线效果 

3.7.2 绘制云线 

1. 命令格式 

命令：revcloud 

菜单：【创建】→【云线】 

工具：  

2. 操作步骤 

选择【创建】→【双线】或点击功能图标 ，单击鼠标左键开始操作，此时可以松开左键，

在图形工作区任意移动鼠标绘制图形，结束操作单击鼠标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确定】即可。 

3.7.3 绘制样条曲线 

1. 命令格式 

命令：s 

菜单：【创建】→【样条曲线】 

工具：  

2. 操作步骤 

选择【创建】→【样条曲线】或点击功能图标 ，在图形工作区单击鼠标左键，绘制曲线的

拐点，结束操作时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确定】，即结束操作；选择【取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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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绘制；选择【闭合】，将闭合曲线的起始点。 

3.8 创建点 

根据需要在图形工作区随意创建点，也可通过输入准确坐标值定位点。 

1. 命令格式 

命令：point 

菜单：【创建】→【点】 

工具：  

2. 操作步骤 

选择命令后，在图形工作区任意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就可以创建点；若想准确定位点，则右击

鼠标，弹出快捷菜单，选择【确认参数】，弹出“请输入参数值”对话框（如图所示）； 

X、Y、Z：表示点的坐标值，可准确定位点； 

描述库：为点输入属性值。 

如需更改点标记样式，可选中点，在属性框“点标记样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点的样式（如

图所示）。 

 

图3-8-1 点坐标参数 

 

图3-8-2 属性框中点标记样式更改 

3.9 单行文字 

该命令只用于录入单行文字，用户可以设置文字的大小、倾斜角度、颜色等参数，在图形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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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连续粘贴。 

1. 命令格式 

命令：text 

菜单：【创建】→【单行文字】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选择【创建】→【单行文字】或工具栏图标，弹出“单行文字”对话框，如图所示，其中，

“字体”、“对齐”、“倾斜”等参数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取。“高度”和“宽度比例”用3DMine

定义的像素数来表示。输入文字在“内容”框中填写。 

② 参数设定好后，点击【确定】，在图形区单击鼠标左键粘贴文字，可以连续粘贴，点击鼠

标右键结束操作。 

需要修改文字时，用鼠标双击文字，回到“单行文字”对话框进行重新设置。 

 

图3-9-1 单行文字对话框 

3.10 多行文字 

1. 命令格式 

命令：mtext 

菜单：【创建】→【文字】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选择【创建】→【文字】或工具栏图标，在图形区需要插入文字处双击鼠标左键，或者任

意框选一个区域，然后将弹出“多行文字”对话框（如图），用户可以设置文字高度、旋转角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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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方式等，在黑色区域输入要插入的文字，按回车键换行； 

② 点击【确定】，文字显示在鼠标双击点处，或框选位置。 

修改文字时，双击文字再次返回到设置窗口，进行编辑更改。移动文字时，单击文字，在文字

四角出现方块，将光标移至左侧方块上，拖动方块改变文字位置；拖拽右侧方块用于改变文字框的

大小。 

 

图3-10-1 多行文字设置 

3.11 填充图案 

该命令用于对闭合多边形进行图案填充。 

1. 命令格式 

命令：hatch 

菜单：【创建】→【填充图案】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菜单【创建】→【填充图案】或单击工具栏图标，弹出对话框如3-22所示； 

对话框内各项功能按钮含义： 

拾取点：拾取屏幕点进行填充。 

选取对象：选择闭合多边形进行填充。 

偏移填充：以多边形偏移的形式进行填充。 

嵌套填充：用于多个图形嵌套的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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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1 图案填充对话框 

② 举例：填充一个闭合多边形。图形区有一个闭合多边形，点击【拾取点】后，状态栏将会

提示 ，在工作区选择填充边界内的任一点，对图形进行图

案填充；或点击【选取对象】，状态栏将会提示 ，在屏幕上选择需要填充

的图形边界线，对闭合多边形进行图案填充。 

 

图3-11-2 闭合多边形填充图案 

③ 举例：偏移填充。图形区任画一多段线，点击【偏移填充】，弹出偏移设置对话框，偏移

距离表示从边界开始填充图案的宽度。设置后，状态栏提示 ，在屏

幕上选择要偏移的线段，右键执行命令，状态栏将会提示 ，点击线段下部作为偏移

方向，如果比例合适，图形区将出现偏移后的图案（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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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3 偏移设置 

 

图3-11-4 偏移填充效果 

④ 举例：嵌套填充。图形区有两个闭合多边形重叠，利用嵌套填充可以将两多边形除相交部

分外的区域填充上图案。勾选【嵌套填充】后，选择【选取对象】，分别点选两个多边形，颜色填

充完毕（如图所示）。 

 

图 3-11-5 嵌套填充 

3.12 剖面 

创建剖面是3DMine中特色设计之一，也是常用的功能。创建剖面分为动态剖面和静态剖面。动

态剖面是可以通过手动控制三向转换器查看任意方位剖面；静态剖面是通过拉线条、指定高程值或

者指定勘探线等方式切割剖面，将三维视图下的操作快速转换到二维视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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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剖面功能的二级子菜单： 

 

图 3-12-1 剖面子菜单 

3.12.1 创建动态剖面 

通过手动控制三向转换器查看任意方位剖面。 

1. 命令格式 

命令：dc 

菜单：【创建】→【剖面】 →【创建动态剖面】 

工具：  

2. 操作步骤 

① 图形区内有一矿体.3dm和地形采场.3dm模型，运行【创建】→【剖面】→【创建动态剖面】，

左键单击，此时在实体上将出现一个灰色剖面，剖面的中心一个三向的旋转器，如图所示； 

② 用鼠标左键点击拖动三向旋转器的任意轴，将实现三维下剖面方位的变换，实现动态剖面

查看。 

 

图3-12-2 动态剖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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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切割剖面 

通过手工拉线条、设置某一固定X、Y、Z值或指定勘探线等方式创建剖面。 

1. 命令格式 

命令：cut 

菜单：【创建】→【剖面】 →【切割剖面】 

工具：  

2．操作步骤 

1）切割剖面时切割实体： 

① 打开金属示例文件夹下的地形采场和矿体模型，运行菜单【创建】→【剖面】→【切割剖

面】或直接点击工具栏图标 ，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3-12-3 设置切割剖面参数 

对话框内各项功能说明如下： 

手工拉线切剖面 — 在图形区可以任意拉出一条线来切剖面。 

切割多组剖面 — 在相同的步距下，拉一条线同时切割多组剖面，剖面数量由面前数目和面后

数目决定。 

预定义剖面 — 分为“无”、“追加记录”和“全部覆盖”。如果选择“无”，则对切割的多

组剖面不进行保存，只显示拉出线条所在的剖面。如果选择“追加记录”，则将连续多次切割的多

组剖面保存到“预定义切割剖面”选项中“自定义”一组中，可任意查看切割的多组剖面。如果选

择“全部覆盖”，则会覆盖所有以前切割的多组剖面，仅保留最后一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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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步距 — 剖面之间的间距。通过工具栏里“向前移动剖面” 和“向后移动剖面” 实

现自动间隔一定的距离来查看切割的剖面。 

面前显示和面后显示 — 指在剖面处向前、后能看多少米。 

切割实体— 如果选中此项，在切割剖面后，隐藏实体模型，将显示实体线条；若不选择切割

实体，将不显示实体线。 

填充闭合线图案 — 对切割实体后产生的闭合线进行充填，图案从图形区右侧的属性框中选

择。 

② 选择【切割实体】 ，将显示实体线条，设置完成点击确定，

状态栏将会提示： ，如下图所示由左至右拉出一条剖面线： 

 

图3-12-4 手工拉线条 

③ 确定线段的终点，点击左键，图形区显示刚才切割的剖面： 

 

图3-12-5 显示剖面 

运行菜单【视图】→【显示隐藏实体】或直接选择工具栏 ，将视角转到XZ平面上（点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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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栏 )，切出的剖面线条显示如下： 

 

图3-12-6 剖面线条 

 

④ 若不勾选【切割实体】，将不显示实体线，如下图所示： 

 

图3-12-7 不显示实体线 

⑤ 结束剖面状态时，运行菜单【创建】→【剖面】→【取消所有剖面】或直接点击工具栏相

应图标 即可。 

2）切割剖面时切割块体 

① 打开块体模型和矿体模型文件，添加约束，将块体模型约束到块体内（该功能参见在第十

一章\块体模型\显示\添加约束显示； 

② 运行菜单【创建】→【剖面】→【创建静态剖面】或点击工具栏图标，弹出对话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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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8 切割剖面设置 

此时，切割实体和切割块体的选项都起作用，若选择【切割块体】，将在块体内填充块体网格；

若不勾选【切割块体】，则只是单纯的切剖面，不生成块体网格。 

块体边界收缩%：为了显示块体的范围，可以选择完整块体，也可以选择单个块体，这时需要

将每个块体进行收缩显示，收缩比例可以自行定义。 

打印品位：可以将块体的属性直接显示出来，便于打印出图。点击 可以设置文字

高度、小数位数和多个属性值。 

③ 选择 ，块体边界收缩%设为0，打印品位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3-12-9 设置块体文字 

在图形区拉出一条剖面线，块体模型切割剖面完成，剖面中显示块体网格及块体属性，显示剖

面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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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10 切割块体显示效果 

当收缩比例设为20%时，单个块体的显示如下： 

 

图3-12-11 边界收缩 

3.12.3 向前/向后移动剖面 

以一个剖面为基准向前（近侧方向）或向后（远侧方向）移动。 

1. 命令格式 

命令：mf（向前移动剖面）/mb（向后移动剖面） 

菜单：【创建】→【剖面】→【向前移动剖面】/【向后移动剖面】 

工具：  

2．操作步骤 

在已经切割剖面的状态下，点击任该命令将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来设置向前向后移动进

行已经切割的剖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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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12 预定义剖面查看 

在非剖面状态下，该功能不可用。 

3.12.4 定义投影剖面 

通过选择多边形、三个点确定面方程、指定标高、垂直于当前视口等四种方式定义投影面。 

1. 命令格式 

命令：dplane 

菜单：【创建】→【剖面】 →【定义投影剖面】 

工具：  

2．操作步骤 

选择该命令后，弹出【交互定义投影面】对话框，选择创建投影面的方式，设置是否隐藏投影

面前后的内容，如果选择隐藏，可以设置隐藏面前后多少米以外的图形。 

设置好点击【确定】，视角方向将转向选定的面，这时在工具栏找到【显示隐藏平面】图标 ，

点击该图标，图形区将显示一个灰色投影网格面，便于用户观察。 

另外，将状态栏的【投影】功能打开，可以确保在转动方向的情况下，所绘制的图元还在一个

投影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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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13 交互定义投影面 

3.12.5 创建竖直剖面 

以一条剖面线为基准，按照一定的剖面倾角来切割实体。如果剖面倾角大于45度，则按竖直方

向来创建剖面，如果小于45度，则按水平方向来创建。 

1. 命令格式 

命令：kantan 

菜单：【创建】→【剖面】 →【创建竖直剖面】 

2．操作步骤 

  ① 导入一个地形与采场.3dm文件，并创建一条剖面线，如下图所示： 

 

 

图3-12-14 地形采场与剖面线 

② 选择【创建】→【剖面】→【创建竖直剖面】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设置剖面名称和剖

面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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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15 创建竖直剖面对象设置 

    ③ 确定后，点鼠标左键选择已创建好的这条剖面线，在线左侧会显示“剖面线1”的字样，双

击剖面线，则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3-12-16 编辑竖直剖面 

  软件自动计算出剖面线两端坐标和标高，用户可设置显示的剖面范围和倾角，点击【剖面状态】，

则图形工作区显示倾角12度时的剖面状态： 

 

 

图3-12-17 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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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6 勘探线管理 

快速定义多条勘探线，常用于沿勘探线切割剖面进行查看，编辑或制图等。 

1. 命令格式 

命令：planefile 

菜单：【创建】→【剖面】→【勘探线管理】 

2．操作步骤 

① 选择【创建】→【剖面】→【勘探线管理】，弹出定义勘探线对话框： 

 

图3-12-18 定义勘探线 

对话框内各选项含义：    

添加：从会弹出对话框手动进行填写。 

删除：删除表格中已选中的一行勘探线。 

删除全部：删除表格中已建立的所有勘探线。 

导入文件：导入已保存的*.3ds格式的勘探线文件。 

保存文件：将表格中的勘探线保存为*.3ds格式。 

显示：将记录表格中的勘探线显示在图形工作区。 

② 举例说明：例如，图形工作区已有做好的勘探线条，注意，线条是只有首末两个端点的线

段，不能是多段线。点击上图【添加】后，对话框暂时隐藏，回到工作区点击选择勘探线条，选择

完毕单击右键结束，自动返回到对话框，此时对话框里已经导入了勘探线两端的XY坐标，输入矿区

名称和勘探线名称后就可以保存和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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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19 添加勘探线 

③ 另外，如果已有保存好的勘探线*.3ds文件，在不调入图形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导入文

件】的方式，将勘探线导入进来。如下图所示： 

 

图3-12-20 导入勘探线 

显示勘探线，如图所示： 

 

图3-12-21 显示勘探线 

④ 调整勘探线坐标：双击“定义勘探线对话框”表格中勘探线所在的行任意单元格，弹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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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勘探线”对话框，可以修改勘探线名称和两端点坐标。 

 

图3-12-22 勘探线修改 

⑤ 指定勘探线切剖面：勘探线设置好以后，在“定义勘探线”对话框里点击【确定】，选择

【创建】→【剖面】→【切割剖面】，在“指定勘探线”选项中就导入了勘探线名称，选择任意一

个名称，沿着指定勘探线显示剖面。 

 

图3-12-23 指定勘探线 

3.13 插入 

【插入】菜单中包括插入图片、纹理、图例、设备等等，使设计的图形更加生动形象，容易理

解。 

3.13.1 插入图片 

1.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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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pi 

菜单：【创建】→【插入】 →【图片】 

图标：  

2．操作步骤 

选择该命令后，弹出“插入图片”对话框（如图），通过【浏览】选择图片所在位置，设置图

片像素最大值，还可以设置图片插入的坐标、旋转和缩放等参数。 

如果没有给定坐标，点击【确定】后，鼠标在图形工作区点击的位置就是图片插入的位置。通

过此功能，可以将多种格式的图片导入到三维界面中，用于数字化、制图等工作。 

 

图3-13-1 插入图片 

3.13.2 插入纹理 

1. 命令格式 

命令：it 

菜单：【创建】→【插入】 →【纹理】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调入需要插入纹理的实体或表面地形文件，选择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列出

若干纹理图案供选择，或者点击【文件】，从电脑上选择其他图案，这些图案存放在安装文件

“C:\3DMine矿业工程软件2012.3\common\texture”中。纹理照片可以是调用程序中带有的，也可

以自己通过照片处理成相应的像素大小保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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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2 插入纹理 

② 选择需要插入的纹理，点击确定，状态栏将会提示 ，左键单击选择

三角网，纹理即被插入，如下图所示： 

 

图3-13-3 插入纹理效果 

3.13.3 插入贴图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g 

菜单：【创建】→【插入】→【贴图】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打开3DMine专题示例/01基本操作/04纹理贴图/采场现状.3dm； 

② 运行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下图，点击【浏览】，弹出选择文件对话框，选择要插入的

贴图“图片.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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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4 贴图 

③ 点击【确定】后，按照状态栏提示，在采场现状模型上找一个特征点，再在图片上找同一

位置的点，然后再在模型和图片上找第二个特征点，这样将图片准确贴到模型上。结果显示如下： 

 

图3-13-5 贴图效果 

3.13.4 插入图例 

1. 命令格式 

命令：il 

菜单：【创建】→【插入】→【图例】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例如，为地形与采场模型添加图例，选择该命令后，每点击一次 ，则插入一

个图例颜色，我们插入3个颜色，分别设置颜色及其代表的描述和图案。需要删除时，点击某行前

的序号，选中整行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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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6 插入图例 

② 上面对话框设置完毕后，单击【确定】，图形工作区右下角将出现刚才设置好的图例：

 

图3-13-7 图例效果 

③ 若想修改编辑图例，可在图例位置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快捷菜单如下： 

 

图3-13-8 编辑图例快捷菜单 

修改图例参数：拖动滑块调节图例最大行数、图例高度和宽度、图案长方块长度比例、 

图案与文字间空格长度比例、文字占整行的高度比例等参数，使图例更美观。 



3DMine 软件基础教程 

 

67  

 

图3-13-9 修改图例尺寸/外观 

编辑内容：该对话框与插入图例对话框一样，可以重新设置标题、颜色、图案等。 

隐藏 ：将图例隐藏。 

插入到视口中：生成*.bmp格式的图片，插入到当前视口中，或将图片保存到其他位置。 

3.13.5 插入图表 

插入柱形图，表达区间变化幅度，用户可自定义区间范围。 

1. 命令格式 

命令：ic 

菜单：【创建】→【插入】 →【图表】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例如，调入金属矿山示例/品位组合样.3ds文件，组合样的属性1是Tfe品位值(默认单位%)，

我们可以分0~30，30~50，50~999三个区间来统计； 

② 选择【创建】→【插入】→【图表】，弹出插入图表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3-13-10 插入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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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标题：输入图表名称； 

添加：可增加一行颜色、值等信息； 

当前层区间统计：即对当前图形区显示的点线面等进行统计，将弹出“当前层属性库分

类统计”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3-13-11 当前层属性分类统计 

字段：选择需要统计的字段； 

最大值和最小值：软件自动计算出图形区文件选定字段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类表达式：分类表达式的类型有枚举型、步距型、混合型。上图中采用的是枚举型方式，用

户给定一个分类区间。 

枚举型：数字之间以“；”间隔，如0；1；3；9，表示从0-1，1-3，3-9段的信息。 

步距型：数字之间以“，”间隔，如1，300，5，表示以1为起点，3为终点，5为步距的分段信

息。 

混合型：是以上两种类型的混合。 

③ 确定后，插入图表对话框显示出3组值，颜色可以自行修改，值表示统计值出现的频率，文

字显示的是分类区间范围： 

 

图3-13-12 插入图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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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完成设置点击【确定】后，在图形区左下方显示出柱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3-13-13 图表显示效果 

3.13.6 基本统计 

对当前层的文件某个属性字段进行基本统计，显示统计柱状图，便于分析数据。 

1. 命令格式 

命令：is 

菜单：【创建】→【插入】→【基本统计】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例如，图形区内调入金属矿山示例/品位组合样.3ds文件； 

② 选择【创建】→【插入】→【基本统计】，弹出当前层基本统计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3-13-14 基本统计对话框 

统计属性：列出用于进行统计的X、Y、Z及各个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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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和最小值：用户自己设置； 

数据转换：使要统计的属性某种转换方式计算。本例中，我们计算属性1-TFe品位从0~9999999

的基本统计。 

③ 确定后，图形区显示出统计后的柱形图（如图所示），柱形图下是统计后的各个参数，包

括样品点数、平均值、中值、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等。 

修改柱形图的高度、宽度、是否绘制累积频率时，在图上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

【修改参数】。 

  

图3-13-15 基本统计效果图                         图3-13-16 插入设备设置 

3.13.7 插入设备 

1. 命令格式 

命令：eq 

菜单：【创建】→【插入】→【设备】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例如，图形区内打开一地形与采场.3dm文件； 

② 选择【创建】→【插入】→【设备】，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标准设备：下拉列表中选择设备，设置设备显示的比例、体号、旋转角度等。当前的设备模型

是以3DMine的实体文件.3dm的格式保存在“C:\3DMine矿业工程软件2012.3\common\device”文件夹

中。这里的模型可以是通过其他的模型文件转换过来，也可以是通过3DMine的建模功能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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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坐标：输入X、Y、Z坐标值。 

③ 设置完确定后，状态栏显示 ，这时可以在图形区任何位置点击摆放

设备；若已给定坐标，则自动摆放设备到指定位置。如果希望将某个模型置于指定的点或面上，需

要打开“捕捉”功能即可。 

3.14 标注 

标注是向图形中添加测量注释的过程。【标注】功能包括标注线型、对齐、坐标、半径、直径、

两线角度、三点角度，并可以设置标注风格。另外，引线标注可以插入其他文字信息。 

3.14.1 标注风格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style 

菜单：【创建】→【标注】→【标注风格】 

图标：  

2．操作步骤 

   选择该命令后，弹出“标注风格”对话框，可以设置尺寸线、箭头、文字和单位等参数。 

 

图3-14-1 标注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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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线性标注 

线性标注用于水平或垂直方向上的对象尺寸标注。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linear 

菜单：【创建】→【标注】→【线性标注】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图形区有一矩形框，用线型标注来标注它的长和宽。标注前，打开【捕捉】功能，保证准

确捕捉到端点上。 

② 运行【线性标注】命令，捕捉到边的第一个端点，再捕捉到第二个点后向一侧拉起，标注

的尺寸、箭头和边界线就显示出来。 

需要修改参数时，双击标注文字或箭头位置，弹出标注风格设置对话框。 

 

图3-14-2 线性标注 

3.14.3 对齐标注 

对齐标注一般用于倾斜对象的尺寸标注，标注平行于所选对象。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aligned 

菜单：【创建】→【标注】 →【对齐标注】 

图标：  

2．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类似于线型标注，标注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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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3 对齐标注 

3.14.4 坐标标注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ordinate 

菜单：【创建】→【标注】 →【坐标标注】 

图标：  

2．操作步骤 

下图是一线段，标注顶点的X、Y坐标，同时用【查询点】命令查询该点坐标，信息栏显示的坐

标与标注相同，效果如下： 

 

图3-14-4 坐标标注 

3.14.5 半径标注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radius 

菜单：【创建】→【标注】→【半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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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2．操作步骤 

半径标注用于标注圆或圆弧的半径，选择该命令后，根据状态栏提示，点击所要标注的图形，

半径标注显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图3-14-5 半径标注 

3.14.6 直径标注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diameter 

菜单：【创建】→【标注】 →【直径标注】 

图标：  

2．操作步骤 

左键选择圆或圆弧，移动鼠标确定标注方向从而实现对直径的标注，如下图所示： 

 

图3-14-6 直径标注 

3.14.7 两线角度标注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a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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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创建】→【标注】 →【两线角度】 

图标：  

2．操作步骤 

标注两线之间的角度或两线的补角，如下图所示： 

 

图3-14-7 两线角度标注 

3.14.8 三点角度标注 

1. 命令格式 

命令：dimtriangular 

菜单：【创建】→【标注】 →【三点角度】 

图标：  

2．操作步骤 

选择任意三个点，标注角度，注意选择的顺序。例如，依次点击下图的点1，点2，点3，效果

如下： 

 

图3-14-8 三点角度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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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弧段线 

两个线段之间用圆弧连接形成的特殊图元叫做弧段线。 

3.15.1 绘制弧段线 

1. 命令格式 

命令：polyarc 

菜单：【创建】→【弧段线】 →【绘制】 

工具：  

2. 操作步骤 

选择菜单【创建】→【弧段线】→【绘制】或点击功能图标 ，打开对话框如下所示： 

 

图3-15-1 弧段线参数 

设置圆弧半径和坡度，手动拉线条可绘制出带坡度的弧段线，确定后点击鼠标左键开始在工作

区绘图，结束绘制时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确定】。效果如下： 

 

图3-15-2  弧段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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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 快速标注 

1. 命令格式 

命令：polylabel 

菜单：【创建】→【弧段线】 →【快速标注】 

工具：  

2. 操作步骤 

选择【创建】→【弧段线】→【快速标注】或点击功能图标 ，选择要标注的弧段线，就可

以对弧段线节点和半径进行快速标注，并给出各节点信息表。 

 

图3-15-3  弧段线快速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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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编辑图形 

本章要点 

 复制、粘贴 

 选择、隐藏 

 旋转、缩放、镜像、偏移 

 裁剪、延伸 

 圆角、倒角 

 特性匹配 

【编辑】菜单所涉及到的主要功能是为用户处理图形线条而服务的。具有类似AutoCAD软件的

操作风格，从而确保拥有AutoCAD软件使用经验的用户直接上手操作。 

4.1 复制 

【复制】命令是将选中的图形元素及其属性复制到本机剪贴板上进行缓存，再选择其他位置粘

贴。3DMine软件充分考虑图元的属性，在复制图元时，分别将一种【复制】命令拆分为剪切、复制

对象、复制线坐标、复制打印等操作。 

 

图4-1 复制功能子菜单 

4.1.1 剪切 

1. 命令格式 

命令：cuto 

快捷键：Ctrl+X 

菜单：【编辑】→【复制】 →【剪切】 

2.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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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可以将当前图形工作窗中的图形剪切到剪贴板上，然后再通过剪贴板粘贴到同时打开的

3DMine另一图形区或者将当前图形区的图形清除后粘贴剪切的内容。 

4.1.2 复制 

1. 命令格式 

命令：ocopy 

菜单：【编辑】→【复制】 →【复制对象】 

图标：  

2. 操作步骤 

此功能可以将当前图形工作窗中的图形拷贝到剪贴板上，然后再通过剪贴板粘贴到同时打开的

3DMine另一图形区或者将当前图形区的图形清除后粘贴复制的内容。 

4.1.3 带基点复制 

此功能指定图形基点后，再选中图形，这样图形和基点一起拷贝到剪贴板上，然后再通过粘贴

功能将图形粘贴到当前图形区或同时打开的3DMine另一图形区，粘贴时需确定好基点位置。 

4.1.4 复制线坐标 

1. 命令格式 

命令：copyclip 

菜单：【编辑】→【复制】 →【复制线坐标】 

图标：  

2. 操作步骤 

此功能可以将当前图形工作窗中的图形的线坐标拷贝到剪贴板上，然后再通过剪贴板粘贴到

Excel、Word、CAD等文件中。 

4.1.5 复制打印 

1.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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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cplot 

菜单：【编辑】→【复制】 →【复制打印】 

图标：  

2. 操作步骤 

此功能可以将当前图形工作窗中的图形拷贝到剪贴板上，然后再打开3DMine【文件】菜单下的

【工程制图】模块时，在工作区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粘贴】或者【粘贴到原坐标】，将图形复制

到工程制图用于打印输出。 

4.2 粘贴 

【粘贴】命令用于将复制到剪贴板的图形、线坐标、属性等内容粘贴到图形工作区、Excel、

CAD中。此外还可以将Excel表格中的数据粘贴到图形区，方便了出图打印时的要求。 

 

图 4-2-1 粘贴功能子菜单 

4.2.1 粘贴 

1. 命令格式 

命令：opaste 

菜单：【编辑】→【粘贴】 →【粘贴】 

图标：  

2. 操作步骤 

将复制到剪贴板的点、线、实体等图元，在选定的基点位置进行粘贴。 

4.2.2 粘贴到原坐标 

1. 命令格式 

命令：pasteo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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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编辑】→【粘贴】 →【粘贴到原坐标】 

图标：  

2. 操作步骤 

将复制到剪贴板的点、线、实体等图元，在原来的坐标位置粘贴。 

4.2.3 粘贴线坐标 

1. 命令格式 

菜单：【编辑】→【粘贴】 →【粘贴线坐标】 

图标：  

2. 操作步骤 

从 Excel 中复制线的坐标信息，运行该命令后，粘贴到 3DMine 图形区；或者从 AutoCAD 中复

制线段等图元，通过该命令将图元粘贴到 3DMine中。 

 

图 4-2-2 复制 Excel 里的线坐标 

4.2.4 粘贴 Excel表格 

1. 命令格式 

命令：excelp 

菜单：【编辑】→【粘贴】 →【粘贴Excel表格】 

图标：  

2.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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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cel中选定一组数据后，选择该命令后，状态栏提示插入Excel表格，鼠标左键在图形区单

击，相当于找到一个插入点，Excel表格就显示在图形区界面上。这个表格中的文字和边界线条都

可以进行编辑，方便了工程图的打印设置。 

4.3 选择对象 

选择子菜单包含：快速选择、全部选择、反向选择、选择类似、创建选择、多段线选择和多边

形选择。 

 

图4-3-1 选择功能子菜单 

4.3.1 快速选择 

1. 命令格式 

命令：qselect 

菜单：【编辑】→【选择】 →【快速选择】 

图标：  

2. 操作步骤 

【快速选择】命令能对所要选择的对象进行条件筛选，通过确定选择范围、对象类型、利用运

算符等限定选择的对象。当图形区内有图元对象时，运行该命令，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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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快速选择 

选择范围：可以是整个图形，或者通过【拾取】按钮在图形区选择部分对象，表示将从拾取的

对象中筛选，这时选择范围将变为“当前选择”。 

对象类型：根据图形区内的图元类型，下拉列表中会相应包括多段线、三角网、全部图元等内

容。 

特征：根据选择的对象类型显示相应特征。比如对象类型为多段线，特征值包含线号、面积、

长度、坐标等参数；如果对象类型是三角网，特征值又将变为体号、三角片数、体积等参数。 

运算符：用于对选择的特征值进行运算，下拉列表中包含等于、不等于、大于、小于等逻辑运

算符。 

值：设定要筛选对象的值。 

包含在新选择集中：该操作所选择的对象是满足设定的逻辑条件的。 

排除在新选择集之外：该操作所选择的对象是除去满足设定的逻辑条件之外的对象。 

4.3.2 全部选择  

命令：sa 

菜单：【编辑】→【选择】 →【全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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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用于快速选择图形区内的所有图元对象。 

4.3.3 反向选择 

1. 命令格式 

命令：ans 

菜单：【编辑】→【选择】 →【反向选择】 

图标：  

2. 操作步骤 

【反向选择】命令用于对图形区内的已经选择的图元对象做相反的选择操作，即选择没有选中

的对象。 

 

图4-3-3 反向选择 

4.3.4 选择类似 

1. 命令格式 

命令：selectsimilar 

菜单：【编辑】→【选择】 →【选择类似】 

图标：  

2. 操作步骤 

【选择类似】是指选择与当前选中的图元属性类似的图形。操作时，先选中某属性图元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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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再运行该命令，会将图形区内同一属性的图元全部选中。 

 

图4-3-4 选择类似 

4.3.5 创建选择 

1. 命令格式 

命令：addsel 

菜单：【编辑】→【选择】 →【创建选择】 

图标：  

2. 操作步骤 

运行该命令会新建一种图元，该图元与当前选择的图元属性相同。比如，当前选中的是一个多

段线文件，运行“创建选择”功能，即新绘制一个多段线；或者先选择该命令，再选择一个多段线

文件，也实现相同效果。 

4.3.6 多段线选择 

1. 命令格式 

命令：selpolyline 

菜单：【编辑】→【选择】 →【多段线选择】 

图标：  

2. 操作步骤 

在工作区绘制多段线，与多段线相交的图元都被选中。 



第 4 章 编辑图形 

86  

4.3.7 多边形选择 

1. 命令格式 

命令：selpolygon 

菜单：【编辑】→【选择】 →【多边形选择】 

图标：  

2. 操作步骤 

在工作区绘制多边形线，多边形以红色区域显示，与多边形相交的图元都被选中。 

 

图4-3-5 多边形选择 

4.4 隐藏对象 

对图形窗口中的图元进行快速的隐藏，便于更清楚的观察和操作。隐藏菜单包括如下部分： 

 

图4-4-1 隐藏对象子菜单 

隔离对象：指隐藏所选对象以外的部分； 

隐藏对象：指隐藏所选的对象本身； 

隔离类似对象：指隐藏与所选对象类似的对象的以外部分； 

隐藏类似对象：指隐藏与所选对象类似的对象； 

取消隐藏：能将所隐藏的对象恢复显示而不能通过“返回”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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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删除 

1. 命令格式 

命令：e 

菜单：【编辑】→【删除】 

图标：  

2. 操作步骤 

当图形区中的一些点、线、实体等图元不需要时，可以用【删除】命令将这些图元去掉。 

操作时，如果先将图元选中，再选择该命令，则只删除选中的图元。如果先选择了命令，则状

态栏提示可以框选或者点选需要删除的对象，点击鼠标右键后执行删除命令。 

4.6 移动 

1.命令格式 

命令：move 

菜单：【编辑】→【移动】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运行【编辑】→【移动】或使用功能图标，状态栏提示： ，

选择要移动的对象后，单击右键，此时注意位于界面最后一行状态栏右边的操作提示栏，

。此时用户可以在图形工作窗上鼠标左键选择任意一点，该点即为基点。 

 

图4-6-1 移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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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鼠标将从该点拉出一条线，鼠标相对于基点移动的距离和方位即为对象相对于原来位置移

动的距离和方位。当对象移动到用户指定位置时，单击左键即可完成对象的移动。若单击右键则会

出现快捷菜单， 选择【确认参数】可以精确的控制线条移动的坐标，也可以控制移动的距离、方

位角、倾角。 

 

图4-6-2 移动参数 

4.7 复制选择 

与【复制】命令不同的是，【复制选择】在复制完图形后，以基点为中心，可以连续粘贴图形。 

1.命令格式 

命令：copy 

菜单：【编辑】→【复制选择】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运行【编辑】→【复制选择】或功能图标，状态栏提示： ，

选择完对象后，单击右键； 

② 此时注意，位于界面最后一行状态栏右边的操作提示栏 ，用户可以在

图形工作窗上选择任一点左键点击，该点即为基点，移动鼠标将从该点拉出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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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1 复制选择显示效果 

鼠标相对于基点移动的距离和方位，即为复制对象后产生的新对象相对于原对象的距离和方

位。3DMine的复制操作可以连续进行，当复制的新对象移动到用户指定位置时，单击左键即可完成

对象的移动；点击鼠标右键会出现快捷菜单，选择【确认参数】可以通过输入图形在X，Y，Z方向

的移动距离或者图形移动的方位和距离，精确的控制复制出的图形的位置。 

4.8 旋转 

【旋转】命令用于将图形区内的需要旋转的对象旋转到合适角度。 

1. 命令格式 

命令：rotate 

菜单：【编辑】→【旋转】 

图标：  

2. 操作步骤 

运行命令后，选中要旋转的图形，点击右键结束选择，根据状态栏提示，在图形区确定一个基

点，围绕基点旋转图形。单击右键快捷菜单，可以设置参照对象和旋转参数。 

 

图4-8-1 旋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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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缩放 

【缩放】命令用于使图像成比例缩小或放大。 

1. 命令格式 

命令：scale 

菜单：【编辑】→【缩放】 

图标：  

2. 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类似于旋转、移动，都是要确定一个基点来操作图形，鼠标将从基点位置拉出一条线，

线的长短与对象缩放大小成正比，线越长对象被放大倍数越大，反之亦然。 

 

图4-9-1 缩放对象 

4.10 镜像 

【镜像】命令用于将图形对称反向复制。镜像后的图形是原图形在基点位置的对称图形。 

1. 命令格式 

命令：mirro 

菜单：【编辑】→【镜像】 

图标：  

2. 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与旋转类似，需要在工作区确定一个基点，并且鼠标拉出一条线作为镜像轴，将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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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对称过去。 

 

图4-10-1 镜像对象 

4.11 偏移 

【偏移】命令用于复制并按指定距离向外或向内偏移所选的线条。 

1. 命令格式 

命令：offset菜单：【编辑】→【偏移】 

图标：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编辑】→【偏移】或功能图标，此时将弹出一个对话框： 

 

图4-11-1 线段偏移参数设置 

② 输入需要偏移的距离、高差（正负值代表向上或者向下偏移）和数目后，选择需要偏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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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然后选择偏移方向即可完成对象的偏移，点击右键结束该命令。 

如下图所示，红色表示原始线段，蓝色表示经过多次偏移后的线段。 

 

图4-11-2 偏移线段 

4.12 裁剪 

【裁剪】是将一条线以其相交的线条为边界进行裁剪操作。 

1. 命令格式 

命令：trim 

菜单：【编辑】→【裁剪】 

图标：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编辑】→【裁剪】或者功能图标，状态栏提示： 

。提示用户选择参考裁剪对象（可以一次选择多根线条)，

注意：选择参考裁剪对象线条结束后点击右键。如下图所示，选择红色线作为参考对象； 

 ② 选择被裁剪的那部分线条（下图中的黑线），将鼠标放在其上任意位置单击左键，可连续

选择多条被裁剪的对象或者进行框选。点击右键命令执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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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1 裁剪对象 

4.13 延伸至 

【延伸至】命令用于将选定的线条延长到指定的边界线条位置。 

1. 命令格式 

命令：extend 

菜单：【编辑】→【延伸至】 

图标：  

2. 操作步骤 

① 如图所示，有两条非平行线段，运行【编辑】→【延伸至】或者单击功能图标 ，界面最

后一行的状态栏右边将出现以下提示： 。 

② 左键单击参考延伸对象，结束后点击右键 (注意：此处的右键代表参考线条选择结束，不

代表延伸命令结束)； 

③ 左键单击被延伸的线条对象，点击右键命令结束。 

注意：待延伸的线条和参考延伸至的线条不能是平行线，两条线必须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交点。 

   

图4-13-1 延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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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打断 

【打断】命令将一根线条在任意位置打断变成多根线条。 

1. 命令格式 

命令：break 

菜单：【编辑】→【打断】 

图标：  

2. 操作步骤 

在图形工作窗中，线条的起点默认以 符号表示，其余线条上的节点以 符号表示。 

 

图4-14-1 原始线段 

① 运行【编辑】→【打断】或者功能图标； 

② 状态栏提示： ，选择要打断的线，此时状态栏提示：

，左键单击线条上任意一点想打断的部位，该线段被打

断为两条线段。（该功能可以连续操作多次） 

 

图4-14-2 打断后 

4.15 局部打断 

【局部打断】命令是通过选择一根线条上的任意两个点，去掉两点之间的线段。 

1. 命令格式 

命令：brea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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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编辑】→【局部打断】 

图标：  

2. 操作步骤 

① 图形区有一条线段（如下图所示），运行【编辑】→【局部打断】或左键单击功能图标； 

 

图4-15-1 线段原图 

② 状态栏提示： ，选择要打断的线，选择的点

作为打断线的第一个点，线段显示为虚线（如下图所示）； 

接着状态栏提示： ，选择打断线的第二个点。这两点之

间的线被剪切掉。（该功能可以连续操作多次） 

 

图4-15-2 局部打断 

4.16 圆角 

【圆角】命令是使用与对象相切并且具有指定半径的圆弧连接两个对象。 

1. 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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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fillet 

菜单：【编辑】→【圆角】 

图标：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编辑】→【圆角】或者左键单击功能图标，动态输入有下面参数可以设置： 

 

图4-16-1 圆角参数设置 

半径：是指连接圆角的圆弧半径。 

圆弧内插点数目：是指形成圆弧所需要的节点数。点数越多，圆弧越光滑。 

整根线圆角：是指是否针对线条整体。 

② 参数做如上设置后确定，最后一行状态栏中提示： ，左键选择要圆

角处理的线条，图形即被圆角处理（圆弧圆心被标注）： 

 

图4-16-2 圆角 

4.17 倒角 

【倒角】命令是使用成角的直线连接两个对象。 

1. 命令格式 

命令：chamfer 

菜单：【编辑】→【倒角】 

图标：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编辑】→【倒角】或者功能图标，单击左键。动态输入有下面参数可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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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1 倒角参数设置 

② 如果将参数设置为输入A，那么状态栏中的提示为： 

，左键点击选择需要倒角处理的线条，图形即被处理。 

 

图4-17-2 倒角 

4.18 炸开 

【炸开】命令可以将线段、文字等图元分解为若干点，分解后的文字将存放于点的属性库中。

另外，可将圆或圆弧一类的特殊图形分解成线段。 

命令：explode 

菜单：【编辑】→【炸开】 

图标：  

运行【编辑】→【炸开】或左键单击功能图标，选择要炸开的图形对象，右键结束，对象即被

炸开为点，如下图所示： 

 

图4-18-1 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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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特性匹配 

【特性匹配】是将要刷新的对象与源文件的点、线、面、文字、图案等格式进行匹配，类似于

Word中的格式刷命令。 

1. 命令格式 

命令：matchpro 

菜单：【编辑】→【特性匹配】 

图标：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菜单【编辑】→【特性匹配】或工具图标，状态栏将会提示：

，选择源对象（如第一幅

图中的蓝色虚线）； 

②状态栏将会提示 ，选择要刷新的对象（如图中的红色和黑色实线）。

命令执行后，要刷新的对象与源对象的样式一致。 

   

图4-19-1 特性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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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查询 

本章要点 

 查询点、方位距离 

 查询面积、体积 

 查询角度 

 查询最短距离 

 查询两线间信息 

“查询”菜单是辅助用户进行各项设计操作必不可少的功能菜单。根据用户选择的图形区内点、

线、实体等图元，计算出相关信息，比如坐标、长度、面积、方位等参数，帮助用户实现精确测量

与设计操作。 

5.1 查询点 

【查询点】命令用来查询任意点的属性，比如点坐标、点号、该点所处的线段长度、线段面积

等。 

命令：pt 

菜单：【视图】→【查询】→【查询点】 

图标：  

运行菜单【视图】→【查询】→【查询点】或工具栏图标，在界面最后一行的状态栏右边出现

提示： ；选择要查询的点左键单击，这时在信息栏中即可查看该点属性（如下图

所示），包括点的坐标、点号、子层名、点所在的图层、点所在线段的二维平面长度，三维真实长

度、面积等： 

 

图5-1-1 查询点 

5.2 查询方位距离 

【查询方位距离】功能用于查询任意两点的三维坐标及这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垂直距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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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距离，方位角和倾角等。 

命令：dist 

菜单：【视图】→【查询】→【方位距离】 

图标：  

运行菜单【视图】→【查询】→【方位距离】或单击工具图标，在界面最后一行的状态栏右边

将出现提示： ；左键选择第一个点后，在界面最后一行的状态栏右

边将出现提示： ，拖动鼠标，在橡皮线上将实时显示出拖动的距离； 

 

图5-2-1 查询两点的方位距离 

左键选择第二个点（程序将自动选择距离点击位置最近的点，并显示蓝色叉号作为选择标记方

便用户查看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点），在信息栏中即可显示两点的水平距离、三维距离、方位角、倾

角和坡度等属性。如下图所示： 

 

图5-2-2 显示方位距离 

查询完一次后，可以继续选择两点进行连续查询，直到点击右键退出查询。 

5.3 查询面积 

【查询面积】是通过绘制多边形，实时动态查询任意三点线的面积、周长等。 

1. 命令格式 

命令：area 

菜单：【视图】→【查询】→【查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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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2. 操作步骤 

① 运行菜单【视图】→【查询】→【查询面积】或工具图标，在界面最后一行的状态栏右边

将出现提示：  

②在图形区选择两点后，拖动鼠标产生一个动态面，可以连续选择多个点，点击鼠标右键后确

定闭合线的终点，同时弹出对话框，显示动态面包含的面积、周长和三维匹配面积等，信息栏中也

会显示同样的计算结果。这里的面积指的是投影到XY平面的面积，三维匹配面积是指多边形的点不

在同一个平面上时，选择最接近多边形的平面进行投影计算面积。 

如图所示，选择多个点后形成的一个动态面： 

 

图5-3-1 动态多边形面 

 

图5-3-2 查询面积结果 

5.4 两线夹角 

【两线夹角】是通过选择两个线段，计算其所夹的角度。 

命令：angle2 

菜单：【视图】→【查询】→【两线夹角】 

图标：  

运行该命令，依次选择两根线条后，被选择的线条以红色虚线高亮显示，同时在两线夹角处随

鼠标拖动，出现一个角度值，再单击鼠标，图形区的角度值消失，在信息栏显示出刚才查询的结果。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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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 查询两线夹角 

5.5 三点夹角 

【三点角度】是指查询由三个点形成的线段所夹的水平角度和三维角度（小于180度）。 

命令：an 

菜单：【视图】→【查询】→【两线夹角】 

图标：  

如下图，有一个多线段，其上的点分别标注点1、点2、点3和点4。例如，查询点1、点2和点3

之间的角度。 

运行该命令，在界面最后一行状态栏的右边将出现提示： 。左键选择点1后，

按照状态栏的提示依次左键选择点2和点3，则三个点被标记，同时在交点位置出现角度值，随鼠标

的拖动而移动，再单击一下鼠标，角度值消失，同时在信息栏里显示这三点的角度： 

 

图5-5-1 查询三点夹角 

 

图5-5-2 信息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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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①水平角度不等于三维角度，水平角度指的是将线条投影到XY平面上后的投影角度，所

以一般水平角度小于等于三维角度。 

②三个点的选择顺序很重要，不同的顺序结果是不一样的，例如上图中选择顺序为：点1—点2—

点3的结果为钝角，而选择顺序为点1—点3—点2的结果为锐角，这是由于第二次选择的点3为角的

顶点。若疏忽很容易出错！ 

5.6 三点圆心 

【三点圆心】是指通过鼠标点击图形的三个点找到圆的圆心，计算出圆的半径。 

命令：3c 

菜单：【视图】→【查询】→【三点圆心】 

图标：  

在图形区中有一个圆，运行菜单【视图】→【查询】→【三点圆心】，根据状态栏提示，任意

选择圆上三个点，三个点以蓝色叉号标记显示。依次选择完三点后，该圆的圆心即被查询到，从圆

心拉出一条线，动态显示半径值，松开鼠标左键后，圆心以十字符号标出，同时，信息栏会记录圆

心坐标和半径信息： 

 

图5-6-1 查询三点定圆心 

 

图5-6-2 信息栏提示 

5.7 查询体积 

【查询体积】是通过动态绘制多边形，查询闭合线范围内的面积乘以高度得出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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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volume 

菜单：【视图】→【查询】→【查询体积】 

图标：  

运行该命令或单击工具栏图标，在界面最后一行的状态栏右边将出现提示：

，依次选择图形各端点，随着鼠标的拖动将出现一个虚拟平

面，在终点位置点击右键，弹出对话框，输入高度，计算的体积结果将显示在信息栏中。 

 

图5-7-1 体积参数对话框 

5.8 最短距离 

【最短距离】包括查询点到线、线到线、点到三角网、线到三角网和三角网到三角网之间的

距离。所选的源点和目标点的坐标，以及计算得出的距离值将在信息栏显示，并且在图形窗口显示

最短距离的轨迹。 

命令：qdis 

菜单：【视图】→【查询】→【最短距离】 

运行该功能后，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查询方式后，根据状态栏提示操作： 

 

图5-8-1 查询最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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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到线的最短距离： 

 

图5-8-2 点到线条最短距离 

    线到线的最短距离： 

 

图5-8-3 线到线最短距离 

    点到三角网的最短距离： 

 

图5-8-4 点到三角网最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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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到三角网的最短距离： 

 

图5-8-5 线到三角网最短距离 

    三角网到三角网的最短距离： 

 

图5-8-6 三角网到三角网最短距离 

5.9 查询线坐标 

【查询线坐标】用于查询线段上所有点的坐标值和属性值。 

命令：lc 

菜单：【视图】→【查询】→【查询线坐标】 

运行该命令，在界面最后一行的状态栏右边将出现提示： ，选择要查询

的线段左键单击，此时在信息栏中即可查看该线段属性，如点号、XYZ值： 

 

图5-9-1 查询线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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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查询两线间信息 

根据两次选择的线段，计算两条线段高程的最大值、最小值，得出两线之间相对的最大、最小

高差和距离等。 

命令：ipp 

菜单：【视图】→【查询】→【两线间信息】 

运行该功能后，根据状态栏提示，依次选择要查询的两条线段，在信息栏中显示每条线段的高

程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段高，以及两条线之间的最小高差、最大高差和平均高差等信息，如下图

所示： 

 

图5-10-1 查询两线间信息 

5.11 查询线部分长度 

【查询线部分长度】用于查询线段上任意一段的长度值。 

命令：ipl 

菜单：【视图】→【查询】→【线部分长度】 

运行菜该功能后，状态栏提示： ，在需要查询的线段上点击第一个点为

起点，此时状态栏又出现提示： ，点击第二个点为终点，则被查询区段用红

色虚线标出，同时在信息栏中可查看这两点之间的长度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5-11-1 查询线部分长度 

查询完一组区段后，在没有结束操作前，可以继续选择两点查询，若要结束该操作，点击鼠标

右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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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高级工具 

本章要点 

 线的各种操作：编辑、连接、闭合、扩展、圆滑等 

 点的各种操作：编辑、添加、删除、加密等 

 文字的各种操作：高程点标注、文字转换为线条、文字密度抽稀等 

 激活画线、坡度画线 

 属性数学计算 

 清理和查错 

 线赋高程 

“工具”菜单是我们专门针对矿业专业开发出来的一系列编辑图形的高级功能。它结合矿业专

业日常工作所需，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数字化工作可以更加快捷、精确的

进行。是介于“创建”和“编辑”之间的功能为处理日常的工作提供了实用性工具。 

利用“工具”菜单，可以有效减少工程技术人员对工作的日常维护和更新过程中的工作量；最

大限度地利用已有二维电子图或文字资料，避免工作的重复进行；使工程技术人员可以从繁琐的工

作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程技术设计的思考当中。 

6.1 关于线的操作 

6.1.1 编辑线条 

【编辑线条】用于查看、修改线条上每个点的坐标和属性。 

1. 命令格式 

命令：pedit 

菜单：【工具】→【编辑线条】 

2. 操作步骤 

① 在图形区调入线文件后，选择【工具】→【编辑线条】，然后单击要进行操作的线条或点，

会弹出“编辑线对象”窗口，窗口将显示被选择线条上的所点的XYZ坐标及属性。另外，如果【文

件】→【系统设置】里图形选项卡中勾选了“双击编辑线/点”命令，那么通过鼠标双击线条，也

会弹出“编辑线对象”窗口。编辑窗口与图形是双向对应关系，选择图形时，即时显示对应的对象

属性，选择对编辑对象时（如修改坐标），将会出现“十字”并变更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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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编辑线条 

② “编辑线对象”窗口中的 和 可以在“编辑线对象”窗口中选择上一行

或下一行坐标数据。相应的，图形区中线条上的红色十字图标 也随之变换到相对应的点。

若要修改坐标或属性，直接点击其XYZ值或属性库即可。 

③在“编辑线对象”窗口中点击【复制】，可将该线条所坐标数据复制到剪贴板，用于在

Word、Excel等字处理软件中粘贴。 

在图形区域内点击鼠标右键出现 ，左键点击后，图形区域就被激活了，可

以对图形进行放大、缩小、平移、旋转等操作。三维旋转状态下，在图形区域点击鼠标右键出

现 ，点击【确定旋转中心】，以该点为中心进行旋转；点击【切换到二维】后

转为二维操作。 

6.1.2 跟踪画线 

【跟踪画线】用于快速绘制一条与已知线条部分或整体重合的线条。 

命令：dgap 

菜单：【工具】→【跟踪画线】 

图标：  

在图形区有一条已经绘制好的线条，如下图中黑色线条所示。 

运行【工具】→【跟踪画线】，根据状态栏提示，选择画线的起点位置，如要绘制与原始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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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部分只需要沿线移动鼠标，自动跟踪原始线的轨迹画线，新绘制的线条形成红色区域，在终点

位置单击右键，在快捷菜单中点击【确定】或【闭合】，操作完成，给绘出的线条换颜色以示区别。

主要用于整合线或公共线条的生成。如图中红线所示： 

 

图6-1-2 跟踪画线 

6.1.3 激活画线 

【激活画线】命令用于激活已知线段并在其端点处继续画线。 

命令：dgap 

菜单：【工具】→【激活画线】 

图标：  

选择【工具】→【激活画线】或功能图标，点击工作区中要延长的线段的端点附近，在端点处

将拉出一直线，表明线段已被激活，延长端将从光标所在处开始，继续画多段线。 

6.1.4 坡度画线 

【坡度画线】命令是通过预先定义坡度来绘制线条。 

命令：linegrad 

菜单：【工具】→【坡度画线】 

图标：  



3DMine 软件基础教程 

 

111  

 

图6-1-3 按坡度画线 

坡度（1:100）— 指坡度百分比，表示每前进100米高度升高X米，X为设定的数值，正值表示升高，

负值表示下降。 

 指定起点标高 — 设置起点的高度。 

   

图6-1-4 坡度画线效果 

6.1.5 自动连接线 

【自动连接线】命令用于将彼此独立的线段合并为一个对象(首尾相接不交叉)。 

1.命令格式 

命令：autojoin 

菜单：【工具】→【自动连接线】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例如，图形区有若干断开的等高线，选择【工具】→【自动连接线】或点击功能图标，弹

出“自动连接线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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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自动连接线条 

连接距离：两线端点间的距离小于设置的数值时，两条线将连成一条线。 

角度容差约束：需要连接的线条的延长线周围展开一定的角度范围内才能连接。 

延伸连接：两条线的延长线相交或一条线与另一条线的延长线相交达到两条线连接在一起，而

不是单纯两条线的端点之间连接。 

② 设置好参数后，框选需要做合并操作处理的线条，点击鼠标右键命令执行。 

如下图所示，分开的线在设定的距离内连接成一根线： 

 

图6-1-6 自动连接线效果 

6.1.6 按属性顺序连线 

【按属性顺序连线】是将散点按照相同属性下序号从小到大进行连接。 

 1.命令格式 

命令：jatti 

菜单：【工具】→【线的操作】 →【按属性顺序连线】 

图标：  

2.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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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图形区有若干散点，它们的属性1表示点的序号（如图所示），选择【工具】→【按

属性顺序连线】，弹出“按指定属性连线”对话框： 

 

图6-1-7 按属性顺序连线参数设置 

指定属性：指散点在顺序连接时所遵循的属性。 

长度限制：指连接点的距离临界值，临界值以内的点会按照属性值相连，超过这一临界值的点

不会相连。 

编号连续：指属性值的编号连续时连接成为一根线，属性值中间中断时，在中断处分为两根线

进行连接。 

② 选择所要连接的点，然后点击鼠标右键命令执行，每个点按照属性编号从小到大连接起来，

结果如下所示： 

 

图6-1-8 未连线前的散点及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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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按属性连线后效果 

6.1.7 创建等高线标注 

为等高线标注高程值。 

1.命令格式 

命令：dgxbz 

菜单：【工具】→【线的操作】 →【创建等高线标注】 

2.操作步骤 

① 图形区有一地形等高线文件（如图所示），高程值已经赋上，现在需要将高程标注在等值

线上。选择【工具】→【线的操作】→【创建等高线标注】，弹出“等值线标注”对话框： 

   

图6-1-10 地形等高线                             图6-1-11 等值线标注 

标注设置：设置标注文字高度、标注距离和保留的小数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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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元选择：包括选择集、全部图元和画线等三种选择方式。选择集是指手动点选或框选线条；

全部图元是指选中当前图形区内所有线条；画线是指鼠标拉出一条虚拟标志线，凡是与标志线相交

的线都将标注高程。 

当选择【画线】这种方式时，标注设置中的“标注距离”变为“隔多少行”（如下图所示），

表示拉出的标志线与等高线相交时，穿过几条等高线线标注一次。 

 

图6-1-12 等高线标注-画线选择 

② 图元选择方式中【选择集】和【全部图元】的标注效果相同，【画线】方式只标注虚拟标

志线与等高线相交的地方，如下图所示： 

  

图6-1-13 不同方式的等高线标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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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闭合线裁剪  

【闭合线裁剪】用于在XY平面、剖面视角和当前视角上根据闭合线裁剪点线图形，可以任意选

择保留闭合线内外的部分。 

命令：clip 

菜单：【工具】→【闭合线裁剪】 

图标:  

选择菜单【工具】→【闭合线裁剪】，弹出“多边形裁剪”对话框： 

 

图6-1-14 多边形裁剪设置 

保留内部：指闭合线内部的线条会保留下，外部的线条会被裁剪掉。 

保留外部：指闭合线外部的线条会保留下，内的的线条会被裁剪掉。 

XY平面：在XY视角平面下裁剪。当切剖面后，在剖面状态下裁剪时此处变为“剖面方向”。 

当前视角：在当前任意视角平面下裁剪。 

若当前视角为XY平面，选择剪切方法为“保留内部”，裁剪方向为“XY平面”，点击确定后选

择闭合线： 

       

图6-1-15 XY平面保留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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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前视角为XY平面，选择剪切方法为“保留外部”，裁剪方向为“XY平面”，点击确定后选

择闭合线： 

  

图6-1-16 XY平面保留外部 

若当前视角为任意视角，选择剪切方法为“保留内部”，裁剪方向为“当前视角”，点击确定

后选择闭合线： 

 

图6-1-17 当前视角保留内部 

6.2 线赋高程 

高程是三维图形软件区别于二维图形软件的一个关键因素。在3DMine软件中提供了各种赋高程

的方法，为快速三维建模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方法。通过“线赋高程”菜单，可以直接利用已有的二

维图形资料或文字资料，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为真正的三维数据资料。 

6.2.1 赋 Z值 

【赋Z值】用于对图形工作区内的线段或点赋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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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az 

菜单：【工具】→【线赋高程】→【赋Z值】 

图标：  

选择该功能后，弹出“请输入参数值”对话框，在【输入Z值】中输入合适的数值，点击【确

定】后选择待赋高程的图形对象，点击鼠标右键，命令执行，这时信息栏会提示有几个对象赋多少

高程。 

 

图6-2-1 赋Z值对话框 

6.2.2 等值线赋高程 

用于对等值线按照设定的间距快速赋高程值。 

1.命令格式 

命令：zdrag 

菜单：【工具】→【线赋高程】 →【等值线赋高程】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将地形等高线调入图形区，选择【工具】→【线赋高程】→【等值线赋高程】，弹出“等

高线高程设置”对话框： 

 

图6-2-2 等高线高程设置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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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高程：指在图形区域内选择的等高线起点高程。 

高程间距：指相邻的两根等高线之间的高差。 

绘制标志线：用鼠标拖动绘制一条虚拟的带有指定高程间距的直线，该直线与等高线相交时，

即可按设置的高程间距为等高线赋高程。 

选择标志线：选择图中已有的标示高程的线。 

②设置合适的【起点高程】和【高程间距】，选择绘制标志线，点击确定后，选择待赋高程的

线条，拖动鼠标会出现一条橡皮线，“起点高程”赋给橡皮线所经过的第一根线，橡皮线每经过一

根线，高程值在前一根线高程的基础上加上“高程间距”，得到自身的高程值，直到最后一条线： 

 

图6-2-3 等值线赋高程效果 

6.2.3 搜索参考点赋高程 

将周围一定范围之内散点或文字的高程赋予要立高程的线段。 

1.命令格式 

命令：nearestpt 

菜单：【工具】→【线赋高程】 →【搜索参考点赋高程】 

2.操作步骤 

① 如图所示，XY面上有一条线段和若干散点，从XZ面上观察，散点带有高程，而线段没有高

程，选择【工具】→【线赋高程】→【搜索参考点赋高程】，弹出“高程散点给线赋高程”对话框： 

 

图6-2-4 线段和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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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 高程点给线赋高程 

搜索距离：指以线段节点为圆心，以“搜索距离”为半径搜索出一个圆范围，在此范围内搜索

到的点或文字与该线段节点的距离进行排序，并将距离最近的点或文字的高程赋给该线段节点。 

删除参考点/文字：赋值完成后删除带有高程的参考点或文字。 

圆滑多段线Z值-未搜索到参考点部分：没有搜索到参考点的部分根据相邻点高程进行圆滑。 

② 给定合适的【搜索距离】，点击确定后，选择要赋值的线段，设定范围内散点的高程立即

赋予了线段。 

 

图6-2-6 散点高程赋值给线段后 

6.2.4 选择参考点赋高程 

选择线段周围最近的带高程的点为线段赋高程。 

1.命令格式 

命令：zpick 

菜单：【工具】→【线赋高程】 →【选择参考点赋高程】 

2.操作步骤 

① 如图所示，XY面上有一条线段和若干散点和高程标注文字，从XZ面上观察，散点和文字带

有高程，而线段没有高程，选择【工具】→【线赋高程】→【选择点赋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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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7 线段、散点和高程标注文字 

② 根据状态栏提示先选择待赋高程的线段，然后依次点击赋高程的散点或高程标注，散点的

高程就会被赋给线段上距离该点最近的节点； 

 

图6-2-8 选择点给线段赋值 

6.2.5 两点圆滑高程 

通过选择线段两点，调整两点之间的高程或坡度进行圆滑。 

1.命令格式 

命令：smoothz 

菜单：【工具】→【线赋高程】 →【两点圆滑高程】 

图标：  

2.操作步骤 

选择一条线上要调节高程的一段的两点之后，弹出的“编辑坡度”对话框，根据需要选择“指

定坡度”“指定角度”“1/X比例”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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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9 两点圆滑高程 

6.2.6 多边形赋高程 

多边形赋高程是通过绘制虚拟的多边形，将多边形内的高程散点通过不同插值方法计算后赋值

给多段线。 

1.命令格式 

命令：polyz 

菜单：【工具】→【线赋高程】 →【多边形赋高程】 

图标：  

2.操作步骤 

选择该功能后，弹出“多边形赋Z值”对话框，根据需要选择赋值范围和方法，完成后，线条Z

值发生改变。 

 

图6-2-10 多边形赋Z值对话框 

 

图6-2-11 赋值前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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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2 复制过程截图 

 

图6-2-13  赋值后截图 

6.3 关于点的操作 

6.3.1 相交点 

在两个线段相交处产生一个新的节点。  

命令：linecross 

菜单：【工具】→【点的操作】 →【相交点】 

图标：  

选择该命令或单击功能图标，根据提示依次选择相交的两条线，会在两条线相交出生成一个新

点，点击右键命令执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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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 相交点 

信息栏显示出相交点的坐标： 。 

6.3.2 编辑点 

通过输入点的X，Y，Z坐标来自定义改变点的属性。 

命令：editp 

菜单：【工具】→【点的操作】 →【编辑点】 

图标：  

选择该命令或单击功能图标，根据提示选择待编辑的散点或线段上的点，弹出“输入坐标”对

话框，编辑点坐标及描述： 

 

图6-3-2 编辑点 

6.3.3 线上添加点 

在线段上任意添加节点并可同时选择放置点的位置。 

1.命令格式 

命令：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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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工具】→【点的操作】 →【线上添加点】 

图标：  

2.操作步骤 

选择该功能，然后在线上选择要插入点的位置左键单击，此时在该位置将生成一个新的节点，

这时移动鼠标可将该点移动，当移动到合适位置时点击左键可固定该点的位置： 

 

图6-3-3 线上加点 

点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选择确认参数，可以精确的控制插入点的位置。 

6.3.4 按距离加密点 

在线上按照指定的距离间隔插入新点，使原线条上点的密度增大。 

命令：addpoint 

菜单：【工具】→【点的操作】 →【按距离加密点】 

图标：  

选择该命令或者使用功能图标，弹出“请输入参数值”对话框，在【输入加密点距离】中输入

数值，表示隔多少米插入一个点，点击确定后选择待加密的线条，单击右键命令执行： 

 

图6-3-4 加密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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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5 加密点效果 

6.3.5 按方位距离创建点 

通过设置方位、倾角等参数创建点。 

1.命令格式 

命令：azp 

菜单：【工具】→【点的操作】 →【按方位距离创建点】 

图标：  

2.操作步骤 

选择该功能后，弹出“按方位距离创建点”对话框，根据需要设置合适的“方位”、“距离”、

“倾角”后点击确定，选择图形区域内的参考点，按照设置的“方位”、“距离”、“倾角”生成

一个设计点。 

 

图6-3-6 方位距离创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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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线条与三角网交点 

实现线条与三角网相交产生交点。 

1.命令格式 

命令：ltr 

菜单：【工具】→【点的操作】 →【线条与三角网交点】 

图标：  

2.操作步骤 

选择该功能后，首先选择与三角网相交的线段，点击右键，然后左键点击与该线段相交的三角

网，在线条上就会添加一个或多个点： 

 
图6-3-7 线条与三角网交点 

6.2.7 提取点信息到 EXCEL表格 

用于将点的属性信息或一系列单行文字输出到Excel中。 

1.命令格式 

命令：cexcel 

菜单：【工具】→【点的操作】 →【提取点信息到Excel表格】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例如，图形区有若干单行文字， 选择该功能，根据状态栏提示，选中需要输出信息的散点，

单击右键结束选择； 

② 这时将弹出“格式化输出点信息”窗口，同时图形区的散点将被划分在一些方格中，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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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提取信息对话框 

    从“拷贝属性”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输出的属性，同时属性值将在“文本预览”区域中显示

出来。文本预览的行列对应于图形区的方格行列，图形区内散点落入的行列位置，其属性值就将记

录在文本预览区域的行列中。图形区方格的长宽比例由“格式化输出点信息”窗口中的“水平间距”

和“垂直间距”来决定，间距的设置将同时改变点属性值在行列中的位置。 

 

图6-3-9 输出结果 

6.4 高程点标注 

将高程散点转换为标注文字（如X、Y、Z坐标或属性值）。 

1.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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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altitudelabel 

菜单：【工具】→【文字的操作】 →【高程点标注】 

2.操作步骤： 

① 首先将散点调入图形区，运行该功能，弹出“散点高程标注”对话框，如图所示。 

其中， 

文字高度：标注的文字高度。 

小数点位数：标注高程的小数点后保留位数。 

抽稀距离：标注点的抽稀距离，即高程标注的间隔大小。 

是否保留原点：生成新的高程标注前是否保留原来的点，选中则保留原点。 

显示参数：标注的内容，最多可标注3项。 

 

图6-4-1 散点高程标注 

② 设置完参数后，点击【确定】，选择图形区散点，单击右键选择完毕并执行命令，散点位

置将出现文字标注。如下图所示，散点只标注高程Z值。 

 

图6-4-2 高程点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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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清理与查错 

建模和计算软件与常规的制图软件很大的不同，建模或计算过程中的图形中的每一个点和线条

都会参与进来。如果有冗余或重复的点和线条就会影响计算过程，有时候会产生一些错误。所以，

在进行建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检查冗余或重复的点和线条，并对这些冗余信息进行清理。 

6.5.1 清理多段线冗余点 

【清理多段线冗余点】命令用来删除所有线条上的冗余节点来减少线条上的节点数。 

1.命令格式 

命令：delectdip 

菜单：【工具】→【清理/查错】 →【清理多段线冗余点】 

2.操作步骤： 

① 选择该功能后，弹出“冗余点清理”对话框： 

 

图6-5-1 冗余点清理 

最小间距：指认定为重复点的距离的临界值；两点之间距离小于这一临界值被认为是重复点，

否则不认为是重复点。 

剔除夹角：指认定为重复点的角度的临界值；点之间形成的角度小于这一临界值，中间点被认

为是重复点，否则不认为是重复点。 

条件组合：指清理冗余点不同的组合方式，共提供了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距离，角度，距离

和角度，距离或者角度。 

显示：指在图形区域内将图形内的冗余点通过红色的标记显示来，并不删除。 

删除：指在图形区域内将图形内的冗余点直接删除，并不经过显示。 

二维：指在图形区域内将图形内被认为是冗余的两个点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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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指在图形区域内将图形内被认为是冗余的两个点的空间距离。 

② 给定合适的【距离】或【角度】，先【显示】冗余点进行查看，点击【确定】后选择图形

区域内要进行清理的点和线段，点击鼠标右键命令执行，冗余点以红色三角显示出来（如图所示）。 

若选择“处理方式”设置为【删除】，则直接删除冗余点，信息栏显示： 。 

 

图6-5-2 显示冗余点 

6.5.2 清理冗余对象 

清理重复的散点、文字、圆/圆弧。 

命令：cpp 

菜单：【工具】→【清理/查错】 →【清理冗余对象】 

操作步骤类似于清理多段线冗余点，选择该功能后，弹出“清理冗余对象”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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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3 清理冗余对象 

检查距离：指被认为是重复的距离临界值，小于这个临界值的线间点、文字、圆/圆弧被认为

是重复对象，大于这个临界值的不认为是重复对象。 

设置以上参数后，选择图形区要进行清理的对象，在设定范围内重复的对象将以红色三角显示

出来。 

6.5.3 清理重复/压盖线条 

按照检查距离，显示或清理指定范围内的重复线段。 

命令：clearseg 

菜单：【工具】→【清理/查错】 →【清理重复/压盖线条】 

操作步骤与前面的清理冗余对象类似，选择该功能后，弹出“清理重复/压盖线条”对话框： 

 

图6-5-4 清理重复/压盖线条设置窗口 

检查距离：指认定为重复线段与否的一个临界值。连线段之间的距离小于这个临界值时认为是

重复线段；大于这个临界值时不认为是重复线段。 

给定合适的【检查距离】，选择是【显示】还是【清理】，点击确定后选择图形区域内要进行

清理的线段，点击鼠标右键命令执行，重复线段以红色虚线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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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5 显示重复线条 

6.5.4 清理钉子角 

按照要求删除角度小于规定值的钉子角。 

命令：nail 

菜单：【工具】→【清理/查错】 →【清理钉子角】 

操作步骤与前面的清理冗余对象类似，选择该功能后，弹出“清理钉子角”对话框： 

 

图6-5-6 清理钉子角窗口 

最小角度：指认定为钉子角的角度的临界值，小于这个临界值被认为是钉子角，大于这个临界

值不认为是钉子角。 

二维：指图形区内被认为是钉子角在水平面测量的角度。 

三维：指图形区内被认为是钉子角在空间上测量的角度。 

设置好参数后，先【显示】钉子角进行查看，选择图形区内要进行处理的线段，点击鼠标右键

命令执行，钉子角以红色三角显示出来。 

 

图6-5-7 显示钉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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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属性数学计算 

【属性数学计算】可以通过运用简单或复杂数学表达式对点、线、实体等进行数学计算或赋值

使其获得新的属性值。下面将用一个简单例子说明。 

1.命令格式 

命令：math 

菜单：【工具】→【属性数学计算】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打开专题示例/03表面模型/01生成DTM面/CAD原始地形图.dwg，将所有线条隐藏只保留高程

标注文字（如下图所示）： 

 

图6-6-1 高程点标注局部 

② 用编辑菜单中【炸开】功能，将标注转换成散点，查询任意一点（如图所示），Z坐标为0，

属性1是真实的高程值，这就需要将属性1的高程值赋给Z。  

③ 使用【属性数学计算】功能，弹出“图元数学计算”窗口： 

 

图6-6-2 图元数学计算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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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3 地形测量散点 

属性名选择“Z”，表达式输入“属性1”，表示把“属性1”的值赋给“Z”，点击【验证表达

式】，提示“表达式解析成功”后，点击【确定】，框选所有散点，经过计算这些散点的Z值已转

换为真实高程（如下图所示），将三维网格显示出来以便更清楚的观察： 

 

图6-6-4 赋高程后的散点 

“图元数学计算”对话框中【可用操作符】是指软件支持的操作符号和变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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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5 支持的操作符号和变量 

“图元数学计算”对话框中【示例】显示的是软件可进行运算的表达式例子，并不局限于显示

的几种，用户可根据实际工作编写表达式。 

 

图6-6-6 数学计算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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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钻孔数据库 

本章要点 

 数据库的建立、管理、导入、导出 

 钻孔显示、编辑 

 组合样品 

 钻孔打印成图 

 动态组合 

 块段储量 

矿山地质数据是矿山资源评估和采矿设计的基础，是矿山生产管理的重点。矿山地质数据一般

是通过探矿工程的编录包括样品分析成果等信息。探矿工程主要包括：钻探、坑探和槽探等。地质

数据库则是将这些编录的信息（更主要的是取样信息）按照指定的格式存入数据库中。三种工程类

型的处理方法是： 

钻探：最常用的方法，通过钻孔，按照钻孔轨迹上获取基本岩性信息和取样分析数据。 

坑探：坑道刻槽取样数据以及相应的岩性记录信息。 

槽探：探槽刻槽取样数据以及相应的岩性记录信息。。 

数据库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数据的工具，可以方便的对数据进行检索，管理。数据库的基本要素

为表和字段，一个数据库由若干表组成，每个表中各个字段有其对应的数据格式，这些表和字段都

要与实际的数据相匹配。通常情况下需要将这些表格和字段进行全面的设置。 

在3DMine软件中使用的数据库是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用户可利用3DMine创建数据库，将

地质数据以文本或Excel表的形式导入到数据库中，通过3DMine软件将数字形式的勘探资料用三维

图形的形态来管理和利用。 

7.1 数据库建立 

7.1.1 数据库格式 

3DMine地质数据库中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表，3DMine已经为这些表提供了几个基本的默认字段。 

1. 定位表（强制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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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号 开孔坐标E 开孔坐标N 开孔坐标R 最大深度 轨迹类型 

表7-1-1 定位表 

这个表存储了钻孔的开孔位置（工程号）及开孔坐标，钻孔的最大深度和钻孔的轨迹类型。字

段“轨迹类型”指的是在钻孔轨迹的处理时用到的数学法则，是通过对钻孔的测斜位置和角度对钻

孔轨迹的绘制规则（直线、曲线）。当然，定位表的字段设置不只是这些，从制图和将来对数据库

的应用角度考虑，还有很多的字段需要考虑，一般的原则是依据钻孔柱状图上所列的要求来增加相

应的字段。如： 

工程

号 

开孔坐

标 E 

开孔坐

标 N 

开孔

坐标

R 

最

大

孔

深 

轨

迹

类

型 

工

程

类

型 

勘

探

线 

中

段 
开孔时间 终孔时间 

矿区

编号 

编

录

员 

勘

探

阶

段 

ZK01 5324000 234500 1120 128 
曲

线 

详

查

孔 

1 
地

表 
2012/4/18 2012/5/2 XK54 HJM 

详

查 

2．测斜表（强制性表） 

工程号 深度 方位角 倾角 

表7-1-2 测斜表 

   这个表储存钻孔的测斜信息，被用来计算钻孔的空间位置，基本字段包括：工程号、深度、钻

孔的方位角和倾角。 

   方位角：表示测斜时钻孔的方位角，北向为0度，顺时针方向360度。如果单位是度、分、秒需

要转换为度。 

   倾角：表示测斜时钻孔的倾角，即钻探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角度向上为正，角度向下为负。 

   对于没测斜过的垂直钻孔，测斜表的深度值就是钻孔的起点即表中的深度值为0，方位角为0度，

倾角为-90度。 

   对于坑道和探槽工程来讲，是将它们理解为一个特殊的钻孔，其轨迹都按照直线来考虑，角度

是根据取样位置和方向来确定该线段的方位和倾角。 

3．岩性表（非强制性表） 

岩性表是根据编录信息需要进行记录的表，前三个字段系统默认，后面字段可以自行定义，用

于记录岩性描述等信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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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号  从 至 岩性代码 岩性名称 岩性描述 矿化强度 蚀变描述 

                

表7-1-3 岩性表 

4．化验表（非强制性表） 

与岩性表类似，根据用户需求增加的表，前三个字体系统默认，后面字段自行添加，用于存放

元素的化验品位。如： 

工程号 从 至 样长 样号 分析元素 1 分析元素 2 化验单位 化验员 时间 

          

表7-1-4 化验表 

四张表将钻孔定位，测量，编录，取样工作分开，符合矿山实际工作流程。四张表虽然表面上

相互独立，但每个表都通过“工程号”建立了联系。其中，钻孔定位表和测斜表决定了钻孔在三维

空间的轨迹，属于强制性表，新数据库建立后，系统默认包含这2张表；岩性表和化验表属于非必

须表，根据需求还可增加其他名称的表如构造表、矿化表、岩芯记录表等。 

7.1.2 新建数据库 

命令：newdb 

菜单：【钻孔】→【新建数据库】 

工作路径：C:\3dmine矿业工程软件2012.3\demo\专题示例\02_钻孔数据库\01_建立数据库 

预习文件：原始表格.xls 

图标：  

选择【钻孔】→【新建数据库】，弹出“另存为”窗口，从  下拉菜单中选择保存地

址，在 中输入数据库的名称，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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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保存数据库 

新数据库将自动打开，弹出“数据库管理”窗口，左侧显示数据库中的表格，初次建立的数

据库只有系统默认的“定位表”和“测斜表”，这是每一个地质数据库所必需包含的表格；右侧

显示对应的数据表所包含的字段，因为没有导入数据，新建数据库中的两个表还是空白的（如图

所示）。 

关闭点击“数据库管理”窗口，在文件浏览器和层浏览器窗口中可以看到新建的数据库图标。

此时，一个空的数据库基本建立完成，下面一节将介绍如何添加表和导入数据。 

 

图7-1-2 数据库管理窗口 

7.2 数据库管理 

【数据库管理】用于添加/删除表、编辑表、导入数据等。 

通过菜单：【钻孔】→【数据库管理】打开或者在层浏览器数据库名称位置点击鼠标右键，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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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菜单里找到该功能。 

 

图7-2-1 数据库管理器 

7.2.1 添加表格 

在数据库管理窗口左侧的数据名称处单击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择【添加表】（如图所示），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有三种默认的表格类型可供选择，间隔表、深度表、散点表，根据原始数据的

的不同选择不同表类型。比如选择间隔表，窗口右侧出现两个区域，上面区域是表名称和系统默认

的3个字段，下面区域是增加用户自定义的字段（如图所示），在空白区域点击鼠标右键进行添加

字段。字段设置好后，点击 ，一张表就添加完成了。 

 

图7-2-2 添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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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3 编辑表中字段 

7.2.2 导入文本 

文本数据是指文档扩展名为*.txt，*.csv，*.dat的数据。 

① 在“数据库管理”窗口点击某个表，再选择 ，弹出“导入文本”窗口（如图所

示），其中各项功能含义为: 

指定文本文件：指添加一个与当前表相对应的文本文件，点击“浏览”查找需要导入的文本文

件。 

字段分隔符：指各种类型的数据文件在导入数据库时，区别不同数据的符号是不一样的，只有

在系统辨认到这些符号之后，才会开始录入下一数据，否则都将对其视为一个数据导入。 

系统允许的字段分隔符包括：逗号、分号、空格键和Tab键。 

 

图7-2-4 导入文本窗口 

例如：数据之间可以以逗号分隔（例如1,2,3)，也可以以分号分隔（例如1；2；3，以空格键

分隔（例如1 2 3)或者以Tab键分隔（例如1 2 3)。 

本节示例中要导入的文本文件，数据之间是以逗号分隔的，因此在字符分隔符处选择逗号。 

重复记录处：用户可以自定义选择对错误数据的处理方式。出现的错误是指各个文本之间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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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录入错误和逻辑错误。 

导入过程中多少个错误停止导入：例如，输入20则代表当只19条导入错误时不会停止数据的导

入，只有当出现20条以上导入错误时系统自动停止数据导入工作。 

导入项设置：如果数据中包含标题行，那么请勾选。如果不包含标题行，则不用勾选。 

表名称：表示把需要导入的文件导入到数据库中的哪个表格下。 

设置好参数后，导入定位表数据，显示如下： 

 

图7-2-5 导入文本数据 

② 点击【下一步】，弹出“文本文件字段匹配”对话框(如图所示)，调整源文件字段与数据

库字段的匹配关系，保证源文件的不同字段内容导入到相应的数据库字段下。 

③ 点击【下一步】，弹出“正在导入文本文件”对话框，显示数据导入进度条，并对数据导

入进行汇总，汇总共计多少条，有多少条错误记录，有多少条记录更新。最后弹出“数据导入结束”

提示。 

导入完成后，重新点击数据库管理窗口中的定位表，右侧区域就显示导入的数据内容。 

同样的方法可以将“定位表”、“测斜表”、“岩性表”、“化验表”等导入数据。 

注意，在选择导入文本或导入Excel前，在“数据库管理”窗口中点击的是数据库名称，则在

弹出的“导入文本文件”或“导入Excel文件”对话框中的“表名称”区域会将所有表名显示出来，

只需要选择相应的即将要导入的那个表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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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系统支持多个数据库同时管理。数据的导入方法与上述一致。 

 

图7-2-6 文本文件字段匹配 

 

图7-2-7 导入数据进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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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导入 Excel数据 

Excel数据是工作中常用的表格文件。我们以专题示例\钻孔数据库\建立数据库\01_原始表

格.xls为例，演示导入Excel文件中“测斜表”的过程。 

首先要根据Excel表格中的数据字段，按照前面介绍的“添加表格”过程，为数据库各个对应

表建立字段。 

① 在“数据库管理”窗口左侧点击要导入的表，选择 ，弹出“导入Excel文件”

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7-2-8 导入Excel文件窗口 

指定Excel文件：通过“浏览”按钮查找要导入的Excel文件。 

指定Excel表单：一个Excel文件下可能包含多个不同的表格内容，比如定位表、化验表、测斜

表等，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表格。指定的Excel表单与表名称下的表格名称要一致。  

重复记录处理：可以设置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导入过程中终止数据导入的个数。 

导入项设置：如果导入数据中包含标题行（如工程号、开孔坐标等记录），该选项勾选，如果

不包含标题行，就不用勾选。 

② 点击【下一步】，弹出“Excel文件字段匹配”对话框，将“数据库字段”和“源文件字段”

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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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9 Excel文件字段匹配 

③ 点击【下一步】，显示导入进度条，对数据导入进行汇总，并提示数据导入完成。如果数

据导入过程中出现错误，会提示错误出现的原因。 

④ 点击【完成】，结束导入Excel表格过程。重新点击“数据库管理”中的“测斜表”，数据

显示在窗口右侧。 

 

图7-2-10 数据导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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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1 测斜表导入完成 

7.2.4 导入剪贴板数据 

将文本或Excel数据复制后，数据存放到电脑内存的剪贴板，再通过“数据库管理”中的【剪

贴板导入】或者菜单【从剪贴板导入数据】命令，将数据加载到数据库中。 

举例说明：找到需要导入的Excel格式的化验表文件，将其中的所有数据选中，单击右键选择

“复制”，此时数据已经放入剪贴板中。 

运行菜单【钻孔】→【导入/导出】→【从剪贴板导入数据】，或者通过“数据库管理”中的

【剪贴板导入】，将弹出“导入剪贴板数据”窗口（如图所示），复制后的数据自动加载到窗口中，

如果没有数据，点击【获取导入剪贴板数据】，其他设置内容与导入文本或Excel数据类似。 

注意，剪贴板内的数据内容要与表名称一致。另外，剪贴数据的时候最好包含标题行一起剪切，

为后面的源字段拼配工作节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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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2 导入剪贴板数据窗口 

7.2.5 表格操作 

导入数据完成后，选择某个表格，在数据库管理窗口右侧会显示该表格的内容，在显示表格数

据处点击右键，可以删除单条记录。 

在数据库列表下的某个表格上单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可以编辑、删除以及清除表记录。 

导入完成后，在层浏览器中点击数据库前边的+号，数据库会展开，将包含的表格显示出来，

在显示的表格点击右键，弹出右键菜单，可以进行“显示表内容”、“编辑表内容”、“导入/更

新数据”、“清空表数据”操作。 

 

图7-2-13 在层浏览器中对各表的操作 

关闭数据库时，在数据库名称位置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里选择【关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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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钻孔显示 

7.3.1 显示钻孔 

建立数据库并且将定位、测斜、化验等数据导入进去后，就可以显示钻孔形态了。 

打开数据库时，弹出“显示钻孔数据库”对话框（如图所示），包含轨迹、钻孔、图案、文字、

品位曲线、品位组合和深度标记等7个选项卡，还可以设置钻孔显示风格和钻孔约束，已经通过“显

示配置”打开或保存显示样式。 

 

图7-3-1 显示钻孔数据库窗口 

其中各项功能含义为： 

轨迹：指显示钻孔孔口标记或者轨迹线，并可以显示圆柱轨迹线，以及其他孔口标记样式、轨

迹线粗细设置。 

钻孔：指在钻孔轨迹线的孔口或孔底位置，设置显示定位表中的字段及字体大小。 

图案：指在钻孔轨迹线的左侧或者右侧，设置所显示的地质数据库表格中字段的地质图案及其

显示宽度和偏移值。 

文字：指在钻孔轨迹线的左侧或者右侧，设置所显示的地质数据库表格中字段的标注字体及其

字体大小和偏移值。 

品位曲线：指在钻孔轨迹线的左侧或者右侧，设置所显示的地质数据库表格中某字段的品位曲

线。 

品位组合：设置圈矿品位指标表达式，定义最小可采长度和夹石剔除厚度等参数进行品位组合

和位置显示。 



第 7 章 钻孔数据库 

150  

深度标记：对于钻孔深度的一种文字标注显示设置，包括文字大小、颜色、位置等基本设置，用

于方便查看钻孔深度标识。 

设置【钻孔轨迹】，在孔口位置显示孔号，图形区域内显示钻孔的轨迹线如下图所示： 

 

图7-3-2 显示钻孔轨迹线 

设置【图案】，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在钻孔轨迹线“左侧”显示“化验表”的“Tfe”品位；设

置【文字】，在钻孔轨迹线“右侧”显示“化验表”的“Tfe”品位。 

注意：没有设置【钻孔显示风格】前，图案和文字的颜色与钻孔轨迹线的颜色是一致的。 

 

图7-3-3 显示钻孔图案和文字 

7.3.2 显示风格设置 

【定义钻孔显示风格】可以将钻孔数据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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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三维状态下查看，打印出图及设置钻孔柱状图极为方便。设置好的显示风

格可以通过图7-15中的“显示配置”进行保存。 

① 选择【钻孔】→【钻孔显示】→【定义钻孔显示风格】，或者层浏览器中数据库上点击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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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快捷菜单，选择【显示风格】。弹出“钻孔显示风格”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7-3-4 钻孔显示风格 

窗口左侧是化验表和岩性表中用户自定义的字段名称，右侧是显示风格和打印图案参数设置，

没有划分品位区间或岩性分类前，右侧参数呈现灰色状态不可设置。 

② 在“化验表-Tfe”和“岩性表-岩性描述”位置分别点击右键，可以发现弹出的快捷菜单第

二个命令不同，这是因为Tfe字段类型是数值型，岩性描述字段类型是文本，所以在数据库建立字

段时应该注意正确设置字段类型。 

Tfe位置的右键菜单选择【值范围】，查看品位值从小到大的范围。岩性描述位置的右键菜单

选择【全部代码】，查看岩性描述分类。 

   

图7-3-5 查看值范围和岩性代码 

③ 获取Tfe字段的值范围，以这个范围为依据，用【添加】功能添加适当多的区间，为每一个

区间设置不同的“起始值”、“结束值”、“图形颜色”、“图形图案”等。 

获取的岩性代码由导入数据库中的内容决定，在右侧显示风格代码位置可以再自定义设置。 

“打印图案”设置后的图案显示主要在3DMine打印模块，发送到CAD中和钻孔柱状图中体现，

用于编辑工程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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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6 设置显示风格 

④ 设置完成，点击【确定】。再选择【钻孔】→【钻孔显示】→【显示钻孔】功能，设置“图

案”选项卡轨迹线左侧显示“化验表”字段“Tfe” （如图所示），“文字”选项卡轨迹线右侧也

显示“化验表”字段“Tfe”。钻孔轨迹线增加了多种颜色和数值区分化验元素的区间，如图所示。 

 

图7-3-7 设置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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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8 钻孔显示风格效果 

沿某勘探线位置切剖面，视角定位在面向剖面的位置，便于查看钻孔，用【打印】→【发送到

CAD】功能，可以观察设置的打印图案或编辑出图。如下图所示： 

 

图7-3-9 钻孔打印图案 

7.4 钻孔编辑 

钻孔数据库建立并且导入数据后，能够快速查找到单个钻孔的相关信息，对钻孔进行修改、增

加、删除等编辑操作。 

1.编辑单孔：钻孔数据库建立好后，并且导入钻孔数据，对单孔查询编辑时，选择【钻孔】→

【钻孔编辑】→【编辑单孔】，弹出“编辑钻孔”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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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1 编辑单孔 

每一个钻孔号对应数据库中的所有表格，也就是说可以同时修改一个钻孔的开孔表、测斜表、

岩性表和化验表等数据。对话框中只能同时显示3张表，另外一个表可通过【选择间隔表】下拉菜

单显示。修改后点击【提交操作】，保存修改信息。 

注意：红色线框内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实现与Excel之间的交互复制和粘帖。 

2.录入单孔：可以快速录入一个钻孔的定位和测斜信息。选择【钻孔】→【钻孔编辑】→【录

入单孔】，弹出“录入单孔”对话框，如图所示。 

    该功能的设计目的是快速录入坑道和探槽编录资料进库，通常是在实测资料的基础上，绘制出

取样位置(一般是样槽线)，然后通过本功能快速获取作为相关数据信息。这在日常工作中非常实用

的功能，可以节省出大量的基础数据录入时间。 

定位记录中包括定位表内的所有字段，包括工程号、开孔坐标、最大孔深、轨迹类型和勘探线

编号（建立数据库时用户自定义添加的字段）等。测斜记录里包括钻孔深度、方位和倾角。 

对测斜信息的录入可以通过选择钻孔轨迹线条自动计算钻孔的测斜（如图所示），最后输入工

程号后，点击【提交操作】按钮，系统提示是否继续导入化验及岩性数据，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是

或者否。另外，输入到数据库的钻孔信息可以通过数据库管理器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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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2 录入单孔 

 

图7-4-3 录入单孔 

3.删除单孔：删除单个钻孔时，可以直接选择下拉列表中的钻孔号，或者点击【选择】，选择

钻孔轨迹线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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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4 删除单孔 

7.5 组合样品 

地质数据库中的分析数据是矿床储量估算的依据，根据地质统计学原理，为确保参数的无偏估

计量，所有样品数据应落在相同承载上，即同一类参数的地质样品的长度应该一致。组合样品的过

程是将品位信息通过长度加权的方法提取到若干点上。这些点所存储的品位信息用来为以后的块体

模型估值。同时，对于指定参数条件下的矿段圈定也是通过本功能实现。 

在3DMine中有三种组合方法：一是按圈矿指标组合；二是根据地质带组合；三是实体内提取化

验样。下面分别介绍这三种组合方法。 

7.5.1 按圈矿指标组合 

按圈矿指标组合是根据实际矿山情况，通过设置不同圈矿条件对样品组合。可以实现圈定矿段

位置并进行组合样品品位的计算。 

操作步骤： 

选择【钻孔】→【组合样品】→【按圈矿指标组合】，弹出“按圈矿指标组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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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1 按圈矿指标组合 

其中： 

圈矿品位指标：设置圈矿品位的条件，一般是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对于多种元素的矿床，多元

素选择可以用or（或者即两者之一）或and（并且即两者都满足）两个逻辑词将若干条件组合成逻

辑表达式，用于筛选符合条件的品位。条件设置是通过点击【输入】，弹出“品位指标”对话框，

选择品位所在的表，为字段设置若干条件。 

组合品位：选择主元素进行组合，亦可以选择处理特高品位值。特高品位值通常是经过地质统

计后得到的一定概率的品位值，或者根据国内特高品位处理规则得到的值。 

最小可采长度：指按照矿体圈定原则确定的最小长度，只有在此长度以上的且复符合上述边界

品位条件的才可以圈定矿体。对于矿山来讲，可以结合采矿方法或矿体规模确定。 

夹石剔除厚度：指在计算圈定矿体时，允许夹在矿体中的非工业矿石（夹石）部分的最大厚度。

厚度大于此指标的，作为围岩（夹石），不圈入矿体；反之，作为矿体的一部分，与工业矿石部门

一并计算平均品位。 

缺失或<=0样处理方式：对于缺失或者品位<=0的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忽略、按零处理或按平

均值等三种方式处理。 

等长组合：按给定的距离以相等的长度组合样品。通常是平均样长或按照有关采样规范的长度

（需要对数据库中分析表的样长统计得出）。 

组合到中点：在组合的矿段上将组合品位（样长加权计算）置于该段的中点。这与我们通常所

说的见矿中点是一致的。 

组合成线段：是将该矿段以直线段的形式表示出来。 

输出组合范围到数据库：这个功能是为动态组合做准备，按照圈矿指标组合的组合样数据写入

到数据库的数据表内。勾选后弹出“选择动态组合信息”对话框，数据表可以是数据库已有的，也

可以创建新的数据表。一般定义为“矿带表”，字段确定为“矿带”，组合标识可定为“矿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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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组合功能将在下面一节讲到。 

 

图7-5-2 选择动态组合表 

点击【确定】后，在层浏览器的数据库下显示新创建的数据表名称。图形区显示按圈矿指标组

合的样品点。 

 

图7-5-3 组合样品结果 

7.5.2 根据地质带组合 

矿段圈定后，其中的样品值是不能直接用于品位估计和计算的，通常是通过组合功能将这些品

位值提取并保存于线文件的属性中，这样即可对线文件的属性进行利用。同时由于实际取样的长度

往往是不等长的，如果用于估值计算的话，则需要将组合样品的权重（样长）变成相等的，也就是

按照指定的长度进行组合量化到一些离散点上，并且通过长度加权得到每个等长样品的品位。 

① 选择【钻孔】→【组合样品】→【根据地质带组合】。弹出“按勘探工程组合”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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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4 按勘探工程组合 

其中： 

组合长度：指单个钻孔组合样品点在钻孔轨迹上的间距。通常是平均样长或按照有关采样规范

的长度（需要对数据库中分析表的样长统计得出）。 

最小有效长度：指钻孔组合样品点没达到组合长度设置的值时，保留组合样品点所需的长度。

大于最小有效长度，保留组合样品点并在结果上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否则不进行组合。 

样品贫化：指组合样品点缺少取样信息报告时（掉样）的处理方法，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零

值替代”或“平均值替代”。 

全孔：指对全孔从上至下的全部样品按照组合长度依次加权进行品位组合。 

指定区域：指根据岩性或者其他字段指定进行品位组合的范围。如只对钻孔信息中“岩性=1”

的部分进行品位组合。亦可通过前述圈定矿体时确定的矿段代码进行组合。 

指定间隔：根据矿段或岩性带的代号或者其他字段指定一定的间隔范围进行品位组合。 

实体约束：根据矿体模型的空间位置，只对钻孔在矿体内部或外部的部分进行样品组合。 

组合内容：在“组合数据表”中选择进行样品组合的字段所在位置，在“组合属性”栏点击鼠

标右键选择“增加”，将数据表中用于计算的品位字段添加到组合属性中，可以增加多个属性。 

② 设置“组合条件”，选择“组合内容”，“组合方式”选择“全孔”，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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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5 全孔组合 

若“组合方式”选择“指定区域”，点击确定，弹出“地质区带选择”对话框： 

 

图7-5-6 地质区带选择 

选择“数据表格”和“数据字段”及“数据字段”的信息，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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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7 指定区域组合 

若“组合方式”选择“指定间隔”，点击确定，弹出“地质区带范围选择”对话框： 

 

图7-5-8 地质区带范围选择 

选择“区带数据”，设置“上部范围”，“下部范围”，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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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9 指定间隔组合 

若“组合方式”选择“实体约束”，点击确定，弹出“实体文件约束”对话框： 

 

图7-5-10 实体文件约束 

点击【打开】，找到做约束的实体文件，“区域选择”选择“内部”，点击确定： 

 

图7-5-11 实体内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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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实体内提取化验样 

提取实体内的样品点。 

① 选择【钻孔】→【组合样品点】→【实体内提取化验样】，左键点击。弹出“实体内提取

化验样”对话框： 

 

图7-5-12 实体内提取化验样 

提取内容：在“组合数据表”中选择进行样品组合的字段所在位置，在“组合属性”栏单击鼠

标右键选择“增加”，将数据表中用于计算的品位字段添加到组合属性中。 

提取选项：指组合样品点按照“提取中点”和“提取线段”两种方式组合。“提取中点”会将

离散点组合信息放到每段连续样长的中点；“提取线段”是将每段连续样长以直线的形式表示出

来。对于缺失样和负样，可以采取“按零值处理”或者“按平均值处理”。“提取范围保存到数据

库”是在数据内保存实体内提取的化验组合样信息。 

② 点击【确定】，如果选择了“提取范围保存到数据库”，则弹出选择动态组合信息表，该

表可以是数据库下已有的数据表，也可以创建新的数据表。系统自动把实体内提取的化验样结果保

存到数据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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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13 选择动态组合表信息 

 ③ 选择实体文件所在的位置，设置组合样品点的区域是在实体的内部或者外部。 

 

图7-5-14 实体文件约束 

       下图为提取实体内化验样，提取的位置是样长中点： 

 

图7-5-15 提取实体内化验样 

7.6 传统储量计算 

几何图形法是我国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报告中主要的方法，包括算术平均法、地质块段法、断面

法、等高线法、三角形法、最近地区法等多种方法，其中以地质块段法和断面法最为常用。根据我

国矿产储量计算规范和几何图形法的原理方法，结合3DMine软件中的地质数据库和空间三维特点。

3DMine软件开发了块段储量和断面储量两种传统几何图形法储量计算方法。这两种方法已顺利通过

了由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和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国土资源部矿

产资源储量司备案。 

评审备案公告查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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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14.112.169.77/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5&id=339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404/t20140403_1311290.htm 

以下章节介绍如何在数据库上快速圈定矿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3DMine软件的功能介绍块段储

量和断面储量估算方法； 

7.6.1 矿段圈定 

在 3DMine 软件中找到 3DMine 软件安装目录 C:\3dmine 矿业工程软件 2014.3\demo\专题示例

\02_钻孔数据库\06_传统块段法储量文件夹中的 00_数据库.mdb。显示数据库：文字选项卡选择化

验表-Tfe；品位组合选项卡选择圈矿品位组合：TFe→50；最小可采长度：1；夹石剔除厚度：2；

其他按照默认设置。 

1. 初始化参数 

在钻孔数据库显示的钻孔基础上进行矿段圈定，受地质条件和圈矿品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圈定

矿段之前可以在显示钻孔的品位组合选项卡中，3DMine软件可以根据圈矿品位提示矿段位置。 

矿段圈定有三种方法：手工矿段圈定、品位约束圈定、岩性范围圈定。矿段圈定之前要进行初

始化设置，参照品位组合参数对话框： 

 

图7-6-1 初始化参数 

勾选参与矿段圈定的元素，多金属矿床可以一次选择多种元素进行圈定； 

缺失样处理方式有四种方式： 

按零处理：缺失样品的品位值为“0”； 

平均值处理：取组合样的平均值代替缺失样品； 

忽略处理：当做无样品位置、忽略处理； 

给定值处理：可参考一定固定值来代替。 

2. 手工矿段圈定(穿鞋带帽法) 

http://114.112.169.77/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5&id=339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404/t20140403_13112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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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数设置中，配置好样品值处理方式后，通过人机互动的方式，手动进行组合圈矿并得到品

位信息，也就是常用的穿鞋带帽的方法。 

按如下方式显示数据库：文字选项卡选择化验表-TFe；品位组合选项卡选择圈矿品位组合：TFe

→50，最小可采长度：1，夹石剔除厚度：2，其他按照默认设置。此时钻孔上用红色高亮显示出来

符合圈矿品位组合：Tfe→50 的矿段范围。钻孔菜单—矿段圈定—初始化参数设置完成后，选择【手

工矿段圈定】命令，弹出“矿段名称”对话框，在该对话框内输入矿段名称，如Fe1或1号矿体： 

 

图7-6-2 定义矿段名称 

按照提示在钻孔上矿段提示的位置点击左键上下拉动，进行矿体圈定。注意：手工圈定矿段可

以按照穿鞋带帽的方法，将提示矿段以上和以上或两段提示矿段之间的低品位矿圈定为矿段。是否

要圈定可根据地质师的要求进行。 

 

图7-6-3 提示矿段与手工圈定矿段 

圈定矿段完成后，显示的内容为黑色样段的矿段名称、组合样样长、长度加权品位。如果需要

调整样长，可以拖拽组合样上下移动，每次移动的单位为一个样长，进行重新组合。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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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4 显示组合参数 

双击手工圈定的组合样段，弹出“编辑”对话框，用于查看该矿段详细信息并可以输出到Excel

中。“投影厚度”将在后面章节介绍。 

 

图7-6-5 编辑组合区间线 

这样就完成了对一个钻孔的一个矿体号的矿段圈定。以此类推，按照此种方法可以将矿区内所

有钻孔所有矿体号的矿段都进行圈定，并得到符合地质师要求的矿段。 

所有孔的矿段圈定完成后，可以利用切割剖面功能，沿勘探线切割剖面。在剖面状态内，按照

地质规范要求，将圈定的矿段用多段线(或样条曲线)连接，并在边缘位置进行外推。这样可以得到

该剖面的矿岩边界线。3DMine软件金属矿山示例中的08_矿体线.3ds是按照以上要求圈定好的矿岩

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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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6 圈定矿岩边界线 

3. 品位约束圈定 

选择品位约束圈定功能，弹出圈矿指标对话框：  

 

图7-6-7 品位约束圈矿 

此对话框内可以参与圈矿的元素、最小可采长度、夹石剔除厚度、命名矿段名称； 

设置圈矿品位的条件，特别是对于多种元素的矿，可以用or（或者）或and（并且）两个逻辑

词将若干条件组合成逻辑表达式。  

所需要的圈矿指标信息设置完成单击确定，结果在左侧图层下生成“品位组合”并在图形上显

示组合矿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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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8 满足约束条件的品位组合 

4. 岩性范围圈定 

通过岩性或地层来进行矿体圈定，对于沉积型矿床或只在某一地层分布的矿化带圈定矿体适

用。选择“岩性范围圈定”命令，从数据库岩性表中进行提取，选择岩性表—岩性描述代码为1，

矿段圈定范围只在岩性描述代码为1的区间进行样品组合。 

 

图7-6-9 提取岩性字段 

 

图7-6-10 按岩性范围圈定 

      对于缺失样或者样槽位置与岩性分界位置不重合的位置，会默认采取距离样槽较近端的

数据位置，定位组合样品线条位置。同时将这些不同位置的信息显示在信息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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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11 信息栏提示 

通过上述种方法，可以实现快速对探矿工程的圈矿位置和信息进行提取，并形成可编辑的对象，

方便检查和修改。 

5.合并矿段 

在圈定矿段时，统一矿体可能有多个矿段组成，这就需要合并之前是多段组合样，合并后合并

的组合样长度相加，品位是各组合样矿段长度加权，因此总厚度不含无矿地段。合并组合样在块段

投影时，可以直接提取见矿中点。如下图： 

 

   图7-6-12 合并矿段 

6.输出表格 

在矿段圈定完成后，可以利用输出表格命令，左键选择待输出的矿段，将圈定矿段的组合样信

息输出到Excel表格中，并可以在3DMine图形区域将表格内容显示，该功能也用在剖面图上矿段组

合样表格输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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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6-13 输出到表格 

7.写入数据库中 

在矿段圈定完成后，可以利用写入数据库命令，左键选择待输出的矿段，将圈定矿段的组合样

信息写入到数据库中，数据库中会增加相应的表格与之对应，增加表格的默认名称为“组合表”，

同一矿段多次写入数据库，可以勾选覆盖单孔原来记录，如图： 

 

图7-6-14 写入数据库 

注：投影厚度可以在块段储量菜单中设置投影厚度后输出到Excel表格或写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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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块段储量 

 
 

图 7-6-15 矿体的见矿样长、真厚度、投影厚度 

块段储量采用的矿体厚度为见矿样长，投影厚度可以理解为投影面法线延长线在矿段中点位置

穿过矿体的厚度；垂直纵投影方式采用垂直投影厚度，水平投影方式采用水平投影厚度； 

1. 投影厚度 

① 矢量法投影厚度 

矿体投影方式分为水平投影和垂直纵投影两种方式，一般近水平或缓倾斜的矿体选择水平投影

方式，纵向延伸较为明显或急倾斜的矿体选择垂直纵投影；纵投影方式需要设置纵投影方位角，一

般选择为基线方位角（垂直勘探线）；面方位角指矿体在该钻孔位置的倾向；面倾角指矿体在该钻

孔位置的倾角。 

 

图7-6-16 计算投影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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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提示框需要计算投影厚度的矿段，在图形区会自动输出有投影厚度线条和矿体产状面。 

 

图7-6-17 投影厚度线和矿体产状面 

② 几何法投影厚度 

几何法投影厚度同样是计算矿体的水平投影厚度或垂直投影厚度，计算方式方法不同。几何法

投影厚度不仅需要设置矿体投影方式，还需要设置岩芯采取率、钻孔截穿矿体时的天顶角、矿体倾

角、钻孔截穿矿体处方位角与矿体倾向之间夹角几个参数。钻孔与矿体倾斜方向一致与否，采用的

投影厚度计算公式不同。 

 

图7-6-18 三角函数法计算矿体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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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影工程点 

① 创建工程投影点 

在矿段投影厚度设置完成后，每个工程见矿段的基础信息包括厚度、品位、矿段等就完成。创

建工程投影点命令将每个矿段信息转换为点的形式，并在投影面上表现为一个投影工程点，即投影

图中的见矿位置信息。水平投影需要设置水平投影标高和点标记半径大小，垂直纵投影，需要画出

画出投影面方位角和点标记半径。 

 

 

图7-6-19 创建工程投影点 

点标记创建后，工程位置后投影到水平面或纵投影面上，矿段信息已经写出到点标记中，双击

点标记可以看到矿段信息，这些信息也可以输出到表格： 

 

图7-6-20 工程点信息 

 

此时将矿段投影到平面后表现为工程点，如需恢复为矿段可以选中该工程点，在属性框中将显

示为工程点改为“否”时，就恢复到实际钻孔的矿段位置。这样将方便对见矿点的位置和信息进行

确认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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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21 修改工程点属性 

 

② 提取无矿工程点 

提取无矿工程点，指钻孔没有矿体时，将该无矿点位置确定并投影，用于划分块段时，矿体外

推： 

 

图7-6-22 提取无矿工程点 

 

3. 创建块段 

利用工程投影点可以创建三角网块段，创建三角网的方式有手工创建和选择闭合线创建和手工

创建块段三种方式。创建三角网块段提供手工创建和选择闭合线创建；根据工程投影点在投影面上

的间距可以设置储量级别，每种储量级别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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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23 块段设置 

 

在“估算储量类别”内可以增加或删除储量类别，并且设置储量类别的工程间距范围、块段颜

色。 

“选择闭合线”创建三角网块段必须在投影面内用闭合线画出块段范围；“选择工程点”创建

三角网块段可以直接选择工程点，三个工程点可以创建一个三角网块段； 

在投影面内选择三个以上工程点绘制闭合线， 找到“创建三角网块段”命令，“选择闭合线”

创建三角网块段，设置储量级别为“331”，在投影面内选择闭合线进行创建： 

 

图7-6-24 闭合线创建三角网块段 

双击三角网块段，弹出编辑块段对话框，可以对该块段的储量类别、矿体号、工程投影厚度及

平均品位进行调整，并可以输出到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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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25 编辑块段 

4. 块段编辑、标注、报告 

① 合并块段 

合并块段按照工程网度和块段划分原则，对自动形成的三角网块段进行选择性合并，合并之后

的块段信息会自动计算更新。 

 
 

图7-6-26 合并块段 

② 分解块段 

将不合理的块段分解为三个工程点控制的块段，或者需要单个块段进行报量时需要分解块段，

分解块段是合并块段的逆过程： 

③ 块段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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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段标注命令可以对三角网块段进行快速标注，设置标注半径、标注风格、金属量计算方法、

是否绘制引线等对块段进行标注： 

 

图7-6-27 块段标注 

④ 块段报告 

块段报告命令是对上述块段的包含信息进行快速的输出，将储量报告内容以Excel表格形式进

行输出。在块段报告中可以选择块段详细报告或者储量报告、是否对块段编号在报告内容中进行重

新排序，以及是否选择统计金属量，会在报告中输出金属量。 

 

 

图7-6-28 块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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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断面储量 

断面法计算储量按照勘探线布置的方式不同分为平行断面法和不平行断面法。3DMine 软件不需

要预选方法（平行断面法或不平行断面法），而是根据勘探线再空间分布的形态，自动判断选择所

需采用的方法。 

打开 3DMine 安装目录—demo—专题示例—钻孔数据库—07_断面储量文件夹中 00_剖面圈定矿

体线.3ds与勘探线与外推线位置.3ds，将 06_传统块段法储量文件夹中 00_数据库.mdb调入 3DMine

软件中。 

1.创建断面 

① 创建断面 

创建断面必须在剖面状态下进行，沿勘探线与外推线位置.3ds的勘探线与外推位置线分别切割

剖面。  

 

图 7-6-29 沿勘探线切割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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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创建断面命令，输入相应的断面信息和品位字段，创建为断面： 

 

 

图 7-6-30 创建断面 

如矿体内有夹石，要考虑嵌套多边形，操作时要先选择矿体线，点右键在选择夹石线。这样避

免夹石内的取样信息对矿体品位的影响。如多金属矿体，可以在查询字段中点右键添加多种金属元

素。同样道理将左侧矿岩边界线，创建为断面，命名为 3勘探线-2 矿体；以此类推，将 1 勘探线上

的矿岩边界线分别创建为断面，并分别命名为 1勘探线-1矿体、1勘探线-2矿体。 

② 尖灭到线/点 

在矿体外推位置上切割剖面并创建断面，3DMine软件会自动识别点和线，分别命名为 1剖面-2

矿体-尖灭到线、1剖面-1矿体-尖灭到点： 

 

图 7-6-31 尖灭到线/点 

2.  连接断面与储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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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连接断面 

断面创建完成后，利用连接断面命令，将统一矿体统一储量级别的断面连接，就可以将断面之

间的关系确定。 

 

图 7-6-32 连接断面 

② 储量计算 

找到储量计算命令，选择红色的箭头，点击右键，输入体重和金属量计算方式

（1/100,1/1000000）,确定后，软件会报告断面储量，并将结果输出到 Excel表格中： 

 

图 7-6-33 储量计算 

注意：储量计算公式不是固定的，针对平行断面法、不平行断面法、尖灭到线、尖灭到点有不

同的公式。平行断面法中，两个断面面积相差大于 40%采用的公式与两个断面面积相差小于 40%时

采用的计算公式不同。每一种计算公式都符合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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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钻孔打印成图 

7.7.1 钻孔柱状图 

根据地质数据库的钻孔数据，添加柱状图内容后自动生成钻孔柱状图。 

操作步骤： 

① 打开专题示例/02钻孔数据库/04钻孔柱状图/地质数据库.mdb。 

② 运行【钻孔】→【打印成图】→【钻孔柱状图】，弹出对话框如下： 

 

图7-7-1 钻孔柱状图设置 

其中： 

配置文件：用于新建、打开或保存钻孔柱状图的配置文件。一般一个矿区设计一套配置文件。 

图纸设置：用于设定成图比例和钻孔柱状绘制范围。 

格式设置：用于设定标题栏的参数（长度单位是米）及勘探项目名称。 

钻孔选择：选择单孔或全部钻孔生成相应的柱状图。 

柱状图内容：对柱状图的现实内容进行配置，包括增加列、删除列和插入列。点击增加列或插

入列弹出对话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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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2 列属性设置 

注意：“数据库设置”下的4个选项是相互对应的，首先定义“绘制列的名称”，选择“绘制

类型”是与绘制名称和相关的“数据表”和“数据字段”选择的内容相对应，如果添加岩性柱状列，

数据字段应该择岩性名称。 

分组设置：就是把表名下的几个字段列归结到一个分组名下，相当于一行下面包含几列。操作

方式是在“柱状图内容”中通过“Shift”键选择希望合并的列，如“Au”和“Cu”两列，点击“分

组设置”，将弹出“钻孔柱状图分组设置”，并在选择的两组后在“分组名”上定义合并后的名称，

如“分析品位”。 

 

图7-7-3 分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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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分组设置在柱状图生成的结果是： 

 

图7-7-4 分组结果 

 

其他设置：点击其他设置，弹出对话框如下： 

 

图7-7-5 表头字段设置 

 

施工日期设置：对柱状图的施工日期参数进行配置。 

勘探线号设置：对勘探线号的参数进行配置。 

地层列宽：可选项，地层的列宽参数。 

③ 如果已有配置好的文件，可以加载进来。点击“钻孔柱状图设置”窗口的【配置文件】菜

单，选择【打开配置】，找到“柱状格式配置.glog”； 

 

图7-7-6 打开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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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选择“钻孔柱状图设置”窗口的【单孔】，点击确定，弹出对话框，选择想要生成的钻孔

编号，如ZK1108，  

 

图7-7-7 选择钻孔 

点击确定，自动打开一个新的3DMine图形窗口生成柱状图： 

 

 

图7-7-8 钻孔柱状图 

注意：岩性花纹的设置是在“钻孔→钻孔显示→定义钻孔显示风格”下对不同的岩性名称进行

定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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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9  定义岩性花纹 

如需要自定义岩性图案名称，可以打开3DMine的安装目录下\common\pat\custom_pat文件夹用

记事本打开，修改相应编号的岩性名称，保存后重启软件即可实现。 

7.7.2 剖面出图 

利用 3DMine 软件可以快速准确的进行剖面出图工作。剖面图元素包括钻孔数据、矿岩边界线、

剖面坐标网、小平面图、矿段组合样数据等。下面介绍如何添加这些元素到剖面图上。 

1.打开“3DMine 安装目录/demo/金属矿山示例”文件夹。将“00_数据库.mdb”连接到 3DMine

软件，显示数据库：图案选项卡选择化验表-TFe,样槽显示为是；文字选项卡选择化验表-TFe；品

位组合选项卡选择圈矿品位组合：TFe→50；最小可采长度：1；夹石剔除厚度：2；其他按照默认

设置。 

2.利用【钻孔】→【块段圈定】→【手工矿段圈定(穿鞋带帽法)】，对每个钻孔内提示为矿的

部分进行矿体圈定。具体步骤可以参考传统储量计算章节中矿段圈定中手工圈定矿段部分。 

3.将 03_勘探线 .3ds、 01_原始地

表 .3dm 、 08_ 矿体线 .3ds 文件调入到

3DMine 软件中。08_矿体线.3ds 即矿岩边

界线，圈定矿岩边界线需要按照相关地质

规范要求进行，本节直接利用 08_矿体

线.3ds 文件，不在介绍圈定过程。沿 03_

勘探线.3ds 切割剖面，留下实体线： 

 

图 7-7-10 切割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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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剖面坐标网 

剖面切割原始地表后留下地表线，可以将地表线，在钻孔左右两侧适当位置打断。选择剖面坐

标网命令，设置 XYZ 坐标网间距，如只显示 X 轴坐标，可以将 Y 轴坐标设置大一些，如 10000 米，

这样 Y 轴会 10000 米出现一次： 

 

图 7-7-11 剖面坐标网 

确定后，选择打断后的地表线，下拉至钻孔孔底最深处结束： 

 

图 7-7-12 绘制剖面坐标网 

5.剖面小平面图 

选择剖面小平面图命令，设置剖面前宽、剖面后宽、间隔 X、间隔 Y、文字高度、添加附加线

文件。附加线文件为原始地表等高线。可以利用表面文件—等值线—DTM 等值线，对原始地表.3dm

生成等高线文件后，保存为 01_原始地表等高线.3ds。如有原始等高线，直接添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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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13 小平面图 

确定后，捕捉剖面坐标网的左下角，滑动至右下角后结束。这样便得到了该剖面的小平面图： 

 

图 7-7-14 绘制剖面小平面图 

6.添加矿段组合样数据 

【钻孔】→【矿段圈定】→【输出表格】命令：选择圈定的矿段，会将矿段组合样数据输出到

Excel 表格中，并会在图形区域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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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15 添加矿段组合样 

7.其他设置： 

    经过以前步骤，剖面的主体元素已经添加完毕，下一步工作是添加图案填充，文字美化、图签

图例等内容的填充。均可以在 3DMine 中完成，也可以在第三方制图软件中（AutoCAD 或 MAPGIS）

设置，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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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表面模型 

本章要点 

 生成DTM表面 

 裁剪DTM表面 

 线扩展到DTM面 

 由DTM、散点创建等值线 

 创建三维面模型 

 网格估值、网格数学计算 

 网格数学计算 

 断层建模 

三维模型的表述包括了表面模型（DTM）和实体模型(Solids)，所表达的几何体信息为“表面

模型”是利用空间散点或线通过三角网构建的表面，具有了一定的轮廓，可以产生诸如阴影、消隐

和渲染等效果，但模型中缺乏几何形状体积的概念，常见的表面模型有地表模型、露天坑现状模型、

断层面模型、层状模型的顶底面、地下水面模型等；“实体模型”则是一个封闭的几何体的空壳，

几何表面构成了一定的体积，形成了几何形状的体的概念，常见的实体模型有矿体模型、地层模型、

坑道模型、采空区模型以及建筑物模型等。 

8.1 生成 DTM 表面 

利用开放线、闭合线或高程点都可以生成DTM表面模型。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开放线或高程点生成DTM 

例如，在图形工作区打开专题示例/03表面模型/01生成DTM/02_处理中间文件.3ds，这是经过

赋高程后的等高线文件，选择菜单【表面】→【生成DTM表面】，弹出生成DTM参数对话框，如图所

示: 

在数据源部分可以选择要生成DTM表面的对象信息，可以选择指定层、屏幕可见对象或选择集

对象，在下面部分选择生成DTM表面的参数，点击确定，即完成了DTM的生成（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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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 生成DTM参数 

 

图8-1-2 不同视角下的地形表面 

2. 闭合线内生成DTM表面 

闭合线也可以用上面的【生成DTM表面】命令生成DTM表面模型，但是如果闭合线内还嵌套有其

他闭合线，想要做成中空的表面，就需要用到【闭合线内生成DTM】功能了。 

例如，图形区有两条多边形闭合线（如图所示的原图），小闭合线嵌套在大闭合线里面，只做

环形部分的表面模型，选择【表面】→【闭合线内生成DTM】功能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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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 多边形内创建DTM 

勾选【生成内空的面】，点击【确定】，根据状态栏提示，选择外侧的闭合线，软件自动判断

闭合线，生成环形面。如果不选择这项，则小闭合线内部也生成DTM面。 

  

图8-1-4 闭合线内生成DTM面 

8.2 线扩展到 DTM面 

本节通过一个公路设计的实例，来学习【线扩展到DTM面】和【闭合线裁剪DTM】功能。 

准备数据：专题示例/03表面模型/04公路设计/00中线.3ds和01原始地表.3dm 

操作步骤： 

① 打开“00中线.3ds”文件，运用【工具】→【线的操作】→【中线扩展】功能，将线条左

右扩展20米形成公路路面（如图所示）； 

② 打开“01原始地表.3dm”文件，将中线隐藏，运用【表面】→【线扩展到DTM面】功能，弹

出“线条扩展至DTM面”窗口（如图所示），设置线向上或向下扩展时的坡面角，准备将公路边界

线按照设置的坡度扩展到表面上。点击【确定】后，根据状态栏提示先选择边界线，点击右键执行

选择，再点击表面，可以看到边界线扩展到表面上（如图所示的蓝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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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1 扩展中线成公路路面                  图8-2-2 线条扩展至DTM表面设置 

    

图8-2-3 线扩展至DTM表面                         图8-2-4 生成公路表面 

③ 为了便于点选线条可将地形表面暂时隐藏（点击层浏览器实体层切换显示隐藏状态，或者

选择地形表面后点击鼠标右键菜单中的对象隐藏），图形区只留下中线和扩展的线，用【闭合线内

生成DTM】功能，不勾选“生成内空的面”，选择外侧扩展的边界线，此时图形区未见生成的DTM，

是因为刚才将层浏览器下的实体层隐藏了，重新显示实体层便可看到初步的公路DTM面，换个颜色

区分（如图所示的绿色DTM面）。 

④ 观察上图中局部位置公路上面还覆盖地表，需要裁剪掉多余的部分。选择【表面】→【闭

合线裁剪DTM】功能，弹出“面裁剪”对话框，选择“保留外部”，表示将线内部的DTM面去掉，保

留线外部的DTM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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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5 闭合线裁剪DTM 

⑤ 点击【确定】后，根据状态栏提示先选择扩展的线条，再选择地形表面，将覆盖公路的部

分地形DTM裁剪掉，至此公路设计完毕。 

 

图8-2-6 完整地形与公路 

对于【点线落在DTM面上】的功能具有更加灵活的应用，比如将空间散点或线垂直投影落在起

伏的地形表面上（这一点与扩展功能不同），异常线落在地表上从而使得相关的线或点与空间相关

联。此时，对于线条落在地表面上是需要考虑是否增加新的点确保线条与地形起伏的一致性。 

8.3 创建等值线 

等值线是制图对象某一数量指标值相等的各点连成的平滑曲线。以相等数值点的连线表示连续

分布且逐渐变化的数量特征的一种图型就是等值线图。 

3DMine的等值线功能包括：DTM等值线（等高线），散点等值线和厚度等值线。重点讲一下DTM

等值线和散点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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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DTM等值线 

在DTM上显示等值线，可以更形象的显示出一些数量的变化特征（如高程和异常值）。 

准备数据：专题示例/03表面模型/06等值线/03_DTM表面.3dm 

操作步骤： 

调入DTM表面文件，运行【表面】→【等值线】→【DTM等值线】，然后左键点击选择一个要生

成等值线的DTM表面，弹出“DTM等值线”对话框： 

 

图8-3-1 DTM等值线设置 

其中： 

数据源：可以选择Z值（即等高线）或其他属性值作为等值指标。 

最大值：所选字段的最大值，选定“数据源”后该值由软件自动给出。 

最小值：所选字段的最小值，选定“数据源”后该值由软件自动给出。 

开始值：预设的开始生成等值线的起始值。 

结束值：预设的生成等值线的结束值。 

圆滑线：选择生成等值线的圆滑方式。 

步距：预设的需要显示的等值线间的间隔。 

次曲线数目：指的是在设定的步距内，显示的等值线条数。 

输出到打印程序：将生成的等值线发送的3DMine工程制图软件中，用于浏览、打印等。 

文字高度：等值线标注文字的字体高度。 

标注间隔：同一条等值线上两相邻标注文字的间隔大小。 

颜色填充：按照不同的值范围将区域填充颜色显示。点击【色带】设置不同的区间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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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2 色带设置 

参数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如果不选择【输出到打印程序】，将在图形区地形表面上显

示等值线和色带（如图所示，隐藏地表模型）： 

 

图8-3-3  DTM等值线和颜色填充 

如果选择【输出到打印程序】，将弹出3DMine工程制图界面，在二维平面显示等值线和色带，

可以用于编辑出图。 

 

图8-3-4 输出到打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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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散点等值线 

由散点直接生成等值线。 

准备数据：专题示例/03表面模型/06等值线/01_原始散点.3ds 

操作步骤： 

在图形区调入散点文件，运行【表面】→【等值线】→【散点等值线】，弹出“散点等值线”

对话框： 

 

图8-3-5 散点等值线设置 

数据源：可以选择Z值或其他属性值作为等值指标。 

最大值：所选字段的最大值，选定“数据源”后该值由软件自动给出。 

最小值：所选字段的最小值，选定“数据源”后该值由软件自动给出。 

X方向最大值：生成等值线的X方向范围的最大值，选定“数据源”后可由软件自动给出一个建

议值。 

X方向最小值：生成等值线的X方向范围的最小值，选定“数据源”后可由软件自动给出一个建

议值。 

Y方向最大值：生成等值线的Y方向范围的最大值，选定“数据源”后可由软件自动给出一个建

议值。 

Y方向最小值：生成等值线的Y方向范围的最小值，选定“数据源”后可由软件自动给出一个建

议值。 

X方向取样间距：生成等值线的X方向范围内取样的间隔。 

X方向取样点数：生成等值线的X方向范围内取样点数，选定X方向最大值、最小值及取样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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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软件自动给出。 

Y方向取样间距：生成等值线的Y方向范围内取样的间隔。 

Y方向取样点数：生成等值线的Y方向范围内取样点数，选定X方向最大值、最小值及取样间距

后由软件自动给出。 

其他选项类似于【DTM等值线】设置。 

按照上图设置好参数后，不选择【输出到打印程序】，点击【确定】，在图形区自动生成散点

等值线和色带（如图）。 

 

图8-3-6 散点等值线及色带 

8.3.3 厚度等值线 

厚度等值线可以更形象的显示出厚度的变化特征。 

1.命令格式 

命令：dtmwidth 

菜单：【表面】→【等值线】→【厚度等值线】 

图标：  

2.操作步骤 

① 调入3DMine安装目录/demo/煤炭矿山示例文件夹中03_A煤顶板.3dm和04_A煤底板.3dm，运

行该功能，弹出DTM厚度等值线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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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7 厚度等值线 

② 选择参数如上所示，点击确定，然后框选DTM对象后右键确定，弹出DTM等值线对话框： 

 

图8-3-8 等值线绘制参数 

○3  根据需要填写参数，点击确定，生成改煤层的厚度等值线如下图所示： 

 

图8-3-9 厚度等值线结果 



第 8 章 表面模型 

200  

 

8.4 两 DTM 之间交线 

生成两个DTM之间的交线。 

1.命令格式 

命令：dtml 

菜单：【表面】→【两DTM之间交线】 

图标：  

2.操作步骤： 

在图形区调入两个相交的面模型文件，选择该功能，根据状态栏提示，依次左键单击两个DTM，

生成交线（如下图所示，操作后图中的黑色线)： 

 

图8-4-1 两DTM之间交线 

 

8.5 生成 DTM 边界线 

用于生成DTM表面模型的边界线。 

1.命令格式 

命令：dtmb 

菜单：【表面】→【生成DTM边界线】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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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图形区内调入一个DTM面，选择该功能，根据状态栏提示，点击DTM面后，边界线生成。如下图

所示： 

 

图8-5-1 DTM边界线 

8.6 网格估值 

   散点数量不多时，生成的DTM面比较突兀，利用网格估值就可以对散点按照一定的插值方法进行

估值内插点，利用这些点生成DTM表面模型就比较圆滑了。 

准备数据：示例数据/03表面模型/05三维面模型/00样品点.3ds 

操作步骤： 

① 将样品点.3ds文件调入图形区，运行【表面】→【网格估值】，弹出创建网格对话框： 

 

图8-6-1 网格估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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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数据源：选择要估值的数据源，如X值、Y值、Z值及其它属性值。 

统计：将数据源信息进行统计，并在图形工作区显示统计柱状图。 

插值方法：可以选择克里格法或距离幂次反比法进行网格估值。 

高级设置：可以在弹出的次级框中对克里格法或距离幂次反比法的参数进行设置。 

断层线约束：可以选择一个断层线文件进行约束，在生成的DTM表面模型中生成断层（目前仅

对正断层进行处理，逆断层情况还需手动处理）。 

数据范围：软件自动判断出网格估值的平面范围，间距可以根据情况自定义，XY间距越小，插

值越精确。 

生成点和面：网格估值计算完成后在图形工作区生成网格点和DTM表面。 

生成三维面模型：网格估值计算完成后在图形工作区生成三维面模型。 

 ② 根据示例数据情况，选择数据源Z，选用克里格插值方法，使用断层线约束，在“断层线

约束”对话框中点击文件，找到断层线文件，设置X、Y间距为5，分别实现生成点和面，生成三维

面模型。 

 

图8-6-2 断层线约束 

 

图8-6-3生成点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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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4 生成三维面模型 

     

在3DMine二维状态下，在生成的三维面模型上双击，弹出“三维面模型”对话框，在【图形显示】

选项卡下可以设置模型的颜色、图例、底面等；【高级运用】选项卡还可以设置等值线、标注文字

和绘制流水方向。 

  

图8-6-5 设置三维面模型图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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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6 设置三维面模型高级运用 

         

如下图所示，为设置等值线和流水方向后的三维面模型图： 

 

图8-6-7 设置等值线和流水方向后的三维面模型 

 

8.7 三维面模型 

该功能是将DTM表面模型生成三维面模型。 

1.命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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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surfer 

菜单：【表面】→【三维面模型】 

图标：  

2.操作步骤： 

在图形工作区调入一个DTM表面模型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8-7-1 表面文件 

 

运行该功能，左键点击要创建三维面模型的DTM，右键确定，所选择DTM就生成为三维面

模型： 

 

图8-7-2 三维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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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断层建模 

断层模拟是通过对断层参数的设置，实现断层在三维空间上的建立模型。 

1.命令格式 

命令：fltmdl 

菜单：【表面】→【断层建模】 

2.操作步骤： 

调入一个煤层（或其它岩层模型）与断层面模型，单击该功能，设置参数，依照软件界面右下

方的提示点选，右键之后鼠标左键单击断层面，就可以生成断层模型。 

 

图8-8-1 断层建模前 

  

图8-8-2 断层建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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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实体模型 

本章要点 

 连接和编辑三角网 

 混合剖面建模 

 实体编辑与验证 

 实体体积 

 实体网格 

 实体工具 

实体模型是一个空间三维三角网连接而成的包络体，是用来描述三维空间的物体，比如矿体，

巷道，采场，采掘带等，是3DMine三维模型的基础。 

一系列在线上的点连成内外不透气的三角网，三角网又构成一系列相邻的三角面，由这些三角

面包裹成内外不透气的实体。这些三角网在平面视图上肯定有交叠，但在三维空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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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邻的三角面，任何三角面的三个顶点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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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M表面模型与的共性和区别是： 

1.实体模型封闭，有内外之分；表面模型不封闭，有上下之分；两者都可以用来空间约束。 

2.实体模型可快速计算体积和表面积；表面模型只可计算面积。 

3.实体模型和表面模型都可以在任意方向上切剖面。 

4.实体模型之间，表面模型之间，实体和表面模型之间都可以进行逻辑运算，即交、并、差运

算。 

9.1 连接三角网参数配置 

连接三角网前，可以对连接三角网的算法、是否使用控制线、是否进行自相交检测、是否使用

分区连接等参数进行配置。 

选择【实体】→【连接三角网参数配置】功能，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其中各项含义为： 

最小表面积：尽量使连接的所有三角网表面积最小； 

等角度：尽量使每个三角网的外接圆半径相等； 

距离等分法：尽量使距离比值相近的线段相连； 

这是不同的三角网连接的算法，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根据实际数据特点确保合理成功连接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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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 

使用坐标转换：当空间中两个或多个需要连接三角网的点线有错位时，连接的三角网往往不准

确，这时需要使用该功能，程序会将错位的点线拉近到投影面上，有很多相对应的点时连接三角网，

再将其移动到原始的位置，这样连接的三角网不会产生扭曲的状态； 

使用控制线：对于复杂的矿体，连接三角网时需要用户自行控制点与点之间的连接； 

自相交检测：检测连接三角网时是否产生自相交。如果不选择检测，可以确保任意线段之间能

够连接成功； 

使用分区连接：该功能与分区线一起使用，创建分区线后，选择该命令，连接三角网时将开启

分区连接； 

控制线/分区线来源：有两种来源方式，控制线在屏幕显示区域还是在图形区显示区域； 

图形区可见对象：图形区内可见的所有控制线都参与三角网连接； 

屏幕可见对象：只有屏幕可见的控制线参与三角网连接，超出屏幕以外的控制线不参与地质建

模。 

 

图9-1-1 连接三角网参数配置 

9.2 连接三角网 

连接三角网是简单又有技巧的操作，在闭合线之间、闭合线内、开放线到闭合线、开放线之间、

线到点、单个三角形都可以连接成三角网，形成矿体表面形态，对于复杂的矿体线还需要借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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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分区线进行辅助连接。 

下面用3DMine专题示例/04实体模型/01三角网操作/01_矿体线.3ds文件，演示几个主要的连三

角网方法。 

9.2.1 闭合线之间连三角网 

操作步骤： 

① 在图形区调入矿体线文件，选择【实体】→【连接三角网】→【闭合线之间连三角网】，

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9-2-1 输入体号或名称 

体号：为了区分不同的实体名称或编号，不同的实体号有不同的颜色。设置体号颜色在【系统

设置】图元默认值这一选项卡中。在此我们可以任意输入一个新的体号比如8或实体名字。 

② 根据状态栏提示，左键依次单击2根线，线段变为虚线，并且线之间连接起三角网，这些三

角网被填充了颜色，形成光滑的表面，效果如下： 

 

图9-2-2 闭合线间连接三角网 

③ 在没有按Esc键或点击鼠标右键结束连接三角网之前，鼠标呈 状态，只需要连续点击多

根线段，就可以依次连接多个三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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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闭合线内连三角网 

如果线段之间三角网已连好，但两端是开放的，需要进行末端封闭，就用到“闭合线内连三角

网”的命令，将首末两端的闭合线填充三角网。 

操作步骤： 

① 矿体线文件的所有闭合线之间连接三角网后，只首末端开放，效果如下： 

 

图9-2-3 矿体模型首末端开放 

② 运行菜单【实体】→【连接三角网】→【闭合线内连三角网】，弹出输入体号的对话框，

如输入体号2，以便区分8号实体（闭合线之间连接的红色三角网）。 

③ 分别单击首末端的闭合线，闭合线内连接了三角网（蓝色），如下图所示： 

 

图9-2-4 闭合线内连三角网 

9.2.3 局部连三角网 

连接两闭合线之间的部分区域，对两个相邻剖面的矿体线分部分连接三角网。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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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图形工作区调入所需连三角网的线文件，如图所示： 

 

图9-2-5 矿体线条 

② 运行该功能，弹出对话框： 

 

图9-2-6 实体名称 

③ 输入体名称，点击确定后，先后选择两矿体线的部分区域，生成局部三角网： 

 

图9-2-7  局部连三角网 

9.2.4 闭合线到开放线连三角网 

建立矿体模型时，只在已有的剖面图中提取矿体线，可能是不准确的，而剖面图以外的区域是

未知的，这就需要根据地质师的经验，可以将矿体尖灭到点或线。下面示例演示的是尖灭到线。 

操作步骤： 

① 图形区有矿体线和一条开放线，运行【实体】→【连接三角网】→【闭合线到开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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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要创建的新体号，如输入3； 

 

图9-2-8 闭合线和开放线 

② 然后根据状态栏提示，分别单击闭合线和开放线，在闭合线和开放线之间连接了三角网，

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9-2-9 闭合线到开放线连三角网 

9.2.5 使用分区连接 

对于两个剖面矿体界线的变化较大以及出现分枝复合的情况，在剖面间连接矿体模型时往往是

需要人工干预，增加分区线或控制线，从而保证矿体模型的合理性。在实际操作时，这一部分是比

较难的，需要有较好的空间理解能力，同时需要对矿体的特征如分枝复合规律有所了解，这也是为

什么只有在地质师的理解下才能完成的工作。 

操作步骤： 

① 如下图示例中的剖面矿体线有明显分支（一分为二）和复合形态变异特征，需要将一个剖

面线用分区线合理分开，打开【捕捉】命令，绘制的直线两端要求捕捉到矿体线上，也可以利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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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体工具】--【创建分区线】命令，捕捉到矿体线分区位置。本例以创建分区线添加的分

区线为说明示例： 

 

图9-2-10 添加分区线 

② 将实体模型的工具图标调出，点击工具栏图标“使用区域”功能， ，或者在菜

单【实体】→【连接三角网参数配置】窗口中，选择 。如果是空间进行分支，将在“实

体→实体工具→创建分区线”功能中介绍。 

③ 再选择【实体】→【连接三角网】→【闭合线之间连三角网】功能，分别连接分支上部与

分区线上部，分支下部与分区线下部，如图所示，用两种体号区分。 

 

图9-2-11 使用分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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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扩展外推线/体 

按照设置的方位角、倾角和距离等外推线，并且可以封闭形成实体。 

命令：【实体】→【连接三角网】→【扩展外推线/体】 

操作步骤： 

调入矿体线.3ds文件，选择该命令后，根据状态栏提示，选择需要外推的线条，在线条上出现

两个箭头，分别指向线条两侧，并且弹出“外推连三角网”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9-2-12 外推连三角网                         图9-2-13 外推线并封闭实体 

缩放面积比例(%)：外推线段与原始线段的比例。 

外推一侧/另一侧距离：设置线段在不同方向上外推的距离。 

扩展方向：针对设置的方位角、倾角，选择一侧、另一侧或两侧的扩展方向。 

封闭外推段：将外推线段进行闭合线内连三角网。 

如上图设置两侧均外推40米，缩放面积比例100%（即不缩放），按照默认方位角为223.48，倾

角为0，封闭外推端，显示效果如图所示。 

9.2.7 开放线到开放线 

两条开放线之间连接三角网。 

操作步骤： 

运行该命令后，输入要创建的新体号，依次选择两条开放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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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14 开放线和开放线 

9.2.8 线到点 

把一条线和一个点之间连接三角网。 

操作步骤： 

运行该命令后，输入需要创建的体名称，根据状态栏提示，分别单击需要连接成三角面的线条

和点，点和线之间就连接了三角网： 

 

图9-2-15 线到点连接三角网 

9.2.9 单个三角形 

通过选择三个点连接三角网。 

操作步骤： 

运行该功能，输入新的体名称，根据状态栏提示，依次选择需要重新连接三角网的三个点（如



第 9 章 实体模型 

216  

点1、2、3），三个点连成一个三角网，如黄色三角片所示： 

 

图9-2-16 单个三角形 

9.2.10 定位外推剖面 

命令：【实体】→【连接三角网】→【定位外推剖面】 

操作步骤： 

①� 择该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9-2-17 外推剖面 

② 设置好剖面距离后，点击“确定”，状态栏提示： ，选择线条

后 ， 在 所 选 的 线 条 上 将 显 示 两 个 方 向 箭 头 （ 如 下 图 所 示 ） ， 此 时 状 态 栏 提 示 ：

，点击选择所建剖面的方向，剖面将呈灰色显示，如下图所

示，然后就可以在所创建的剖面上进行绘制图形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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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18 绘制剖面线条 

9.3 混合剖面建模 

混合剖面建模可以处理非平行剖面，也可以处理平行剖面，但其优点主要还是处理非平行剖面，

特别在处理相交剖面上，有非常好的效果。（下图示意） 

 

图 9-3-1  复杂剖面的建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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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用3DMine里专题示例/04_实体模型/10_交叉剖面文件夹中的一些数据演示该命令的操作。 

9.3.1 线段平面加点 

使用命令【实体】→【混合剖面】→【线段平面加点】，会弹出下面对话框： 

 

图 9-3-2 平面交叉点设置 

参数选择： 

① 自动计算平面：根据选择的闭合线段自动计算每个线段法平面，如果闭合线不共面，

则计算平均法平面，最后计算线段在平面之间的交点。 

② 预定义平面：根据用户预定义的平面来计算线段在平面的交点。 

  

   图 9-3-3 三角形提示加点位置                      图 9-3-4 手工捕捉移动其中一点 

混合剖面在处理相交剖面时，需要剖面数据符合一定的规律，及剖面相交处边界必须有共

同的交点，这样，对数据需要进行平面加点预处理，以使原始边界符合其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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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5 闭合线必须在平面相交处有交点 

9.3.2 混合剖面建模 

使用命令【实体】→【混合剖面】→【混合剖面建模】，根据提示选中需要参与建模的闭合线

条，根据各闭合线段自动计算的平面，从而来创建实体。 

 

图 9-3-6 混合剖面建模选项框 

参数选择： 

① 角度容差：剖面设置内容，根据两平面法线角度容差来确定两个线段是否属于同一平面。 

② 距离容差：剖面设置内容，根据两平面的三维截距（即 D 值）容差来确定是否属于同一平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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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优化方法：实体连接算法，总有六种，具体如下：   

（a）网加密：外推加密算法，效果如下： 

 

图 9-3-7 网加密算法建模效果图 

参数： 

边长加密系数：三角网加密比率，越大网越密，默认为 1。 

(b)拉普拉斯光滑：按照拉普拉斯算法进行的网平滑，效果如下 

 

图 9-3-8 拉普拉斯光滑算法建模效果图 

参数： 

光滑次数：迭代次数，默认 50 

比例因子：迭代倍增因子，范围 0~1，默认 0.5 

(c) 伞形光滑：光滑算法一种，光滑面类似伞形面，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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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9 伞形光滑算法建模效果图 

参数： 

光滑次数：迭代次数，默认 50 

(d) 均匀光滑：光滑算法一种，光滑面比较均匀，效果如下： 

 

图 9-3-10 均匀光滑算法建模效果图 

参数： 

光滑次数：迭代次数，默认 50 

比例因子：迭代倍增因子，范围 0~1，默认 0.5 

（e）比例-伞形光滑：边长比例变化和伞形光滑算法结合的复合光滑算法，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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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1 比例-伞形光滑算法建模效果图 

参数： 

起始边长系数：边长变化起始系数，大于 0，小于截止边长系数，默认值为 0 

截止边长系数：变化变化截止系数，大于起始边长系数，默认值为 1.414 

光滑系数：同上 

迭代系数：伞形算法内部迭代系数，默认值为 10 

比例因子：同上 

(f) 细分光滑：均匀和拉普拉斯光滑结合的复合光滑算法，效果如下： 

 

图 9-3-12 细分光滑算法建模效果图 

④ 边界吻合：生成实体是否与约束边界吻合，如果是，则三角网与边界一致，如果否，则不

遵循原边界，选择否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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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3 边界不吻合示意 

⑤ 显示临时面：显示和关闭平面临时面开关。 

9.3.3 预定义剖面建模 

预定义剖面建模是处理闭合线段不共面情形，用户可以通过对闭合线段指定相应的法平面，从

而达到自定义处理的效果。 

预定义剖面建模有完整的菜单数据处理流程。 

（1）定义剖面： 

按当前剖面状态，对选定的线段进行剖面定义，注意，一定要在静态剖面下进行此操作，剖面

定义后，会显示相应的临时平面。 

 

图 9-3-14 定义剖面 

（2）清除剖面： 

清除已经定义好的平面，此清除操作是清除所有预定义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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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存剖面 

保存已经定义好的平面为后缀名.plane 的平面定义文件，以备下次操作时打开，  

（4）加载剖面 

打开已经定义好的.plane 的平面定义文件 

（5）剖面建模 

 

图 9-3-15 剖面建模选项框 

当预定义平面定义好或者已经加载，可以运行此菜单命令，参数与直接剖面建模相应参数功能

一致，处理效果也是一样，如下： 

 

图 9-3-16 预定义剖面建模处理结果 

（6）删除平面外三角形 

辅助工具，主要是指定平面一侧的三角片，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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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7 处理前后结果对比 

9.3.4 创建辅助剖面 

两个剖面相交叉，为了更好的表达，两个剖面所包含的矿体空间，可以利用辅助剖面功能，创

建一系列辅助剖面。找到 3DMine 安装目录/demo/专题示例/04_实体模型/04_复杂交叉，将中间相交

叉的线条保留，其余删除。选择创建辅助剖面功能： 

 

图 9-3-18 辅助剖面 

点击一条剖面线后，再选择点击另一条剖面线： 

 

图 9-3-19 创建辅助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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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编辑三角网 

【编辑三角网】是用来对已经连接好的三角网进行修改删除。方法包括：删除选择框内的三角

片、删除与橡皮线相交的三角片、删除连接在线上的三角片、删除单个线内的三角片、删除连接在

点的三角片、删除单个三角片和挪动依附在线上的三角网等。 

下面用3DMine里金属矿山示例/矿体线.3ds和矿体.3dm文件演示几个常用的方法。 

9.4.1 删除选择框内的三角片 

在图形区打开矿体线.3ds和矿体.3dm模型文件，选择【实体】→【编辑三角网】→【删除选择

框内的三角片】后，根据状态栏提示，在工作区拖动鼠标，形成一个矩形框，鼠标松开后，矩形框

与实体相交的区域将被删除，退出操作单击右键或按ESC键。 

   

图9-4-1 删除选择框内的三角片 

9.4.2 删除与橡皮线相交的三角片 

橡皮线是在图形区由鼠标拖动产生的虚拟的线。 

图形区中调入矿体线和矿体模型文件，选择【实体】→【编辑三角网】→【删除与橡皮线相交

的三角片】后，根据状态栏提示，在屏幕上拉一根线， 确定终点位置，点击左键后，删除与该线

相交的三角片，退出操作按ESC或单击右键，这时常用和有效的编辑方法。效果如下： 



3DMine 软件基础教程 

 

227  

 

图9-4-2 删除与橡皮线相交的三角片 

9.4.3 删除连接在线上的三角片 

这里的线是指建立矿体模型时，用于连接三角网的闭合线或开放线等。 

在图形区中调入矿体和矿体线文件，选择【实体】→【编辑三角网】→【删除连接在线上的三

角片】后，根据状态栏提示，选择一条矿体线（如单击上面第三根线），左键单击后，与该线相连

的两边的三角片全被删除。 

 

图9-4-3 删除连接在线上的三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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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合并三角网 

在连接三角网时，可能会创建不同的体号以示区分，用【合并三角网】命令，就是将不同体号

的三角网合并为一个实体号文件。 

操作步骤： 

① 如图矿体模型文件，该矿体模型由不同体号的三角网组成； 

② 选择【实体】→【实体编辑】→【合并三角网】命令，输入新的体号，选择是否优化/验证

实体；  

③ 选择需要合并的部分，这时选择的部分呈虚线显示，右键单击即可完成合并。如果选择【优

化/验证实体】将弹出验证结果，查看是否有开放边、自相交和无效边，若实体没有通过验证说明

连接三角网有逻辑错误，需要检查。 

 

图9-5-1 合并三角网为实体 

同理：可以将合并后的两个单独的不连通的实体分离开来，使用【实体】→【实体编辑】→【分

离不连通三角网】命令，将两部分分离后即可。比如，矿体和夹石做为两个单独连接的实体，但是

在运行“合并三角网为实体”命令时，往往会将全部三角网框选，造成矿体和夹石合并为一个实体

文件无法单独编辑，这时可以用“分离不连通的实体”命令，将两个实体分开。 

9.6 实体验证与优化 

如果组成矿体模型的各三角面存在自相交、无相邻边、重复边和无效边，则该矿体模型实体不

是一个有效的实体，无效的实体不能进行计算体积、空间约束、逻辑运算等。无效实体可以通过编

辑使其符合各约定，才称得上有效实体。 

自相交边：三角面产生相交，不符合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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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边：实体中发现有三角面无相邻边，即内外不封闭。 

重复边：两个三角面连接了相同的三个点。 

无效边：一个三角网的边有两个以上的相连边。 

调入矿体模型，选择【实体】→【实体验证】→【验证实体】命令后，单击左键选择需要验证

的矿体，此时矿体成三角网状，单击右键执行验证，弹出验证窗口，如图所示： 

  

图9-6-1 实体验证                          图9-6-2 优化实体后通过验证 

实体存在开放边，不是有效实体，需要进一步编辑优化。 

运用【实体】→【实体验证】→【优化实体】后，软件自动处理了开放边，实体通过验证，成

为有效实体。 

9.7 实体体积 

有效的实体可以计算实体体积。运行【实体体积】命令后，弹出实体体积报告对话框： 

 

图9-7-1 实体体积窗口 

选择有效性检查，同时考虑是否含有多个实体进行报告，也可按高度分类报告，可以设置步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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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表达式，比如0，300，100，表示从高度0米到300米，每100米步距计算一次体积。输出方式可以

选择MS Excel或Notepad写字板。点击【确定】，左键单击所要查询的实体，点击右键执行计算，

生成实体体积报告： 

 

图9-7-2 实体体积报告 

9.8 实体网格 

实体网格是快速实用的实体体积计算方法之一，是用来对于任意封闭的包络体计算体积，减少

了只有验证通过的实体才能得到体积的限制。另外还可以计算平均厚度。原理是将实体投影到XY面，

每隔一定的步距绘制一个点，用来记录厚度，由若干表示厚度的网格点最后形成厚度面模型。 

操作步骤： 

① 调入一个有效的矿体模型，运行【实体网格】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下： 

 

图9-8-1 实体网格体积/等厚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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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步距：在X和Y方向上每隔几米显示一个点，由这些点连接成网格（与矿体模型规模相关）。 

绘制网格点：在图形区显示网格点。 

绘制网格面：在图形区显示网格面。 

绘制充填线条：为实体内部充填线条 

绘制厚度统计：统计每个网格点的厚度以及平均厚度，并且以直方图的形式表达出来。 

最小可采厚度：低于设置的数值将不参与计算。 

② 参数设置确定后，单击实体模型，图形工作区显示出实体网格和实体等厚统计参数，如样

品点数、最大最小值和变异系数等。信息栏显示计算的网格体积和平均厚度，效果如图。 

③ 在图形区左侧柱状图区域点击右键，可以设置修改参数、隐藏、保存为图片等。从弹出快

捷菜单中选择【修改参数】，弹出“基本统计参数”对话框，如图，可以设置柱状图的宽度、高度、

绘制累积频率等。 

 

图9-8-2 实体等厚面及统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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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3 基本统计参数窗口 

9.9 实体工具 

实体工具是3DMine软件中特有的实体编辑和处理的实用功能，其中有辅助连接三角网，有实体

延伸应用，也有快速形成实体的等功能。这里，我们将常用的几个功能简述如下： 

9.9.1 创建分区线 

连接三角网时，会出现一侧的两条闭合线与同一个闭合线连接，这时需要分区连接，否则连接

的三角网会交叉变形。 

命令：【实体】→【实体工具】→【创建分区线】 

操作步骤： 

① 例如，有如下线文件，一个闭合线需要连接到两个闭合线，显示点标记后显示如下。 

 

图9-9-1 需要分区矿体线 

② 要将上面的两条闭合线分别与下面的闭合线连接三角网，需要在下面的闭合线上建立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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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选择该功能，根据状态栏提示，在闭合线上依次点击两个点，此时可拉起一条弧形线段即为创

建的分区线： 

 

图9-9-2 创建分区线 

③ 连接三角网时注意：需要在【实体】→【连接角网参数配置】中选择“使用分区连接”才

能达到分区效果。另外，线之间连三角网时，先选择分区线一侧的两条闭合线连接，连接后单击右

键结束，然后再连接分区线另一侧的两条闭合线。 

先连接左侧三角网： 

 

图9-9-3 先连接左侧 

再连接右侧三角网： 

 
图9-9-4 连接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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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内插过渡线 

在相邻剖面或平面上的矿体界线可能因为间距比较大、形态有差异或者剖面间连接矿体时不能

利用有关探矿工程的见矿位置等情形下，创建的实体模型往往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或者不正确的。

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内插过渡段的方式加密形成剖面线，再进行修改此线段后连接成实体的手段，

会达到理想的建模效果。 

操作步骤： 

① 打开专题示例\04_实体模型\01_三角网操作\01_矿体线.3ds； 

② 选择【实体】→【实体工具】→【内插过渡线】命令，确认内插过渡段数目（一般根据剖

面间隔距离如3个），选择剖面4和剖面5；得到的结果如下： 

 

图9-9-5 内插过渡线 

③ 形成内插的剖面后，需要通过剖面切割后，对其进行剖面修改方可对矿体进行连接，这样

才能达到理想的连接实体的目的。 

9.9.3 点云生成实体 

① 打开专题示例\04_实体模型\04_实体工具\02_点云生成实体凸壳.3ds；选择点云生成实体

凸壳命令，选择图形区域内的点云： 

 

图9-9-6  点云生成实体凸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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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打开专题示例\04_实体模型\04_实体工具\03_点云生成实体外形.3ds；选择点集生成实体

外形命令，选择图形区域内的点云： 

 

图9-9-7  点集生成实体外形 

9.9.4 输出 FLAC3D网格 

功能描述： 

把合法有效的实体输出成 flac3d软件的网格文件，软件实现过程是实体的四面体化。 

参数描述： 

文件：flac3d网格文件名。 

最小径边比：四面体外接圆半径和最短边之比，比例系数要大于 1，默认-1为自由剖分。 

最大体积：四面体最大体积，默认-1为自由剖分。 

GROUP类型：每个实体对应的分组编号。 

子实体单独分组：如果实体内包含子实体，在分组编号内单独区分开。 

输出相对坐标：flac3d 不支持大坐标系统，输出的节点坐标序列会去掉坐标中共同的大值。 

合并三角网：实体相邻共面三角片合并边界，如果参数不选，实体里面包含的三角网边界会成

为四面体剖分边界。 

9.9.5 平行剖面生成实体 

功能描述： 

把一系列平行或者近平行的闭合线段，按照一定长度和宽度取样，通过等值面构模算法一次生

成实体。具有快捷、合理和准确的特点，是3DMine软件中非常实用的工具。 

文件：专题示例\04_实体模型\01_三角网操作\01_矿体线.3ds 

参数描述： 

剖面间距容差：闭合线段合并到一个剖面内的距离阀值（由于剖面上的点并非在一个平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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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值是需要保证下述的高度单元数与剖面数一致，不宜过大或过小。 

长度间隔：剖面上长度方向的网格间距（间距越大，模型越简单）。 

宽度间隔：剖面上宽度方向的网格间距。 

长度：指当前剖面范围内的长度距离。单元数即是长度/长度间隔值。 

宽度：指当前剖面范围内的宽度距离。单元数即是宽度/宽度间隔值。 

高度：指当前所有（框选）剖面范围内的总距离。剖面间距容差确定后，单元数自动确定。 

边界加密：闭合线段在场函数估值的是加密距离，加密值越小，实体边界跟闭合线段重合行越

小，生成时间更长，反之亦然。 

值比例：估值场函数体内外的比例，默认1表示点离线段最小距离，大于1表示内部值调整比例

大，特别是两组剖面之间收缩变形比例大；小于1表示外部值调整比例小。 

剖面处理： 

默认方法，按照原始剖面来生成。 

剖面对齐：线段的平均质心来对齐剖面。 

指定产状：指定的产状来对齐剖面，需要指定矿体走向方位和侧伏角。 

不同的剖面处理方法，生成的实体是不同的，通常质心对齐生成的实体更好一些。 

  

图9-9-8 平行剖面生成实体参数设置 

确定后生成的结果如下图： 

 

图9-9-9 平行剖面生成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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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块体模型 

本章要点 

 块体模型的创建、显示 

 块体模型的打开、保存 

 建立属性 

 块体模型赋值 

 块体模型报告 

当前矿业软件中引入块体模型概念是在空间上，在一定的范围内，确定一定尺寸的空间块体，

相对应的块体都有一个质心点，这样，在质心点上可以存储所有属性，所以说，块体模型实际上是

一个内容全面的数据库；同时，引进次级模块的概念，则是保证矿体边缘的块体尽可能地与矿体界

线（曲面）相一致，从而得到准确的报告值。与地质统计学相结合，是应用地质统计学方法对品位

分布进行估值，是块体模型的重要特点之一。由于品位分布是在资源中受地质因素控制而明显存在

的，从而形成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品位模型。 在资源储量估算中，利用块体模型可以准确地进行资

源量和品级报告。 

在创建块体模型时需要明确的几个概念： 

1.块体空间范围：尽可能建立的块体模型能够包含所有矿体以及采掘的岩石范围，以便可以计

算出矿岩量，而不仅仅是矿体范围。 

2.块体尺寸：通常情况下，块体尺寸的大小取决于矿体的类型、规模和采掘方式，例如，脉状

金矿或铜矿与层状铁矿的块体尺寸是不同的，并且露天开采与地下开采方式的不同，定义的块体尺

寸也是不同的。通常定义为最小勘探间距的1/4至1/5。 

3.次级模块：每个一定体积的长方体叠加构成了块体模型，然而，在矿体边缘（曲面），需要

对边缘块体进行分割成更次一级的子块，以期使得矿体边缘的块体更接近于矿体，从而保证了计算

的误差在许可范围之内。次级模块的分割是1/2
n
的几何级数进行，也不能太小。 

4.估值方法：通常根据矿床类型和样品数量来选择不同的估值方法。对于详查或勘探级别的矿

山而言，数据量往往不多，一般采用距离幂次反比或最近距离法，对于详细勘探和生产矿山来讲，

样品量比较大，可以进行变异函数分析确定哪种方法的使用。 

5.约束条件：块体模型的部分空间是块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都和一个记录相联，这个记录是以

空间为参照的，每个点的信息可以通过空间点来修改而并不仅仅是取决于其精确测量，空间参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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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额外的操作，空间操作的方式是在某个实体的内（外)、表面的上部或下部空间、可以按照

块体本身属性的大小等逻辑操作。这样便于计算出任意空间范围的矿量和品位。 

10.1 块体模型的建立和显示 

建立块体模型的前提是需要有建立好的实体模型以及了解矿体范围。以专题示例/05块体模型

/01块体模型操作为演示数据。 

① 将03_地形与采场(面约束).3dm和04_矿体(体约束）.3dm两个文件调入图形区，运行菜单

项 【块体】→【创建】→【建立块体模型】 或单击 ，将弹出以下对话框： 

 

图10-1-1 新建块体模型 

块体模型名称：用户可以为新建立的块体模型重新定义名称。 

最大最小坐标：由系统根据实体模型的尺寸自动提取的，这个坐标范围可以将矿体模型完全包

含在块体模型中。实际上还应根据矿区范围进行扩大。 

块体尺寸：块体尺寸与矿床类型、矿体规模、矿体的赋存特征、空间分布规律、开采方式、勘

探线网度等有关，一般为勘探线网度的1/4-1/5。 

次级模块：由于地质体一般是曲面的，通过规则块体充填到矿体内，会出现边部差异而导致计

算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入了次级模块的概念，即对标准块体尺寸按照等比例进行再次划

分的次级块体，这样可以和矿体边部尽可能能更好的吻合，使估值更为准确。次级模块的尺寸与矿

体的形态和厚度有关，一般为标准块尺寸的1/2
n
。 

注意：建立块体模型尺寸不宜太小，次级块小到一定程度，本次分级与上一次分级产生的块体

数据是几何倍增的，但块体总体积、估值品位值误差微小，万分之几甚至更小的差别对整体矿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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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②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弹出“块体模型显示”窗口，选择块体模型显示颜色和显示风

格，块体模型建立并显示出来，同时信息栏提示建立块体的个数，层浏览器显示块体图标和名称。

块体模型的后缀名为*.blk。 

 

图10-1-2 块体模型显示设置 

 

图10-1-3 显示块体模型边界 

注意：块体显示风格为“块体质心点”是提高块体运行速度的方法之一。 

10.2 块体模型的打开和保存 

在3DMine图形工作区每次只能打开一个块体模型。 

对于刚建立的模型，保存时将弹出“另存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输入模型名称，并选择

合适的文件夹进行保存即可。 

对于已建立好的模型进行添加属性或添加约束等操作后再保存，将出现如下提示对话框，询问

是否覆盖模型，若是，则将替换以前的模型，保存经过操作后的新模型；若否，即不覆盖模型，则

弹出“另存为”对话框，可保存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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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1 保存块体模型 

 

图10-2-2 询问是否覆盖 

10.3 添加约束显示 

新建的块体模型只是显示外部块体形态，我们还可以根据矿体的不同区域设置不同约束条件，

比如实体、表面、闭合线等多种条件进行约束显示块体模型。添加约束显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

过外部链接文件进行约束，可以在图层浏览器的块体模型点右键，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约束显示；

另一种可以在图形区域内直接选择文件进行约束。下面以实体和闭合线为例讲解。 

10.3.1 外部文件约束 

1.实体约束 

① 将块体模型.blk文件调入图形区并显示；  

② 运行菜单【块体模型】→【显示】→【添加区域显示】 或者在层浏览器块体模型名称位置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菜单中【添加约束显示】，弹出“块体约束引擎”对话框。 

选择“约束类型”为“实体”，点击“文件”找到要对块体添加约束的实体文件，比如04_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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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约束）.3dm；选择“内部”，表示块体将约束到矿体的内部；点击“添加约束”，将设置的

条件和文件添加到下面的空白区域，还可以将选择的约束条件作为区域文件保存。 

 

图10-3-1 块体约束引擎窗口 

约束类型：包括实体、表面、闭合线、块值和区域文件，选择不同的约束类型，其参数会自动

调整。 

约束组合：当约束条件达到2个或更多时，约束组合功能生效，可对约束条件进行交集和并集

的逻辑运算。 

点击【确定】后，效果如图所示，可以看到矿体模型被很多块体覆盖： 

 

图10-3-2 实体约束显示 

2.闭合线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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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05_分区线约束.3ds文件调入图形区域。选择【块体模型】→【显示】→【添加区域显示】，

在弹出的“块体约束引擎”对话框中选择约束类型为“闭合线”，点击“文件”按钮找到05_分区

线约束.3ds文件，选择“内部”，此处可以设置X、Y、Z任意一个坐标的范围，我们以Z坐标为例，

用默认上下限，即包括矿体全部Z值范围。点击“添加约束”，将约束条件和闭合线文件添加到空

白区域。 

    

图10-3-3 块体模型与闭合线 

 

图10-3-4 闭合线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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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5 不同视角下观察闭合线内实体 

如需要恢复到原始的全范围块体状态，在可以在图层浏览器的块体模型点右键，右键菜单中选择取

消所有约束命令： 

 

图10-3-6 取消所有约束 

10.3.2 图形约束 

同样的操作和约束类型，可以通过【块体】→【显示】→【添加三角网约束】进行实体约束和

表面约束；通过【添加闭合线约束】进行闭合线约束。先通过右键菜单将块体模型隐藏，将03_地

形与采场(面约束).3dm、04_矿体(体约束）.3dm、05_分区线约束.3ds三个文件调入图形区。 

1. 三角网约束 

【块体】→【显示】→【添加三角网约束】,在弹出的三角网约束对话框中，选择实体—内部,

确定后在图形区域框择矿体（可以将其他对象隐藏后选择矿体）点击右键结束，显示块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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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7 图形实体约束 

【块体】→【显示】→【添加三角网约束】，在弹出的三角网约束对话框中，选择DTM面约束

—保留上部，确定后在图形区域选择露天矿坑面，点击右键结束，显示块体后： 

 

图10-3-7 图形表面约束 

2. 闭合线约束 

【块体】→【显示】→【闭合线约束】，在弹出的线约束对话框中，选择约束类型选择保留内

部，方向选择XY平面，确定后在图形区域选择闭合线，点击右键结束，显示块体后： 

 

图10-3-8 图形闭合线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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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建立属性 

属性是图元本身固有的性质，比如比重、类型、元素品位等。一个块体模型可以有多个属性。

建立好块体模型以后，运行菜单【块体】→【属性】→【新建】或点击工具图标，将弹出“新建属

性”对话框： 

  

图10-4-1 新建属性 

输入属性名称、属性类型和默认值后，块体模型的新属性即被建立。 

默认值是对整个块体模型赋的初始值，真实值还需要用到【赋值】功能赋入实际值。新建的属

性可以在层浏览器块体模型位置查看。属性可以删除和更改名称。按照不同属性，还可以做基本统

计和数学计算。 

注意：属性类型分为整数、浮点数、实数和字符型，用户可以根据建立的属性数据类型进行选

择。 

10.5 赋值与块体着色 

3DMine提供的赋值方法包括：单一赋值、多边形投影赋值、实体体号赋值、最近距离法、距离

幂次反比法和普通克里格法。 

单一赋值：是给块体模型的全部小块分配一个单一的属性值。 

多边形投影赋值：用多边形中的属性值为其投影到块体模型部分的块体赋值。 

实体体号赋值：为不同体号的实体分别赋值。 

最近距离法：将距离某一单元块最近的样品品位作为该单元块的品位估计值。 

距离幂次反比法：指定的有效范围内样品的权重是根据距离待估块质心的距离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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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克里格法：使用不同克里格法以地质统计研究中的变异函数得出估值参数来进行块体估值

的方法求出所有块体中的属性值。 

其中，前三种赋值方法通常是为比重、类型等属性赋值；后三种是为某元素品位属性赋值。下

面以单一赋值和距离幂次反比法为例，分别为属性赋值。 

10.5.1 单一赋值 

在对矿体建立块体模型时，我们希望围岩和矿体的比重有所区分。首先，对整个块体模型建立

新属性时赋默认值为“比重=2.5”，“类型=岩石”，这时整个块体模型中每个小块的比重均为2.5，

类型均为岩石。下面对矿体部分进行单一赋值。 

① 运行菜单【块体】→【赋值】→【单一赋值】，弹出“块体赋值”对话框： 

 

图10-5-1块体单一赋值对话框 

②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单一赋值的属性，在“=”后面输入新的属性值，“比重=2.7，类型=

矿”。因为要对块体的矿体部分赋值，注意，不选“对当前显示的块赋值”。点击【确定】，弹出

“块体约束引擎”对话框： 

 

图10-5-2 实体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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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根据前面讲的“添加区域显示”一节内容，对块体模型添加实体约束限制。点击“文件”，

选择用来建立当前块体模型的矿体，然后在对话框中选择“添加约束”。点击【确定】后，块体模

型内部即被矿体约束且被赋上单一的比重和类型属性值。 

通过【块体】→【查询/提取】→【查询块信息】，点击块体任意部分，信息栏显示这个块的

块体大小、质心点坐标和属性。从显示信息看，围岩和矿体的比重和类型属性有了明显的区分。 

 

图10-5-3 查询块信息 

10.5.2 距离幂次反比法 

由于各样品点距待估单元块中心的距离不同，其品位对待估单元块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显然，

距离待估单元块越近的样品，其品位对待估单元块品位的影响也就越大。因而在计算中，离待估单

元块近的样品的权值应比离单元体远的样品的权值大。距离幂次方反比法就是基于这一原理形成的

估值方法。在此法中，一个样品的权值等于样品到待估单元块中心距离的N次方的倒数（1/d
N
）。具

体原理与算法看起来很复杂，计算量也很大，实际上这些工作是由软件程序来完成的，我们只需要

准备好相关的基础文件即可。从日常工作和地质规律来看，距离幂次反比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数据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在数据库内容中讲过，数据库中的品位数据是估值的数据源，

但不能直接应用，需要通过数据提取的方法形成样品点文件，其中每个点的属性即是提取的品位值，

只有这样，才可以进行估值利用。 

其二是对提取的数据需要进行基本统计分析，从而确定参与估值计算的数据分布特点和统计结

果，同时考虑特高品位的处理。 

第三是通过变异函数分析，确定用克里格法估值时，需要通过变异函数分析得出相应的估值参

数。 

操作步骤： 

①  我们用距离幂次反比法对块体模型中TFe的品位估值： 

运行菜单【块体】→【赋值】→【距离幂次反比法】或单击图标 ，弹出“距离幂次反比法

估值参数-第一步”对话框： 

距离幂次反比法估值的基本要领是了解矿体空间产状（矿体走向、侧伏角、倾向、倾角、矿带

长度、延深和厚度规模，这些参数是用于本估值方法的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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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4 距离幂次反比估值参数 

② 点击 ，在文件目录中找到样品点文件“04_品位组合样.3ds”；在估值字段中，

从下拉属性列表中选择要估值的字段以及对应属性；幂次一般选2，即为距离平方反比法；到样品

点最近距离、平均距离和样品点数目是指估值过程中要写入块体的值，如果建新属性时已经定义过，

可以从下拉列表中找到该属性；如果没定义，可以在此建立。导入参数是指导入经过地质统计分析

样品点后做出椭球体的主轴、次轴及其倾角、方位角和各向异性等变异函数的参数，格式为*.par

的文件。这些参数将直接输入到下步搜索椭球体参数表中。如果没有此文件，可以不选，在下面步

骤中再设置。 

③ 点击确定后，弹出“搜索样品参数-第二步”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10-5-5 搜索样品参数 

这一步主要是建立搜索椭球体用于搜索样品。通过地质统计分析样品点后，上一步导入参数，

该步骤中的搜索椭球体参数可以直接显示。如果没有这种分析参数，可以通过【块体】→【赋值】

→【创建搜索椭球体】，设置椭球体的方位倾角，模拟矿体形态，以便准确设置上面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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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搜索半径：能确保待估块在有效区域内搜索到需要的数据源；通常是选择勘探网度的2－3

倍。 

主轴：即矿体走向轴；次轴：矿体延伸（倾向）方向轴；短轴：矿体厚度方向轴，其比值决定

矿体的形态；一般矿体的长度和延伸差不多时，其主轴/次轴的比值为1；矿体越是扁状，主轴/ 短

轴的值越大。 

椭球体方位角：就是主轴方位角； 

主轴倾角：矿体走向的倾角即通常所说的矿体侧伏角； 

次轴倾角：即是矿体的倾角。 

次分块估值：是为了更精确的估值，将原块体再沿XYZ轴分块，使每个小块的质心点附上更精

确的待估点的值，比如X、Y、Z都是3，即次分成27个小块，相对于X、Y、Z都是1，明显增加了计算

时间； 

最少选择样品数：即在搜索范围内，选择参与估值的最少样品数，若在搜索区域内小于此数量，

待估块将无法估值； 

最多选择样品数: 即最多参与估值的样品数；这两个参数是与取样数量和密度有关，一般会考

虑用几组数据进行对比。 

每孔选择最多的样品数：即是估值时尽可能选取周边样品进行估值确保估计结果的合理性。如

果不加限制，可能在估值时某一个钻孔的样品数目即可满足上述数量要求而不再搜索其他的的钻

孔。因此，在限制每个钻孔参与计算的数量如5个，那么，这个钻孔工程号的名称则在上述组合样

品文件的属性字段里，如本文件的属性3显示的就是工程号。 

八分圆：将搜索椭球体分为8个区域，对于这些区域可以设置有效分区最少数目、分区内最少

样品数和最多样品数。当某区域中的样品数达不到设置的值时，将不对该区域进行估值。 

④ 参数设置好后，点击【确定】，弹出第三步“块体约束引擎”对块体进行条件约束，选择

约束类型为实体，并将矿体文件添加到约束区。（参考10.3.1 实体约束） 

⑤ 点击确定后，系统对块体进行距离幂次反比估值，最后弹出估值报告。 

用户可以运行菜单【块体】→【查询/提取】→【查询块信息】或者单击图标 ，查看任意块， 

Tfe值已经估算出来，并且也显示被估值的块到样品点的最近距离、平均距离和多少个样品点为块

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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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6 查询块信息 

10.5.3 块体按属性着色 

在建立了块体模型属性值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的属性为块体着色可以更清晰直观的查看、编辑

块体模型，对着色后的块体模型切剖面可用于工程出图。 

① 将上面示例中的块体模型.blk文件调入图形区，并添加区域显示（约束文件为矿体.3dm），

本例中我们对TFe的品位值分类着色； 

② 运行菜单【块体】→【显示】→【块体属性值着色】 或单击 ，弹出“块体模型着色”

对话框，在“着色字段”的下拉框中找到TFe，点击【获取属性值范围】，则系统自动获取块体模

型中TFe的品位值范围，显示于第一个颜色条后面，将这个范围可分为多个区间（不同矿种数据间

隔是不同的，一般是按照元素的边界品位、工业品位以及生产品位来确定）。 

 

图10-5-8 块体模型着色对话框 

如上图所示，对TFe属性划分为四个范围分别用四种颜色进行着色，在左侧块体模型的TFe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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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右键点击“插入图例”和“插入图表”，效果如下： 

 

图10-5-7  块体着色后 

在图例或图表上点击右键，可对图例或图表的参数和内容等进行修改。 

另外，在块体模型上沿勘探线方向拉一剖面，弹出“设置剖面参数“对话框，3DMine2011.6版

中新增加“打印品位”功能，即在块体网格中显示品位等多种属性，用于快速出图。 

 

图10-5-10 切剖块体 

选中“切割块体”后，“打印品位”功能启用，点击【设置】，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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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11 打印品位设置 

   选择需要显示的属性后，点击【确定】，效果如下： 

 

图10-5-12 显示块体内属性 

10.6 块体报告 

估值后的块体模型可以计算矿体的资源量并生成块体模型报告。 

操作步骤：  

① 把估值好的块体模型调入工作区后，运行【块体】→【块体报告】→【块体报告】，弹出

“块体模型报告”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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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1 块体模型报告设置 

在此对话框中可以对所生成的储量报告进行设置。 

列：指报告的主要内容，从属性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报告的属性。 

统计方法：包括平均值、累加值、累加值/100和累加值/1000000。平均值即加权平均值；累加

值是金属量；累加值/100和累加值/1000000是根据品位单位而定，如果单位是百分比，则金属量

/100，如果是金矿单位克/吨，则输出金属量为克，转化为吨时需要除以1000000。 

比重值：当没有设置比重属性值时，可以通过给定比重值计算。 

比重属性：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建立的代表比重的属性；在煤炭计算报量中，体积系数可用

于代表煤质参数中含煤率、含矸率等系数。 

分类报告中选择需要分类属性值。分类属性的设置会在报告中体现出属性值的分段性，使报告

更加清楚。 

分类范围的类型：枚举型、步距型、混合型。 

枚举型：数字之间以“；”间隔，如0；1；3；9，表示从0-1，1-3，3-9段的信息。 

步距型：数字之间以“，”间隔，如1，300，5，表示以1为起点，300为终点，5为步距的分段

信息。 

混合型：是以上两种类型的混合。 

② 设置好后点击【确定】，弹出“块体约束引擎”对话框，对报告的范围进行约束，可以是

矿体实体内部，也可以是约束文件的内部。本例中我们选择约束到矿体实体内部。确定后即可生成

块体模型报告Excel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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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2 块体模型报告 

至此，地质工作完成了从数据整理、提取矿体解译，矿体连接、品位估值和储量计算的全部工

作；这是一个矿山项目的基础，也是为后来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必需满足的条件，只有完成这些工作

之后，才能体现出三维矿业软件的使用价值。 

10.7 薄脉建模 

对于矿体厚度较薄，矿体延伸度较好的矿体，利用块体模型进行块体填充可以对矿体进行估值

并计算储量。也可以采用网格模型，对此类矿体进行填充，估值并计算储量。网格模型不同于块体

模型，对块体模型而言，矿体在同一投影位置可以填充多个块体，并用多个块体的累积值表示该矿

体位置的体积、矿量、品位等信息；对网格模型而言，矿体在同一投影位置只能填充一个网格，也

就是该网格在穿过矿体的前表面开始建立，穿过矿体的后表面结束，得到一个网格柱子，通过这个

网格柱子来表示矿体的体积、矿量、品位等信息。在图形区域内可以同时建立多个网格模型，但只

能建立一个块体模型。 

 

图 10-7-1 块体填充与网格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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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3DMine 安装目录—demo—专题示例—05_块体模型—07_薄矿脉建模文件夹，将 00_基

线.3ds和 01_26号矿体.3dm文件调入到 3DMine 图形区域。 

1、初始化参数 

初始化参数可以设置该矿体/矿段的中段位置信息，如 01中段，标高从 690，标高至 730。 

 

图 10-7-2 初始化设置 

2、创建网格模型 

网格模型的填充方向与矿体真厚度方向一致为最佳，本例中矿体纵向延伸较长，矿体厚度较薄，

所以网格模型填充方向应垂直于基线方向。可以沿基线切割剖面，在剖面状态下建立网格模型，这

样网格模型沿垂直于基线方向进行填充。不在剖面状态下，建立网格模型，填充方向为 Z值方向。

沿基线切割剖面，剖面的面前显示距离和面后显示距离都为 200m。选择创建网格模型命令，设置矿

区名称、矿段名称、矿体体重、网格大小（x间隔、y间隔）。 

 

图 10-7-3 创建网格模型 

设置完成后，确定，选择图形区域内建立网格模型的矿体，右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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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4 网格模型 

3、标记网格模型与移除标记 

① 标记已开采区域 

将 07_薄矿脉建模文件夹中 04_已开采范围.3ds文件调入图形区域。选择标记已开采区域命令，

设置开采区域为已开采，选择多边形内部。确定后，选择闭合线，点右键再选择网格模型，网格模

型变为灰色的部分，就标记为已采。 

 

图 10-7-5 标记已开采区域 

② 标记储量级别 

将 07_薄矿脉建模文件夹中 06_储量级别.3ds 文件调入图形区域。线文件的图层子层记录了该

线的储量级别，选择标记储量级别命令，根据线文件所在子层名称显示的储量级别依次对网格模型

进行储量级别标记。操作方式与“标记已开采区域”命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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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6 标记储量级别 

③ 标记三级矿量 

将 07_薄矿脉建模文件夹中 05_三级矿量.3ds 文件调入图形区域。线文件的图层子层记录了该

线的三级矿量类型，选择标记三级矿量命令，根据线文件所在子层名称显示的三级矿量类型依次对

网格模型进行开拓范围、备采范围、采准范围标记。操作方式与“标记已开采区域”命令一致。 

 

图 10-7-7 标记三级矿量 

④  约束移除 

随着开采范围的不断延伸、地下探矿工程的不断增加，已开采范围边界、储量级别范围、三级

矿量范围都在发生变化，如需要对网格模型更新，需要对网格模型重新进行标注。可以采用新的多

边形，在原网格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标记；也可以将原网格模型移除，保留新的网格模型。 

如：移除储量级别=333的网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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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8 移除已开采模型 

3、品位估值与显示模型 

① 品位估值 

将 07_薄矿脉建模文件夹中 03_26矿体取样样品点.3ds文件调入图形区域。这些样品点数据来

自开采过程中巷道刻槽取样数据，可以利用这些原始已知数据对网格模型进行估值。估值时可对特

高品位处理，采用的方法为距离幂次反比估值： 

 

图 10-7-9 品位估值 

框选所有样品点，右键选择网格模型，完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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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10 网格估值显示 

②  显示模型 

网格模型默认是按照质心点显示，如需要按照面显示或者对网格模型添加约束显示：按照储量

类别显示、按照三级矿量显示、按照品位表达式显示，可以利用“显示模型”命令： 

 

图 10-7-11 显示模型 

4、模型报告 

模型显示后，在添加复合条件后，可以对网格模型进行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矿区、矿脉、中

段、是否开采、储量级别、三级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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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12 模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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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测量模块 

本章要点 

 填挖方计算 

 地下测量 

 坐标转换 

 弯道测量放样 

 台账输出 

11.1 填挖方计算 

根据计算原理的不同，DTM表面填挖方体积计算分为三种方法：三角网法、网格法和断面法。 

三角网法的原理是将上表面三角网投影到下表面，形成新的结点，新结点连接成的三角网向上

延伸成为三棱柱，将三棱柱作为计算单元，累加算出总体积。 

网格法的原理是在填挖方的空间里填充柱状块体，累加算出总体积。 

断面法的原理是在填挖方位置切割若干断面，根据圆锥体积公式，计算每个断面的填挖方面积

乘以断面间距得出体积。 

11.1.1 三角网法 

准备数据：专题示例/06_测量/00_露天测量/01体积计算/01_2月份现状.3dm，02_三月份现

状.3dm和03_范围线.3ds。 

操作步骤： 

① 将准备数据调入图形区，运行【测量】

→【体积计算】→【三角网法】，弹出两个DTM

之间体积计算对话框：

图11-1-1 两个DTM之间体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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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生成实体：生成挖填方部分的实体模型；垂直移动距离是将生成的实体沿Z轴方向移动的距离。 

打印报告：将计算出的高程，三角网面积，工程量等参数和图形发送到3DMine工程制图软件中，

用于查看、编辑和打印等。 

按台阶分类汇报：分不同的高度区间进行报量。表达式格式：枚举型、步距型、混合型。 

枚举型：数字之间以“；”间隔，如0；1；3表示从0-1，1-3段的信息。 

步距型：数字之间以“，”间隔，如1，300，5，表示以1为起点，3为终点，5为步距的分段信

息。 

混合型：是以上两种类型的混合。 

计算闭合线内的量：报告内容包可选择挖填方量、挖方量或填方量。 

网格图报量：将计算区域划分为若干网格，分别为每个网格报量。 

② 设置完毕，点击【确定】，根据状态栏提示，单击或框选开采边界线，点击右键选择完毕，

再依次点击开挖前表面01_2月份现状，开挖后表面02_3月份现状，操作完成，生成了挖填方部分实

体模型、工程量验收单及分类报告。 

如图所示： 

 

图11-1-2 实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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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 工程制图模块下验收单 

 

图11-1-4 分类报告 

11.1.2 网格法 

操作步骤： 

① 调入准备的数据文件（同三角网法），运行【测量】→【体积计算】→【网格法】，出现

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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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5 网格法挖填方计算 

顶部DTM：填挖方的上层DTM文件，点击“打开”在文件夹中查找到该文件后点击确定，该文件

的路径就会在上面空白方框内出现。 

底部DTM：填挖方的下层的DTM文件，通过点击“打开”找到该文件。 

边界文件：两个DTM的边界线文件。 

网格密度：用来填充挖填方体积的柱状块体的密度。密度越小，体积越精确。 

最小厚度：指两个DTM之间的最小厚度，当部分厚度小于设置的数值时，该部分的体积计算会

忽略不计。用户应注意该数值的设置。 

创建实体：创建挖填方部分的实体模型。 

创建网格图：创建挖填区域的网格图并报量。类似于上面的8-13b图。 

生成打印文件：将计算出的高程，三角网面积，工程量等参数和图形发送到3DMine工程制图软

件中，用于查看、编辑和打印等。 

分层报量：分不同的高度区间进行报量。表达式格式参考三角网法。 

② 根据上图设置好参数，计算结束后生成了网格实体模型、打印报告及分类汇报报告。实体

模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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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6 填挖方部分实体 

11.1.3 断面法 

操作步骤： 

① 调入准备的数据文件（同三角网法），运行【测量】→【体积计算】→【断面法】，出现

对话框如图所示： 

 

图11-1-7 断面法挖填方体积计算 

其中： 

断面间距：在开采边界范围内划分若干剖面，设置两个剖面之间间距。 

断面切割方位角：切割剖面的方位角。 

断面图间隔：间隔几个剖面输出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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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列剖面数目：输出的剖面图按纵向排列的数目。 

输出标签：指的是在X轴方向上输出距离间隔显示，在Z轴上显示真实的高程值。 

② 设置完参数后，点击【确定】，根据状态栏提示，先选择开采边界线，点击右键执行选择

后，再选择面1作为开挖前表面，面2作为开挖后表面，这时出现一个方块，用于输出断面图，在图

形区选择合适的位置左键点击，操作完成。 

生成了部分计算断面图及断面体积计算报告： 

 

图11-1-8 断面图 

 

图11-1-9 断面体积报告 

 

11.2 地下测量 

11.2.1 导线点步距法 

此功能既可以将已有的导线点步距法的测量数据导入到软件中，并让软件根据数据自动建立起

巷道模型。数据准备专题示例/06_测量/01_地下测量/00_测量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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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打开“支距法.xsl”文件。这是一个按支距法格式记录的测量结果文件。前面两行是标题

行，可选。第 3 行和第 4行是两个参照点坐标，从第 5行起是具体的测量数据。测量数据中，各列

含义见第 2行标题行。 

 

图 11-2-1 支距法文件 

② 选择【测量】→【地下测量】→【导线点步距法】，弹出如下对话框。从上面的 Excel 文

件中复制第 3行、第 4行中的坐标，然后点击上面的【粘贴】按钮。从上面的 Excel文件中复制第

5 行至第 12行，然后点击下面的【粘贴】按钮。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11-2-2 导线步距法数据导入 

③ 点击【确定】，可以图形区中看到如下结果。软件自动计算出各测量点位置，并自动拟合

出断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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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3 巷道断面 

④ 使用菜单项 【实体】→【连接三角网】→【闭合线内连三角网】，点击两端断面将其封闭，

如下图所示。 

 

图 11-2-4 封闭巷道两端 

⑤ 使用菜单项【实体】→【实体编辑】→【合并角网为一个实体】，框选整个模型，将所有

的三角形合并为一个三角网，这样才能进行体积计算。一般来讲，这个功能生成的实体都是能够通

过验证的。我们可以用工作项【视图】→【查询】→【对象信息】来点击模型，查询出表面积和体

积等工程上所需要的数值。 

 

图 11-2-5 查询对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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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批量步距法导入 

此功能可以将大量的已有的导线点步距法的测量数据导入到软件中，并让软件根据数据自动建

立起巷道模型。 

① 打开“专题示例//06_测量/01_地下测量/00_测量数据导入/03_支距法批量处理.xls”文件。

在 Excel中，整理测量数据包括两个控制点的 X Y Z值、点下距离、步距测量的导线的位置以及距

巷道两侧的左距、右距、上高 Z1和下距 Z2，格式如图所示。 

 

图 11-2-6 支距法批量处理文件 

注意：该功能支持同时导入多组测量数据。多组测量数据，须纵向排列，在每组之间应空 1-2

行的间距。 

② 从上面的 Excel文件中复制 A-E列，选择【测量】→【地下测量】→【批量步距法导入】，

弹出“批量步距法数据导入”对话框，然后点击上面的【获取剪切板内容】按钮（如下图）。 

 

图 11-2-7 批量支距法数据导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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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选择三心拱类型，设置最小腰高，点击【确定】，可以图形区中看到如下图。软件自动计

算出各测量点位置，并自动拟合出断面形状，连接三角网形成巷道模型。对于交叉口位置的巷道模

型建立难度比较大，可以用手工处理线条，再使用“岔口连接三角网”功能进行建模，此功能将在

下面讲到。 

 

图 11-2-8 巷道模型 

11.2.3 岔口连接三角网 

巷道岔口位置是建立巷道模型的难点之一，由于线条交叉，连接三角网往往会出现漏洞。“岔

口连接三角网”功能解决了此难题。处理交叉口位置的闭合线，使这些线条相互不交叉。 

选择【岔口连接三角网】功能后，设置实体体号，再选择交叉口处的闭合线即可。 

  

图11-2-9 岔口连接三角网简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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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10 岔口连接三角网案例 

11.2.4 选择 4个点内插三心拱 

① 打开“专题示例//06_测量/01_地下测量/00_测量数据导入/00_四点测断面.xls”文件。这

是一个用全站仪或其它测量仪器，按顺序在每一巷道断面上测出四个点的测量结果文件。 

② 在打开的Excel文件中，选中全部四列(至少是XYZ列)后，选择右键菜单中的【复制】。 

 

图11-2-11 复制数据 

③ 回到3DMine，在图形区点击鼠标右键，选择【从剪切板粘贴线条】，将数据转为图形。 

 

图11-2-12 测量线条 

④ 使用菜单【测量】→【地下测量】→【4点内插三心拱】，选择其中的沿线获取4个点，并

选择三心拱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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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13 内插点参数设置 

⑤ 点击【确定】后，选择导入的线条后，点击右键执行操作，软件后自动拟合出各个位置的

断面形态。 

 

图11-2-14 断面形态 

11.2.5 导线点为腰线赋高程 

导线点为腰线赋高程这个功能解决了腰线赋高程的繁琐的过程。腰线高程是根据附近的测量散

点确定的，利用这个命令可以迅速正确的将散点的高程赋给腰线。 

操作步骤： 

① 打开“专题示例//06_测量/01_地下测量/00_测量数据导入/08_导线点对腰线赋高程.3ds”

文件。“导线点对腰线赋高程”文件中包括巷道腰线和测量导线点。其中，巷道腰线的高程为0，

测量导线点是真实的测量数据。 

② 选择【测量】→【地下测量】→【导线点为腰线赋高程】命令，弹出“导线点为腰线赋Z值”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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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15导线点为腰线赋高程设置 

其中： 

首末端趋势延伸距离：指巷道末端测量点连线的延伸距离； 

点加密距离：用来设置内插点的密度； 

创建导线：巷道内部能够连接每个导线点的线条。 

③ 点击【确定】后，选择巷道的腰线。这时，腰线上被赋值，显示若干蓝色标记，将标记隐

藏，可以看到在层浏览器中自动生成“巷道导线”层，红色的导线就被放到了该层中去。 

此时巷道腰线的高程就会按照导线点的高程自动调整。一个带有流水坡度的巷道腰线就形成

了。 

 

图11-2-16 测量点高程赋给腰线 

将巷道导线和导线点隐藏。利用腰线生成三心拱命令生成带流水坡度的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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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17 腰线巷道模型 

 

11.3 坐标转换 

通常情况下的二维平面图是用的相对坐标，对实际坐标则是用标注的方式，因此，在三维软件

中要利用这些文件的话，首先需要进行坐标转换，就是要将导入的外部图形数据的坐标转换到正确

位置上。比如AutoCAD或MAPG格式的平面图或勘探线剖面图是二维平面的，我们需要将其置于真实

高度或真正的剖面线上。坐标转换是构建三维模型前的关键步骤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工作。若

图形的坐标不正确，所建的模型和数据就没有意义。 

【平面两点坐标转换】和【坐标调换】是常用到的功能。对于平面图只需将实际的坐标与当前

的假坐标进行换算或任意两点进行转换，是比较好理解的。下面我们用专题示例/01基本操作/05 

2D_3D坐标转换中的“剖面图46线”和“平面图”文件做演示，将剖面图立起来。 

操作步骤： 

① 首先打开“剖面图46线.3ds”文件，检查图中点坐标是否与标注坐标相同，找一个特征位

置，比如查询两线相交的点，如下图气泡里显示，相交点的坐标与图签标注不同，这就需要校正坐

标。 

 

图11-3-1 检查坐标与标注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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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图签标注的Y坐标其实是高程Z值，所以应先校正Y坐标，再将Y坐标与Z坐标调换过来。在同

一列不同Y坐标位置任选2个相交点，查询并记录点坐标，如下图所示： 

 

图11-3-2 查询两点坐标 

③ 选择【测量】→【坐标转换】→【平面两点坐标转换】功能，弹出“2点坐标转换”窗口，

输入转换前后的坐标，X坐标先不转换，输入0，Y坐标按照刚才查询的两点填写： 

 

图11-3-3 两点坐标转换 



第 11 章 测量模块 

276  

④ 按【确定】进行转换计算，弹出转换过程的“确认参数”对话框，点击【执行】。 

 

图11-3-4 确认参数 

⑤ 转换完成后，再查询刚才的两点，X、Y坐标都已经改变，Y坐标转换到正确位置（如图所示），

现在需要将Y、Z坐标调换即可。选择【测量】→【坐标转换】→【坐标调换（X-Y-Z）】功能，选

择【YZ调换】（如下图）。 

 

图11-3-5 Y坐标转换完成 

 

图11-3-6 YZ调换 

⑥ YZ调换完成后，图形区空白，这时需要双击鼠标滚轮，将视口重新缩放，XY平面只显示一

条线段，转换到XZ平面查看，则是完整的剖面图，表示Y坐标已经赋值给了Z坐标，剖面图由二维平

面转换到了三维空间状态立起来了。将转换后的文件保存起来，命名“剖面图46线_YZ调换完成”。 

⑦ 但是，此时的X坐标并不是真实的坐标，这还需要借助原始勘探线图或地形图，找到这条46

勘探线与坐标网相交的两个点，这两点的坐标是真实大地坐标，再进行平面两点坐标转换。 

打开专题示例/01基本操作/05 2D_3D坐标转换/平面图.3ds文件，首先检查平面图文件的点坐

标是否与标注相同，经过检查平面图坐标与标注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还需要通过平面任意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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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转换）。再找到46’勘探线与坐标网（如X轴线）相交的点（用【工具】→【点的操作】→【相

交点】功能），任选2个点并查询记录两点坐标，如下图所示： 

 

图11-3-7 查看勘探线与坐标网相交点的坐标 

⑧ 关闭平面图，打开保存的“剖面图46线文件_YZ调换完成”文件，找到刚才平面图里与勘探

线相交的2列坐标网，分别查询这两列任意点坐标并记录。 

 

图11-3-8 查询剖面图点坐标 

⑨ 选择【测量】→【坐标转换】→【平面两点坐标转换】功能，将剖面图查询的点坐标作为

转换前坐标，平面图查询的点坐标作为转换后坐标，输入到对话框中转换。 

转换完成后，双击鼠标滚轮显示转换后的剖面图，将平面图一起调入图形区，可以清楚直观的

看到三维状态下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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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9 转换完成后的剖面图和平面图 

 

11.4 弯道测量放样 

测量放样功能是用于计算使用激光仪或其他设备放样的线到巷道两侧的距离。 

操作步骤： 

① 选择菜单【测量】→【弯道测量放样】，弹出“左右间距计算”的窗口，设置步距和起始

距离： 

 

图 11-4-1 支距法文件 

② 根据状态栏提示，依次选择激光点右侧边线（方向是站在激光点，面朝要测量的巷道）、

激光点、左侧边线和中线，这时拖动鼠标会产生一条橡皮线，并实时显示拖动距离和角度信息，确

定最终位置后，选择一点将计算的距离值粘贴到合适位置。 

偏移表中第一列表示激光线与步距相交点到右侧边线的距离，中间列表示中线步距，第三列表

示激光线与步距相交点到左侧边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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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2 放样结果图 

11.5 台账输出 

快速对井巷工程量验收进行自动计算并输出报表。 

① 数据准备“专题示例//06_测量/01_地下测量/00_测量数据导入/06_掘进验收文件” 

加载巷道实体和进尺中心线，其中同一巷道实体名称和中心进尺线的属性名称一致，双击实体

对象和中心进尺线可以查看编辑属性，如图： 

  

图11-5-1 实体名与中心进尺线的属性名一致 

② 使用【测量】→【台账输出】→【井巷工程验收报表】功能功能。输入对应名称，其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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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备用字段。 

 

图11-5-2 井巷工程量验收报表设置 

框选图形区巷道和巷道中心线，右键执行，输出报表。输入表格内容和输入参数对应关系如下

图： 

 

图11-5-3 表格与参数对应关系 

 

图11-5-4 工程量验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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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巷道素描 

巷道素描通过对生产地质支距法编录数据的处理，来生成指定类型图形地质点和巷道模型的过

程，可以进行矿带的素描，处理方式有带腰线和不带腰线两种方式。 

该功能是基于测站点坐标，更为方便的对巷道进行素描编录。选择该命令，弹出下列对话框，

可以进行手动录入信息。 

 

图11-6-1 矿带素描设置 

 

图11-6-2 矿带素描 

① 带腰线 

功能描述： 

巷道素描记录里面包含了巷道腰线信息，同时生成地质点信息和巷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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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3 带腰线素描设置 

    参数描述： 

    支距导向点形式：已知点是两个点，还是一个点加方位倾角。 

    巷道默认高度：编录巷道高度缺失时采用的高度。 

    最小腰高：巷道腰高。 

    素描点属性设置：设置素描点显示类型信息。 

    生成实体：是否生成巷道实体。 

    点击“素描点属性设置”可以设置各种地质特征点的显示类型，包括名称、颜色、样式和尺寸。 

 

图11-6-4 描述点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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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5 带腰线素描 

② 不带腰线 

功能描述： 

    不带腰线与带腰线类似，只是编录格式里面没有腰线信息，因此需要事先选定巷道腰线来生成

地质图形点。 

 

图11-6-6 不带腰线素描设置 

    参数描述： 

    步距：距离起始测量点的长度。 

    左距：素描点距离中线的长度，-1是个默认值，表示素描点在腰线上，为空表示没有编录信息。 

    右距：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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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露天采矿设计 

本章要点 

 露天采场设计 

 短期计划 

 岩粉数据库 

露天采场设计阶段，是指在一个矿山确定了境界优化方案后，在已经确定的境界内进行公路布

置，台阶与平台设计，形成可进行实际生产活动的采场形态的工作。这里所指的境界，既可以是终

了境界，也可以一个生产时期的阶段性境界。相应的，所设计的坑线，也可以表示不同的含义。 

12.1 扩展参数设置 

在这部分中，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基本的专业概念，图解如下： 

 

图12-1-1 专业词汇图解 

“设置扩展参数”主要是设置公路参数，为扩展前做准备。 

选择【露天】→【设置扩展参数】命令后，弹出“扩展参数”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其中： 

公路线号：这个编号由软件自动管理； 

公路宽度：指将要设计的公路的路面宽度； 

公路坡度：指公路的坡度百分比，比如8，表示每前进100米，高程升高8米； 

公路方向：指公路延前一坡底或坡顶线的扩展方向； 

自动清理扩展的线条：指每次扩展为新的线条后，是否自动清理重复点、钉子角等，为下一次

扩展提供高质量的线条。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选项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有时会因删除特征点而

导致扩展失败； 

扩展方向：由下向上扩展，或者是由上向下收缩，取决于用户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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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路段：可自动在公路的起点或终点处设计出缓冲段，长度由用户给出。 

 

图12-1-2 扩展参数设置 

 

12.2 采场设计 

3DMine中采场设计是由基坑线向上或向下多次扩展台阶和平台，最终可以达到与地表完美的结

合，帮助我们展示设计方案、以更大的视野统筹矿区总体布置、也可为环保评估等提供直观的参考。 

下面以基坑线向上扩展为例演示。 

操作步骤： 

① 调入专题示例/06露天采矿/01采场设计/基坑1.3ds文件； 

② 设置扩展参数，例如，默认参数，公路方向顺时针，坡度1：8，扩展方向为扩展，无缓冲

（参考上一节内容）。 

③ 选择【露天】→【设置公路起点】，弹出下面对话框: 

 

图12-2-1 设置公路起点对话框 

调整公路线条来适应公路宽度和方向:如果选择这一项，结果如下图所示。反之，不选择此项，

那么软件不会自动调整出一个公路起始段，而是采用所选点与前一点之间的线段作为公路起始段。

这可在已经确立了公路起始段的情况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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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状态栏提示，在基坑线上选择一点作为公路起点即可。 

 

图12-2-2 选择公路起点 

④ 选择【露天】→【扩展台阶】，弹出“扩展台阶高度”对话框： 

 

图12-2-3 扩展台阶高度对话框 

其中： 

坡面角：台阶面与水平面的夹角，注意，这不同于边坡角，往往大于边坡角； 

带公路扩展：可选择带公路扩展，或者单纯扩展台阶； 

区域线文件：可在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坡面角，来适应不同的边坡力学性质和工程需要； 

Z值方向：可选择向上或向下扩展台阶； 

台阶高度限制：本次扩展台阶位置的最大台阶相对高度； 

极限标高限制：本次扩展台阶位置的绝对高程限制； 

表面限制：本次扩展台阶位置的表面限制，如在接近地表时，可用此项避免超出地表。 

按照窗口里的默认参数，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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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选择原始基坑线，在看到线条变成虚线后，点击右键执行操作。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2-2-4 扩展台阶平面图 

 

图12-2-5 扩展台阶立体图 

⑥ 设计完扩展台阶后，选择【扩展平台】，弹出下面的对话框： 

 

图12-2-6 扩展平台对话框 



第 12 章 露天采矿设计 

288  

扩展条件：指可规定一些硬性条件来决定所扩展连线上各点是否进行扩展操作。比如，这可用

在地表附近的位置时，由每个位置与地表间的关系来决定是否在此处扩展平台； 

默认扩展距离：即扩展的平台宽度。但是当与其它限制条件发生冲突时，优先采用限制条件所

决定的宽度； 

梯度：平台由坡顶线向坡底线所形成的坡度； 

使用分区文件：可在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平台宽度，来适应不同的边坡力学性质和工程需要； 

带公路出口扩展：可选择平台与公路相交处是否留出口； 

保留内侧台阶出口：保留向坑内一侧的出口； 

保留外侧台阶出口：保留向坑外一侧的出口； 

后两项均不选择，则无出口。如下图所示。 

 

图12-2-7 出口设置 

根据需要设置扩展条件，若设计采场线接近地表时，或者部分采场线上的点已经达到地表，还

一部分没有达到地表，可以使用条件“到DTM高差<0”来控制。 

分区文件类似于区域线文件，该线文件属性1中存放扩展距离，表示对不同区域扩展平台时扩

展的宽度不同，若属性1<=0，说明是负数，这样扩展是不存在的，则默认扩展距离进行扩展。 

另外，最后可以选择是否带公路出口扩展，是否保留内侧或外侧台阶出口。 

⑦ 设置完确定，左键点击选择最外层线（如图中的蓝色线），该线变为虚线，点击右键后执

行操作，即产生扩展的平台线(如图中的绿线)。 

 

图12-2-8 选择外层台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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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9 生成扩展平台线 

 

图12-2-10 由线条生成DTM  

⑧ 重复多次设计公路起点、扩展台阶、扩展平台后，一个基本的采场设计坑呈现出来，有时

我们需要看到设计结果与地形结合在一起的模型，这就需要调入地表文件，观察不同位置与地表的

关系。 

调入文件地形.3dm，切换到YZ视角，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已经设计的线条现在非常接近地

表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扩展动作中，不是所有的位置都足够的空间标准台阶高度和平台宽度进行扩

展了。 

 

图12-2-11 地形与采场设计线 

⑨ 暂时将地形表面模型隐藏。双击鼠标滚轮，将视角置为XY平面。使用菜单【露天】→【点

至面的垂直距离】，弹出“显示至表面距离”对话框，指定表示地表的面文件地形.3dm，然后点击

最外圈已设计的线条。这样，就会在最外圈线条上显示出每一个点距离地表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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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12 指定表面文件 

这是我们判断是否还能扩展标准高度台阶的直接依据。如下图所示，在左下角位置，我们可以

看到数值为-4.00，表示该点距离地表面只4.00米了。这样，就不足以扩展我们前面所设定的12米

高的台阶了。这时，就必须要考虑到地表这一限制条件了。 

 

图12-2-13 显示至地表距离 

⑩ 使用菜单【露天】→【扩展至表面】，将向上扩展最大高度设为12，意思是规定向上扩展

的最高上限为12米，同时，也要受原始地表的制约，不能超出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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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14 扩展至DTM面 

○11  点击【确定】后，选择最外圈线条，看到它变成虚线后，点击鼠标右键执行操作。结果如

下图，带公路新扩展出一条台阶坡顶线。 

 

图12-2-15 新扩展的台阶线 

○12  点击 清除上图中红字。现在，我们要查看新扩展的坡顶线至地表的距离。重新调用菜

单【露天】→【点至面的垂直距离】，选中新的最外圈线条。可看到左下角处数值为0，表明受地

表限制，只升高了4米，而其它位置没接触到地表，升高了标准的1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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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16 新台阶线至地表距离 

○13  如果点击 ，并将地表透明化进行查看，可以看到设计的线条在这一局部，已经达到地表。 

 

图12-2-17 透明显示地表 

○14  接下来，我们进行平台扩展。如果我们将距离地表不足6米的位置做并段设计，那么在下

图所划出的区域，将不进行平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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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18 距离地表不足6米的位置 

○15  调用菜单【露天】→【扩展平台】，如下填写。 

 

图12-2-19 设置扩展平台条件 

○16  确定后选择最外圈，看到线条变成虚线后，点击右键执行。可见在距地表小于6米的位置

都没有向外扩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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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20 扩展平台 

○17  如此循环向上扩展, 直至最外圈线条上所有的点距离地表几乎都为0。需要注意一点，在

公路到地表有出口后，再向扩展台阶时要取消【带公路扩展】一项，这样，就只扩展台阶，而不同

时延伸公路了。这样才符合一般的设计原则。最终结果如图所示： 

 

图12-2-21 最终采场设计线与地表等高线 

12.3 短期计划 

短期计划用来设计各种斜坡道和采掘带，并且可以报告采掘带量。 

准备数据：专题示例/06露天采矿/06短期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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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定义参数 

这个命令是采掘计划的初始化设置，用于设置报告块体模型的参数。如图，对话框中的矿种、

报告品位、矿岩比重等，是建立块体模型后设置的属性，可以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属性。 

其中： 

回采顶部落在面上：指产生的坡底线落在已选的现状面上； 

回采底部落在面上：指产生的坡底线落在指定的面上。 一般对于沿煤层底板开采时，往往会

要求落在煤层底板面上。 

矿岩标识字段：在后台已经调入的块体模型中，选择用于区分不同矿种的属性名称。注意，必

须是字符类型才有效； 

矿石：选择在后台已经调入的块体模型中，用于表示矿石的属性名称； 

矿岩比重：选择在后台已经调入的块体模型中，用于表示比重的属性名称； 

报告的块尺寸：这是一个后台的计算参数，指在计算过程中可以不受原始块体块度的制约，重

新在局部划分成更小的块度，来提高精确度； 

报告的品位：指在报告中进行统计的品位或煤质信息； 

默认矿石比重：如果没有设置矿岩比重属性，计算时用给定的默认矿石比重值。 

默认岩石比重：给定默认岩石比重值。 

默认坡面角：指设置采掘带或斜坡道时默认的坡面角度。 

 

图12-3-1 采掘计划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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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沿坡底切采掘带 

这一功能以坡底线为主要依据来圈定采掘带，如果圈定时跨越台阶，就可以实现并段效果。  

操作步骤： 

① 将专题示例/06露天采矿/06短期排产/02_块体模型.blk 调入后台。这时可以在图层窗口看

到块体模型的图层，并且可以展开该层看到块体模型的三个属性名称。 

② 运行菜单【露天】→【短期计划】→【定义参数】，如下填写弹出的对话框后，点击确定： 

 

图12-3-2 采掘计划参数 

③ 将参数设置工作做好了，将采场现状线.3ds文件调入图形区内，并在图形区内局部放大，

大致如下图所示： 

 

图12-3-3 采场现状线 

注意：这里要求文件中，每条坡顶和坡底线在圈定的区域内，都是单独完整的线条。即各条坡

顶坡底线不能连接在一起，而且在圈定区域内是连接的，不是断开的。 

④ 运行菜单【露天】→【短期计划】→【沿坡底切采掘带】，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对话

框中给出沿坡底切采掘带的示例图，矿岩类型指的所切的采掘带矿岩类型由块体计算得出，还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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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指定为岩石、矿石或排土场。这里定义的类型将体现在切采掘带后图形区左上方报告矿岩量和排

土量上。 

 

图12-3-4 沿坡底切采掘带对话框 

点击【确定】后，状态栏提示：开始绘制采掘带，点击并拖动鼠标，以画多段线的方式绘制采

掘带，如下图所示： 

 

图12-3-5 绘制采掘带 

注意：图中所示A与B位置之间，和C与D位置之间，要求一次性跨过坡顶底线，中间不能有其它

任何点。画线一定要与坡底线相交，否则将提示错误或者绘制的采掘带只是一个坡顶平面。另外，

以坡底圈采掘带可以跨多个台阶绘制。 

在点完D位置点时，软件会自动生成采掘带体，并在图形区左上角输出体积、矿石量、岩石量、

矿石平均品位等计算信息。 

如果没有在后台调入块体模型，选择矿岩类型时选择的是“矿石”“岩石”或“排土场”，仍

可以计算报量，但是如果选择矿岩类型为“由块体计算”，则提示“块体模型还未加载”，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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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块体模型后才可以使用。 

  

图12-3-6 采掘带实体 

在二维状态下，单击生成的采掘带实体，通过移动三角网节点调整采掘带，修改报量。鼠标双

击采掘带实体，弹出参数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可以修改采掘带名称、坡面角、矿岩类型，设置

回采标高,以及岩矿石的运输距离，用于统计吨公里值。更新现状可以将绘制采掘带边线与原来的

现状线进行快速的更新，形成新的现状线。 

  

图12-3-7 调整采掘带参数 

下图为更新现状后的线文件和表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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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8 更新现状后的采场线 

12.3.3 沿坡底切斜坡道 

这一节中，我们来学习如何设计在露天生产中所涉及的各种开放斜坡道。将块体模型结合进来，

就不仅仅可以进行三维几何设计，还可以同时进行与斜坡道相关的数值计算。 

沿坡底切斜坡道，也称开放斜坡道，是指做出沿帮斜坡道，这两种设计的共同特点是在某一侧

是悬空的，所以叫开放斜坡道。分为半挖半填斜坡道、单壁顺时针开挖斜坡道、单壁逆时针开挖斜

坡道和双壁开挖斜坡道。后面三种属于沿坡底完全开挖的斜坡道。 

下面以半挖半填斜坡道和单壁顺时针开挖斜坡道为例，演示操作步骤。 

 

图12-3-9 沿坡底切斜坡道的方式 

1.半挖半填斜坡道： 

① 将采场现状线.3ds和块体模型.blk调入图形区。 

② 运行菜单【露天】→【定义参数】，参考前面定义参数的内容，设置好参数后点击确定。 

③ 运行菜单【露天】→【短期计划】→【沿坡底切斜坡道】，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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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10 斜坡道参数对话框 

开挖方式：分为半挖半添斜坡道、单壁顺时针斜坡道、单壁逆时针斜坡道和双壁开挖。每种开

挖方式的图例在右侧显示出来。 

公路参数：设置公路宽度、坡度和高度。 

矿岩类型：用户自定义矿岩类型是由块体计算得出，还是直接定义为矿石、岩石或排土场。 

④ 参数设置好后，点击【确定】，我们将在这一采场现状局部区域内进行斜坡道设计。 

注意：这里要求文件中，每由条坡顶和坡底线在圈定的区域内，都是单独完整的线条。即各条

坡顶坡底线不能连接在一起，而且在圈定区域内是连接的，不是断开的。 

 选择起点后拖动鼠标绘制斜坡道，要求斜坡道两侧边都要与坡底线相交。逐点画出斜坡道，

当升高到指定高度后，鼠标就只能引导方向，而坡道却不会再向上爬升了，这时点击左键确定最终

方向，形成斜坡道采掘带。同时，矿岩量、体积等参数在图形区左上方和采掘带上显示。 

  

图12-3-11 绘制斜坡道 

单击斜坡道采掘带，出现几个节点，鼠标拖拽节点可以改变斜坡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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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斜坡道采掘带，弹出“斜坡道参数”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可以更改采掘带名称、坡面角、

矿岩类型、公路参数等。 

选择【更新现状】，使更改后的斜坡道线与原采场现状线进行合并，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斜坡道

设计。 

 

图12-3-12 斜坡道参数 

⑤ 将斜坡道采掘带多边形隐藏，便看到了合并后的坡底坡顶线，生成表面模型后更容易观察。 

  

图12-3-13 更新现状后的采场线 

2. 单壁顺时针开挖斜坡道： 

① 将采场现状线.3ds和块体模型.blk调入。 

② 调用菜单【露天】→【定义参数】，参考前面定义参数的内容，设置好参数后点击确定。 

③ 调用菜单【露天】→【短期计划】→【沿坡底切斜坡道】，弹出“斜坡道参数”对话框，

选择单壁顺时针开挖，并设置公路参数，矿岩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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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14 设置斜坡道参数 

④ 将参数设置工作做好后，点击【确定】，开始绘制斜坡道。 

第一步：在坡顶和坡底线之间单击鼠标确定起点，顺时针向右拉出一个斜坡道，到达设定的高

度后斜坡道不再延伸； 

第二步：点击鼠标左键，左侧出现一个采掘带，将其与坡底线相交，单击鼠标右键执行； 

第三步：右侧也出现一个采掘带，也将其与坡底线相交，单击左键完成绘制，最终形成采掘带

多边形。 

图形区左上角显示矿岩量、体积、品位等参数值。 

 

图12-3-15 单壁顺时针开挖斜坡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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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要求文件中，每条坡顶和坡底线在圈定的区域内，都是单独完整的线条。即各条坡

顶坡底线不能连接在一起，而且在圈定区域内是连接的，不是断开的。 

⑤ 二维状态下，单击采掘带，移动上面的节点可以局部调整采掘带形状及矿岩量；双击采掘

带，弹出“斜坡道参数”对话框，可以编辑参数。选择【更新现状】，将新绘制的斜坡道边线与原

现状线的坡顶坡底合并，快速形成新的现状线和采场DTM。如下图所示： 

 

图12-3-16 更新现状后的采场线 

 

图12-3-17 更新现状后的采场线DTM 

12.3.4 开挖斜坡道 

开挖斜坡道，也称闭合斜坡道，是可以做出形如通常所说的开沟和排土场的工程设计，这两种

设计的共同特点：双侧要么都是悬空的，要么就都是开挖的，且最外圈的线条是闭合的，所以叫闭

合斜坡道。包括顺时针开挖斜坡道、逆时针开挖斜坡道、双壁开挖斜坡道和全开挖斜坡道。 

下面以顺时针开挖斜坡道为例，演示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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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18 开挖斜坡道方式 

1. 顺时针开挖斜坡道 

① 将采场现状线.3ds和块体模型.blk调入。 

② 运行菜单【露天】→【定义参数】，参考前面定义参数的内容，设置好参数后点击确定。 

③ 运行菜单【露天】→【短期计划】→【开挖斜坡道】，弹出“斜坡道参数”对话框，选择

顺时针开挖，并设置公路参数，矿岩类型等。 

 

图12-3-19 斜坡道参数对话框 

④ 将参数设置工作做好后，点击“确定”，开始绘制斜坡道。 

第一步：选择斜坡道起点，移动鼠标顺时针方向拉出一个斜坡道； 

第二步：单击左键，出现前侧采掘带线，逐点绘制右键，单击鼠标结束； 

第三步：此时出现另一侧采掘带线，绘制完成点击左键，软件自动将两侧采掘带线闭合。 

最终形成一个采掘带多边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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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20 绘制顺时针开挖斜坡道步骤1、2 

   

图12-3-21 绘制顺时针开挖斜坡道步骤3及结果 

⑤ 二维状态下，单击采掘带，移动上面的节点可以局部调整采掘带形状及矿岩量；双击采掘

带，弹出“斜坡道参数”对话框（如图），可以编辑参数。选择【更新现状】，将新绘制的斜坡道

边线与原现状线的坡顶坡底合并，快速形成新的现状线。 

 

图12-3-22 设置斜坡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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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23 更新现状后的斜坡道 

12.3.5 报告采掘带 

将所有采掘带实体的开挖体积、品位、矿石量和岩石量等，以分台阶的方式，用Excel表报告

出来。 

 

图12-3-24 报告采掘带设置 

 

图12-3-25 采掘计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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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打印采掘带 

将所有的采掘带输出到打印模块或者CAD中，进行打印输出。 

 

图12-3-26 打印采掘带设置 

      线宽：指采掘带边线宽度。 

      填充图案：将不同属性的采掘带内部填充不同的纹理。点击“图案”，弹出“图案填充”对

话框，选择合适的纹理、颜色，设置比例。将采掘带填充图案后在打印模块中显示的效果： 

 

图12-3-27 采掘带填充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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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岩粉数据库 

岩粉数据库的建立方法与钻孔数据库类似，用三个数据表来记录炮孔的开孔、测斜和化验信息。

录入数据时，可以在建立空数据库的基础上，将整理好的文本格式或Excel格式的数据导入，或者

复制已绘制炮孔点的信息进行导入。 

1.新建数据库 

岩粉数据库包括定位表、测斜表和化验表(软件里定义pit_blast表)。软件里已经定义了每个

表必需的字段，定位表字段有：工程号、开孔坐标E、开孔坐标N、开孔坐标R，最大孔深、轨迹类

型和日期。测斜表字段有：工程号、深度、方位角和倾角。pit_blast表字段有：工程号、从和至。

如需添加其他字段，可以在“新建岩粉数据库”对话框里“扩展字段”位置进行添加新字段和字段

类型，添加的字段与数据库中已有字段重复则提示错误。 

 

图12-4-1 新建岩粉数据库 

添加完字段后点击“确定”，空数据库就建立完成，在层浏览器中可以看到数据库名称和3个

数据表，在数据库名称点鼠标右键，选择”数据库管理器“，可以查看每个表的内容。3DMine中允

许同时连接多个数据库文件。 

2.导入数据 

导入数据时可以通过数据库管理器中的导入Excel、导入文本和剪贴板导入。也可以用菜单【露

天】→【岩粉数据库】→【导入数据】功能进行导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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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2 导入数据 

    数据库名称：如果有多个数据库，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操作的数据库。 

    孔号前缀：可以输入数字字母等作为工程号前缀。 

    日期：默认为当前时间，可以从下拉列表中更改，并且记录到数据库中。 

从剪贴板获取：复制Excel表中的数据后，点击“从剪贴板获取”，数据就进入到空白区域中。

点击“导入”，弹出信息窗口提示数据是否正确导入。 

导入数据后，可以显示爆孔，在层浏览器的数据库位置点击右键，选择“显示钻孔”，与3.7

节钻孔数据库显示类似，配置钻孔文字、图案、显示风格等信息后即可将爆孔显示出来。 

3．爆孔柱状图 

爆孔柱状图的数据来源于前面建立好的爆孔数据库，选择该功能后，弹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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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3 爆孔柱状图设置 

数据库：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操作的数据库； 

打印品位：可选择多个品位进行打印柱状图； 

打印闭合线内钻孔：若不选此项，将打印全部爆孔柱状图。 

显示结果如下图，爆孔柱状图还可以编辑其他填充图案，插入网格用于打印输出。 

 

图12-4-4 爆孔柱状图 

4.爆区网格图 

爆孔网格图是在圈定的爆区内插入规则网格，并且通过插值计算出网格区域的元素品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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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5 爆孔网格图设置 

“品位网格”对话框与“爆区柱状图”对话框类似，不同的是设置网格X，Y的尺寸。 

结果如下图： 

 

图12-4-6 爆孔网格图 

5.爆区Voronoi图 

爆孔Voronoi图根据显示风格划分的品位区间，快速形成不同区间的爆区实体。如何界定区间

边界，就是根据Voronoi原理，由相邻两个爆孔的垂直平分线连线形成的连续多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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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对话框中选择要操作的数据库和打印品位，勾选“输出爆破数据库的品位报告”，比重可

以认为给定，品位区间范围值在炮孔显示风格中进行调整。 

  

图12-4-7 爆区Voronoi图设置 

 

图12-4-8 品位区间设置炮孔显示风格 

设置后，选择爆区边界线后，形成爆区Voronio图实体，如下图所示为不同视角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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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9 平面视角下Vonoroi图                      图12-4-10 三维视角下Vonoroi图 

上图中三维视角下的爆区Voronio图实体，可以看到品位边界线，双击品位边界线，在弹出的

“编辑线对象”中查看属性ID号，或者通过视图中菜单下显示描述文字功能，显示以质心点方式显

示查看属性。 

另外，炮孔数据报告会自动输出到Excel表格中：  

 

图12-4-11 炮孔数据库报告 

6.爆区矿体形态 

爆区矿体形态是利用已做好的矿体模型约束爆孔形成爆区实体。 

    在下面对话框中，通过点击“文件”找到实体模型，并且设置X、Y、Z网格间距，形成爆区实

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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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12 爆区矿体形态设置 

 
图12-4-13 爆区矿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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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地下采矿设计 

本章要点 

 巷道模型的建立 

 巷道断面的生成、交叉口设计 

 开拓设计 

 采掘计划 

 巷道素描 

 台账输出 

对于采矿设计来讲，井下采矿设计主要是一些线段和点的基本操作，这些功能在创建、编辑和

高级编辑中可以完成，从而形成了巷道的中线。在此基础上，完成巷道的腰线设计和立体模型则是

本章的主要内容。 

13.1 建立巷道立体模型 

13.1.1 手工绘制巷道模型 

此功能既可以在空间任意位置点击鼠标或者是在已知的中线（点）条件下，通过捕捉模式，选

择端点即可自动完成。 

操作步骤： 

① 打开线文件“导线网.3ds”； 

② 运行菜单【地下】→【中线生成井巷实体】→【手工绘制】，将弹出的对话框如下图： 

 

图 13-1-1 绘制井巷参数 

其中： 

首末端封闭：可以通过勾选来选择是否要将巷道两端封闭。 

体号：为区别实体在创建之前都要先对其进行编号，本例中为这个巷道实体编号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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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断面线：在巷道立体形成后，选择此项，可以在已知点位自动生成巷道断面线。 

③ 选择需要绘制井巷的类型，如三心拱、圆、圆弧拱、梯形拱和矩形拱等。 

④ 设置所类型的参数，如宽度，腰高，直径等；选择是否进行首末端封闭；是否生成断面线；

设置体号。 

⑤ 确定后，打开“捕捉点”模式，用鼠标左键选择点直接在图形区绘制巷道，巷道的断面和

实体同时绘制，绘制过程中单击右键选择【确定】或【闭合】。这是通常为一条直巷或竖井类的工

程直接绘制井筒立体图。 

注意：在此功能中，相交的巷道是重叠交叉的并可任意绘制空间巷道。 

 

图 13-1-2 绘制巷道 

13.1.2 由中线生成巷道模型 

此功能是在已知巷道的中线位置的前提下，可以单选中心线，也可以多选（按 Shift 键实现或

左键框选），点击右键即可。 

① 运行菜单【地下】→【由中线生成巷道实体】→【由中线生成】，将弹出与手工绘制井巷相

同的对话框。 

② 选择需要绘制井巷的类型，如三心拱、圆、圆弧拱、梯形拱和矩形拱等。 

③ 设置所类型的参数，如宽度，腰高，直径等；选择是否进行首末端封闭；是否生成断面线；

设置体号。 

④ 确定后，通过选择图形区的中线，右键结束即可生成井巷实体。  

13.1.3 由断面及中线生成巷道模型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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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运行该功能时需要输入一个标准巷道的断面文件，此文件已经在【地下】→【中线生成

井巷实体】→【生成断面轮廓】中生成（巷道断面.3ds)，找到【地下】→【中线生成井巷实体】

→【由断面及中线生成】将弹出一个对话框。 

② 左键点击对话框中的 ，将弹出打开文件的对话框，选择标准断面文件。 

 

图 13-1-3 设置断面参数 

中心偏移：本功能中，将断面文件的中心点（通常是底部中点或圆心)与需要创建巷道的中心

线一致，但实际上，巷道中心线不一定是在底板，因此，最终生成的巷道实体可以偏移，也就是说，

若将 X，Y，Z 设置为 0，则表示原始中线就是巷道的底部中点；若将 Z 设置为-1，则表示该巷道的

中心线是在底板中心 1 米高的位置，即断面的底板下降 1米。X和 Y值的设置表示平面的偏移。 

系数：改变断面的比例系数，可以是整数倍放大，也可以是小数倍（即缩小)。 

③ 选择相应的体号、是否封闭两端和绘制断面线； 

④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鼠标左键点击图形区巷道中线，线条成虚线显示，单击鼠标右

键，执行命令后巷道绘制完成。 

 

图 13-1-4 由断面和中线生成巷道模型 

13.1.4 由中线生成腰线 

此功能是利用已有的中线，快速生成巷道边线。应用时，可以是单选中线，也可以通过框选确

定多个中线。此功能最大的特点是对于相交的巷道中线，生成时可以按照给定的尺寸自动形成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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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的轮廓边线而不是相交。同时，可以在中线文件中的字段赋予不同宽度属性，可以按照此属

性形成不同的巷道宽度。 

注意：运用此功能时，如果相交的巷道中线的标高不同时，将按照平面位置形成巷道边线，并

且标高随之改变。如果是单独的巷道，则直接按照中线的高程形成边线。 

① 文件准备：调入中心线文件“导线网.3ds”。 

② 选择【地下】→【由中线生成腰线功能】，将弹出“巷道宽度”对话框，填入巷道宽度即

相对中心线而言的左侧和右侧宽度（米）。 

 

图 13-1-5 巷道宽度 

使用描述值：在上述对话框中，如果选择使用描述值，这是需要对中线文件进行处理，赋予点

的字段属性，其中，属性 1为左侧宽度，属性 2为右侧宽度。 

13.1.5 腰线巷道建模 

应用此功能之前，首先需要对巷道腰线进行分析，因为巷道腰线是由很多点组成的，这些点在

空间位置上，是不规则的，因此，在建立实体模型时，往往会形成不符合实际的巷道实体，主要是

由于连接三角网时，程序可能认为是巷道岔口所引起的，所以，在此之前，需要对巷道腰线进行巷

道出口检查，对于检查出的位置，软件会自动显示出来。对于不是真正出口的位置，需要通过控制

线的方式进行人为连接，使其按照正确的方式生成巷道实体。不过，在不影响总体的情况下，不需

要过多地编辑。 

操作步骤： 

① 文件准备：专题示例/07地下采矿/02 腰线巷道/120米中段腰线； 

② 数据清理：一般来讲，对于巷道腰线，要求线条和其上的点比较清晰，没重复和交叉，同

时，保证不同区域的线条是完整闭合的，否则需要清理和编辑。 

③ 选择【地下】→【腰线巷道建模】，弹出“腰线巷道建模”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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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6 腰线巷道建模 

点击【显示巷道出口】后，状态栏将出现提示： 。 

注意：此时必须选择最外侧的闭合线，选择内侧的线或体无效。 

结果如下图（红色标记处均可能为巷道出口)： 

 

图 13-1-7 显示巷道出口 

④ 如果不做任何处理，选择【地下】→【腰线巷道建模】，按照相应的断面参数要求，即可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很明显，在这些假出口位置生成的巷道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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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8 腰线巷道建模 

对于假出口位置而言，需要人工干预，将最外侧腰线重新编辑处理，形成完整的腰线。有些情

况下还需要用到添加控制线的方法，将假出口点与巷道另一侧对应位置的点连接起来，如下图所示： 

 

图 13-1-9 添加控制线 

⑤ 选择“生成拱线”：这是在产生巷道立体图时，自动在顶板上生成巷道的拱线，其中，顶

板线的点即在每个三角网的交点依次连接而成。确定后，使用左键点击最外侧的巷道线，即可得到： 

 

图 13-1-10 生成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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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当选择“圆弧拱巷道”、“矩形巷道”和“梯形巷道”时，操作步骤与上述相同，不同的

是选择不同的巷道参数。在此不再详述。 

注意：通过此方法形成的巷道实体是全部贯通的，也就是说在交叉巷道处，不是两组交叉的巷

道，而是合并成一体的。这是 3DMine所特有的功能，这样在测量验收时和切制剖面时不会出现重

复和交叉。 

13.2 交叉口设计 

对于坑道类型，不外乎是平巷、上山、下山、斜井和竖井等。设计巷道时主要是设置一定的参

数，如起点、直道距离、道岔尖夹角、巷道转弯半径或空间任意点（如下图），在此参数下，通过

此功能，可自动形成巷道中线，随后完成巷道立体模型的设计。 

 

图13-2-1 巷道交叉口 

①  依比例设计两条巷道的中线，如图所示： 

 



第 13 章 地下采矿设计 

322  

图13-2-2 巷道中线 

② 选择【地下】→【交叉口设计】，根据设计的需要，设置对话框中的参数信息。如图所示。 

岔道生成方式中【两根线段】是指通过主巷道线段和岔道线段生成交叉口；【指定位置起岔】

是在主巷道线上指定开岔点；【经过固定点起岔】是岔道一端经过指定点，另一端自动捕捉到主巷

道线上。 

③ 设置完成点击确定，根据状态栏提示，先选择主巷道线段，再选择岔道方向线段，将形成

主巷道与岔道的弯道，同时生成相应的标注，如图所示： 

 

图13-2-3 岔道标注对话框 

 

图13-2-4 生成交叉口巷道 

注意：在此功能中，通过鼠标选择主巷道线段和岔道方向线段时，务必选择两者交叉处附近，

否则将在其他的点处进行连接，因为弯道切线方向是与所选择点所处的方位有关。 

相同的道理，针对不同的线段，选择顺序的不同，形成的结果也不相同。其基本原则是先选择

的线段为主巷道，后选择的则为岔道。下面我们将分别举例说明并附上结果图，帮助用户理解。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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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5 选择线段顺序 

13.3 开拓设计 

地下矿山生产实践中，开拓设计是指导生产的科学依据，工程技术人员在矿井开拓设计及施工

时应因地制宜，合理选择设计方案。 

新版的开拓设计引入弯道的概念，弯道是由圆弧连接直道的弧段线组成的，对弯道和直道进行

坡度调整，配合调车场、硐室、岔口和标注的创建，计算和报告工程量，快速完成开拓设计。 

准备数据：专题示例/07_地下采矿/03_开拓设计/02_草图 

草图绘制的是开拓设计中一些主要的直道、斜道和联络巷等的范围控制线。 

 

图13-3-1 开拓设计草图 

13.3.1 创建和连接弯道 

① 选择“创建弯道”功能后，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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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2 设置弯道参数 

若勾选“有轨设备道岔”，则可以设置直道距离、直道与主巷夹角和弯道半径；若不勾选，则只

设置弯道半径。 

② 点击“巷道断面”，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13-3-3 设置巷道断面 

在左侧区域设置巷道断面的各项参数和支护类型，右侧将显示出断面形态，这个断面形态将在

最后生成巷道实体后才呈现出来。 

③ 参数设置完毕后，根据状态栏提示，依次选择两根线条，在两个线条之间创建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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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4 创建弯道 

④ 连接弯道时，需要依次点击两个弯道（弧段线）的端点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13-3-5 连接弯道 

13.3.2 创建调车场和硐室 

① 创建调车场 

创建调车场时需设置车场直线长度、弯道半径、岔道角度和偏移宽度，如图所示。 

参数确定后，点击需要放置调车场的线条，随着鼠标滑动，调车场位置也在变化，调车场到线

条起点的距离也随之变化。可以在动态命令框中输入一个距离值，锁定调车场位置。 

 



第 13 章 地下采矿设计 

326  

图13-3-6 设置调车场参数 

  

图13-3-7 创建调车场 

② 创建躲避硐室 

创建躲避硐室需要设置线条长度、坡度和弯道半径，如图所示。 

 

图13-3-8 设置硐室参数 

 

图13-3-9 创建躲避硐室 

③ 创建维修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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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维修硐室需设置硐室长度、弯道半径、偏移距离、进入角度和坡度。 

设置完参数后，选择硐室放置的线条，滑动鼠标找到合适位置即可。 

 

图13-3-10 设置维修硐室参数 

 

图13-3-11 创建维修硐室 

13.3.3 设置坡度 

① 指定坡度 

为直线和弯道指定坡度。 

 

图13-3-12 指定坡度 

② 坡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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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需要调整坡度的弧段线后，软件自动检测出该弧段线首末端的参考标高，在下拉列表中可

以很快找到。如图所示： 

首末端平滑：弧段线起点和终点的标高确定后，中间部分按照一定坡度进行处理，使弧段线自

然过渡。 

只调整首末端：只将弧段线的起点和终点调整到已知高度，其余点不做处理。 

首端平移：只将弧段线起点平移到已知高度，其余点不做处理。 

末端平移：只将弧段线终点平移到已知高度，其余点不做处理。 

坡度约束：通过在弧段线上插入点，将弧段线分为前后两段分别赋坡度值。下面一个命令将详

细讲解。 

 

图13-3-13 坡度调整 

③ 坡度约束 

巷道前后两段的坡度不一致，比如前段坡度上升，后段坡度下降，要满足这样的设计要求需要

用到“坡度约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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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14 坡度约束 

插入点与两侧最少距离：是指在选中调整坡度的巷道弧段线中会插入一个虚拟点，使得这个点

的两侧坡度可以按照设定的坡度值变化。 

坡度调整后，信息栏会给出插入点的坐标，图形区也会相应临时标记符标注插入点。双击调整

的弧段线，在“编辑弧段线”窗口中可以查看点坐标、坡度、标高等参数。 

如下图所示：红色坐标点就是插入的虚拟点，坡度在此处发生改变。 

 

图13-3-15 编辑弧段线 

④ 坡度传导 

在平面位置上，未赋坡度、标高的弧段线的一端与带有坡度、标高的弧段线相交，可以通过“坡

度传导”功能计算出相交点的高程，并连同设定的坡度一起赋给选定的弧段线。 

选择该命令后，先弹出“坡度值”对话框，设置直线和弯道坡度，然后选择一个参考弧段线（带

坡度），再选择将要赋坡度值的弧段线（如下图所示）。调整前，两个弧段线标高不同；调整后，

交点位置标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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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16 坡度传导 

完成设计后，需要检查一下所有弧段线的高程是否正确、弧段是否闭合。信息栏将报告检查结

果，如果没闭合，会给出具体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完成设计并全部闭合后不要随便挪动线条，否

则引起线条坐标变化，就要重新调整坡度。 

13.3.4 中线实体 

中线是已连接好的弯道弧段线，通过选择“中线实体”命令，点击中线，立即生成巷道实体。

如图所示。 

 

图13-3-17 中线实体 

13.3.5 计算工程量 

在巷道岔口之间交叠的情况下，比如穿脉与主巷之间，两侧各有一段直巷重叠。计算工程量时，

先选择第一组需要计算的巷道弧段线（穿脉），再选择与其产生交叠的弧段线（主巷），用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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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弧段线裁剪掉交叠的直巷部分，得出实际工程量。 

如果需要计算的部分没有交叠，可以只选择需要计算的巷道弧段线，提示选择第二组线时，不

做选择，单击鼠标右键，执行计算操作。 如下图所示，计算的是穿脉巷道的工程量。 

 

图13-3-18 计算工程量 

通过“工程量表”功能，将井巷工程量及材料消耗已表格形式输出，如下图所示： 

 

图13-3-19 工程量表 

13.4 采掘计划 

采掘计划是矿山生产与经营管理中最重要的决策任务。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对矿产资源的综合

利用，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企业能否持续均衡地进行生产等都有重大影响。好的采矿计划，能在正确

的时间、地点开采出效益最佳的矿石(数量和质量)。在市场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一种有效的采矿计

划编制工具，对矿山获得成功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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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软件技术的发展以及资源评价体系的出现，为生产计划的编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一

方面，在三维环境下，地下各种采掘工程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其之间的空间关系变得十分清晰明了；

另一方面，三维地质块体模型为块体地质属性，如品位，岩性等，提供了空间分布状态，这样在计

划编制中可以方便地查询和利用这些信息。 

当矿山设计、生产计划、矿堆进度计划、设备应用以及规模扩大等各方面参数发生变化时，利

用上述技术，管理人员可全面细致地研究和分析客观情况加快计划的编制进程，保证公司投资实现

最佳化。这就对采用系统工程及计算机等现代科学和先进技术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把它们引入

到采掘计划的编制中来最终真正实现采矿计划是以精确的数据建立科学的矿山模型并以此模型帮

助决策者做出最佳决策，从而使矿山生产经营任务得到最佳效果的目的。为此我们开发了这一功能

模块。 

然而矿山的生产计划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采矿方法所安排的计划也不相同，因此，还没

有一款软件能够完全做到十分完美，更多的是需要将软件的功能与实际需求相结合才能实现理想的

计划排产工作。3DMine软件中也是基于这个思路，完成了基础的采掘计划编排功能。 

准备数据：绘制巷道中线，如图所示： 

 

图13-4-1 巷道中线文件 

操作步骤： 

① 定义排产日期。选择【地下】→【采掘计划】→【定义排产日期】，弹出下面窗口，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排产开始日期。 

 

图13-4-2 定义排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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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定义掘进模型。选择【地下】→【采掘计划】→【定义掘进模型】，弹出“掘进参数”对

话框（如图所示），定义巷道断面名称，设置断面类型及其他掘进参数。 

③ 设置后，点击确定。根据提示，选择巷道中线，单击鼠标右键完成，在中线旁边出现一个

方框，记录每段中线的采掘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总天数，称为甘特图。点击每段中线时，中线两

端显示“开始”端和“结束”端，甘特图中相对应那段中线的记录也呈虚线显示，左右移动长方形

条框，中线上采掘进度以红色线条动态显示，这样可以根据实际掘进时间调整每段中线。 

注意:线的方向，开始掘进的地方一定是线的开始端，如果巷道分叉则要另起线段。 

 

图13-4-3 定义掘进参数 

 

图13-4-4 掘进模型 

④ 调整完甘特图后，需要选择【重绘甘特图】功能，类似于甘特图刷新，将掘进时间重新排

列。如下图所示： 



第 13 章 地下采矿设计 

334  

 

图13-4-5 重绘甘特图 

⑤ 动画模拟掘进计划。控制窗口播放的同时，甘特图的时间卡尺在移动并且伴随巷道实体生

成。 

 

图13-4-6 动画模拟 

⑥ 选择【地下】→【采掘计划】→【报告】，生成掘进计划报告。 

 

图13-4-7 掘进计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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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打印出图 

本章要点 

 插入打印布局 

 插入坐标网和图签 

 插入模版文件 

 插入坐标网 

 工程图打印 

 打印设置 

工程制图是矿山技术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功能。从3DMine2009.11版本起软件嵌入了完整的

工程制图模块，在3DMine原有的基本绘图、编辑功能上，结合AutoCAD常用功能，建立了一个新的

独立开放的制图平台，使得打印出图功能更加简单易操作，提高了工程制图的效率。下面将对打印

模块的基本功能做详细介绍。 

14.1 插入打印布局 

【插入打印布局】功能用于直接应用3DMine软件与打印机连接快速创建布局和打印出图。 

操作步骤： 

① 准备需要出图文件，调入图形区显示。 

② 运行该命令后，弹出“打印布局”对话框，对话框中显示两个选项卡，分别是打印设备和

打印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14-1-1 打印布局窗口-打印设置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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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2 打印布局窗口-打印内容选项卡 

打印设备：设置打印机和图纸尺寸； 

注意：此时，对话框底部【打印预览】和【打印】两个按钮呈现灰色，表示当前不可用，当插

入布局图框后再双击图框，再次弹出的“打印布局”对话框里配置好打印设备，这两个功能才启用。 

打印内容：设置打印坐标、比例、高度、图形方向等。点击【窗口】按钮，可以手工绘制布局

图框，如果直接点击【确定】，按照设置的比例显示图框。 

如下图所示，在等高线图插入布局图框： 

 

图14-1-3 插入布局图框 

③ 用鼠标双击图框，再次弹出“打印布局”对话框，此时对话框多了一个选项卡“边框设

置”。用于设置内外边框距离、坐标网、图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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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4 边框设置 

设置好后点击【确定】，图形区的需要出图的文件布局图框里多了坐标网和图签，为了加快显

示速度，图签的内容没有在图形区显示出来，但在“打印预览”窗口中可以完整显示，如下图： 

 

 图14-1-5 打印预览界面 

14.2 插入坐标网/图签 

文件准备：指定文件夹\demo\金属矿山示例 

① 打开数据库（00_数据库.mdb），并显示岩性，样槽和品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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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1 钻孔显示设置 

② 打开地形文件（01_原始地形.3dm）、矿体模型文件(06_矿体.3dm) 

 

图14-2-2 地表与矿体显示 

③ 切制剖面：将图形区置于XY平面，沿其中一条勘探线切制剖面，结果如下图： 

 

图14-2-3 切制剖面成果 



3DMine 软件基础教程 

 

339  

以此为基础，图形文件插入坐标网格和图签的详细过程如下： 

操作步骤： 

① 选择【打印】→【插入坐标网/图签】命令后，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其中，各项功能说明如下： 

网格参数：设置坐标网格的XYZ坐标间距、比例尺和旋转角度（以水平线为依据）。此时为剖

面图，通常情况下只选择一组坐标线（如X的间隔200米），将另一组如Y方向的间隔设置大一些。 

布局参数：设置图签的内容、大小和行数，底部和右侧的预留宽度。如果图签责任表的行数为

“0 ”，则不显示责任表。 

图纸大小：选择图纸的类型。按照绘图要求给定纸张大小（标准尺寸），或者自定义。 

“打印图框内容”、“发送到CAD”，“另存为Mapgis”和“剖面状态”这四个呈灰色状态的

功能按钮是当插入坐标网格后，再次双击坐标网格，功能才启用。 

“插入平面图”是当在剖面状态下插入坐标网后才启用。具体操作后面会讲到。 

 

图14-2-4 坐标网格/图签设置 

点击【图签内容】可以进行图签的内容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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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5 图签内容 

② 参数设置完毕确定后，图形工作区出现可以移动的网格，移动鼠标可以调整网格与打印内

容的相对位置，左键单击后生成网格。 

 

图14-2-6 插入坐标网和图签 

③ 单击网格边界线框后，网格边界线框会变成虚线状态。移动下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蓝点位

置，则可调整坐标网区域大小，移动四周点进行整体坐标网布局调整。 

如果双击网格边界线框，则返回到第1步，可以重新调整网格和布局参数，另外，【发送到CAD】、

【保存为Mapgis】功能也启用。重要的是可以绘制绘图框内的内容和增加小平面图。 

 

图14-2-7 调整坐标网 

当在剖面状态下，即切剖面后插入坐标网，可以插入小平面图。 

示例数据：金属矿山示例\数据库。沿勘探线方向切剖面后呈现出一组钻孔轨迹，插入坐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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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到合适大小，再双击坐标网，点击【插入平面图】按钮，设置剖面范围（剖面两侧的范围值）

及平面数据来源，确定后将在坐标网下方显示平面图。 

 

图14-2-8 插入平面图设置 

 

图 14-2-9 插入小平面图后 

14.3 插入模版文件 

3DMine软件中插入模板文件功能能够实现块体添加一些预设的图框、图块等图元，达到高效快

速出图的目的。 

操作步骤： 

① 选择该功能，弹出模板文件选择窗口，然后可以选择文件目录并选择需要插入的预设模板

文件（模板文件可以为3ds或dwg格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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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1 打开模版文件 

② 选择好模板之后，就可以在图形区插入所选模板文件（插入模板文件时可以根据信息下方

的命令行提示输入命令，对模板文件进行缩放；或者点击鼠标右键，确认插入点坐标），确认后就

在图形区插入模板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14-3-2 插入模版效果图 

14.4 插入坐标网 

插入坐标网功能，可以快速的通过选择多边形、手动绘制矩形和多边形区域，形成坐标网格，

并标注坐标，用于快速打印出图。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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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该功能，弹出插入打印坐标网对话框，然后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坐标网范围，并设置坐

标网参数、风格，如下图所示： 

 

图14-4-1 插入坐标网 

② 点击确定后，如下图选择图框内需要标注坐标网范围的边界线，右键确认，就在边界线范

围内生成了所需坐标网： 

 

图14-4-2 插入坐标网效果图 

14.5 工程图打印 

工程图打印模块是一个独立的制图平台，在3DMine图形区配置好的图形可以直接调入工程制

图模块，快速编辑出图。 

在3DMine图形区调入需要打印的文件，选择【发送到制图软件】功能后，将弹出“打印文件输

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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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1 打印文件输出设置 

设置点和文字高度，是否输出为线条，图纸的设置，多段线输出方式，二维多段线没有Z值，

三维多段线带有Z值。默认输出的是XY平面视角方向的图形，如果是XZ、YZ或其他任意三维视角时

需要选中【当前视角打印】。 

确定后，将图形区文件调入工程图打印模块，如图所示： 

 

图14-5-2 工程图打印模块-模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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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3 工程图打印模块-布局空间 

工程图打印模块界面类似于AutoCAD，左侧是属性框，中间是图形工作区，右侧是设置栏，分

为模型空间和两个布局空间。可以绘图、添加标注、插入比例尺、指北针、编辑修改等。布局空间

里双击虚线边框后，白色背景区域被锁定，滚动鼠标滚轮可以放大内部图形。 

另外，3DMine图形区的图形可以直接发送到CAD或保存为Mapgis格式进行编辑，还可以另存为

PDF格式和图片输出。 

14.6 打印设置 

打印设置功能用于三维打印前的打印机和纸张等参数设置。 

操作步骤： 

① 选择此命令后将会弹出如下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打印机和纸张大小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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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1 打印设置 

② 点击 弹出以下对话框，可以设置打印页面大小和打印排版方向等参数。  

 

图14-6-2 打印机属性 

此时，打印设置完成，然后就可以用三维打印功能进行出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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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本教程的编写由3Dmine软件公司多位工程师共同合作完成，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使本书中所

使用的示例与文字简单明了，过程描述清晰达意。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与提示结果不一致的情

况或任何疑问，请及时与3DMine公司技术支持部联系，联系方式有： 

支持邮箱：3dmine@3dmine.com.cn  

在线QQ群： 超级群：172615496   高级群： 75315788   58059468 

电话支持：010－88684729   

手机支持：13141210494；15010612791； 18601178884 

为了使3DMine软件真正成为国内的三维矿业Office工具，除了我们努力做好软件功能的研发和

提升，承诺为用户提供永久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外，更需要广大用户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本着

“敬业、专业和责任”的精神不断提高软件质量和服务水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为实现软件的应

用价值而不懈的努力。 

mailto:3dmine@3dmin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