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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课堂网》培训通知 
矿业课堂字〔2020〕26 号 中国.昆明 2021 年 01 月 13~15 日 

—————————————————— 

关于举办 2020 年第六期 

金矿井三维通风仿真系统软件与建模技术专题

培训班的通知 

 

一、我国金属非金属矿山通风系统管理现状 

随着我国金属非金属矿井开采深度逐渐加深，矿井通风管

理难度也日益加大，主要表现在：井下巷道贯通点多通风网络

复杂、采空区漏风问题、通风设施缺乏有效管理、风机效率低

下、采场等实际需风点风量不足、采场放炮与掘进巷道放炮后

炮烟排放缓慢、炮烟通过采空区等在井下扩散等。矿井通风系

统中存在的问题给矿井安全生产带来极大安全隐患。与此同时，

由于采深加深而出现的地热和高湿环境的影响，造成井下作业

人员劳动效率下降，无法发挥现有生产系统的产能。 

而由火灾和炮烟等引起的中毒窒息事故一直是造成金属

非金属矿井人员伤亡的重大安全威胁，事故起数占比高，通常

造成群死群伤等重大事故。以往事故调查分析表明，造成金属

矿山井下中毒窒息事故的主要原因包括：通风系统设计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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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构成完整的进回风系统、通风管理制度不完善、井下风网漏

风严重、风机效率低、采场风量不足，造成放炮后炮烟排出缓

慢或者炮烟长时间滞留在采场内，或者放炮后产生的炮烟通过

漏风点流向其他采场造对其他地点的人员造成伤害等等。这些

原因均是由于我们对通风系统建设和管理的忽视或者技术薄

弱而造成，均可以通过合理的构建矿井通风系统，加强井下通

风管理来解决。 

目前，我国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管理水平还相对有限，大

部分仍然主要依靠经验来进行管理。通风系统调整和风量调节，

往往缺乏整体性和长期规划，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调风方案实

施效果不理想，起不到预期的调风效果。与此同时，通风系统

反复调整以及调风期间的通风系统不稳定状态，也给矿井安全

生产带来隐患。所以，从科学合理通风管理考虑，矿山企业需

要配置通风系统仿真模拟分析平台，通过建立全矿井三维通风

仿真模型，来辅助矿井日常通风管理。 

二、建立矿井三维通风动态仿真模拟系统的作用和意义 

构建合理的矿井通风系统，就是利用通风动力，采取符合

实际的通风方式、通风方法和通风网络，以最经济的方式，向

井下各用风地点提供足量的新鲜空气，保持井下工作环境温度、

湿度、空气质量条件适宜，以保证井下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并

提供良好的劳动环境，并且要求在发生灾害时，能及时而有效

地控制风向及风量，并配合其它措施，将事故控制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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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防止灾害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一套合理的通风系统对于

保证矿井安全生产极为重要。 

在国外的加拿大、瑞典、南非等先进采矿国家，非常重视

矿井通风安全定量评估工作。如在加拿大，矿山通常配备专业

人员或者委托第三方技术人员，采用先进的三维软件系统，定

期对矿井进行通风定量评估优化工作。根据国外的经验，一个

矿井 3-6 个月需要定量评估一次。在我国目前的矿井通风能力

核定，大多处于定性的评估阶段，虽然规程对全矿井通风阻力

测定和日常测风工作进行了要求，但数据大多停留在纸面，缺

乏对数据的深入建模分析和可视化解译。少数矿井也开展了相

关的通风网络解算工作，但总体来说，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水平。 

为实现以上目的，必须借助于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技术，以

计算机作为辅助手段，来对矿井通风系统进行管理。使用计算

机图形技术建立矿井真三维通风网络模型，对巷道的断面、风

阻以及通风构筑物等参数进行赋值，实现通风系统的数字化和

三维可视化，然后通过成熟的算法对通风网络数据进行处理、

解算，对通风过程进行动态模拟，从而为矿山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以辅助通风和生产决策，帮助提高

矿井通风决策人员的科学决策水平。 

矿井三维通风动态仿真模拟系统建成后可作为矿山通风

辅助决策分析平台，可广泛应用于：矿井通风系统管理与优化，

通风系统薄弱环节三维可视化展现与预警(如：风速过大、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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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风循环),通风系统调整方案制定及预先仿真模拟（如：预测

巷道贯通、延伸、密闭、作业面搬迁或者风机叶片角调整后通

风系统通风能力和稳定性），应急预案制定及避灾线路动态分

析，风机工况点分析，自然风压分析，井下岩温、风温及火灾

条件下非稳态通风系统模拟分析，反风演习模拟与分析、通风

系统经济性分析以及以三维通风仿真为基础的通风管理决策

支持等领域，帮助矿井实现实时、动态、合理和科学的通风管

理。  

总之：通风技术人员人人精通通风解算技术，用数据指导

通风管理，每逢通风系统调整必先模拟再实际操作，通过假设

性分析和预先模拟基本杜绝通风系统安全隐患，从而大幅提升

我国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安全管理水平。 

三、主办单位 

矿业课堂网 

金码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2019 年开始，金码软件公司联合矿业课堂网，开始实施“矿

井通风技术白盒计划”：通过“软件免费+技术培训”的方式，

让国际领先的矿井三维通风仿真模拟系统走进每一家矿井，并

帮助企业主管技术人员掌握矿井通风基本原理、熟悉通风系统

三维建模与数据分析方法、了解常用矿井通风系统优化与调节

技术等。切实帮助矿山企业减少不必要的通风能耗，改善井下

工作环境。矿井三维通风仿真系统软件与建模技术专题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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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两月举办一期，已经有上百家企业近 220 余专业人员从中受

益。 

四、授课老师 

金码公司自 2009 年起在国内推广应用三维通风动态仿真

模拟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丰富的应用案例。公司团队拥

有丰富的软件操作与培训、通风系统三维仿真建模、通风系统

设计与优化项目经验，所承担的矿井三维通风仿真系统项目多

次通过由行业协会、安监总局专家组织的技术鉴定。 

本课程授课老师由具有 10 年以上三维通风仿真系统应用

经验的资深工程师主讲，通过对目前最先进的三维通风仿真系

统操作方法和设计理念的讲解，结合我国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

系统设计要求和矿井常见通风系统问题，让学员快速掌握三维

通风仿真模拟系统软件操作、矿井三维通风建模技术，以及系

统在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管理中的应用。 

三、培训对象 

全国金属非金属地下开采矿井通风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

矿山设计单位工程技术人员；科研院所通风专业人员；以及其他对

金属非金属矿井三维通风仿真模拟系统技术感兴趣的人员。 

四、培训主要内容 

1、矿井通风原理及理论基础，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通风

部分概要； 

2、主流通风网络解算、通风模拟软件对比介绍；三维通风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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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系统软件操作界面介绍、常用快捷操作方法； 

3、通风系统建模数据准备，第三方图形数据导入，通风系统

网络拓扑建立； 

4、三维通风网络参数设置、通风网络解算，通风模型校正； 

5、任意风路固定风量、固定风压、矿井风量按需分配解算及

动态模拟；  

6、自动根据风量要求计算调节风阻和调节风窗面积，动态模

拟风门、风窗、密闭等通风构筑物设置和风量调节效果； 

7、矿井环境参数建立，矿井热模拟，矿井降温、进风预热建

模及模拟；井下风温、岩温、空气湿度计算，对井下热源、冷源和

湿源进行建模，在三维可视化环境中实现对矿井加热/降温效果进

行定量分析； 

8、风机数据库建立，风机选型及风机运行工况点分析，多级

机站通风系统； 

9、串联通风和污风循环分析； 

10、井下炮烟、柴油机排放模拟； 

11、井下避灾路径模拟，紧急避险最短、最优路径分析，辅助

制定应急预案； 

12、生产矿山通风网络解算，通风现状分析，通风系统调整方

案设计、分析，通风系统风流动态模拟； 

13、火灾条件下通风系统建模、解算与模拟； 

14、动态解算和模拟巷道贯通、新掘或废弃巷道分支后通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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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风流分配； 

15、多风机联合运行建模与通风网络设计及优化； 

16、通风系统调整方案假设性模拟，多种通风系统调整方案建

模及数据对比分析，辅助进行短期和长期通风系统规划； 

17、主辅扇、局扇建模、解算和动态模拟，多级机站通风方案

设计、解算、动态模拟和效率分析； 

18、风机调速，多风机并行、串行联合运行分析和动态模拟；  

19、动态模拟井下烟雾、粉尘、有害气体扩散路径和浓度，辅

助进行灾害预案制定和紧急情况处理； 

20、主要巷道经济断面选型、风网通风经济性评价；通风系统

优化、巷道经济断面分析、报告编制； 

六、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及培训费用 

培训时间：2021 年 01 月 13 日- 01 月 15 日 （共 18 学时）。 

培训地点：昆明（具体地点培训开始前一周通知学员） 

培训时长 18 学时，培训收取资料费、场地费、专家费、证

书费等共计：6800 元/人，培训期间提供工作午餐，学员其他食

宿费用自理。（备注：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每人赠送一套三维

通风仿真系统软件（专业版本，软件功能模块齐全，可长期免费

升级） 

七、其他事项 



8 
 

1.请各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参培人员，确定参培人员后直接通过”

“矿业课堂网”在线报名并缴费，矿业课堂网址：www.edumine.net 。 

2.企业团队报名也可以通过下载“报名回执”，填写学员信息，

并将报名表盖章扫描后发至 edumine@qq.com 。 

3.本次培训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 年 12 月 31 日。 

4.本次培训将于 2021 年 01 月 13 日-15 日在昆明举行，具体培

训地点将于培训开始前一周发送给报名学员。 

5.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请自备笔记本电脑，具有独立显卡笔记

本为最好。 

6.培训结束后通过测试合格，我们将通过“学链未来”培训平

台颁发电子培训结业证书。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孟先生  朱先生 

联系电话：010-51734506  18612261166 

电子邮箱：edumine@qq.com 

 

 

 

 

矿业课堂网                   金码软件（北京）有限公

司 

 

2020 年 11 月 30 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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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报名回执 

参培单位                                                       ( 加盖公章 ) 

单位领队   电话   邮编   

发票信息 
单位名称:   开票：咨询服务费[  ]  

软件培训费[  ] 纳税人识别号：   

参培人员资料 

姓名（必填）） 手机（必填） 职务 传真 Email（必填） 

          

          

          

          

          

          

          

          

住宿时间  01 月   -   日，共（    ）天  （注：培训日期：01 月 13~15 日） 

房间预订 预订房间（   ）间（合住按 0.5 计），标间价格：约 350 元/天（按实际计算，
也可自行预订住宿酒店） 

提示信息 

1、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房价如有变动，以酒店时价为准。 

2、标准间可以合住，费用均摊，发票可以单开，如合住，预订间数按 0.5 计。 

3、培训费：6800 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等，赠送一套三维通风仿真系统

软件（专业版本，功能齐全，可长期免费升级） 

   收款单位：金码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升路支行 

   账    号：0200006209200189956 

4、培训地址：昆明（具体培训地址培训开班前一周通知） 

5、请各参培单位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填写好的回执通过邮件给主办方。 

   主办方：矿业课堂网  联系人：孟先生  传真：010-51734506 

   电话：010-51734506  手机：18612261166  Email：edumine@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