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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型三维智能模型估算露天矿山的资源储量
高孝敏，孙宇佳，垢元培，崔伟，于立民，尤帅
（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为了更精确、智能和直观地计算各类资源储量的体积，笔者带领科研团队自主创新制作了“土石方三维
计算系统”，该系统以智能化的三维饼体模型为基础，分别建立了常规型、墙角型、复杂型和双面型四种
模型，可输出挖方体积、填方体积和均衡体积等十几个参数，并自动输出成果报告。体积计算采用数学
模型法、三角网法和双曲面法共三种方法；面积计算采用表面法、投影法和抵消法共三种方法，联合计算
后，提高了结果的精度与可靠度。为准确估算露天矿山开采的资源储量，以我单位的工程实例，用详实
的外业及设计数据为基础，论述了如何建立三维智能模型及处理相关参数的具体过程。经过多个项目
实践检验，三维智能模型科学有效、形象直观、成果准确、适用面广，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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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估算矿体的资源量与储量是实际地质工作中

2006；刘海英等，
2009；倪平泽等，
模型法（张芳等，
2010；李修杰，
2015；栗雪彬，
2020）。其中几何图形

常用的技术手段。简言之即通过矿体体积、平均权

法较为传统，涉及的计算方法包括算术平均法、块
2007）。算术平
段法、断面法等（侯翠霞和刘东晓，

重和平均品位等参数计算矿体中赋存的矿石量或

均法虽然计算过程最为简单，但与矿体的实际形态

金属量，但是矿体体积参数往往很难准确获取（侯
翠霞和刘东晓，2007）。为了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差距偏大，一般不宜采用。块段法与断面法精度比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我国已全面推进绿色勘查、

制，且没有针对地形要素进行优化，无法精确描述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在露天矿山的恢复治
理、土地整治及残余资源量利用过程中，有大量的

矿体的复杂形态。因此，传统的几何图形法存在计
算工作量大、误差偏大（个别能达到 20% 以上）的

土石方工程，最重要的就是求取地质体（矿石、建筑

缺点，已不能满足现代地质工作需求。地质统计学

石料、废石、土方）的资源储量，本文主要探讨如何

法是根据相邻变量的值，利用变异函数所揭示的区

便捷、简易、准确地计算地质体体积与土石方量的

域化变量的内在联系，来估算空间变量数值的方

方法。

法。虽然该方法能充分考虑品位的空间变异性和

地质工作中，常见的矿体体积估算方法大致可
2007）、地
以概括为几何图形法（侯翠霞和刘东晓，

矿化强度在空间的分布特征，使估算结果更加符合

2006；苏昆等，
2016）、最佳结
质统计法（毕华兴等，

础，同时从其定义中就可看出，其相比传统计算方

构曲线断面积分储量计算及储量审定计算法（简称
SD 法）（柳炳利等，2012；李石桥等，2006）和三维

法更为复杂，不易被基层地质人员掌握，在实际工
2015；苏昆
作中较难广泛推广和应用（修春华等，

算术平均法略高，但受稀疏探槽、钻孔等工程的控

地质规律，置信度高，但需有较多的样本个体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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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SD 法是以最佳
等，2016；唐代文和韦俊杰，
结构地质变量为基础，在断面图上进行几何形变，
使之能以用积分计算求取储量的方法，计算过程主
要采用搜索递进法，是断面法与地质统计学法的提
高及优化（李石桥等，2006）。虽然相较前几种评
估方法具有更高的计算精度，但由于知识体系过于
复杂，较难被普通地质工作者掌握，在实际工作中
使用较少。三维模型法是采用计算机三维技术，融
合现代数学、地理信息技术，构建地质体三维模型，
来精确计算地质体的体积及资源储量，具有形象直
2011；张洋洋等，
2013；王新苗
观的特点（李丰丹等，
2018），因此，其也是目前最实用
等，2021；李璐等，
与流行的估算方法。目前有 Micromine、3DMine、
超威创想、恩地、南方 CASS 等常用软件，各有优缺
点（李丰丹等，2011；李修杰，2015；何贞健，2016；梁
2018；李 金 标 等，
2019；栗 雪 彬；2020），这
瑞 余 等，
些软件均为综合性软件，均不是土石方计算专用软
件，并且模型有待完善。因而需要一款专用软件来
解决土石方计算的专业问题。
露天非金属小矿山往往开采不规范、采掘面众
多、地形起伏复杂，常见的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在实
际工作中存在估算方法复杂、精度差、效率低等问
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有软件对地表复杂的起
伏状态考虑偏少，一般很难利用地表的数字高程模
型（DEM）智能计算资源储量，加之软件系统过于
庞大、费用高昂和操作复杂等不利因素，在各地勘
单位中推广较慢。为此，笔者带领研发团队，结合
地质矿产、地理信息和计算机三维技术，依据实际
工作经验，创建了新型三维智能模型法，研发了一
款全新的“土石方三维计算系统”，此软件简称为
《土石方大师》，并经实践检验效果优良。
《土石方大师》是一款集多图层、实景影像贴
图、三维立体化展示、模型数据种类多样、成果快速
生成和智能化操作计算等功能于一身的轻量级软
件。具有精简、智能、三维可视化、操作简单和费用
低廉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货物仓储、建筑施工、
矿山开采、储量监测等工作场景，尤其适合计算露
天矿山（采石场）的资源储量。软件官方下载链接
为 www.ying.cc。文中通过实例计算得出三维模型
精确的（均衡）体积，用三维数学模型及三角面法计
算后都为 49.68 万立方米，而按双曲面法近似计算
的误差值为 -0.61%，计算精度高，可满足生产要求。

1

新型三维智能模型法的计算原理

三维模型实质上就是由点集、点序组成的三角
面体集合。例如一个四面体模型，就是由四个顶点
坐标及 12 个点序组成的四个三角面体集合。在地
质与测绘工作中，随着三维扫描与无人机等测绘
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容易获取露天矿山的地形起
伏现状，经过正射改正，形成地表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得到三维模型所需的点集。内业采用不同
的推算方法与手段，可得到各三角面体的点序，形
成三维模型，再采用数学公式计算出三维模型的体
积（挖方与填方）、表面积、投影面积等参数。
土石方三维计算系统以各种饼体模型为基
准，利用智能化的三维饼体模型计算地质体的体
积与面积等参数。三维模型是由多个零件组成的，
三维饼体模型分别由顶面、底面、外侧面、内侧面
等三角面集合（零件）组成。本系统的三维饼体
模型，外业需要得到 A 面点集（通常为顶面，包含
外圈点、DEM 点、天窗点）与 B 面点集（通常为底
面，包含外圈点、DEM 点、天窗点）的数据，内业
智能推算出外侧面、内侧面的点集，再智能连接出
各部分的三角面点序，共同组合成三维饼体模型
（图 1）。
当原始数据不足时，由系统智能分类、补充、推
算相关点集与点序。例如：仅有顶面的 DEM 点，软
件可智能推算出其外圈点，再智能推算出底面点
集，自动封闭三维饼体模型，即可完成基本的计算
（图 2）。
三维模型体积与面积的计算公式，涉及现代
数学计算方法，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此不多做
探讨。但必须指出，计算机浮点计算中一般仅有
15~16 位有效数字，而 DEM 坐标数据往往有 9~12 位
有效数字，如直接对其进行乘方等数学运算，将大
量损失有效位数，导致计算成果精度较低。作者仔
细研究当下使用较多的几款软件，大多直接将坐标
数据代入公式进行计算（作者称之为原点法）
，误差
较大。本系统采用重心法（即将坐标数据以中心点
为基准进行转换）
，有效降低坐标数据的有效位数，
使乘方等数学运算不会损失有效位数，大大提高了
计算精度。经实际测试，重心法比原点法通常可提
高 1%~3% 的准确度。
新型的三维模型针对每个地质体需建立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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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维计算系统的复杂饼体模型

图2

三维计算系统的简易饼体模型

的 DEM 数据文档，外业可采用无人机、GPS、全站
仪等采集 DEM 数据，内业自动导入、智能计算各地
质体的体积及面积等参数。体积计算采用模型法、
三角网法、双曲面法共三种方法，进行联合计算，得
出三类体积参数进行对比分析，来提高计算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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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靠度。面积计算采用表面法、投影法、抵消法
共三种方法，进行联合计算，得出三类面积参数进
行对比分析，来提高计算的精度与可靠度。本新型
的三维模型具有智能化、简捷高效、精度高、三维可
视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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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石方大师》中应用的四种智能
模型
本系统集成了计算所需的四种智能模型：常规
型、墙角型、复杂型和双面型（双曲面型）。四种模
型的数据来源、基本特点、特殊用途和示例文件等
详细列于表 1。
前三种模型仅需要外业测量顶面数据，双面型
必须测量 A 面与 B 面两套曲面数据。复杂型与双面
型的 A 面数据，可以非常复杂，即能包含外圈、DEM

方等物体模型。外业仅需测量物体顶面的碎步点
集，外圈需为外凸多边形或相对规则的内凹多边
形，能由软件智能封闭外圈及底面等数据，形成三
维模型体（图 3a~b）。适用于货物靠墙角自然堆放，
墙面近似竖直，底面近似水平的场地；一般多用于
有院墙的货场，一侧或两侧靠墙角堆放，要求至少
有一侧无墙角。场地底面必须近似水平（底面允许
少量起伏），外业仅需测量顶面点集，能智能下延至
被遮挡住的底面墙角点。
复杂型假定土石方等物体的外圈呈复杂枝杈

及天窗等点集，又支持复杂的枝杈状及包含异物

状或其内部含有其他杂物（异物、天窗），须经人工

（天窗）的三维模型，但是需要人工圈定外圈与天窗

圈定其具体形态，再智能形成三维模型体。外业必

的边界点。

须分别测量物体顶面的碎步点集（外圈点集、内部

常规型假定土石方等物体的外圈为外凸多边
形或相对规则的内凹多边形，能由软件智能封闭外

点集、多个天窗点集），并按顺序存储导入多个点集

圈及底面等数据，形成三维模型体（图 3a~b）。在

数据，软件可智能扣除包含杂物（天窗），创建出复
杂的三维模型（图 3c~d）。场地底面可以近似水平，

外业测量土石方堆时，仅需测量顶面的碎步点集。

也可在倾斜的凹凸山坡上（底面允许一定的凹凸

场地底面可以近似水平，也可在倾斜的凹凸山坡上

不平），外业必须分别测量物体顶面的碎步点集（外

（底面允许一定的凹凸不平）。此模型的数据结构

圈点集、内部点集、多个天窗点集）。这是常规型的

最简单、最易获取，操作过程简捷、实用。

更复杂形态，当采用常规型无法解决时，可选用此

墙角型是指靠多个墙角或垂直山壁堆放土石
表1

模型。

四种智能模型的特点与用途

模型

数据来源

基本特点

特殊用途

常规型

仅需顶面 DEM 数据

快速、实用

常用

墙角型

仅需顶面 DEM 数据

简单、智能下延墙角

墙角

复杂型

顶面外圈、DEM 及天窗

形态复杂、能扣除天窗

枝杈、天窗

双面型

A 面复杂点集、B 面 DEM

智能双曲面、填挖方

修整场地

图3

智能处理外圈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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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原始地貌与设计地貌都为曲面，必须利用 A 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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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与输出参数

维点集与 B 面三维点集，按双曲面法智能形成三维

本系统的输入参数有六种，如表 2 所示。这些

模型。A 面一般需采用形态复杂的点集（外圈点

输入参数是进行拓扑分析、智能创建三维模型的

集、内部点集或多个天窗点集等），可为简单形态、

基础。

复杂枝杈状或其内部含有其他杂物（异物、天窗）
等各种形态；B 面只采用一套简单点集。以 B 面数

本系统的输出参数有多种，主要的输出参数如
表 3 所示。体积计算采用模型法、三角网法和双曲

据作参考，用 A 面数据为基准，圈定三维模型的外
圈与天窗的边界点（图 3c~d）。外业必须分别测量

面法进行联合计算，智能输出三类体积参数进行对

物体 A 面的碎步点集（外圈点集、内部点集、多个
天窗点集）与 B 面的 DEM 点集。这是最复杂的三

参数远远多于其他软件，可相互印证对比，扩大适

维模型，可计算起伏较大曲面上土石方的体积，也

4

可用双曲面法计算复杂场地的挖方与填方等体积

比分析，来提高计算的精度与可靠度。输出的体积
用范围。

在估算露天矿山资源储量中的应用
《土石方大师》可应用于多种工作环境下，尤其

参数。
采用常规型智能圈定外圈点，采用墙角型智能

适合露天矿山（采石场）的储量核实、动态监测、矿

计算角部模型体积，采用复杂型计算带有天窗的三

山环境修复治理、采掘设计等资源储量估算环节。

维模型，采用双面型精确计算场地平整或两期工程

经数据导入、数据处理、三维显示、参数计算后，输

的挖填方数据，是本系统独创的技术方法，具有明

出成果报告。工作中须以地质体为单元进行数据
处理，各类地质体的示意剖面如图 4 所示。

显的技术优势。
表2

主要的输入参数

单位 /m

名词

简单释义

备注

抽稀点距

DEM 中任意两点的水平面最小间距，用于剔除相近点

≥ 1 mm

下延标高

场地下延到某水平面的标高，智能形成底面点集

凹角距

外圈点中两相邻点的最大允许距离，智能内凹绘制外圈边界

底面误差

墙角型近似水平场地允许的场地高差起伏百分数

0~50%

边线点距

按距离智能插入边线点，用于加密三角网的形态

≥ 1 mm

平场标高

用虚拟高程面分成上、下两部分，分别计算相关参数

表3

≥ 1 mm

主要的输出参数

名词

简单释义

备注

表面积

模型各三角面的（斜）面积之和，分为上、下、侧、全四部分

≥ 0，m2

投影面积

是正射投影后的面积，分为顶面、底面水平投影两部分

≥ 0，m2

抵消面积

两种面积的差值，用于验证计算成果的精度与信度

m2

模型法体积

三维数学模型的（均衡）精确体积，用纯数学公式（原理）得到的精确体积值

m3

三角网法体积

按三角面法计算的（均衡）精确体积，用三角面对算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体积值

m3

双曲面法体积

按双曲面法近似计算的均衡体积，经误差改正后的均衡体积，附带输出挖方与填方参数

m3

上部体积

高于某标高的体积，可按不同标高计算各分段的体积

m3

下部体积

低于某标高的体积，可按不同标高计算各分段的体积

m3

挖方体积

挖走土石方的体积，挖方与填方是相对的

m3

填方体积

填入土石方的体积，挖方与填方是相对的

m3

均衡体积

是填方、挖方体积进行均衡（求差值）后的体积值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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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体（土石方堆）的外圈可以呈外凸形、内凹
形、枝杈形等各种复杂状态，内部可以包含多个天
窗，底面允许相对固定或智能下延，允许呈近水平
或斜坡状。允许顶底面呈现复杂的麻花型，可一次
完成挖方、填方、均衡体积计算。可通过矿山两期
的地表 DEM 数据，计算周期内的采掘量，计算出总
开采量、场地内现存堆放量和已运出量等参数。也

图4

图5

可依据不同的平场标高，计算各标高之上、之下或
之间的体积数据，分段计算体积等相关参数，有利
于制定采掘计划。
现以某露天矿山为例，简述数据的处理过程。
（1）采用无人机测量矿山的原始 DEM 数据共 7517
点（图 5a），保存为“原始地形 B.txt”文本文件；
（2）
选择软件的常规型导入此文件，选择抽稀点距进行

多种应用环境下的剖面示意图

某实际露天矿山估算开采资源储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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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去重叠，智能形成底层的曲面（图 5b），核对地形数
据；
（3）设计矿山的开采台阶及整平地形，圈定开
采境界，共形成设计 DEM 数据 1220 点，保存为“设
计地形 A.txt”文本文件；
（4）选择软件的复杂型导
入此文件，选择抽稀点距进行去重叠，智能形成顶
层的曲面（图 5c），检查核对设计数据；
（5）选择软
件的双面型，先导入“设计地形 A.txt”文件，再导入
“原始地形 B.txt”文件，选择抽稀点距进行去重叠，
智能形成顶层 A 与底层 B 的两个曲面，智能构建三
维模型（图 5d）。
此矿山共设计了六个开采平台，以设计地形为
A 面，以原始地形为 B 面，由 A 面与 B 面相互叠加构
成三维模型，形成类似图 4d 的麻花状双曲剖面。在
图 5d 内，出露三角网格的区域，是设计地形高于或
等于原始地形的区域，即为填方区或未施工区；无
三角网格的区域，是原始地形高于设计地形的区
域，即为挖方区（削方区）。当然，也可对调 A 面与
B 面构成新的三维模型，相互对比分析挖方区与填
方区的数据。
形成三维智能模型后，便可计算各项参数，输
出成果报告。该三维模型精确的（均衡）体积，用三
维数学模型及三角面法计算后都为 49.68 万方。按
双曲面法近似计算的误差值为 -0.61%，B 面高出 A
面的体积为 52.62 万方（挖方量），A 面高出 B 面的
体积为 2.94 万方（填方量）。A 面的表面积为 10.59
万平方米，B 面的表面积为 10.44 万平方米，该区域
的水平投影面积为 9.51 万平方米，模型的平均厚度
为 5.803 米。输出参数相较其他软件丰富，且计算
结果精度高，能通过直观的三维模型，检查核对数
据，有利于减少失误。

5

结论

通过对比分析多种资源储量估算方法，笔者创
建了新型三维智能模型。此模型采用常规型智能
圈定外圈点，采用墙角型智能计算角部模型体积，
采用复杂型计算带有天窗的三维模型，采用双面型
精确计算场地平整或两期工程的挖填方数据，是独
创的技术方法，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本文通过实
例计算得到的三维模型精确的（均衡）体积，用三
维数学模型及三角面法计算后都为49.68万立方米，
而按双曲面法近似计算的误差值为 -0.61%，精度较
高，精度满足计算要求。此模型可应用于多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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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尤其适合露天矿山（采石场）的资源储量估
算，但也存在部分缺陷，对于含有夹石、形态复杂的
矿体，需划分成多个小模型分别计算，操作步骤复
杂，不宜使用本模型进行资源储量计算。经多个工
程项目实际测试，可智能形成直观的三维模型，并
有效解决了其他软件不能较全面生成土石方计算
模型的问题，具有简单实用、输出参数丰富、计算结
果精度高和针对性强的特点，均有良好的推广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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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3D-intelligent model used for estimation of surface mine reserves
GAO Xiaomin, SUN Yujia, KOU Yuanpei, CUI Wei, YU Limin, YOU Shuai
(The second Geological Brigade of Hebei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 Bureau, Tang Shan 063000, Hebe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volume of various resource reserves more accurately, intelligently and
intuitively, the author led the scientiﬁc research team to independently innovate and produce the“earth and stone
three-dimensional calculation system”. There are four models of corner type, complex type and double-sided
type, which can output more than a dozen parameters such as cut volume, ﬁll volume and balanced volume, and
automatically output the result report. Volume calculation adopts three methods: mathematical model method,
triangulation method and hyperboloid method; area calculation adopts three methods: surface method, projection
method and offset method. After the joint calculation,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 are improved.
In order to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resource reserves of open-pit mines, based on our company’s engineering
examples and detailed ﬁeld and design data, it discusses how to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intelligent model and
the speciﬁc process of processing related parameters. After many projects,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lligent model
is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intuitive, accurate, and widely applicable, and has good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intelligent model; earthwork; resource reserve; geological surve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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