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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众信通 (Truethingtone) 成立于 2011 年 8 月，公司总部坐落在山西省长治市进峰实业写字楼

（益东国际旁），是一家专业从事矿井通风系统优化的公司，也是澳大利亚 (Chasm) 公司资深

合作伙伴，公司致力于有关矿井通风高新技术的开发研究与推广应用。

以科技创新为先导，

努力成为中国矿井通风

科学领域内的核动力。

打造高附加值的通

风技术服务为矿井通风

提供专业支撑。

人才至上、专业科

学、互信合作、开拓创

新、追求卓越。

www.0355zxt.com

ventsim@0355zxt.com

三维可视化矿井通风模型设计

矿井通风系统优化设计

矿井通风阻力测定、咨询

矿井通风仪器开发

ventsim软件分销商

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Truethingtone  Tec.Co., Lt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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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寄语：

中国矿井通风领域的工程师们：

众 信 通（Truethingtone） 非 常 激 动 的 通 知 各 位， 全 球 知 名 企 业

Howden 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正式宣布收购澳大利亚 Chasm 咨询公司。

通过企业之间人才、技术及市场的强强联合，Ventsim 软件的应用也将步

入划时代的发展快轨，Simsmart 将是该企业融合后的发展目标，同时澳大

利亚 Chasm 咨询公司将以下属公司的名义继续独立从事相关技术的深度

研发，并将 Ventsim 软件打造成全球通风领域最高端的软件产品。

矿井智能化通风管理必将成为世界矿井通风领域的发展趋势，我公司

将加大智能测风仪器的研发，同时也将加快与相关单位的技术融合，争取

在通风领域推出更多的创新型产品。

                                            

                                                                   众信通（Truethingtone）团队

                                                                              2018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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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sim中绘制通风机的
         个体特性曲线的方法

Drawing method

■ 作者 /徐凯

通风机的风量、风压、功率和效率这四个基本参数可以反映出通风机的工作特性。每

一台通风机，在额定转数的条件下，对应于一定的风量，就有一定的风压、功率和效率；

风量如果变动，其他三者也随之改变。因此，可以将通风机的风压、功率和效率随风量变

化而变化的关系，分别用曲线表示出来，称为通风机的个体特性曲线（见图1）

风机功能在Ventsim4中有了显著的提升。风机可以组合为一个不同类型下的风机群，

也可以指定风机的安装阻力（入口和出口损失）应用到模拟中。可将风机制造厂家的风机

数据表导入Ventsim并使用鼠标点击自动生成风机曲线。

(图 1)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下面介绍在ventsim中绘制风机特性曲线的步骤：

（1）先将选定的风机特性曲线图扫描成电子版图片

（2）在ventsim添加选定风机名称和风机叶片角度



7

（3）点击风机数字化编辑、文件、打开图片，将图片添

加进Ventsim软件中

（4）定义区域（图形区域的最低值和最大值应与定义区

域相对应）

（5）选择曲线，添加点（以49°/41°为例）

（6）在对应的特性曲线上拾取十个点后确定

（7）移动所拾取的点（使其在曲线上更均匀准确）形成准

确的风机特性曲线

（8）重复过程（5）~（7），直到把图片上的所有曲线都

描完

众 信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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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sim 经典功能 摘选
----源于 Chasm

Selection of papers

New Features in Ventsim Visual 3.2
Ventsim Visual Version 3.2 has many new features. Here are some of the best.

Ventsim Visual Versions

INTRODUCTION VECTOR PRINTING  (All Versions)

INTRODUCTION Linear Gas Simulation (Advanced / Premium Versions)  (All Versions)

INTRODUCTION Fog Simulation (Advanced / Premium Versions)

INTRODUCTION RADON Simulation (Premium Version)

Ventsim3.2含有许多新功能。 

以下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

VentsimVisual 版本

介绍矢量打印（所有版本）

介绍线性气体模拟(高级/ 超级版本)

介绍雾模拟（高级版/超级版）

介绍氡模拟（超级版）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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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eatures in Ventsim Visual 3.2
Ventsim Visual Version 3.2 has many new features. Here are some of the best.

New feature : Vector Printing. 
Vector Pr int ing is a method of 

printing high resolution graphics 

to printer or for inclusion in other 

documents. It is ideal for clear, 

concise printing and large format 

printing.

New feature: RADON simulation. 

This specialised simulation helps predict the spread of Radon progeny through a mine, 

and calculate the radiation exposure to personnel in those areas.

New feature: Linear GAS EMISSION. Allows a specified gas to emanate along 

underground roadways as defined rates. This features become even more useful 

when simulated with the DYNAMIC function because ventilation can be slowed or even 

stopped, and the build-up of gases can be observed over time.

New feature: FOG simulation_Ventsim Visual has always been able to simulate 

‘condensate’ of water forming from cooling air, however this new feature simulates 

the transport of condensed water as fog, and even the re-evaporation of the fog in the 

presence of heat or mixing with dryer air.

New feature: DUST simulation. This new feature is a subset of the normal contaminant 

simulation. Dust simulation predicts the settling of dust along roadways based on the 

dust particle size and air velocity.

Improved Features: VENTFIRE. Ventsim now has improved graphing capabilities, 

with multiple graphs being able to be opened at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data can be 

smoothed to produce less chaotic results. VENTFIRE now has an inbuilt VIDEO function 

that can compile a video of the VentFIRE event, and play it back or save it at the end of 

the simulation.

Beta Features: We are always trying out new features. One feature currently being 

tested in the PREMIUM version is BLAST OVERPRESSURE modelling of underground 

explosions on mine seals. This feature allows seals of a defined strength to be placed, 

and then a blast overpressure event (for example methane gas) can be induced to see 

what seals in the mine are likely to fail.

Ventsim3.2含有许多新功能。

以下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

新功能:矢量打印。矢量打印能

为用户打印高分辨率的图形或者为文

档提供高分辨率结论使用。它更清晰，

能够满足简洁打印或复杂格式打印。

新功能:氡模拟。这是矿井中帮

助预测氡子体衰变的特殊模拟，并能

计算这些区域对人体的放射性暴露。

新功能:线性气体扩散。按照定

义速度沿着巷道路径允许定义扩散气

体。这项功能甚至是在动态模拟是也

十分有用因为既可以人为减慢通风也

可以停止通风，并可以按照时间轴观

察气体。

新功能:烟雾模拟-VentsimVisua

按照定义速度沿着巷道路径允许定义

扩散气体。这项功能甚至是在动态模

拟是也十分有用因为既可以人为减慢

通风也可以停止通风，并可以按照时

间轴观察气体。

新功能:粉尘模拟。该新功能是

正常污染物模拟的子功能。粉尘模拟

可以基于粉尘的粒度尺寸和空气流速

预测沿路粉尘的位置分布。

改进功能 :火灾模拟Ventsim。

提升了当前的图形功能，可以在多个

位置打开多幅图形，并且数据可以平

滑较少出现无序性结果。火灾模拟内

置了可以录制火灾事件的录像功能，

并可以模拟结束后回放或保存视频。

测试功能: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

新功能。其中一项正在超级版本里测

试的功能是爆炸超压。建立在密闭条

件下的井下爆炸建模。该功能允许设

置定义密闭受力，然后可以设置爆炸

过压事件（例如瓦斯爆炸）进一步来

观察矿井中什么样的密闭可能无效。

众 信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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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sim Visual Versions

Standard Version
Full 3D modelling

Real-time animation of airflow and fans

Dynamic colouring of airways and data

Airflow simulation and fan modelling

Pressure modelling of fan and regulators

Contaminant and dust spread, sourcing and emergency simulation

Financial functions to analyse airflow and fan costs.

Variable speed fans which can be reversed or turned off.

Advanced Version
All the Standard features

Thermodynamic heat moisture modelling

o Strata heat and moisture, oxidization

o Refrigeration

o Diesel heat and emissions

o Electrical heat sources

Compressible airflows and different mine air densities and fan operating 

environments.

Multi gas contamination simulation

Advanced financial analysis.

Recirculation predictor

Diesel particulate simulation

Premium Version
All the Advanced features

VentFIRE : Scripting and fire simulation

RADON simulation

Explosion Overpressure simulation

LiveVIEW : Live data capture and display

Ventlog : Ventilation survey data record keeping software.

标准版Ø

   真三维模型

Ø实时风流及风机模拟

Ø动态着色风路及数据

Ø风流模拟及风机建模

Ø风机及调节设施压力建模

Ø污染物及灰尘扩散、污染源

   和紧急事件模拟

Ø用于分析风量及风机购置的

   经济模拟

Ø可变风机速度调节如反风或

   关闭风机

超级版Ø

   所有高级版的功能

Ø火灾模拟：火灾事件及火灾

   模拟

Ø氡模拟

Ø超压爆炸模拟

Ø监测监控接入：实时数据获

   取和显示

  测风软件:测风数据测风数据

  录入及保存

高级版Ø

   所有标准版的功能

Ø热力学湿热建模

     围岩的热、湿度及氧化

     制冷

     柴油机热量及释放物

     电气热源

   可压缩矿井风流和不同矿井空

   气密度及主通风机运行环境。

   多种气体污染物模拟

   高级经济模拟分析

   循环风预测

   柴油机颗粒物模拟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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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VECTOR PRINTING  (All Versions)

Ventsim Visual 3.2 introduces “VectorPrinting” 

Ventsim Visual printing has traditionally been done as a‘raster’or‘bitmap’print, 

which takes the individual pixels from the screen and sends them to the printer. This 

method produces an accurate rendition of what is on the computer screen, but can 

look pixelated and blocky, particularly if printed in larger formats. In addition, the text 

rendering is often unclear and difficult to read.

Vector printing uses a different method, instead sending polygons and true type text to 

the printer to render in sharp detail. As a result, the printed picture, including text looks 

sharp and clear regardless of the size of printing. The text also remains sharp and clear. 

Vector printing can also be used to send the print to a picture file or to the Windows 

clipboard so that the vector pictures can be included in other documents and reports. 

Once these pictures are embedded in a document, the same level of clarity will be 

available when printing the document, regardless of size or print format. This can make 

reports look much clearer and more professional.

A host of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optimise the vector print including text size and 

transparency, arrow and node sizes, wireframes and solids and other options. Access 

the Vector Printing from the Ventsim FILE menu.

VECTOR PRINTING LIMITATIONS

Currently, DXF reference graphics cannot be included in Vector Prints, only airways and 

airway information.

Background colours and pictures are excluded (however this often makes for a clearer 

picture anyway).

Microsoft Windows also has an inbuilt limit on the complexity of a Vector Print. This 

inbuilt limit can be increased, by increasing the GDI limit in the Windows System settings. 

Very large or complex models may not print, unless zoomed in to reduce detail, or unless 

this Windows limit can be increased

The above pictures clearly show 

the dramatic improvement in print 

quality of the Vector print sample, 

particularly when zoomed in to a 

region of the print.

实例图片清晰的证明了使用矢量打

印的质量显著提升。特别是缩放的部分

区域的打印。

介绍矢量打印（所有版本）

Ventsim Visual传统打印是按照

光栅图形或位图打印，这种方式是单

独从屏幕获取图像并将它们输送至打

印机。这种方式生成准确的屏幕显示

内容，但看上去像素化和具有斑点，

特别是按照较大的格式打印时。另外，

文字图像往往不清晰也很难阅读。

矢量打印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

式，不再按照尖锐的细节发送多边形

和真实文字类型至打印机。因此，打

印的图片和文字看起来都十分清晰和

明快却不受打印尺寸的限制。文字显

示也很清晰明亮。

矢量打印可以向打印机发送图片

文件或向WINDOW 粘贴板发送这样

可以便于在其它文档或报告中使用矢

量图片。一旦这些图片嵌入文档，可

以按照同等水平的清晰度打印文档，

而不界限于格式或大小。这样可以使

得报告更清晰也更专业。

大量选项可用于优化矢量打印包

括文字尺寸和透明度，箭头和节点尺

寸，外边框和实体以及其它选项。从

Ventsim文件菜单进入矢量打印选项。

矢量打印局限性

当前，DXF参照图形不能矢量

打印,只包括风路及风路信息。

背景颜色和图片也除外 (尽管这

常常会使得图片更加清晰).

MicrosoftWindows 也在复杂矢

量打印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内

置的局限性也可以在系统设置中通过

提高GDI调高，非常庞大或复杂的模

型可能打印不了，除非通过缩放减少

内容，再则就是除非提高了Windows

限制。

 
(

打
印
类
型
对
比)

Raster (bitmap) normal printing(光栅(位图)正常打印)

Vector Printing(矢量打印)

Zoomed in section of the bitmap print
(部分缩放部分位图的打印)

Zoomed in section of the vector print
( 在矢量打印中缩放的部分片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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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inear Gas Simulation(Advanced / Premium Versions)

Ventsim 3.2 introduces linear gas emission, a way to define a region of a mine as 

emitting a gas from the airway surfaces, defined at a rate per metre along the airway.

Linear gas emission differs from the normal GAS definition in an airway. The traditional 

nonlinear gas settings in Ventsim change the gas composition of an airway to a defined 

portion of gases. As explained in previous newsletters, this allows the user to set the 

ventilation to a known concentration of gas, or define an ‘injection’ airway where a 

known volume flow of a gas type can be injected into an airway.

Linear gas emission instead emits a gas volume along the length of an airway, and 

mixes this gas into the atmosphere already in the airway. This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n 

method allows user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gas build up, particularly where ventilation 

flows may change because of changes to the ventilation system.

For example, if the linear gas emission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emission of coal seam 

gases (methane) into the underground atmosphere, the user can test different primary 

ventilation options or ventilation control settings to see what build-up of methane gas 

may occur.

In addition, the linear gas emission function is compatible with Dynamic Simulation. 

This means that (for example), during a dynamic simulation the ventilation fans could 

be adjusted or turned off (to simulate a power failure for example), and the simulation 

could be continued to be observed for the increased gas level build-ups in different 

mine areas. This could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the time available before gas 

concentration reach explosive levels.

LIMITATIONS OF LINEAR GAS SIMULATION

Linear gas simulation does not change overall volume flow of air in the mine, rather 

it ‘replaces’ a portion of the mixed atmosphere, with the linear emission gas. This 

makes it unsuitable for situations where the emission gas creates a significant change to 

overall ventilation flow. A fixed injection method is best is this case.

Linear Gas Simulation also assumes homogenous mixing of emitted gases. In an 

actual mine, gas pockets and layering are likely to occur, particularly if no ventilation 

flow is present. The simulated ‘fully mixed’ concentration of gas may therefore 

underrepresent 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gas pockets in the mine.

介绍线性气体模拟（高级版/超

级版）

Ventsim3.2 引入气体线性模拟，

可定义矿井区域风路表面气体线性释放

的方法，沿风路按每米的速率进行定义。

在风路中的线性气体释放不同于

通常的气体定义。Ventsim传统意义上

的非线性定义气体设置会将风路气体组

成改变成定义的一部分气体。如前简报

所述，这将允许用户定义一个已知的气

体浓度，或定义一个在风路中已知体积

量的某种气体注入风路。

线性气体释放替代了沿风路长度

的体积释放，并将这些气体混合进入风

路现有空气中。这种方法的区别是允许

用户检查气体构建效果，特别是那些通

风系统改变引起通风风流变化的风路。

例如，如果气体线性释放用于模拟

煤矿井下煤炭裂隙气体（瓦斯）涌入矿

井空气，用户可用测试不同的基本通风

选项或通风控制设置观察将会出现的瓦

斯气体聚集情况。

另外，线性气体释放功能和动态模

拟相适应。至意味着（例如），动态模

拟中主通风机可以调整或关闭（例如模

拟功率失败），并且可以继续模拟观察

不同矿井区域气体水平的增量。这将可

以为气体浓度达到爆炸极限提供具有价

值的可用时间信息。

线性气体模拟的局限性

线性模拟不改变整个矿井风流的

体积，也不会用线性释放气体替代混合

空气的一部分。这样在气体释放对整个

风流引起明显变化时就会不太合适。这

样最好的方式就是注入式。

线性气体模拟也可认定为同质释

放气体的混合。在真实矿井中，气袋和

分层现象可能会出现，特别是没有风量

情况下。矿井气体混合模拟浓度可能会

低于实际出现气袋时的高浓度水平。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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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 P  1 —— A  G a s  M i x t u r e 

composition must first be set 

in the new Gas Preset Mixture 

table. Click the “Gas Mixture” 

button for this or go to the 

PRESET table in the Settings.

STEP 2——Select the airways 

in the mine with known gas 

emission,  EDIT,  select  the 

def ined Gas Mixture,  c l ick 

“Linear Emission” and enter 

the f low from the selected 

airways. If the linear emission is 

not known, the following method 

can be used in an existing mine. 

For mines with known regions 

of gas, a gas balance on intake 

and exhaust air from a region 

assist in determining emission 

rates from airways.

STEP 3——run the STEADY 

STATE GAS simulation, or the 

DYNAMIC gas simulation.

S T E P  4 —— u s e  D Y N A M I C 

simulation (in this case a 20 

minute primary fan failure) to 

determine gas build-up.

第一步——必须首先设置混合气

体预设栏中的新“气体混合物”。点

击“气体混合物”按钮进入预设栏中

进行设置。

第二步——选择已知气体浓度

的矿井巷道，编辑，选择已定义的混

合气体，点击“线性释放”并从选择

的风路进入风流。如果线性释放不清

楚，可以使用现有下列方式在当前情

况下。对于已知气体区域，气体摄入

量和排出量平衡有利于确定风路的释

放率。

第三步——运行稳态气体模拟，

或动态气体模拟。

第四步——使用动态模拟（这时

20分钟的主风机停运）确定气体聚集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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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Fog Simulation(Advanced / Premium Versions)

Ventsim Version 3.2 introduces fog simulation to heat modelling.

Fog is an issue with some mines, particularly mines using a pressurised intake system, 

and ramp exhaust. Warm humid air from the deeper mine is cooled as it returns to the 

surface,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fog when the air reaches its dew point.

Fog can be a safety hazard when visibility is affected in travel ways, and can also be 

problematical with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some machinery particularly electrical 

equipment.

Ventsim 3.2 can now perform fog simulation as part of the normal heat simulation 

process.

When fog is detected forming in the heat simulation, the fog is entered into the 

airflow and carried downstream to other airways. If the airway becomes conducive to 

evaporation again (due to heat increases or mixing with dryer air), the fog is reabsorbed 

thermodynamically into the airflow. Fog is allowed to build up to a maximum of 1 gram / 

kg of air (which represents very thick fog), after which it is assume to start falling out as 

‘condensate’ to the airway floor or perimeter.

Fog can be observed during simulation by selecting the HEAT > FOG tab.

Correct simulation of fog requires that an accurate thermodynamic model of the mine be 

built. Any good thermodynamic model should include heat sources such as diesel and 

electric machines, as well as correct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rock temperatures, 

geothermal gradients and wetness fractions.

Fog in a mine can be a difficult problem to solve, and is often tolerated as a ‘part of 

the mine ventilation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to reduce, if 

not illuminate fog. The introduction of water to the atmosphere through wet surfaces, 

dust suppression sprays, water on roadways can often be limited with careful drainage 

control or separation of exhaust air. Water increases humidity which increases fog. The 

introduction of heat (through heat exchangers, machines or heaters) can also assist.

While heat producing or exchanging devices may be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if only used 

to control fog, heat producing infrastructure such as compressors or pump stations can 

often be located in regions where fog may be troublesome to help heat the atmosphere 

and reduce fog formation.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介绍雾模拟（高级版/超级版）

Ventsim Version 3.2 将雾模拟

引入了热模拟建模。

雾也是某些矿井的问题，特别是

压入式通风系统，和坡道回风。来自

深井的暖湿空气到达地表时冷却，空

气达到露点时引起雾的形成。

雾影响到巷道行走能见度时可构

成安全风险，也可对一些供电设备尤

其是电力设备运行和保养带来麻烦。

Ventsim Version 3.2 当前可以

作为热模拟的一部分来执行雾模拟。

当在热模拟中探测到烟雾时，烟

雾进入风流并将沿下风流方向携带至

其它巷道。如风路有利于再次蒸发（取

决于热量增加和干空气混合），雾被

重新热吸收进入风流。雾可以设置最

大值为1克/千克空气（这就代表很

大的雾），之后它会被认定为开始作

为冷凝至风路底板或四周逐渐退出。

模拟中可以通过选择“热>雾”

标签查看雾。

正确的雾模拟需要建立准确的热

模拟矿井模型。一个好的热模拟模型

应包括热源如柴油机和电力设备，还

包括正确的环境系数如岩石温度，地

热梯度和含湿量。

雾的问题在矿井中也很难解决，

也常被认定为矿井通风系统的一部

分。但也有措施可以减少它，即使没

有阐明有雾。通过潮湿表面进入空气

中的水分，抑尘喷雾洒水，运输路线

水分经常可以通过严格排放控制或污

风分离进行控制。水分提供导致湿度

增加和雾。热量（通过热交换，机器

或加热器）介入同样可以助推。

无论是热生成或热交换设备如仅

用于控制雾是较昂贵的，热生成设备

例如压缩机或泵站常产生雾麻烦的区

域帮助加热空气同时减少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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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信 通

INTRODUCTION RADON Simulation (Premium Version)

Ventsim Visual 3.2 Premium introduces Radon simulation. Radon gas exposure 

differs from normal gas in that it is not the Radon gas that directly impacts on 

mine worker health, but rather the radiation produced by the radioactive decay 

of Radon into its series of decayed elements (Radon daughters or progeny).

As a result, health limits are normally based on radiation exposure, rather than direct 

exposure to the gas.

As Radon is a descendent of the decay of Uranium, Radon emissions occur naturally at 

much higher levels in Uranium mines, but can also occur at elevated levels in many other 

types of mines.

The Radon decay sequence and the relative half-life of the Radon daughter products 

result in a rapid increase of radiation exposure if the Radon gas is allowed to remain in 

the mine atmosphere for any length of time. Therefore, the harmful emission of radiation 

from Radon progeny depends on both the concentration of Radon, as well as the time it 

spends in the mine atmosphere.

Ventsim simulates this process by allowing the users to specify the rate of Radon 

emission of different airways or parts of the mine, and then uses the ventilation design 

to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time and location the Radon remains in the mine atmosphere. 

From this information, the radiation emission and the worker exposure levels are 

calculated (either as a Working Level or mSv) based on a standard work hour exposure 

to those conditions (which can be adjusted in the settings).

Using this information, ventilation designers and health & safety experts can determine 

safe exposure times for different parts of the mine, and where ‘hot spots’ in the mine 

ventilation system may cause problems.

Where Radon is a problem for a mine ventilation design, the Radon simulation function 

is particularly useful in not only testing potential exposure levels, but also in assisting 

designing better ventilation systems that will lower the exposure to underground workers.

介绍氡模拟（超级版）

Ventsim Visual 3.2 超级版引入了

氡模拟。氡气体暴露不同于普通的气

体不仅该气体直接影响工人的健康，

氡衰变为一系列子体时产生的射线也

会影响工人健康（氡子体和子代）。

因此，通常出于健康限制考虑放

射线暴露，而非直接对应该气体的暴

露。

由于氡是铀衰变的派生物，氡放

射多数出现在高浓度的铀矿中，但也

会在一定高程水平的其它类型矿山出

现。

如果氡气体存在于矿井空气中任

何长度的时段氡衰变结果和相对氡子

体的半衰变产品导致放射线暴露快速

增加。因此，来自氡子体射线的伤害

既取决于氡浓度，同时也取决于在矿

井空气中的时间。

Ventsim 通过允许用户指定不同

矿井区域或风路中氡的释放率模拟该

过程，然后可以使用通风设计确定存

在于矿井空气中的氡的位置和时间。

根据该信息，可以基于相对该情况的

标准工作暴露时间对放射水平和暴露

水平进行计算。

通过该信息，通风设计者以及通

风安全专家可以确定矿井不同部分的

安全暴露时间，同时确定那些通风系

统中极易引起问题的高危地点。

只要通风设计中存在氡问题，氡

模拟功能就特别有意义，不仅可以检

测潜在的暴露水平，也可以辅助设计

通风系统更好的降低暴露有利于井下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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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INTRODUCTION RADON Simulation (Premium Version)

STEP 2 ——Simulate Radon

STEP 3 —— Analyse results

E m a n a t i o n  r a t e s  c a n  b e 

der ived f rom atmospher ic 

testing in existing mines, or 

from drill core in undeveloped 

mines. Emanation is specified 

as a factor of exposed airway 

surface. Additional Radon can 

be injected for broken ore piles. 

Click on the ‘Radon’ simulation 

but ton in  the ‘Contaminants’ 

section. Radon simulation is also 

available as a ‘Dynamic’ simulation.

Results can be shown as a radiation concentration, or worker exposure rate. In 

this example, the ‘hot pink’ area shows unacceptable exposure levels of above 

20mSv on a stope exhaust level.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释放率可以通过测试现有矿井空

气获得，或者通过钻孔资料获得未开

采的矿井。释放率作为风路表面暴露

系数设置。更多的氡可以作为注入来

表示矿堆破岩。

在“污染物”部分中点击“氡模拟”

按钮。氡模拟也可以作为“动态”模拟。

结果可以按照射线浓度进行展

示，或者工人暴露率。这样，弄色的

“品红”区域就展现了回风坡道水平

不可接受的暴露指标。

1

2

3

介绍氡模拟（超级版）

氡模拟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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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en adds VentsimTM 3D Mine Ventilation 
Simulation Software to its mining portfolio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Chasm Consulting

As part of Howden’s strategy to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provider 

of mine ventilation solutions（作为豪顿成为世界矿山通风解决方案引领者

战略的一部分）,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cquisition of Chasm 

Consulting and its world leading product VentsimTM（我们非常高兴的宣布

我们收购了峡谷咨询公司及其世界领先的产品 Ventsim）. Providing industry-

leading 3D design and simulation capability( 具备提供工业领先三维设计和

模拟能力 ), the VentsimTM software is widely used among the global mine 

ventilation community（Ventsim 软件被广泛应用于全球矿山通风领域中）. 

Howden will now offer a full suite  of  solutions  for  mine ventilation（豪

顿现在要为客户提供全套矿井通风解决方案）, from modelling and design 

software to full turnkey projects including main and auxiliary fans（从建模

和设计软件到完整计划囊括主通风机和辅助通风机）, instrumentation（设备）, 

automation and Ventilation on Demand via the Simsmart product line（通

过 Simsmart 产品实现按需通风和自动化）.

译：豪顿通过收购峡谷咨询公司将三维通风模拟软件加入矿山组合中

全球知名通风企业Howden
于 2017 年 8 月宣布
收购 Chasm 公司

■ 译 /苏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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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sim 将矿井复杂的巷道关系，直观的展现出来。

实时动态的显示风流方向、风量等参数，使得通风人员

能快速掌握井下现状，以便采取相应措施。系统的污染

物扩散模拟、最优经济断面选取、热模拟等功能则进一

步提升了矿井通风管理的能力，节约了通风管理成本。

它科学、准确、快速的进行通风现状模拟、改造措施方

案模拟、矿井中远期通风方案模拟等，满足了某矿通风

管理的要求，为通风管理人员及决策人员提供了科学可

靠的数据，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一、模型建立的作用

矿井通风仿真系统充分考虑了仿真系统三要素，具

有通风设计、计算、管理、辅助决策等多方面功能。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风仿真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通风仿真数据

库包括风路参数数据库、节点数据库、风机数据库和构

筑物数据库，这四个数据库之间相互关联，可对数据库

中字段和记录进行添加、删除等维护工作。

（2）可进行风机、构筑物和网络结构仿真。风机仿

真包括改变风机位置、增减风机、改变风机的特性曲线等，

同时可对风机特性曲线进行绘制。构筑物仿真包括构筑

物位置变化、类型改变和数量增减等。网络结构仿真包

括插入节点、增加风路和删除风路。

（3）仿真系统可视化。矿井通风模型能直接观察风

路的风量、风速等参数，同时监测风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达到指导实际生产的作用。

（4）矿井通风仿真系统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确定网络最

优调节方案，最优调节位置及个数能使矿井主通风机功耗最

小。

二、矿井通风三维可视化模型的建立

1. 三维系统模型的绘制

绘制三维系统模型有 3 中方发法

（1）通过软件中的绘制功能，根据导入的 AutoCAD 采

掘工程图选择起点和终点绘制。

■ 作者 /徐凯

通风模型建立经验交流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之 二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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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 autoCAD 采掘工程图导入 ventsim 中，点击转

换，选中需要转换的线条，所选线条自动转换为风路。

（3）选择一点作为起始坐标，弹出“输入新风路坐标”，

对风路的起、终点坐标进行设置 ( 如图所示 )。

2. 风路编辑

编辑对话框是一个用来设置风路属性的工具。将阻力测

定中所得到的巷道断面形状、面积、摩擦阻力系数等参数赋

给相应的巷道，并进行通风解算模拟，模拟出当前井下的实

际状况，即检测基础数据的可靠性。通过调节某些分支的风

阻，最终使三维立体模型中巷道的风速、风量、温度等与实

际巷道基本相符。只有保证了基础数据的可靠性，才能当巷

道风量、热源等发生变化时，准确模拟出改变后的状态，进

而分析其影响。

3.ventsim 系统预设参数—断面

系统会根据给定的形状和参数自动计算周长和面积，我

们可以根据 ventsim 系统预设参数—断面，自定义断面形状，

以半圆拱为例：

（1）以（0,0）为坐标原点，（0,1）为拱高，在 CAD

中绘制半圆拱如图所示；

（2）找到半圆拱的配置点：（1,-1），（1,0），（0.866,0.5），

（0.5,0.866）（0,1），（-0.5,0.866），（-0.866,0.5），

（-1,0），（-1,-1）；

（3）将半圆拱的配置点输入配置文件，断面参数自动生

成如图所示；

三、后期模型更新

当巷道发生变化时，只需要在 Ventsim 中修改对应的巷

道，系统就会自动重新进行通风解算，工作量很小。矿上通

风人员经过短期的培训，就能够对模型进行更新。大大减小

了后期的费用，而且能及时反映矿下真实情况。

众 信 通



20

矿用导风板节能研究

一、导风板简介

矿井的通风阻力一般分为两部分：摩擦阻力和局部阻力。虽

然矿井通风总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摩擦阻力，但是局部阻力（占

总阻力的 10%-20%）也是不容小视的；现在矿井通风总阻力一

般都在 1500Pa，如果通风总阻力按 1500Pa 来计算，局部阻力为

150Pa-300Pa；按能耗来计算局部阻力年耗能为 20 万以上。

实验证明，局部阻力与气流流入该巷道的速度场有关，也就

是说与局部地点的前面或后面断面上的速压成正比。因此特别是

风量大的地方更应该注意局部阻力的产生（例如风量集中的回风

巷）。

二、导风板分为三类（按用途分类）

■ 作者 /悦原原

降阻导风板相对于引风和汇流导风板来说，设计及制作比较

复杂而在降低局部阻力方面更显著，接下来主要讲解对降阻导风

板进行研究。

energy conservation

1. 引风导风板 2. 降阻导风板 3. 汇流导风板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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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阻导风板的节能研究

1. 矿用降阻导风板的设计，需要确定三个基本参数：

    1）巷道拐角角度 θ；

    2）巷道宽度 b；

    3）弯曲半径 r。

2. 参数 1、2 数据比较容易得到，参数 3 弯曲半径，有

的矿不存在（没有做最基础的局部降阻），这样就需要我们

来设计制定，以下图表可以看出弯曲半径 r对导风板的影响。

    1）弯曲半径对导流板数量的影响：

从上图表可以看出，当巷道宽度、和巷道拐弯角度一定

时，导风板安的数量和弯曲半径成反比（当拐弯角度增大时，

导流板的数量在减少）。

2）巷道宽度对导流板数量的影响：

从上图表可以看出，当弯曲半径、和巷道拐弯角度一定

时，导流板的数量与巷道宽度成正比（当拐弯角度增大时，

导流板的数量在减少）。

四、矿用导风板实例应用

以下是我们实测的两组局部阻力数据：

1-2 段风量：4482m3/min；风速：6.50m/s；2-3 段

风量：4647m3/min；风速：7.45m/s；2 处的局部阻力为

32.5Pa。

4-5 段风量：4664m3/min；风速：7.20m/s；5-6 段

风量：7544m3/min；风速：11.40m/s；5 处的局部阻力为

83.1Pa。

根据实践证明，在以上这些局部阻力较大的地方安设导

风板，局部阻力有明显的降低。某矿在一个拐角为 90 度的

回风巷（风量 100m3/s）安设导风板，此处的局部阻力是原

来的 10%，年节约电耗 5 万多。因此一些局部阻力较大的地

方更应该安设一些导风装置，进而减少矿井通风总阻力，降

低能耗。

众 信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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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sim 

中国用户名录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吉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山西潞安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圆之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九矿矿山工程设计研究院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研究院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核集团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石家庄设计院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黄金集团烟台设计院

山东省冶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长春黄金设计院 ( 设计一所 )

辽宁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采矿设计室）

辽宁攀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矿山分院）

黑龙江省冶金设计规划院

湖南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矿山分院）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

甘肃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厦门紫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设
计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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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sim 软件在中国的用户非常有限，矿山用户虽占到

总数的 39%，但绝对数量只有 33 个，这相对于中国矿山来

说如同沧海一粟，加之基础数据的准确度较差，软件的真正

应用价值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Ventsim 软件近年发展较快

已经升级至 4.8 版本，功能有飞跃式的发展，然而有的单位

仍然使用 3.0 或更低版本，本次列出所有单位使用情况各有

不同。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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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武汉大学

中南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贵州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河北联合大学

辽宁科技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黑龙江科技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

中国冶金矿业鞍山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万浦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华夏矿井通风安全技术公司

北京中矿恒泰科技有限公司

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华澳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秦皇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山西新太阳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矿山研究院

西安澳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

吉林红透山矿业

中国黄金集团西藏华泰龙矿业

山西潞安集团漳村煤矿

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李阳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麦捷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东盛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鑫顺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大宁煤矿

山西陵川崇安苏村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

山西兰花科创大阳煤矿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伏岩煤业

山西同煤国电同忻煤矿有限公司同忻煤矿

山西柳林贾家沟煤矿有限公司

山西东辉集团邓家庄煤矿有限公司

河南龙宇能源车集煤矿

河南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村煤矿

河南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耿村煤矿

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韩家湾煤矿

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安山煤矿

陕西苍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董家河煤矿

陕西双龙煤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双龙煤矿

河北冀中能源张家口集团有限公司宣东二矿

吉林省板庙子矿业有限公司

辽宁本溪大台沟矿业有限公司（大台沟铁矿）

云南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铁矿）

贵州开磷集团矿肥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获各琦铜矿）

山东招金集团技术中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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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4% 39%

( 以上名录由澳大利亚 Chasm 公司根据软件采购信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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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are always confused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humidity and moisture as these 

are closely related concepts. This is because of the use of the word humidity in place of 

moisture when talking about weather conditions. In daily life, moisture finds many more 

applications than just weather, and this is what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highlight.

At any point of time, air in the atmosphere contains some amount of water vapor. The 

percentage of water vapor in the air compared to the maximum water vapor that air can 

hold at any given temperature is known as the humidity of air. More the humidity, more 

one feels stickiness in the air, which is because of the moisture present in air. At any 

given temperature, air has a specific capacity to hold moisture. When moisture content 

in air surpasses this value, excess moisture spills out in the form of precipitation. 

However, precipitation can take place by lowering the capacity of water retention by 

lowering temperatures also.

So, if moisture in air is half of the capacity of air to hold water, the relative humidity is 

50% and if it goes up to 3/4th of the capacity of air, we call it as 75% relative humidity. 

Water content remaining constant, relative humidity goes up or down with variations in 

temperatures. Increasing temperature will lower the relative humidity while decreasing 

temperatures will increase relative humidity.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concept in daily 

life is the presence of dew on grass in your lawn in the morning. At night, temperatures 

go down causing relative humidity to go up making excess water present in air to spill 

over in the form of condensation that is seen as dew on grass and the wind shield of 

your car.

There is another thing that baffles people and it is the distress or feeling of discomfort 

with increasing humidity. Let it be clear that both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feeling of discomfort. If temperature goes down bringing relative 

humidity to high levels, we start feeling discomfort despite air being cooler which 

confuses many. Again, temperature being in the vicinity of forty degree Celsius may 

not feel uncomfortable. This is because humidity levels may be too low. In mornings in 

summers, temperatures are down but we do not feel cooler because of high humidity 

and do not complain in the afternoon as well because humidity goes down even though 

temperatures have gone up. It is only when both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s are up that 

we feel uncomfortable.

There is a natural defense system of our bodies that keeps us cool when temperatures 

go up. Hypothalamus in brain sends signals to millions of sweat glands and they begin 

to produce sweat. This sweat, when it evaporates lowers the temperature of our body 

offsetting the rise in temperature outside. However, it is when relative humidity is high 

that this sweat is not able to evaporate, and we feel sticky and uncomfortable.

相对湿度与湿度的区别
■ 译 /赵学琴

Difference Between 
Humidity and Moisture

人们总是混淆相对湿度和湿度的

概念，因为他们的概念是紧密相关的。

这是因为在谈论天气条件时，相对湿

度会代替湿度。在日常生活中，除了

天气之外，相对湿度还有更多的应用

领域，这也是本文所要强调的。

在任何时候，大气中的空气都含

有一定量的水蒸气。空气中水蒸汽的

百分比与空气在任何给定温度下所能

容纳的最大水蒸气的百分比被称为相

对湿度。相对湿度越大，在空气中感

觉就越有粘性，这是由于大气中存在

的水分。在任何给定的温度下，大气

都具有特殊的保持水分的能力。当大

气中的水分含量超过这个值时，过量

的水分就会以降水的形式出现。然而，

降水可以通过降低温度来降低水的保

留能力。

因此，如果空气中的水分是大

气容纳水分的一半，则相对湿度是

50%，如果空气中水分容量上升到

3/4，则相对湿度为75%。当水分含

量保持不变时，相对湿度随温度变化

而上升或下降。温度升高相对湿度降

低，而温度降低相对湿度会增加。在

日常生活中，能最好的说明这个概念

的例子就是，清晨草坪上的露珠。晚

上，温度下降，导致相对湿度上升，

因而产生多余的水分。

还有一件让人们感到困惑的事，

那就是在大气湿度增加的情况下，人

们会感到不适。我们很清楚，大气温

度和湿度都是造成不适感的原因。让

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如果温度持续

下降，相对湿度达到较高水平，我们

就会感到不舒服，尽管空气变冷了。

同样，在温度在40摄氏度附近可能

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这是因为湿度

可能太低了。在夏天的早晨，温度下

降了，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湿度高而感

到凉爽。

当温度上升时，我们身体的自我

调节系统会使我们保持凉爽。大脑中

的下丘脑向数以百万计的汗腺发出信

号，并开始产生汗液。当它蒸发时，

它会降低我们身体表面的温度，来抵

消室外温度上升所带来的影响。然而，

当相对湿度较高时，这种汗水无法蒸

发，我们就会感到粘粘和不舒服。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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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掌握和领会 Ventsim 软件的使用方法，

澳大利亚 Chasm 咨询公司经常会在世界各地举办规模

不等的 Ventsim 软件培训课程，参加该公司组织的培训

课程，不失为一种快速学习的途径。通常培训时间为1-3

个工作日，具体情况还要根据培训课程内容的难易程度

确定，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天 600-1200 美元不等。

在中国，我们可以选择由众信通（Truethingtone）

为大家推出的 Ventsim 软件培训课程（免费），同时也

可以选择技术含量更高的Ventsim建模培训课程（收费），

收费标准通常为每人每天 1200 元人民币。

下面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Ventsim 软件常见的

培训内容：

Ventsim 典型培训

Typical training

VentsimTM 2 个工作日培训

注意事项：

笔记本运行 WindowsXP,Vista,Windows7 or  

Windows8 or Windows10；

DirectX9.0C 兼容显卡 ,1024x768 像素或更大尺寸

显示屏；

笔记本为独立显卡 ATI or NVIDIA 较 INTEL 集

成显卡显示效果更佳；

2GB 最小内存 ,100Mb 硬盘空间；

空闲 USB 插口；

带中键的 2 滚轮鼠标 ( 重要）。

为了确保软件能够正常在您的笔记本上运行，请参加者在开课前主动下载并安装 VentsimTM 浏

览版本。该软件可以从 www.ventsim.com/files/vvsetup4.exe 下载。

鼓励参加者使用计算机管理员权限培训课期间在笔记本上安装附件或升级 VentsimTM 软件。某

些公司不允许安装管理员权限使用计算机，因此首先要和您的计算机管理员进行确认。如果你能够

使用自己的登录安装上述文件，应该就没有问题。

VentsimTM 课程会反复涉及到 VentsimTM Manual 手册。可以从安装程序调用 USB 驱动器或者

从帮助菜单调用 PDF 文件。使用手册大约有 300 多页。鼓励参加人员打印手册，但这不是太重要并

且需要时也可以访问电子版。能够使用自己的登录安装上述文件，应该就没有问题。

将会为每位培训者提供 15-30 天 USB 授权的 VentsimTM 超级版 , 培训结束后你

将继续拥有该授权和培训所用的参考实例以及课程资料 。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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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天 (上午）____基础通风模拟培训

众 信 通

8:30

9:30

11:30

9:00

10:30

12:00

介绍 VentsimTM 软件

★ 介绍矿井通风模拟

★ 模型模拟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 矿井通风模型的优缺点

★ VentsimTM 的可视化概念

重要特点

★ 仿真模拟算法

★ 模拟中通风阻力的重要性

★ 数据可以可视化分析和展示

建立一个基本的通风模型

★ 画、移动、复制和删除风路

★ 地表 , 连接和封闭末端

★ 应用风压风机和固定量

★ 指定风路属性尺寸 , 摩擦系数和阻力

★ 应用通风控制

重要特点

★ 手动创建模型

★ 地表连接的重要性，以及独头巷

★ 固定风路中的限制

★ 不同方式应用风阻

利用矿井数据开始工作

★ 将矿井设计 DXF 导入模型

★ 转换为通风模型

★ 简化和过滤

★ 高难度和复杂 DXF 中心线相关问

   题和解决方案

★ 设置通风控制设施

重要特点

★ 用于构建模型的正确和错误的 

   DXF 数据

★ 参照图形的过滤及风路构建

★ 完善参照图形用于模型创建

VentsimTM 通风软件基础

★ 使用鼠标

★ 管理显示

★ 颜色和数据

★ 工具按钮 , 执行和浏览按钮

★ 使用数据过滤显示特定范围数

   据和颜色

重要特点

★ 鼠标键功能

★ 建立焦点

★ 快速浏览模型

在 3D 中工作

★ 在 3D 中构建井筒 , 斜坡和采场

★ 使用组编辑 , 水平 , 图层并保存

   视图

★ 可压缩风流

重要特点

★ 分图层提高显示

★ 更容易的方式构建 3D 风路

★ 风流可压缩性和NVP（自然风压）

午餐 / 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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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天 (下午）____基础通风模拟培训

1:00

3:30

2:30

4:30

采用真实测量数据工作

★ 使用真实测量数据构建矿井

   模型的方法

★ 采用锁定和捕捉

★ 其它构建模型方法

★ 导入其它图形文件地测图 , 

   采场 , 等高线等等

重要特点

★ 捕捉参照图形数据

★ 参照图形数据可视化

★ 使用锁定功能控制鼠标箭头

风机 , 固定风压和固定风流

★ 使用风机时 , 采用固定风压和固定风

   流进行通风。

★ 将风机曲线输入 VentsimTM, FSP 和

   FTP

★ 风机效率 , 功率和运行空气密度。

★ 风机结构 , 并联或串联 , 局部损失 ,

   扩散器。

★ 风机问题 , 受阻或低 / 无风压。

★ 优化风机类型和结构。

重要特点

★ 在 VentsimTM 构建风机曲线模型

★ 静压和全压模型的重要性

★ 使用扩散塔和扩散器

★ 修复运行较差的风机

风路尺寸优化

★ 计算最高效的风路尺寸

★ 通风功率 , 风机和采矿成本

★ 选择性或整体模型优化

★ 矿井年限计算 , 风机折旧和可

   变成本

重要特点

★ 准确成本设置优化

★ 优化风路的局限性

★ 二次成本优化

 二次通风和风筒

★ 构建和模拟通风风筒和辅助通风

   系统。

★ 多风筒的安排和设置方法

★ 漏风系数和技术

★ 固定与柔性通风。使用射流风机。

重要特点

★ 辅助通风设计。

★ 何时在模型中使用辅助通风。

★ 设计辅助通风系统中的局限性。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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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 (上午）____高级矿井通风建模

8:30

10:30

12:00

9:30

11:30

复习 : 建立和延深矿井通风模型

★ DXF 建模技巧

★ 错误发现和解决

★ 通风控制设置

★ 安装分机及风路尺寸优化

★ 辅助通风风筒及风机

★ 提高通风质量的方法

重要特点

★ 复习第一天学习的工作

★ 熟练掌握采矿矿井软件的文

   件导入

矿井污染物和气体 - 稳态

★ 模拟矿井中烟雾 , 气味和其它污  

   染物

★ 污染物聚集和扩散

★ 模型中的扩散时间

★ 探测污染源

★ 在矿井中注入气体 , 气体按照线

   性释放

★ 应急反应模拟

重要特点

★ VentsimTM 中的多数污染物建模

★ 稳态污染物建模的局限性

午餐 / 午休

循环风

★ 检测循环风

★ 循环风对通风质量的影响

★ 循环风控制与不控制对比

★ 避免和修改循环风设计问题。

重要特点

★ 分辨循环风的优缺点

★ 修正循环风的方法

矿井污染物和气体动态 - 建模

★ 模拟爆炸气味和清除时间

★ 模型模拟中修正 - 打开 / 关闭风

   门 , 风机等

★ 按照时间图形化污染物水平 , 缩短

   清除时间

★ 按照时间计算矿井中的气体和气味

重要特点

★ 用污染物建模展现活的紧急场景

★ 提高爆炸气体建模的动态效果

★ 矿井气体建模

众 信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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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 (下午）____高级矿井通风建模

1:00

3:30

2:30

4:30

矿井的热与湿

★ 介绍热模拟的理论

★ 矿井中的热类型

★ 确定热模拟的环境

★ 矿工对热模拟的物理影响

★ 模拟的矿井设备 , 柴油机和电机

★ 热模拟中的问题和解决

重要特点

★ 矿井热类型的理解和湿建模

★ 各种热源准确估算和建模

★ 其它热相关优势如雾和自然风压

柴油机颗粒物 (DPM) 模拟

★ 使用柴油机热源模拟矿井中的 DPM

   水平

★ 使用颜色和过滤工具来查找 DPM 浓

   度

★ 矿井中影响 DPM 的因素

★ 通过更好的通风设计降低 DPM 浓度

   水平

重要特点

★ 为设备建立 DPM 释放率

★ DPM 建模的局限性

★ 减少 DPM 暴露的回路设计

矿井加热和制冷

★ 加热和制冷在矿井空气调节中

   的应用

★ 设计优化矿井温度

★ 热模拟中的动态与稳态对比

重要特点

★ 矿井中热和冷控制问题实用建 

   模方法

★ 准确模型的正确设置

★ 矿井加热和制冷的应用

矿井自然风压及其影响

★ 模拟自然风压

★ 自然风压问题引起的常见问题及

   解决

★ 增加或减少自然风压的影响

★ 矿井火灾的的通风影响

Ventsim 典型培训完结

众 信 通 Truething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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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便携式阻力测定仪
众信通（Truethingtone）团队研发的每款产品都具有创造性

最早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分享的

一片论文中介绍，我公司根据最新的测压元

件，并结合最新的电子技术，开发出了市场

上更为廉价的新型阻力测定仪器。

其特点：

1. 体积小重量轻，更加适合矿井通风阻

力测定；

2. 采用先进的 MEANS 传感器技术先进

可靠性强；

3. 测风参数全面，界面友好；

4. 实现 WIFI 及蓝牙无线数据通讯。

该产品是众信通（Truethingtone）团队

推出断面仪后，自主研发的第二款最具实用

性的测风数据计算辅助工具，它将实现所有

通风数据的计算和处理功能，同时也将集成

所有《煤矿安全规程》、《通风安全学》等

重要资料的便携查询功能，并将自动生成《通

风阻力测定报告》和《通风测风报表》，同

时也将和断面仪实现无线蓝牙连接共享数据

库。

地址： 山西省长治市进峰实业写字楼 （益东国际旁）

产品订购热线： 0355-6066664    网址： http://www.0355zxt.com

智能便携式阻力测定仪 通风计算器

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Truethingtone®Tec.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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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长治市潞泽大街西侧 （益东国际旁）

网址： http://www.0355zxt.com

电话： 0355-6066664 / 6066644  

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Truethingtone®Tec.Co.,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