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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组合移动式检查系

统，该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包括：机架；安装于机

架的、用于产生射线的射线源；大致倒L形的探测

器梁，该探测器梁包括水平探测器梁和与水平探

测器梁的一端连接的竖直探测器梁；用于接收射

线源发出的射线的多个探测器，所述多个探测器

设置在水平探测器梁和竖直探测器梁中的至少

一个上；以及驱动装置，设置在所述机架上，与水

平探测器梁的另一端连接，用于驱动探测器梁围

绕竖直轴线转动，并且射线源与探测器梁同步转

动。通过采用局部高分辨率扫描功能，强化对被

检测物品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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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包括：

机架；

安装于机架的、用于产生射线的射线源；

大致倒L形的探测器梁，该探测器梁包括水平探测器梁和与水平探测器梁的一端连接

的竖直探测器梁；

用于接收射线源发出的射线的多个探测器，所述多个探测器设置在水平探测器梁和竖

直探测器梁中的至少一个上；

射线屏蔽件，该射线屏蔽件在竖直探测器梁的与射线源相反的一侧连接到竖直探测器

梁；

驱动装置，设置在所述机架上，与水平探测器梁的另一端连接，并被配置成驱动竖直探

测器梁相对于所述机架围绕竖直轴线转动，并且射线源与探测器梁同步转动，使得在射线

源与探测器梁同步转动的同时连接到竖直探测器梁的所述射线屏蔽件随着竖直探测器梁

围绕竖直轴线的转动而相对于所述机架保持沿预定的轨迹运动；以及

立柱，该立柱的上端与水平探测器梁的所述另一端固定连接，并且该立柱的下部与射

线源固定连接，并且可围绕竖直轴线转动地安装于所述机架，

其中所述驱动装置包括两个推杆，每个推杆的一端与所述机架连接，另一端在立柱的

两端之间的位置与立柱连接，使得每个推杆在机架和立柱之间大致水平延伸，一个推杆提

供推作用，同时另一个推杆提供拉作用，用于驱动立柱围绕所述竖直轴线转动，使得两个推

杆的推拉作用驱动射线源与探测器梁整体旋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

射线屏蔽件，该射线屏蔽件在竖直探测器梁的与射线源相反的一侧铰接连接到竖直探

测器梁，以及

导向件，该导向件用于引导所述射线屏蔽件沿预定的轨迹运动，使得在探测器梁转动

时，竖直探测器梁能够相对于所述射线屏蔽件围绕竖直轴线转动同时所述射线屏蔽件保持

沿预定的轨迹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其中

所述导向件是轨道，所述射线屏蔽件在该轨道上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其中

所述轨道是直轨道。

5.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其中

所述射线屏蔽件通过关节轴承连接到竖直探测器梁。

6.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其中

所述射线屏蔽件包括大致U形横截面的第一屏蔽件和分别连接在第一屏蔽件的两侧的

两个第二屏蔽件，竖直探测器梁位于该第一屏蔽件限定的槽中，所述第二屏蔽件是板状的

并与倒L形的探测器梁所在的平面大致垂直；

第一屏蔽件沿竖直探测器梁延伸；以及

两个所述第二屏蔽件位于竖直探测器梁的下端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

控制装置，该控制装置控制所述驱动装置驱动探测器梁围绕竖直轴线转动以在扫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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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内对被检查物体进行局部扫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其中

所述扫描角度范围由倒L形的探测器梁所在的平面与被检查物体和所述机架之间的相

对运动方向的角度的范围限定，该角度的范围为85至95度。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其中

所述推杆是液压缸，或直线电动机。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其中

所述机架可与探测器梁一起移动，以对被检查物体进行检查。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

导轨，所述机架在所述导轨上运行。

12.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其中

所述射线屏蔽件可拆卸地与竖直探测器梁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

控制装置，该控制装置控制所述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使所述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在第

一检查模式或第二检查模式下运行，

在第一检查模式中，所述探测器梁相对于所述机架静止并且被检查物体相对于所述探

测器梁和所述机架运动，以对被检查物体进行第一扫描，以及

在第二检查模式中，所述竖直探测器梁相对于所述机架围绕竖直轴线转动，以在扫描

角度范围内对被检查物体进行第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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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检查系统的X射线与被检测物体成固定角度，无多角度扫描功能。传统移动

式的检查系统，屏蔽件为刚性连接件，不能拆卸，无法满足不同屏蔽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该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的探

测器梁能够转动，由此可进行局部扫描。

[0004]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该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的

探测器梁带有可拆卸的射线屏蔽件，由此满足不同的屏蔽结构要求。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该组合移动式检

查系统包括：机架；安装于机架的、用于产生射线的射线源；大致倒L形的探测器梁，该探测

器梁包括水平探测器梁和与水平探测器梁的一端连接的竖直探测器梁；用于接收射线源发

出的射线的多个探测器，所述多个探测器设置在水平探测器梁和竖直探测器梁中的至少一

个上；以及驱动装置，设置在所述机架上，与水平探测器梁的另一端连接，用于驱动探测器

梁围绕竖直轴线转动，并且射线源与探测器梁同步转动，以在扫描角度范围内对被检查物

体进行局部检查。

[0006]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射线屏蔽件，该射线屏

蔽件在竖直探测器梁的与射线源相反的一侧连接到竖直探测器梁。

[0007]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射线屏蔽件，该射线屏

蔽件在竖直探测器梁的与射线源相反的一侧铰接连接到竖直探测器梁，以及导向件，该导

向件用于引导所述射线屏蔽件沿预定的轨迹运动，使得在探测器梁转动时，竖直探测器梁

能够相对于所述射线屏蔽件围绕竖直轴线转动同时所述射线屏蔽件保持沿预定的轨迹运

动。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导向件是轨道，所述射线屏蔽件在该轨道上移动。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轨道是直轨道。

[0010]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射线屏蔽件通过关节轴承连接到竖直探测器梁。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射线屏蔽件包括：大致U形横截面的第一屏蔽件，第一

屏蔽件沿竖直探测器梁延伸，竖直探测器梁位于该第一屏蔽件限定的槽中；以及两个第二

屏蔽件，两个所述第二屏蔽件分别连接在第一屏蔽件的两侧，且位于竖直探测器梁的下端

处。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第二屏蔽件是板状的，并与倒L形的探测器梁所在的平

面大致垂直。

[0013]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驱动装置能够驱动探测器梁围绕竖直轴线转动以在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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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角度范围内对被检查物体进行局部扫描。

[0014]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扫描角度范围由倒L形的探测器梁所在的平面与被检

查物体和所述机架之间的相对运动方向的角度的范围限定，该角度的范围为85至95度。

[0015]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立柱，该立柱的上端与

水平探测器梁的所述另一端固定连接，并且该立柱的下部与射线源固定连接，并且可围绕

竖直轴线转动地安装于所述机架；并且所述转动装置包括推杆，所述推杆的一端与所述机

架连接，另一端与立柱连接，用于驱动立柱围绕竖直轴线转动。

[0016]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推杆是液压缸，或直线电动机。

[0017]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机架可与探测器梁一起移动，以对被检查物体进行检

查。

[0018]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导轨，所述机架在所述

导轨上运行。

[0019]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射线屏蔽件可拆卸地与竖直探测器梁连接。

[0020]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所述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还包括：控制装置，该控制装置

控制所述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使所述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在第一检查模式或第二检查模

式下运行，在第一检查模式中，所述探测器梁相对于所述机架静止并且被检查物体相对于

所述探测器梁和所述机架运动，以对被检查物体进行第一扫描，以及在第二检查模式中，所

述竖直探测器梁相对于所述机架围绕竖直轴线转动，以在所述扫描角度范围内对被检查物

体进行第二扫描。

[0021]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第二扫描的分辨率大于第一扫描的分辨率。

[0022] 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的结构，可以对诸如集装箱和车辆的物体进行检查，

同时该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的探测器梁能够转动，由此可进行局部高分辨率的扫描。

[0023] 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的结构，射线屏蔽件可拆卸地与竖直探测器梁连接，

由此满足不同的屏蔽结构要求。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的示意主视图；

[0025]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的示意左视图；

[0026] 图3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的示意俯视图；以及

[0027] 图4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的示意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9] 图1至4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如图1至4所示，组

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包括：机架11；安装于机架11的、用于产生射线的射线源12；大致倒L形

的探测器梁13；用于接收射线源12发出的射线的多个探测器14；驱动装置15以及控制装置

(未示出)。该探测器梁13包括水平探测器梁131和与水平探测器梁131的一端连接的竖直探

测器梁132。所述多个探测器14设置在水平探测器梁131和竖直探测器梁132中的至少一个

上。驱动装置15设置在所述机架11上，与水平探测器梁131的另一端连接，用于驱动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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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13围绕竖直轴线转动，并且射线源12与探测器梁13同步转动。

[0030] 射线源12可以包括X光机或加速器、准直器以及标定装置等。机架11可以是行走舱

体，控制装置等安装在机架11中，并且所述机架11可与探测器梁13一起移动，以对被检查物

体进行检查。即所述机架11具有行走功能。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可包括导轨16，所述机架

11在所述导轨16上运行。因此，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包括相应的驱动装置以及轮子等。该

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可对集装箱、车辆等进行检查，例如利用X射线进行透射检查，由此

进行扫描成像。

[0031] 如图1至4所示，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还包括：射线屏蔽件17，该射线屏蔽件17在

竖直探测器梁132的与射线源12相反的一侧连接到竖直探测器梁132。射线屏蔽件17可以采

用铅等对X射线具有屏蔽作用的材料形成。例如，该射线屏蔽件17在竖直探测器梁132的与

射线源12相反的一侧固定连接到竖直探测器梁132。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该射线屏蔽件17在竖直探测器梁132的与射线源12相

反的一侧铰接连接到竖直探测器梁132，并且所述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还包括导向件18，

该导向件18用于引导所述射线屏蔽件17沿预定的轨迹运动，使得在探测器梁13转动时，竖

直探测器梁132能够相对于所述射线屏蔽件17围绕竖直轴线转动同时所述射线屏蔽件17保

持沿预定的轨迹运动。所述导向件18可以是轨道，所述轨道可以是直轨道。所述射线屏蔽件

17在该轨道上移动。所述射线屏蔽件17可以通过关节轴承、球铰、三维活节等连接到竖直探

测器梁132。由此，射线防护区域始终对应着X射线主束，起到对射线的防护功能，无需增大

结构的防护区域，降低了结构尺寸和成本。

[0033] 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所述射线屏蔽件17可拆卸地与竖直探测器梁132连接。

[0034] 如图1至4所示，所述射线屏蔽件17包括：大致U形横截面的第一屏蔽件171和两个

第二屏蔽件172。第一屏蔽件171沿竖直探测器梁132延伸，竖直探测器梁132位于该第一屏

蔽件171限定的槽中。两个第二屏蔽件172分别连接在第一屏蔽件171的两侧，且位于竖直探

测器梁132的下端处。所述第二屏蔽件172可以是板状的，并可与倒L形的探测器梁13所在的

平面大致垂直。

[0035] 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控制装置控制所述驱动装置15驱动探测器梁13围绕

竖直轴线转动以在扫描角度范围内对被检查物体进行局部扫描。例如，可以是局部扫描可

以是连续的扫描，或者从不同的角度获得被检查物体的信息。所述扫描角度范围由倒L形的

探测器梁13所在的平面与被检查物体和所述机架11之间的相对运动方向的角度的范围限

定，该角度的范围为85至95度。正常检查时，该角度大致是90度，在需要进行局部检查时，L

形的探测器梁13可以在一定角度范围内转动或摆动。该角度的范围除了85至95度的范围之

外，也可以是其它角度范围，例如，90至95度、80至100度等，该角度的范围可以根据具体的

可疑物的大小来确定。

[0036] 如图4所示，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还包括立柱133，该立柱133的上端与水平探测

器梁131的所述另一端固定连接，并且该立柱133的下部与射线源12固定连接，并且可围绕

竖直轴线转动地安装于所述机架11。所述转动装置15包括推杆151，所述推杆151的一端与

所述机架11连接，另一端与立柱133连接，用于驱动立柱133围绕竖直轴线转动。所述推杆可

以是液压缸，或直线电动机。推杆151可以是两个推杆151。在双推杆一推一拉的作用下，射

线源12与探测器梁13整体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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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控制装置控制所述组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使所述组

合移动式检查系统10在第一检查模式或第二检查模式下运行，在第一检查模式中，所述探

测器梁13相对于所述机架11静止并且被检查物体相对于所述探测器梁13和所述机架11运

动，以对被检查物体进行第一扫描，以及在第二检查模式中，所述竖直探测器梁132相对于

所述机架11围绕竖直轴线转动，以在所述扫描角度范围内对被检查物体进行第二扫描。在

第二检查模式中，被检查物体相对于所述探测器梁13和所述机架11运动或静止。所述第二

扫描的分辨率大于第一扫描的分辨率。

[0038] 在被检查物体和所述机架11之间的相对运动是直线运动的情况下，在第二检查模

式下，倒L形的探测器梁13所在的平面与被检查物体和所述机架11之间的相对运动方向之

间的检查角度是可变化的，正常检查时该检查角度是固定的，例如大致是90度。第二检查模

式除了用于高分辨率的扫描之外，也可以用于在不同检查角度获得被检查物体的信息，例

如在与正常检查的固定检查角度不同的检查角度获得物体的信息。在第一检查模式下，检

查角度是固定的，例如大致是90度。

[0039]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获得物体的不同角度的图像或信息以及物体局部的

高分辨率的图像。此外，射线屏蔽件可拆卸地与竖直探测器梁连接，由此满足不同的屏蔽结

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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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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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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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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