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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桥壳检测平台，属于自

动化检测领域。包括机械测量臂X、Y、Z方向位移

调节装置，机械测量臂与Z方向位移调节装置上

的滑块垂直固定连接，视觉扫描仪和超声激光测

量仪与机械测量臂前端连接，机械测量臂中部安

装转盘，定位心轴固定安装在升降台中央，气动

推杆安装在升降台四角，气动升降立柱固定安装

在支撑平台上，支撑平台两端连接在Y方向可移

动的旋转卡盘，盖板与支撑平台滑动连接。优点

在采用非接触测量的测量方式，避免测耦合剂、

测量工具等对桥壳表面污染和损伤；采用两套定

位夹紧装置进行桥壳检测，避免定位夹紧装置对

桥壳检测结果的影响；实现了对圆弧面、空心圆

柱、空心圆锥、平面的厚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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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壳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视觉扫描仪和超声激光测量仪与机械测量臂前端

连接，机械测量臂X方向位移调节装置固定连接在支撑平台上，Y方向位移调节装置垂直固

定在X方向位移调节装置上，Z方向位移调节装置固定连接在Y方向位移调节装置上，机械测

量臂与Z方向位移调节装置上的滑块垂直固定连接，始终与支撑平台保持平行，机械测量臂

中部安装转盘，定位心轴固定安装在升降台中央，气动推杆安装在升降台四角，气动升降立

柱固定安装在支撑平台上，支撑平台两端连接在Y方向可移动的旋转卡盘，气动升降立柱、

旋转卡盘、升降台三者的中心面位于同一平面，盖板与支撑平台滑动连接、且位于升降台的

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壳检测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台的结构是：电机

位于支撑板上方，两个蜗轮蜗杆箱位于电机两侧，电机的两个输出端与两个蜗轮蜗杆箱内

的蜗轮相连，两个蜗轮蜗杆箱内的蜗杆与平台相连，支撑板四角下方有四个导向立柱，平台

的升降是通过电机驱动蜗轮蜗杆箱内的蜗轮蜗杆机构实现，保证升降台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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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壳检测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化检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桥壳检测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对桥壳进行全面、精准和快速检测有助于桥壳加工工艺优化，有助于桥壳结构设

计优化，有助于桥壳使用寿命的研究。现阶段，桥壳外形尺寸检测采用人工检测的方法，主

要利用测量仪器或模具对桥壳进行外形尺寸和部分截面厚度的检测，无法对桥壳各个部分

截面厚度进行准确、快速检测。人工检测流程繁琐、效率低和检测手段单一成为困扰车桥行

业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桥壳检测平台，以解决目前存在的车桥测量效率低、难度大

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视觉扫描仪和超声激光测量仪与机械测量臂前端

连接，机械测量臂X方向位移调节装置固定连接在支撑平台上，Y方向位移调节装置垂直固

定在X方向位移调节装置上，Z方向位移调节装置固定连接在Y方向位移调节装置上，机械测

量臂与Z方向位移调节装置上的滑块垂直固定连接，始终与支撑平台保持平行，机械测量臂

中部安装转盘，定位心轴固定安装在升降台中央，气动推杆安装在升降台四角，气动升降立

柱固定安装在支撑平台上，支撑平台两端连接在Y方向可移动的旋转卡盘，气动升降立柱、

旋转卡盘、升降台三者的中心面位于同一平面，盖板与支撑平台滑动连接、且位于升降台的

上方。

[0005] 所述升降台的结构是：电机位于支撑板上方，两个蜗轮蜗杆箱位于电机两侧，电机

的两个输出端与两个蜗轮蜗杆箱内的蜗轮相连，两个蜗轮蜗杆箱内的蜗杆与平台相连，支

撑板四角下方有四个导向立柱，平台的升降是通过电机驱动蜗轮蜗杆箱内的蜗轮蜗杆机构

实现，保证升降台平稳运行。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结构新颖，采用非接触测量的测量方式，避免测耦合剂、测

量工具等对桥壳表面污染和损伤；采用两套定位夹紧装置进行桥壳检测，避免定位夹紧装

置对桥壳检测结果的影响；实现了对圆弧面、空心圆柱、空心圆锥、平面的厚度测量。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0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桥壳外形检测区域划分图；

[0009] 图3是本实用新型桥壳截面厚度检测区域划分图；

[0010] 图4本实用新型桥壳琵琶孔外圆周及直臂侧面的外形检测定位夹紧示意图；

[0011] 图5本实用新型桥壳外形检测中第一次定位夹紧示意图；

[0012] 图6本实用新型桥壳外形检测中第二次定位夹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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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7本实用新型桥壳圆弧面上检测点厚度测量的定位夹紧示意图；

[0014] 图8本实用新型桥壳左端圆管四区和右端圆管四区厚度测量的装夹示意图；

[0015] 图9本实用新型桥壳左端圆管三区和右端圆管三区厚度测量的装夹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所示，视觉扫描仪6和超声激光测量仪7与机械测量臂11前端连接，机械测量

臂X方向位移调节装置3固定连接在支撑平台2上，Y方向位移调节装置12垂直固定在X方向

位移调节装置3上，Z方向位移调节装置10固定连接在Y方向位移调节装置12上，机械测量臂

11与Z方向位移调节装置10上的滑块9垂直固定连接，始终与支撑平台2保持平行，机械测量

臂11中部安装转盘8，定位心轴5固定安装在升降台14中央，气动推杆15安装在升降台14四

角，气动升降立柱13固定安装在支撑平台2上，支撑平台2两端连接在Y方向可移动的旋转卡

盘1，气动升降立柱13、旋转卡盘1、升降台14三者的中心面位于同一平面，盖板16与支撑平

台2滑动连接、且位于升降台14的上方。

[0017] 所述升降台14的结构是：电机1402位于支撑板1405上方，两个蜗轮蜗杆箱1403位

于电机1402两侧，电机1402的两个输出端与两个蜗轮蜗杆箱1403内的蜗轮相连，两个蜗轮

蜗杆箱1403内的蜗杆与平台1401相连，支撑板1405四角下方有四个导向立柱1404，平台

1401的升降是通过电机1402驱动蜗轮蜗杆箱1403内的蜗轮蜗杆机构实现，保证升降台平稳

运行。

[0018] 如图2所示；被检测桥壳进行外形检测时被划分为八个检测区域；

[0019] 如图3所示；被检测桥壳进行截面测厚时被划分为八个检测区域；

[0020] 如图5所示，旋转卡盘1和气动升降立柱13组成的定位夹紧装置，保证对某一区域

检测时，该区域没有夹具体或定位元件的遮挡，避免后期处理，使检测结果更加可靠。

[0021] 如图6所示，升降台14下降，盖板16闭合，使其无法对桥壳检测造成干扰；旋转卡盘

1没有出现在检测区域，气动升降立柱13最大尺寸不超过支撑部位最大尺寸，这些避免气动

升降立柱13被检测造成检测结果有误差。

[0022] 如图7所示，机械测量臂11上安装转盘8，圆角测厚时，保证激光的入射方向与圆角

的切平面垂直，如图8所示，在左端圆管四区和右端圆管四区厚度测量，该区域为空心圆锥

曲面，保证激光入射方向与圆锥母线垂直。

[0023] 一种桥壳检测方法，包括外形检测和截面厚度检测：

[0024] (一)、外形检测，包括下列步骤：

[0025] (1)盖板16打开，电机1402带动蜗轮蜗杆箱1403内的机构完成升降台14升起动作，

桥壳4琵琶孔穿过定位心轴5，桥壳4平稳安放在升降台14上，气动推杆15动作使桥壳4完全

定位，并且推杆两端的夹具夹紧桥壳4，如图5所示，桥壳4第一次定位夹紧完成后，三个位移

调节装置带动测量装置对左端圆管一区401和右端圆管一区402进行外形检测；

[0026] (2)气动升降立柱13升起，气动推杆15两端夹紧装置松开，支撑平台两端的旋转卡

盘1移动到指定位置并且夹紧桥壳4两端，桥壳4第二次定位夹紧；气动推杆15回收，升降台

14下降，盖板16闭合，如图6所示，桥壳4第二次定位夹紧完成后，琵琶孔前平面和桥壳臂前

平面405完全暴露，进行琵琶孔前平面和桥壳臂前平面405的外形检测；

[0027] (3)气动升降立柱13下降，旋转卡盘1顺时针旋转90度，桥壳4琵琶孔面与平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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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垂直，气动升降立柱13升起，琵琶孔一个外圆周面及直臂一个侧面406完全暴露，完成琵

琶孔外圆周及直臂侧面406的外形检测，如图4所示；

[0028] (4)气动升降立柱13下降，旋转卡盘1再次顺时针旋转90度，气动升降立柱13升起，

琵琶孔后平面和直臂后平面407完全暴露，完成琵琶孔后平面和直臂后平面407的外形检

测；

[0029] (5)盖板16打开，升降台14升起，桥壳琵琶孔穿过定位心轴5，桥壳4平稳安放在升

降台14上，气动推杆15动作使桥壳4完全定位，并且推杆两端的夹具夹紧桥壳4，第三次定位

夹紧完成后，左端圆管二区403和右端圆管二区404完全暴露，完成对左端圆管二区403和右

端圆管二区404进行外形检测；

[0030] (6)气动升降立柱13升起，支撑平台2两端的旋转卡盘1移动到指定位置并且夹紧

桥壳4两端，升降台14下降，盖板16闭合，桥壳4第四次定位夹紧完成后，旋转卡盘1顺时针旋

转90度，琵琶孔另一个外圆周面及直臂另一个侧面408完全暴露，完成琵琶孔另一个外圆周

面及直臂另一个侧面408的外形检测；

[0031] (二)、截面厚度检测，包括下列步骤：

[0032] (1)盖板16打开，升降台14升起，桥壳4琵琶孔穿过定位心轴5，桥壳4平稳安放在升

降台上，气动推杆15动作使桥壳4完全定位，如图9所示：旋转卡盘1移动到指定位置并夹紧

桥壳4，气动推杆15收回，升降台14下降，盖板16闭合；激光超声仪7移动到左端圆管三区409

和右端圆管三区410上方，开始对激光超声仪7正下方的第一组检测点进行测厚，该第一组

检测点完成后，旋转卡盘1顺时针旋转45度，使第二组检测点位于激光超声仪7正下方，再次

进行测厚，如此进行，当第八组检测点的测厚工作完成后，左端圆管三区409和右端圆管三

区410测厚工作完成；

[0033] (2)盖板16打开，升降台14升起，桥壳4琵琶孔穿过定位心轴5，桥壳4平稳安放在升

降台14上，旋转卡盘1退回至原始位置，气动推杆15动作使桥壳4完全定位，如图8所示：旋转

卡盘1移动到两端位置并夹紧，激光超声仪7移动到左端圆管四区411和右端圆管四区412上

方，开始对激光超声仪7正下方的第一组检测点进行测厚，该第一组检测点完成后，旋转卡

盘1顺时针旋转45度，使第二组检测点位于激光超声仪7正下方，再次进行测厚，如此进行，

当第八组检测点的测厚工作完成后，左端圆管四区411和右端圆管四区412测厚工作完成；

[0034] (3)激光超声仪7移动至琵琶孔前平面和桥壳臂前平面405上方，完成琵琶孔前平

面和桥壳臂前平面405检测点厚度测量；

[0035] (4)旋转卡盘1顺时针旋转90度，完成对琵琶孔一个外圆周面及直臂一个侧面406

检测点厚度测量，琵琶孔一个外圆周面及直臂一个侧面406为圆弧面，机械测量臂11上安装

的转盘8使激光超声测厚仪7以设定的角度旋转，实现圆弧面上检测点厚度测量；

[0036] (5)旋转卡盘1顺时针旋转90度，完成对琵琶孔后平面和直臂后平面407检测点厚

度测量；

[0037] (6)旋转卡盘1顺时针旋转90度，完成对琵琶孔另一个外圆周面及直臂另一个侧面

408检测点厚度测量；琵琶孔另一个外圆周面及直臂另一个侧面408为圆弧面，机械测量臂

11上安装的转盘8使激光超声测厚仪7以设定的角度旋转，实现圆弧面上检测点厚度测量；

[0038] (三)、输出检测结果：

[0039] 根据厚度测量结果以及插值数值原理，得出桥壳各个截面的厚度，并且与外形检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445993 U

5



测结果结合获得桥壳三维模型，三维模型与桥壳设计图纸进行比对，输出比对结果，完成桥

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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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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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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