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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包

括驱动机构、检测机构；所述驱动机构固定于检

测机构的前端；所述检测机构包括激光位移传感

器、连接块、固定座、第一电机；所述激光位移传

感器、连接块、第一电机均位于固定座内部，所述

固定座为腔体结构；所述激光位移传感器与连接

块固连，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检测方向延管道的径

向；所述连接块上设有旋转轴，旋转轴与第一电

机的驱动轴相连；所述第一电机固定在固定座内

部；第一电机带动连接块绕管道的轴向旋转，进

一步带动激光位移传感器绕管道的轴向旋转，所

述固定座周向外壁设有槽口，作为激光位移传感

器的检测通道；本发明的检测装置可精确地获取

疵病面积及深度，运行更加平稳，可满足不同口

径管道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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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驱动机构、检测机构；所述驱动机构

固定于检测机构的前端；所述检测机构包括激光位移传感器(1)、连接块(2)、固定座(3)、第

一电机(4)；所述激光位移传感器(1)、连接块(2)、第一电机(4)均位于固定座(3)内部，所述

固定座(3)为腔体结构；所述激光位移传感器(1)与连接块(2)固连，激光位移传感器(1)的

检测方向延管道的径向；所述连接块(2)上设有旋转轴，旋转轴与第一电机(4)的驱动轴相

连；所述第一电机(4)固定在固定座(3)内部；第一电机(4)带动连接块(2)绕管道的轴向旋

转，进一步带动激光位移传感器(1)绕管道的轴向旋转，所述固定座(3)周向外壁设有槽口，

作为激光位移传感器(1)的检测通道；

所述固定座(3)为圆形腔体结构，所述槽口为圆心夹角为120°的扇形槽口，在第一电机

(4)的驱动下，激光位移传感器(1)可实现正向或反向旋转60°；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驱动轮机构、动力机构；所述驱动机构固定在检测机构的前端，驱动

轮机构固定在动力机构的前端，动力机构驱动驱动轮机构的运动；所述驱动轮机构包括驱

动轮(6)、支撑座(7)、安装座(8)；多个驱动轮(6)通过支撑座(7)均匀固定在安装座(8)的径

向外侧，驱动轮(6)可在支撑座(7)上转动，驱动轮(6)的轴向与管道的轴向之间设有夹角；

所述安装座(8)与动力机构相连，动力机构驱动安装座(8)的旋转，从而带动驱动轮(6)的旋

转，驱动轮(6)带动整个检测装置在管道内移动；

所述驱动轮(6)的轴向与管道的轴向之间的夹角为15-30°；

所述支撑座(7)底部与安装座(8)之间设有弹簧(9)，实现驱动轮(6)沿垂直于轮轴方向

上下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机构包括

第二电机(10)、固定架(11)；所述固定架(11)的后端与固定座(3)的前端相连；所述第二电

机(10)固定在固定架(11)内部，第二电机(10)驱动安装座(8)的旋转。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3)尾

部外圆上、固定架(11)前端外圆上均设有铜环(5)。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导向机构

(12)，所述导向机构(12)包括导向柱(13)，所述导向柱(13)固定在固定座(3)或固定架(11)

外圆上，与管道的轴向垂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机构(12)

还包括导向座(14)，所述导向柱(13)通过导向座(14)与固定座(3)或固定架(11)固定；导向

柱(13)设置在导向座(14)的内部，导向柱(13)与导向座(14)之间设有弹性机构，在弹性机

构的作用下，导向柱(13)可在导向座(14)内上下往复运动，导向柱(13)上端通过轴肩定位，

下端通过螺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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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设计光电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管道施工技术的发展，对金属管道内凹槽磨损等疵病的检

测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严重者会直接影响到管道泄漏问题，因此对管道内壁疵病的

检测十分重要。传统管道内壁疵病检测方法是通过光电窥膛仪采用图像分析技术对部分类

型疵病采用几何参数进行描述，但由于光电窥膛仪本身分辨率较低，所以对一些较为细小

的疵病无法检测，同时图像分析技术也无法对疵病的深度进行测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以解决现有检测

设备分辨率较低，无法检测细小疵病，且无法对疵病的深度进行测量的问题。

[0004]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

[0005] 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包括驱动机构、检测机构；所述驱动机构固定于检测

机构的前端；所述检测机构包括激光位移传感器、连接块、固定座、第一电机；所述激光位移

传感器、连接块、第一电机均位于固定座内部，所述固定座为腔体结构；所述激光位移传感

器与连接块固连，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检测方向延管道的径向；所述连接块上设有旋转轴，旋

转轴与第一电机的驱动轴相连；所述第一电机固定在固定座内部；第一电机带动连接块绕

管道的轴向旋转，进一步带动激光位移传感器绕管道的轴向旋转，所述固定座周向外壁设

有槽口，作为激光位移传感器的检测通道。

[000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为：

[0007] (1)本发明的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采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扫描疵病，更精确地获

取疵病面积及深度。

[0008] (2)本发明采用电机驱动的驱动机构，有效避免了检查装置在管道内打滑卡死等

现象。

[0009] (3)本发明驱动机构的驱动轮采用弹性结构，可适应不同口径的管道检测，同时对

管道内壁有更好的抓力，可使设备运行更加平稳。

[0010] (4)本发明采用导向机构，可以使检测设备运行更加平稳，极大地避免了检查装置

在检测过程中旋转产生的误差。

[0011] (5)本发明导向机构还设有弹性机构，可满足不同口径管道的检测。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检测机构爆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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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3为安装座剖视图。

[0016] 图4为驱动轮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驱动轮轴向与管道轴向夹角示意图。

[0018] 图6为驱动轮机构的剖视图。

[0019] 图7为驱动轮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为动力机构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1] 图9为安装座剖视图。

[0022] 图10为导向机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技术目的，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

进一步的介绍。

[0024] 结合图1-图10，本发明的一种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包括驱动机构、检测机构；

所述驱动机构固定于检测机构的前端，用于驱动检测机构延管道内壁向前运动；

[0025] 结合图2，所述检测机构包括激光位移传感器1、连接块2、固定座3、第一电机4；所

述激光位移传感器1、连接块2、第一电机4均位于固定座3内部，所述固定座3为腔体结构；所

述激光位移传感器1与连接块2固连，激光位移传感器1的检测方向延管道的径向，以检测管

道内壁；所述连接块2上设有旋转轴，旋转轴与第一电机4的驱动轴相连；所述第一电机4固

定在固定座3内部；第一电机4带动连接块2绕管道的轴向旋转，进一步带动激光位移传感器

1绕管道的轴向旋转，所述固定座3周向外壁设有槽口，作为激光位移传感器1的检测通道。

[002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固定座3为长方形腔体结构。

[0027] 优选的，结合图3，所述固定座3为圆形腔体结构，所述槽口为圆心夹角为120°的扇

形槽口，在第一电机4的驱动下，激光位移传感器1可实现正向或反向旋转60°，实现120°的

检测范围。

[0028] 进一步的，结合图4，所述驱动机构包括驱动轮机构、动力机构；所述驱动机构固定

在检测机构的前端，驱动轮机构固定在动力机构的前端，动力机构用于驱动驱动轮机构的

运动。

[0029] 所述驱动轮机构包括驱动轮6、支撑座7、安装座8；多个驱动轮6通过支撑座7均匀

固定在安装座8的径向外侧，驱动轮6可在支撑座7上转动，驱动轮6的轴向与管道的轴向之

间设有夹角；所述安装座8与动力机构相连，动力机构驱动安装座8的旋转，从而带动驱动轮

6的旋转，驱动轮6带动整个检测装置在管道内移动。

[0030] 优选的，结合图5，所述驱动轮6的轴向与管道的轴向之间的夹角为15-30°，具有更

好的驱动作用。

[0031] 进一步的，结合图6，所述支撑座7底部与安装座8之间设有弹簧9，可实现驱动轮6

沿垂直于轮轴方向上下移动，可适应不同口径管道，预压缩弹簧9使驱动轮6与管道内壁贴

合更紧，使装置运行更加平稳，避免打滑、卡死等现象。

[0032] 进一步的，结合图7，所述驱动轮6包括垫圈6-1、轮轴6-2、轴承6-3、轮衬6-4、聚氨

酯轮6-5；

[0033] 所述轮轴6-2设置在支撑座7上端两侧的支撑孔内，轴承6-3同轴设置在轮轴6-2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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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上；轮衬6-4同轴固定在轴承6-3上；聚氨酯轮6-5固定在轮衬6-4外圆上；所述垫圈6-1对

称设置在轮轴6-2的两端，对轴承6-3进行轴向定位，形成一个完整的驱动轮6。

[0034] 进一步的，结合图8，所述动力机构包括第二电机10、固定架11；所述固定架11的后

端与固定座3的前端相连；所述第二电机10固定在固定架11内部，第二电机10驱动安装座8

的旋转。

[0035]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座3尾部外圆上、固定架11前端外圆上均设有铜环5，所述铜环

5可以避免装置在管道内部行走时造成管道损伤，起保护作用；同时可以起支撑作用，使装

置行走更加流畅、平稳。

[0036] 进一步的，所述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还包括导向机构12，所述导向机构12包括

导向柱13，所述导向柱13固定在固定座3或固定架11外圆上，与管道的轴向垂直，对于管道

内壁存在导向槽的情况下，导向柱13可延导向槽滑动，实现运行平稳，避免检测装置旋转导

致产生检测误差。

[0037] 进一步的，结合图10，所述导向机构12还包括导向座14，所述导向柱13通过导向座

14与固定座3或固定架11固定；导向柱13设置在导向座14的内部，导向柱13与导向座14之间

设有弹性机构，在弹性机构的作用下，导向柱13可在导向座14内上下往复运动，导向柱13上

端通过轴肩定位，下端通过螺母定位；通过设有弹性机构的导向柱13可实现不同口径的管

道的定位，以满足不同口径管道的检测。

[0038] 优选的，所述弹性机构采用弹簧，也可采用弹性橡胶。

[0039] 本发明的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的工作原理为：

[0040] 以待测炮管炮口圆心为原点，水平方向为x轴，轴线方向为y轴垂直向上为z轴，建

立空间直角坐标系；

[0041] 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从原点出发，沿y轴进入管道，通过第二电机10的驱动带动

驱动轮6转动，使检测装置平稳匀速进入管道，此时第一电机4开始工作，通过设置好的程序

使其实现在120°范围内正反转，带动激光位移传感器1扫描管道内壁，通过分析激光位移传

感器1数据结合第一电机4、第二电机10的运行状态，实现对管道内壁疵病定位以及面积、深

度的检测。管道内壁激光检测装置走完整个管道后，通过电脑控制第二电机10反转，使检测

装置自动退出管道。由于扫描角度为120°，所以在每次进入管道检测时记录好检测位置，通

过三次检测可完成对整个管道的检测。

[0042] 另一方面，驱动轮机构的弹性机构使驱动轮6与管道内壁贴合更紧，使检测装置运

行更加平稳，避免了打滑、卡死等现象，可适配大于原始口径0～10mm范围内的不同口径的

管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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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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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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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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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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