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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横臂升降组件及移动式

放射线装置。所述横臂升降组件包括固定柱、升

降柱、滑车和横臂；所述升降柱与所述固定柱滑

动连接，所述升降柱能够在升降机构的作用下相

对所述固定柱升降；所述滑车与所述升降柱滑动

连接；所述升降柱与所述滑车之间通过联动机构

连接，以使得所述滑车和所述升降柱能够跟随彼

此的运动方向上升或下降；所述横臂与所述滑车

固连。本申请的横臂升降组件可以实现升降柱与

滑车同步随动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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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柱、升降柱、滑车和横臂；

所述升降柱与所述固定柱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柱能够在升降机构的作用下相对所述固

定柱升降；

所述滑车与所述升降柱滑动连接；

所述升降柱与所述滑车之间通过联动机构连接，以使得所述滑车和所述升降柱能够以

确定的相对运动关系运动；

所述横臂与所述滑车固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车和所述升降柱能够以确定

的相对运动关系运动包括：

所述滑车和所述升降柱能够跟随彼此的运动方向上升或下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机构包括第一滑轮和第一

绳索；所述第一绳索的第一端与所述固定柱固连，所述第一滑轮的转轴固连于所述升降柱

上；所述第一绳索的第二端绕过所述第一滑轮与所述滑车固连。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轮为双半径滑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半径滑轮的半径比为：所述

升降柱相对于所述固定柱的升降行程与所述滑车相对于所述升降柱的升降行程之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能够使得所述升降柱

相对所述固定柱以确定的相对运动关系运动。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机，其可驱动地连接到所

述联动机构上。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器，其与所述电机是可

通信连接的，以控制所述电机运行并使所述滑车运动到预定位置。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锁定组件，在第一状态时，解

除对所述联动机构的至少一个元件的锁定以使所述滑车运动，在第二状态时，锁定所述联

动机构的至少一个元件以使所述滑车静止。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机，其可驱动地连接到所

述升降机构上。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器，其与所述电机是

可通信连接的，以控制所述电机运行并使所述滑车运动到预定位置。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锁定组件，在第一状态时，

解除对所述升降机构的至少一个元件的锁定以使所述滑车运动，在第二状态时，锁定所述

升降机构的至少一个元件以使所述滑车静止。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塔轮、至少一个

动滑轮、弹簧和第二绳索；

所述塔轮的转轴固定在所述固定柱上；

所述弹簧的一端与固定柱固连，所述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至少一个动滑轮的转轴固

连；

所述第二绳索卷绕在所述至少一个动滑轮和所述塔轮上，所述第二绳索的第一端与所

述固定柱固连，所述第二绳索的第二端与所述升降柱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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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二绳索在所述塔轮上的卷绕方式使得所述第二绳索的第二端对所述升降柱的

拉力能够平衡所述升降柱及其上组件的重力。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由动滑轮和定

滑轮组成的滑轮组；

所述定滑轮的转轴固定于固定柱上，所述动滑轮的转轴与所述弹簧的所述另一端固

连；

所述第二绳索卷绕在所述滑轮组和所述塔轮上。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塔轮由电机驱动。

1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为丝杆传动机构，包

括电机、螺杆和螺母；

所述螺杆设置于所述固定柱上，所述电机用于驱动所述螺杆转动；

所述螺母套设在所述螺杆上，所述螺母可传动地连接到所述升降柱。

1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为电动缸或电动液

压推杆；

所述电动缸或所述电动液压推杆设置于所述固定柱上；

所述电动缸或所述电动液压推杆用于推动所述升降柱上下移动。

1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弹簧平衡器及

定滑轮，所述弹簧平衡器壳体与所述固定柱固连，所述弹簧平衡器的绳索端绕过定滑轮与

所述升降柱固连，所述定滑轮的转轴与所述固定柱固连。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还包括电机，所述

电机用于驱动所述弹簧平衡器收放所述绳索。

20.一种移动式放射线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19任一项所述的横臂升

降组件。

21.一种移动式放射线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以及如权利要求1～19任一项所述

的横臂升降组件；

所述固定柱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固定柱能够绕其自身的竖直旋转轴转动；

所述横臂的悬臂端设有放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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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横臂升降组件及移动式放射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医疗器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横臂升降组件及移动式放射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手术室、重症监护室或患者不便移动又需要使用放射线装置的其他场景下，移

动式放射线装置(如移动式X射线装置、移动式γ射线装置等)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对于移

动式放射线装置，为了使操作者在移动装置的过程中具有无障碍的自由视野，同时为了避

免在移动过程中发生磕碰，该移动式放射线装置一般都具有可升降结构。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实施例之一提供一种横臂升降组件。所述横臂升降组件包括固定柱、升降

柱、滑车和横臂；所述升降柱与所述固定柱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柱能够在升降机构的作用下

相对所述固定柱升降；所述滑车与所述升降柱滑动连接；所述升降柱与所述滑车之间通过

联动机构连接，以使得所述滑车和所述升降柱能够以确定的相对运动关系运动；所述横臂

与所述滑车固连。

[000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滑车和所述升降柱能够以确定的相对运动关系运动包括：

所述滑车和所述升降柱能够跟随彼此的运动方向上升或下降。

[000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联动机构包括第一滑轮和第一绳索；所述第一绳索的第一

端与所述固定柱固连，所述第一滑轮的转轴固连于所述升降柱上；所述第一绳索的第二端

绕过所述第一滑轮与所述滑车固连。

[000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滑轮为双半径滑轮。

[000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双半径滑轮的半径比为：所述升降柱相对于所述固定柱的

升降行程与所述滑车相对于所述升降柱的升降行程之比。

[000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机构能够使得所述升降柱相对所述固定柱以确定的相

对运动关系运动。

[000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横臂升降组件还包括电机，其可驱动地连接到所述联动机

构上。

[001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横臂升降组件还包括控制器，其与所述电机是可通信连接

的，以控制所述电机运行并使所述滑车运动到预定位置。

[001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横臂升降组件还包括锁定组件，在第一状态时，解除对所述

联动机构的至少一个元件的锁定以使所述滑车运动，在第二状态时，锁定所述联动机构的

至少一个元件以使所述滑车静止。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横臂升降组件还包括电机，其可驱动地连接到所述升降机

构上。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横臂升降组件还包括控制器，其与所述电机是可通信连接

的，以控制所述电机运行并使所述滑车运动到预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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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横臂升降组件还包括锁定组件，在第一状态时，解除对所述

升降机构的至少一个元件的锁定以使所述滑车运动，在第二状态时，锁定所述升降机构的

至少一个元件以使所述滑车静止。

[0015]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塔轮、至少一个动滑轮、弹簧和第二绳索；所

述塔轮固定在所述固定柱上；所述弹簧的一端与固定柱固连，所述弹簧的另一端与所述至

少一个动滑轮的转轴固连；所述第二绳索卷绕在所述至少一个动滑轮和所述塔轮上，所述

第二绳索的第一端与所述固定柱固连，所述第二绳索的第二端与所述升降柱固连；所述第

二绳索在所述塔轮上的卷绕方式使得所述第二绳索的第二端对所述升降柱的拉力能够平

衡所述升降柱及其上组件的重力。

[001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由动滑轮和定滑轮组成的滑轮组；所述定滑

轮的转轴固定于固定柱上，所述动滑轮的转轴与所述弹簧的所述另一端固连；所述第二绳

索卷绕在所述滑轮组和所述塔轮上。

[001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塔轮由电机驱动。

[001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塔轮由电机驱动所述升降机构为丝杆传动机构，包括电机、

螺杆和螺母；所述螺杆设置于所述固定柱上，所述电机用于驱动所述螺杆转动；所述螺母套

设在所述螺杆上，所述螺母可传动地连接到所述升降柱。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机构为电动缸或电动液压推杆；所述电动缸或所述电

动液压推杆设置于所述固定柱上；所述电动缸或所述电动液压推杆用于推动所述升降柱上

下移动。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弹簧平衡器及定滑轮，所述弹簧平衡器壳体

与所述固定柱固连，所述弹簧平衡器的绳索端绕过定滑轮与所述升降柱固连，所述定滑轮

的转轴与所述固定柱固连。

[0021]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机构还包括电机，所述电机用于驱动所述弹簧平衡器

收放所述绳索。

[0022] 本申请实施例之一提供一种移动式放射线装置。所述移动式放射线装置包括如本

申请任一实施例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

[0023] 本申请实施例之一提供一种移动式放射线装置。所述移动式放射线装置包括机架

以及如本申请任一实施例所述的横臂升降组件；所述固定柱设置在所述机架上，所述固定

柱能够绕其自身的竖直旋转轴转动；所述横臂的悬臂端设有放射组件。

附图说明

[0024] 本申请将以示例性实施例的方式进一步说明，这些示例性实施例将通过附图进行

详细描述。这些实施例并非限制性的，在这些实施例中，相同的编号表示相同的结构，其中：

[0025] 图1是根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移动式放射线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根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移动式放射线装置回收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根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根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回收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根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根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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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7是根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8是根据本申请再一实施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是根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0是根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以及

[0035] 图11是根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00为移动式放射线装置，110为横臂升降组件，120为机架，130为放射组件，

131为球管，132为限束器，111为固定柱，112为升降柱，113为滑车，114为横臂，115为升降机

构，1151为塔轮，1152为滑轮组，1153为弹簧，1154为第二绳索，1154-1第二绳索的第一端，

1154-2第二绳索的第二端，1152-1为动滑轮，1152-2为定滑轮，116为联动机构，1161为第一

滑轮，1162为第一绳索，1162-1为第一绳索的第一端，1162-2为第一绳索的第二端，1155塔

轮电机，210为横臂升降组件，215为气弹簧，2151为压力缸，2152为活塞杆，2153为塔轮电

机，2154为气弹簧电机，310为横臂升降组件，311为固定柱，312为升降柱，315为丝杆传动机

构，3151为丝杆电机，3152为螺母，3153为螺杆，410为横臂升降组件，411为固定柱，412为升

降柱，413为滑车，414为横臂，415为升降机构，4152为定滑轮，4153为弹簧平衡器，4154为弹

簧平衡器的绳索端，4151为弹簧平衡器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申请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申请，并

不用于限定本申请。

[0038] 相反，本申请涵盖任何由权利要求定义的在本申请的精髓和范围上做的替代、修

改、等效方法以及方案。进一步，为了使公众对本申请有更好的了解，在下文对本申请的细

节描述中，详尽描述了一些特定的细节部分。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没有这些细节部分的

描述也可以完全理解本申请。

[0039] 本申请实施例涉及一种横臂升降组件，该横臂升降组件可以用于移动式放射线装

置上，在移动式放射线装置使用时，可以调整放射源的高度和角度；在不使用或推行时，可

以将其收回以减小占地和避免遮挡推行视线。

[0040] 图1是根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移动式放射线装置100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图

2是根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移动式放射线装置100的收回状态的结构示意图。移动式

放射线装置100可以用于透视或拍摄X射线图像、进行放射线治疗(如肿瘤治疗)等。移动放

射线装置100可以包括移动式X射线装置(移动式X光设备)、移动式α射线装置、移动式β射线

装置、移动式γ射线装置、移动式质子重粒子加速器等。

[0041] 在本申请的实施例中，如图1、2所示，移动式放射线装置100可以包括机架120以及

横臂升降组件110。具体的，横臂升降组件110可以设置在机架120上，机架120可以用于支撑

横臂升降组件110。机架120上还可以装有轮子，以便于移动式放射线装置100移动。横臂升

降组件110可以包括固定柱111、升降柱112、滑车113和横臂114。横臂升降组件110可以用于

对横臂114进行升降。固定柱111可以设置在机架120上。具体的，固定柱111可以与机架120

转动连接，固定柱111能够绕其自身的竖直旋转轴转动。例如，固定柱111可以通过轴承、转

盘等机构与机架120实现转动连接。在一些实施例中，固定柱111可以绕其自身的竖直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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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转动任意合理角度。例如，固定柱111可以围绕其自身的某条轴线旋转15°、30°、45°、60°、

75°、90°、180°、270°等角度，以适应不同的使用需求。仅作为示例，所述某条轴线可以是固

定柱111的中心轴线。在一些实施例中，横臂114的悬臂端可以设有放射组件130(如X射线组

件)。具体的，放射组件130可以包括球管131和限束器132。在一些实施例中，横臂114可以为

可伸缩横臂。例如，横臂114可以包括多级套接的短杆，多根短杆中，前一级套接在后一级短

杆中，前一级短杆可以相对后一级短杆伸出或缩回，放射组件130可以通过这些套接的短杆

实现伸缩。通过移动式放射线装置100的移动、固定柱111相对机架120的旋转、横臂升降组

件110的升降以及横臂114的伸缩，能够将放射组件130方便的送达至所需位置，以适用于不

同场景下的放射(如成像或治疗)需求。如图2所示，在移动式放射线装置100不使用或推行

时，可以将其收回以减小占地和避免遮挡推行视线。

[0042] 图3是根据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110的结构示意图；图4是根据

本申请一些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110回收状态的结构示意图；图5是根据本申请一些

实施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110的结构示意图。以下将结合图3-5对本申请实施例所涉

及的横臂升降组件110进行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申请，并

不构成对本申请的限定。

[0043] 在本申请的实施例中，如图3-4所示，横臂升降组件110可以包括固定柱111、升降

柱112、滑车113和横臂114。具体的，升降柱112与固定柱111之间为滑动连接，升降柱112能

够在升降机构115的作用下相对固定柱111升降。升降柱112与固定柱111的滑动连接方式可

以包括导向轮连接、滑轨连接等。滑车113与升降柱112之间也为滑动连接(如导向轮连接、

滑轨连接等)。在本申请的实施例中，所述升降机构115能够使得所述升降柱112相对所述固

定柱111以确定的相对运动关系运动。在本申请的实施例中，升降柱112与滑车113之间可以

通过联动机构116连接，以使得所述滑车113和所述升降柱112能够以确定的相对运动关系

运动。在一些实施例中，滑车113和升降柱112能够跟随彼此的运动方向上升或下降。滑车

113和升降柱112能够跟随彼此的运动方向上升或下降可以理解为：当升降柱112上升时，滑

车113可以跟随其上升；或者，当升降柱112下降时，滑车113可以跟随其下降；或者，当滑车

113上升时，升降柱112可以跟随其上升；或者，当滑车113下降时，升降柱112可以跟随其下

降。横臂114与滑车113固连，从而滑车113的升降能够带动横臂114升降。横臂114与滑车113

固连方式可以包括螺栓连接、焊接、胶接、卡接等。在一些替代性实施例中，滑车113和升降

柱112能够以确定的相对运动关系运动也可以包括：当滑车113上升的同时升降柱112下降；

或者当升降柱112上升的同时滑车113下降等。在本申请的实施例中，滑车113和所述升降柱

112能够以确定的相对运动关系运动可以理解为：当其中一者的运动方向确定时，另一者的

运动方向也确定。

[0044]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3-4所示，联动机构116可以包括第一滑轮1161和第一绳索

1162；第一绳索1162的第一端1162-1与固定柱111固连，第一滑轮1161的转轴固连于升降柱

112上；第一绳索1162的第二端1162-2绕过第一滑轮1161与滑车113固连。在一些实施例中，

第一滑轮1161可相对于自身转轴转动。例如，可以将第一滑轮的转轴与升降柱112通过卡

接、螺栓连接等实现固连。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3-4所示，第一滑轮1161可以设置在升降柱

112顶部；第一绳索1162的第一端1162-1可以与固定柱111的底部固连；从而可以使得第一

绳索1162和第一滑轮1161不对升降组件的升降形成阻碍。在一些替代性实施例中，第一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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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1162的第一端1162-1也可以与固定柱111的其他部位(如中部、顶部)固连，本申请对此不

做限定。进一步，第一绳索1162的第二端1162-2可以与滑车113的中下部或底部固连，从而

可以使第一绳索1162更好的对升降柱112和滑车113进行牵引。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绳索

的第一端1162-1与固定柱111之间，以及第一绳索的第二端1162-2与滑车113之间的固连方

式可以是焊接、卡接、捆绑等任意方式。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绳索1162可以由高强度材料

(如，钢丝等)制成，以保证横臂升降组件110正常上升或下降。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绳索

1162也可以为两根长度适宜的绳索，分别与第一滑轮1161固连(如卡接、捆绑等)且卷绕在

第一滑轮1161的部分上，以使横臂升降组件110正常上升或下降。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滑

轮1161缠绕半径的外表面上可以设有凹槽，以便于第一绳索1162按照预设的轨道缠绕在第

一滑轮1161上，进而保证滑车及其上的组件能够相对升降柱112平稳升降。在一些实施例

中，在升降柱112与固定柱之间和/或滑车113与升降柱之间可以设有安全锁止机构，以防止

升降柱112或滑车在绳索断裂的情况下坠落。例如，安全锁止机构可以为电控磁吸结构(如

电磁铁)，该电控磁吸结构的磁吸端和磁体端可以分别安装在升降柱112与固定柱上，和/或

分别安装在滑车113与升降柱上。在需要锁止时，可以通过将升降柱112吸合在固定柱上，

和/或将滑车113吸合在升降柱上，从而实现锁止。可选择性地，所述安全锁止机构可以设置

在前述的滑轮上。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滑轮1161可以是等半径的滑轮。即，第一滑轮1161靠近升降

柱112的一端与靠近滑车113的一端半径相等。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滑轮1161可以为双半

径滑轮。即，第一滑轮1161靠近升降柱112的一端与靠近滑车113的一端半径不相等。当第一

滑轮1161为等半径滑轮时，在联动机构116的作用下，升降柱112相对于固定柱111的升降距

离(或升降速度)将与滑车113相对于升降柱112的升降距离(或升降速度)相等，或者说，滑

车113相对于固定柱111的升降距离是升降柱112相对于固定柱111的升降距离的两倍。而当

第一滑轮1161为双半径滑轮时，可以通过改变双半径滑轮的半径比，使得升降柱112相对于

固定柱111的升降距离与滑车113相对于升降柱112的升降距离不相等(或者说，滑车113相

对于固定柱111的升降距离是升降柱112相对于固定柱111的升降距离的倍数是通过改变双

半径滑轮的半径比而可变的)。例如，可以使升降柱112相对于固定柱111的升降距离(或升

降速度)大于滑车113相对于升降柱112的升降距离(或升降速度)。在一些实施例中，双半径

滑轮的半径比可以为升降柱112相对于固定柱111的升降行程(即最大升降距离)与滑车113

相对于升降柱112的升降行程之比。具体的，假设第一滑轮1161靠近升降柱112的一端的半

径为D，第一滑轮1161靠近滑车113的一端的半径为d，升降柱112相对于固定柱111的升降行

程为S1，滑车113相对于升降柱112的升降行程为S2，则有： 滑车113相对于固定柱

111的升降行程S3为：S3＝S1+S2。在此情况下，当升降柱112相对于固定柱111上升至最高点

时，滑车113也将相对于升降柱112上升至最高点，从而可以使横臂114总的升降行程达到最

大。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横臂升降组件110还可以包括电机，其可驱动地连接到所述联动

机构上。具体的，该电机可以通过驱动联动机构中第一滑轮1161的转动和停止，从而控制滑

车113和/或升降柱112的运动。在一些实施例中，横臂升降组件110还可以包括控制器，其与

所述电机是可通信连接的，以控制所述电机运行并使所述滑车运动到预定位置。在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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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中，横臂升降组件110还可以包括锁定组件。在第一状态(如非锁定状态)时，锁定组件

可以与所述联动机构的至少一个元件(如第一滑轮1161和/或第一绳索1162)脱离锁定以使

所述滑车运动。在第二状态(如锁定状态)时，锁定组件可以与所述联动机构的至少一个元

件(如第一滑轮1161和/或第一绳索1162)保持锁定以使所述滑车静止。具体的，锁定组件可

以为电控磁吸结构(如电磁铁)，该电控磁吸结构可以通过吸附第一滑轮1161从而使第一滑

轮1161无法转动。在一些替代性实施例中，锁定组件也可以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其

他合理结构，本申请对此不做限制。例如，锁定组件也可以为摩擦锁定机构、卡接锁定机构

等。

[0047] 在一些实施例中，升降机构115可以包括塔轮1151、至少一个动滑轮1152-1、弹簧

1153和第二绳索1154。其中，塔轮1151的转轴可以固定在固定柱111上。具体的，塔轮1151可

以相对于自身转轴转动。例如，可以将塔轮1151的转轴通过卡接、螺栓连接等与固定柱111

实现固连。弹簧1153的一端可以与固定柱111固连(如卡接、焊接等)，弹簧1153的另一端可

以与该至少一个动滑轮1152-1固连。在一些实施例中，塔轮1151的外表面上可以设有若干

凹槽，凹槽用于容纳缠绕在塔伦1151上的第二绳索1154，以约束第二绳索1154在塔轮1151

表面上的缠绕路径。第二绳索1154可以卷绕在该至少一个动滑轮1152-1和塔轮1151上。具

体的，第二绳索的第一端1154-1可以与固定柱111固连，第二绳索的第二端1154-2可以与升

降柱112固连。第二绳索1154与固定柱111和升降柱112的固连方式可以是卡接、胶接、捆绑

等。在本申请的实施例中，可以设置塔轮1151的直径/半径变化方式，并合理设置塔轮1151

表面的凹槽，将第二绳索1154以预设的轨迹卷绕在塔轮1151上，可以实现升降柱及其负重

的组件相对固定柱平稳升降。例如，使得第二绳索在塔轮1151上不同位置的缠绕直径不同，

且与弹簧1153的弹力或弹簧的拉伸尺寸变化匹配(弹力等于弹簧的弹性系数与形变量的乘

积，对于设定的弹簧而言，其弹性系数是恒定的，因此弹力跟随其形变量变化)，从而在考虑

所述弹力的变化影响时，保证第二绳索在塔轮两侧的力矩相同。设置第二绳索1154在塔轮

1151上的卷绕方式进一步使得第二绳索1154对升降柱112的拉力能够平衡升降柱112及其

上组件的重力，保证升降柱112及其上组件在升降过程中受力平衡进而在升降时能够在任

意位置停留。具体的，第二绳索1154的第二端1154-2对升降柱112的拉力可以等于升降柱

112及其上组件的重力之和，外加第一绳索的第一端1162-1对升降柱112上第一滑轮1161的

拉力，进而使升降柱及其上组件受力平衡。假设第一滑轮1161靠近升降柱112的一端的半径

为D，第一滑轮1161靠近滑车113的一端的半径为d，升降柱112的重量为G1，滑车113及其上

组件的 重量为 G 2 ，则第二绳索1 1 5 4的 第二端 1 1 5 4 - 2 对升降 柱 1 1 2的 拉 力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3-4所示，弹簧1153可以为拉簧。在一些替代性实施例中，弹

簧1153也可以为其他弹性构件；例如，弹簧1153也可以为气弹簧、压簧、卷簧等。在本申请的

实施例中，第二绳索1154为不可伸长的绳索。具体的，第二绳索可以由高强度材料(如，钢丝

等)制成，以带动升降柱112及其上组件上升或下降。

[0049] 在一些实施例中，升降机构115可以包括由动滑轮1152-1和定滑轮1152-2组成的

滑轮组1152；定滑轮1152-2的转轴可以固定于固定柱111上，动滑轮1152-1可以与弹簧1153

的另一端固连；第二绳索1154可以卷绕在滑轮组1152和塔轮1151上。在一些实施例中，定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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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1152-2的转轴可以固定在固定柱111的顶端。例如，定滑轮1152-2的转轴可以通过绳索、

连接件等固定在固定柱111的顶端。在一些实施例中，定滑轮1152-2的数量可以为一个或多

个。在一些实施例中，动滑轮1152-1的数量可以比定滑轮1152-2的数量多一个。例如，在图

3-4所示的实施例中，定滑轮1152-2为一个，动滑轮1152-1为两个。通过动滑轮或滑轮组

1152的设置，可以减小弹簧的行程，以避免弹簧1153因形变过大而失效。在本申请的实施例

中，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手动调节对横臂升降组件110进行升降。例如，操作人员可以手动推

升或按压升降柱112，以使升降柱112能够相对固定柱111上升或下降，进而在联动机构的作

用下，滑车113可以相对升降柱112上升或下降。

[0050] 在一些实施例中，横臂升降组件还可以包括电机，其可驱动地连接到所述升降机

构上。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塔轮1151可以由电机(如塔轮电机1155)驱动，以使升降

柱112能够相对固定柱111电动升降。升降柱112的升降可以使得滑车113跟随升降柱112的

运动方向上升或下降。在下降过程中，升降柱112及其上组件的重力势能将减小，弹簧1153

的弹性势能将增加。在上升过程中，弹簧1153的弹性势能将减小，升降柱及其上组件的重力

势能将增加。通过设置弹簧1153作为储能装置，塔轮电机1155在驱动升降柱112电动升降的

过程中可以更省力。在一些实施例中，塔轮电机1155可以为变频电机、减速电机、伺服电机

等。在图5所示的实施例中，升降柱112既能够在电机的作用下相对固定柱111电动升降，也

能够由操作人员通过手动调节进行升降(例如，操作人员手动推升或按压升降柱112)。在一

些实施例中，横臂升降组件还包括控制器，其与所述电机(如塔轮电机1155)是可通信连接

的，以控制所述电机运行并使所述滑车运动到预定位置。在一些实施例中，横臂升降组件，

还可以包括锁定组件。在第一状态(如非锁定状态)时，该锁定组件可以与升降机构的至少

一个元件(如塔轮)脱离锁定以使所述滑车运动。在第二状态(如锁定状态)时，该锁定机构

可以与所述升降机构的至少一个元件保持锁定以使所述滑车静止。具体的，锁定组件可以

为电控磁吸结构(如电磁铁)，该电控磁吸结构可以通过吸附塔轮1151从而使塔轮1151无法

转动。在一些替代性实施例中，锁定组件也可以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其他合理结构，

本申请对此不做限制。例如，锁定组件也可以为摩擦锁定机构、卡接锁定机构等。

[0051] 在一些替代性实施例中，也可以通过手动旋转塔轮1151来卷绕第二绳索1154，从

而实现升降柱及其上组件的手动升降。例如，塔轮1151上可以安装手柄以供操作人员手动

旋转。又例如，塔轮1151上的手柄可以安装在固定柱111外部，并通过传动机构(如万向传

动、齿轮传动、带传动等)驱动塔轮旋转。

[0052] 图6是根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210的结构示意图；图7是根据

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210的结构示意图；图8是根据本申请再一实施

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210的结构示意图。

[0053] 与图3-4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110相比，在图6所示的实施例中，横臂升降组件210

可以采用气弹簧215来代替弹簧1153。通过使用气弹簧215，可以使横臂升降组件110的升降

操作更平缓、可靠，使用寿命更长。具体的，气弹簧215可以包括压力缸2151和活塞杆2152。

如图6所示，压力缸2151可以与固定柱固连；活塞杆2152可以与动滑轮的转轴连接。在图6所

示的实施例中，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手动调节对横臂升降组件210进行升降。

在一些实施例中，也可以通过设置驱动装置(如电机)使横臂升降组件210能够电动升

降。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7所示，在图6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210的基础上，塔轮可以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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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机(如塔轮电机2153)驱动。具体的，塔轮电机2153可以为变频电机、减速电机、伺服电

机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8所示，在图6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210的基础上，气弹簧可以进

一步由电机(如气弹簧电机2154)驱动。例如，气弹簧215可以为电动气弹簧。在一些实施例

中，在气弹簧电机2154的驱动下，气弹簧215的压力缸2151内的压力可以发生变化，从而引

起气弹簧215的拉力发生变化，进行控制升降柱及其上组件进行升降。例如，可以在压力缸

215内设置电动活塞，电动活塞可以在电机的驱动下移动，则压力缸215内的压力(即活塞杆

2152和电动活塞之间的压力)将随电动活塞的移动而变化。当气弹簧215的拉力增加时，可

以拉动升降柱及其上组件上升；当气弹簧215的拉力减小时，升降柱及其上组件将在自身重

力作用下下降。在一些实施例中，电动气弹簧也可以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其他形式，

本申请对此不作限制。

[0054] 图9是根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310的结构示意图。在图9所示

的实施例中，升降机构可以为丝杆传动机构315。具体的，丝杆传动机构315可以包括丝杆电

机3151、螺杆3153和螺母3152；螺杆3153可以设置于固定柱311上，丝杆电机3151可以用于

驱动螺杆3153转动；螺母3152套设在螺杆3153上，与螺杆3153相配合；螺母3152与升降柱

312固连。在一些实施例中，螺杆3153可以为梯型丝杆、滚珠丝杆等。螺杆3153可以通过轴承

与固定柱311(如固定柱的底部)转动连接。在一些实施例中，丝杆电机3151可以包括变频电

机、减速电机、伺服电机或其他可以实现正反转的电机等。丝杆电机3151可以通过齿轮传

动、带传动、链传动、线传动等方式驱动螺杆3153绕其自身旋转轴转动。在一些实施例中，螺

母3152与升降柱312固连方式可以是焊接、胶接、卡接等。在一些替代性实施例中，螺母3152

与升降柱312也可以为一体成型结构。在图9所示的实施例中，丝杆电机3151可以驱动螺杆

3153旋转，螺杆3153的转动带动螺母3152上下移动，进而带动升降柱312上升或下降。

[0055] 在一些替代性实施例中，升降机构也可以包括电动缸(如伺服电动缸)或者电动液

压推杆等由电机控制的升降结构。其原理与图9所示的丝杆传动机构315类似。具体的，可以

将电动缸、电动液压推杆等设置(如固定)在固定柱311上；并由电动缸或电动液压推杆直接

与升降柱312连接并带动(推动)升降柱312上下移动。

[0056] 图10是根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横臂升降组件410的结构示意图；图11是根

据本申请又一实施例所示的电动横臂升降组件410的结构示意图。在图10-11所示的实施例

中，升降机构415可以包括弹簧平衡器4153及定滑轮4152，弹簧平衡器4153壳体可以与固定

柱411固连，弹簧平衡器的绳索端4154可以绕过定滑轮4152与升降柱412固连。具体的，定滑

轮4152的转轴可以与固定柱411固连。在一些实施例中，弹簧平衡器4153壳体与固定柱411

固连的方式可以是螺栓连接、卡接等。在一些实施例中，弹簧平衡器的绳索端4154与升降柱

412固连的方式可以是卡接、捆绑等。进一步，绳索端4154可以与升降柱412的中下部或底部

固连，从而可以更好的对升降柱112进行牵引。在一些实施例中，弹簧平衡器4153的绳索可

以由高强度材料(如，钢丝等)制成。在图10所示的实施例中，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手动调节对

横臂升降组件410进行升降。

[0057]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1所示，升降机构415还可以包括电机(如弹簧平衡器电机

4151)，弹簧平衡器电机4151可以用于驱动弹簧平衡器4153收放绳索。在一些实施例中，弹

簧平衡器电机4151可以通过正反转来改变弹簧平衡器4153的拉力，进而收放绳索，以使升

降柱412能够相对固定柱411升降，进而使得滑车413(以及其上的横臂414)可以跟随升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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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的运动方向上升或下降。在一些实施例中，弹簧平衡器电机4151可以是变频电机、伺服

电机或其他可以实现正反转的电机，在此不作限制。

[0058] 本申请所披露的横臂升降组件或移动式放射线装置可能带来的有益效果包括但

不限于：(1)能够方便地将放射组件送达至指定位置；(2)滑车和升降柱能够随彼此的运动

方向上升或下降，运动关系明确，便于控制；例如，电机只需要带动升降柱就可以让整个升

降柱及滑车联合运动，减少了附加电气设备的数量；(3)通过电动升降，可以更便捷的对放

射线装置进行控制；(4)充分利用升降组件的升降行程。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实施例可能产

生的有益效果不同，在不同的实施例里，可能产生的有益效果可以是以上任意一种或几种

的组合，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可能获得的有益效果。

[0059]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申请，凡在本申请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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