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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

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包括一智能巡检设备，智

能巡检设备包括两个检测台和两个巡检车，两个

巡检车均由车架、壳体和行走机构组成，车架上

集成有电池组、巡检摄像机、控制模块、导向轮和

缓冲梁，壳体上安装有距离传感器、车灯、充电接

口和天线，两个巡检车通过行走机构在圆管带式

输送机本体的轨道上移动；两个巡检车分别为主

巡检车和副巡检车，主巡检车位于两个检测台连

接处的顶部，副巡检车位于两个检测台连接处的

底部，主巡检车的车架上还集成有一编码器，副

巡检车的车架上还集成有跟随编码器；两个检测

台的内部均设有框架，框架上安装有用于检测托

辊的摄像机和光源，框架的底部设有支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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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一智能巡检

设备，所述智能巡检设备包括两个检测台和两个巡检车，所述两个巡检车均由车架、壳体和

行走机构组成，所述车架上集成有电池组、巡检摄像机、控制模块、导向轮和缓冲梁，所述壳

体上安装有距离传感器、车灯、充电接口和天线，所述两个巡检车通过所述行走机构在圆管

带式输送机本体的轨道上移动；

两个巡检车分别为主巡检车和副巡检车，所述主巡检车位于两个检测台连接处的顶

部，所述副巡检车位于两个检测台连接处的底部，所述主巡检车的车架上还集成有一编码

器，所述副巡检车的车架上还集成有跟随编码器；

所述两个检测台的内部均设有框架，所述框架上安装有用于检测托辊的摄像机和光

源，所述框架的底部设有支撑轮，所述框架外覆盖有遮光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其特征

在于：所述检测台通过螺钉固定在主巡检车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其特征

在于：所述光源设有至少四个，所述摄像机设有至少两个，每个摄像机外围设有两个光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其特征

在于：所述壳体覆盖在所述车架的顶部和所述车架的四周，所述巡检摄像机集成在所述车

架的前部、所述车架的后部和所述车架的底部，所述壳体上开设有便于巡检摄像机观察的

通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其特征

在于：所述电池组，所述控制模块集成在所述车架的顶部，所述编码器和所述导向轮集成在

所述车架的底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其特征

在于：所述缓冲梁分别设置在所述车架的前方和所述车架的后方，所述壳体上开设有用于

露出缓冲梁的条状沟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其特征

在于：所述充电接口、所述车灯和所述距离传感器分别设置在所述壳体的前部和所述壳体

的后部。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其特征

在于：位于主巡检车车架底部的巡检摄像机的拍摄方向朝向前方，位于副巡检车车架底部

的巡检摄像机为检测胶带的胶带巡检摄像机，所述胶带巡检摄像机的拍摄方向朝向正下

方。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625842 A

2



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不断提高，圆管带式输送机在矿山、港口、电力、冶金等领域

得到广泛的应用。圆管带式输送机通常架设在高空，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对其使用的托辊、胶

带等设备进行巡检，确认故障类型。目前，圆管带式输送机的日常巡检方式以人工为主，依

靠巡检人员在栈桥上行走来进行日常检测，劳动强度大，巡检效率低，尤其是5公里甚至10

公里以上的长距离设备。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自动化的巡检设备。在圆管带式输送机

栈桥上架设载人巡检小车，采用燃料或电力驱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但相对而

言，仍无法做到智能巡检、无人巡检。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

巡检设备，以解决上述至少一种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包括

一智能巡检设备，所述智能巡检设备包括两个检测台和两个巡检车，所述两个巡检车均由

车架、壳体和行走机构组成，所述车架上集成有电池组、巡检摄像机、控制模块、导向轮和缓

冲梁，所述壳体上安装有距离传感器、车灯、充电接口和天线，所述两个巡检车通过所述行

走机构在圆管带式输送机本体的轨道上移动；

[0005] 两个巡检车分别为主巡检车和副巡检车，所述主巡检车位于两个检测台连接处的

顶部，所述副巡检车位于两个检测台连接处的底部，所述主巡检车的车架上还集成有一编

码器，所述副巡检车的车架上还集成有跟随编码器；

[0006] 所述两个检测台的内部均设有框架，所述框架上安装有用于检测托辊的摄像机和

光源，所述框架的底部设有支撑轮，所述框架外覆盖有遮光罩。

[0007] 本发明与现有的技术相比，通过配有工业摄像设备，以及配合计算机程序，可以完

成对圆管带式输送机主要故障(扭转、胀管、塌管)的监测，达到自动分辨、报警的能力。通过

编码器、控制模块实现自动行走、充电、定位等功能，通过机器视觉技术可以分辨托辊的故

障并对其进行反馈。

[0008] 本发明无需室外巡检人员，可以计算机系统直接分辨故障类型以及故障点，巡检

效率可以提升3～4倍，降低了人员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

[0009] 工作时，通过无线通讯控制模块给与智能巡检设备启动信号；收到信号后，电池组

开始供电，主巡检车和副巡检车通过行走机构在圆管带式输送机机体的轨道上行走，导向

轮沿着轨道内部转动控制巡检车行驶方向；智能巡检设备通过主巡检车上的编码器反馈的

信号确定其行驶位置，副巡检车上设置的跟随编码器与主巡检车上的编码器同步；巡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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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检测胶带的摄像机拍摄胶带接缝位置图像，并根据软件数据库图像进行比对胶带扭

转程度，自动判断是否出现扭转故障；遇到胀管、塌管等故障时，智能巡检设备会同时根据

巡检摄像机拍摄情况进行故障判断。当智能巡检设备行走到充电位置时，激活距离传感器，

智能巡检设备缓慢接近充电站，充电接口与其进行对接。

[0010] 所述检测台通过螺钉固定在主巡检车上。便于安装和拆卸。

[0011] 所述光源设有至少四个，所述摄像机设有至少两个，每个摄像机外围设有两个光

源。能够提高摄像机摄像的清晰度。

[0012] 所述圆管带式输送机的托辊上设有三段反光条。检测托辊的摄像机负责拍摄运行

时托辊的图像，通过系统自动进行多张图像比对，通过图像的一致性来判断托辊是否出现

故障。

[0013] 所述壳体覆盖在所述车架的顶部和所述车架的四周，所述巡检摄像机集成在所述

车架的前部、所述车架的后部和所述车架的底部，所述壳体上开设有便于巡检摄像机观察

的通孔。使壳体不遮挡巡检，不同位置的巡检摄像机能观察不同位置的情况。

[0014] 位于主巡检车车架底部的巡检摄像机的拍摄方向朝向前方，位于副巡检车车架底

部的巡检摄像机为检测胶带的胶带巡检摄像机，所述胶带巡检摄像机的拍摄方向朝向正下

方。通过不同位置的摄像机用于实现不同的功能。

[0015] 所述电池组，所述控制模块集成在所述车架的顶部，所述编码器和所述导向轮集

成在所述车架的底部。

[0016] 所述行走机构固定在所述车架的底部。

[0017] 所述充电接口、所述车灯和所述距离传感器分别设置在所述壳体的前部和所述壳

体的后部。能够使距离传感器及时感应到充电站便于及时充电，还能照亮前方和后方提高

巡检摄像机的工作效果。

[0018] 所述缓冲梁分别设置在所述车架的前方和所述车架的后方，所述壳体上开设有用

于露出缓冲梁的条状沟槽。能够使缓冲梁直接与外界接触，并且壳体能够阻碍杂质进入。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主巡检车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主巡检车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检测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副巡检车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标号：1、主巡检车；2、检测台；3、副巡检车；4、行走机构；5、圆管带式输送机本

体；6、车架；7、壳体；8、电池组；9、编码器；10、巡检摄像机；11、控制模块；12、导向轮；13、缓

冲梁；14、距离传感器；15、车灯；16、充电接口；17、天线；18、胶带巡检摄像机；19、摄像机；

20、光源；21、遮光罩；22、支撑轮；23、跟随编码器；24、胶带；25、托辊；26、框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6] 如图1-图5所示，一种检测圆管带式输送机运行状态的智能巡检设备，包括一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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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设备，智能巡检设备包括两个检测台2和两个巡检车，两个巡检车均由车架6、壳体7和

行走机构4组成，车架上集成有电池组8、巡检摄像机10、控制模块11、导向轮12和缓冲梁13，

壳体上安装有距离传感器14、车灯15、充电接口16和天线17，两个巡检车通过行走机构在圆

管带式输送机本体5的轨道上移动；两个巡检车分别为主巡检车1和副巡检车3，主巡检车位

于两个检测台连接处的顶部，副巡检车位于两个检测台连接处的底部，主巡检车的车架上

还集成有一编码器9，副巡检车的车架上还集成有跟随编码器23；两个检测台的内部均设有

框架26，框架上安装有用于检测检测托辊25的摄像机19和光源20、框架的底部设有支撑轮

22，框架外覆盖有遮光罩21。

[0027] 本发明与现有的技术相比，通过配有工业摄像设备，以及配合计算机程序，可以完

成对圆管带式输送机主要故障(扭转、胀管、塌管)的监测，达到自动分辨、报警的能力。通过

编码器、控制模块实现自动行走、充电、定位等功能，通过机器视觉技术可以分辨托辊的故

障并对其进行反馈。本发明无需室外巡检人员，可以计算机系统直接分辨故障类型以及故

障点，巡检效率可以提升3～4倍，降低了人员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

[0028] 工作时，通过无线通讯控制模块给与智能巡检设备启动信号；收到信号后，电池组

开始供电，主巡检车和副巡检车通过行走机构在圆管带式输送机机体的轨道上行走，导向

轮沿着轨道内部转动控制巡检车行驶方向；智能巡检设备通过主巡检车上的编码器反馈的

信号确定其行驶位置，副巡检车上设置的跟随编码器与主巡检车上的编码器同步；巡检过

程中，检测胶带的摄像机拍摄胶带接缝位置图像，并根据软件数据库图像进行比对胶带扭

转程度，自动判断是否出现扭转故障；遇到胀管、塌管等故障时，智能巡检设备会同时根据

巡检摄像机拍摄情况进行故障判断。当智能巡检设备行走到充电位置时，激活距离传感器，

智能巡检设备缓慢接近充电站，充电接口与其进行对接。

[0029] 检测台通过螺钉固定在主巡检车上。便于安装和拆卸。光源设有至少四个，摄像机

设有至少两个，每个摄像机外围设有两个光源。能够提高摄像机摄像的清晰度。圆管带式输

送机的托辊上设有三段反光条。检测托辊的摄像机负责拍摄运行时托辊的图像，通过系统

自动进行多张图像比对，通过图像的一致性来判断托辊是否出现故障。壳体覆盖在车架的

顶部和车架的四周，巡检摄像机集成在车架的前部、车架的后部和车架的底部，壳体上开设

有便于巡检摄像机观察的通孔。使壳体不遮挡巡检，不同位置的巡检摄像机能观察不同位

置的情况。位于主巡检车车架底部的巡检摄像机的拍摄方向朝向前方，位于副巡检车车架

底部的巡检摄像机为检测胶带24的胶带巡检摄像机18，胶带巡检摄像机的拍摄方向朝向正

下方。电池组，控制模块集成在车架的顶部，编码器和导向轮集成在车架的底部。行走机构

固定在车架的底部。充电接口、车灯和距离传感器分别设置在壳体的前部和壳体的后部。能

够使距离传感器及时感应到充电站便于及时充电，还能照亮前方和后方提高巡检摄像机的

工作效果。缓冲梁分别设置在车架的前方和车架的后方，壳体上开设有用于露出缓冲梁的

条状沟槽。能够使缓冲梁直接与外界接触，并且壳体能够阻碍杂质进入。

[0030]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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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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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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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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