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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安全系数高的无损探伤辅

助装置，尤其是无损探伤行业使用的x光射线机

辅助装置。本发明由行走装置、设置于行走装置

上的x光机定位装置、x光机提升旋转装置、x光机

安全防护装置以及对称设置于行走装置下端的

爬坡装置组成，本发明仅需调节提升螺栓以及液

压油缸推杆的长度，即可调节至待检测的角度，

根据管道的高度还可以将x光机进行旋转，满足

检测需求，大大的降低了工作的强度，本发明通

过锁链机构来完成安全防护的工作，使用简单，

拆卸方便，且安全系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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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安全系数高的无损探伤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其由行走装置、设置于行走装置

上的x光机定位装置、x光机提升旋转装置、x光机安全防护装置以及对称设置于行走装置下

端的爬坡装置组成，

所述行走装置包括底座（1）以及对称设置于底座（1）下端的行走轮（8），所述底座（1）中

心处设置有底座螺纹孔，

所述x光机定位装置由上定位装置以及下定位装置组成，

所述下定位装置包括设置于底座（1）上端的x光机定位底座（17）、设置于x光机定位底

座（17）一端的背板（2）、圆周设置于x光机定位底座（17）上的三个以上的下限位卡滑槽（14）

以及嵌置于下限位卡滑槽（14）内的下限位卡（12），所述下限位卡（12）通过设置于下限位卡

滑槽（14）内的拉簧与x光机定位底座（17）固定连接，所述背板（2）上设置有定位滑槽（4）以

及透照孔（18），

所述上定位装置由高度限位滑块（5）、上限位卡（6）以及设置于高度限位滑块（5）后端

的限位调节把手（15）组成，所述高度限位滑块（5）上圆周设置有三个以上的上限位卡滑槽

（7），所述上限位卡（6）嵌置于上限位卡滑槽（7）内，所述上限位卡（6）通过设置于上限位卡

滑槽（7）内的拉簧与高度限位滑块（5）固定连接，所述高度限位滑块（5）与限位调节把手

（15）相交处嵌置于所述定位滑槽（4）内，

所述x光机提升旋转装置包括提升螺栓（16）、固定设置于提升螺栓（16）端部的轴承

（19）以及设置于所述x光机定位底座（17）底端与所述底座螺纹孔位置相适配的轴承座，所

述提升螺栓（16）插装于所述底座螺纹孔内，所述轴承（19）固定设置于所述轴承座内，

所述x光机安全防护装置由两组对称设置于背板（2）前端的上部锁链、两组对称设置于

背板（2）前端的下部锁链以及连接锁链（20）组成，所述上部锁链由五个以上首尾铰连的上

部子锁链（3）组成，末端的上部子锁链（3）与所述背板（2）铰连，前端的上部子锁链（3）之间

通过连接锁链（20）相连接，所述下部锁链由五个以上首尾铰连的下部子锁链（21）组成，末

端的下部子锁链（21）与所述背板（2）铰连，前端的下部子锁链（21）之间通过连接锁链（20）

相连接，

所述爬坡装置设置于所述底座（1）下端的行走轮（8）之间，其包括液压油缸（9）、履带固

定架（10）以及设置于履带固定架（10）内的履带（13）和履带轮，所述履带轮对称设置于所述

履带固定架（10）两端且与履带固定架（10）铰连，所述履带（13）绕置于所述履带轮上，所述

履带固定架（10）后端与所述底座（1）的后端铰连，所述履带固定架（10）前端与液压油缸（9）

前端的推杆（11）铰连，所述液压油缸（9）的后端与底座（1）铰连,

所述透照孔（18）的截面为圆角矩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全系数高的无损探伤辅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限

位卡滑槽（7）为四个，下限位卡滑槽（14）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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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安全系数高的无损探伤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安全系数高的无损探伤辅助装置，尤其是无损探伤行业使用的x

光射线机辅助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探伤领域基本都是使用x射线以及γ射线进行无损探伤作业，尤其射线机体

积较大，重量更是高达20KG以上，需要多个人搬运，而一般普通的转运推车仅能在平地进行

输送，一旦遇到楼梯或其它恶劣地形则很难进行搬运，尤其设备的特殊性，一般通过绳索牢

牢捆住，此时如果再进行拆装，工人耗时耗力，工作效率低下，检测过程中，工人需将x光机

捆绑至待测管道上，再根据需求调整角度，劳动强度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安全系数高的无损探伤辅助装置。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方案：

[0005] 本发明由行走装置、设置于行走装置上的x光机定位装置、x光机提升旋转装置、x

光机安全防护装置以及对称设置于行走装置下端的爬坡装置组成，

[0006] 所述行走装置包括底座以及对称设置于底座下端的行走轮，所述底座中心处设置

有底座螺纹孔，

[0007] 所述x光机定位装置由上定位装置以及下定位装置组成，

[0008] 所述下限位装置包括设置于底座上端的x光机定位底座、设置于x光机定位底座一

端的背板、圆周设置于x光机定位底座上的三个以上的下限位卡滑槽以及嵌置于下限位滑

槽内的下限位卡，所述所述下限位卡通过设置于下限位卡滑槽内的拉簧与x光机定位底座

固定连接，所述背板上设置有定位滑槽以及透照孔，

[0009] 所述上定位装置由高度限位滑块、上限位卡以及设置于高度限位滑块后端的限位

调节把手组成，所述高度限位滑块上圆周设置有三个以上的上限位卡滑槽，所述上限位卡

嵌置于上限位卡滑槽内，所述上限位卡通过设置于上限位卡滑槽内的拉簧与高度限位滑块

固定连接，所述高度限位滑块与限位调节把手相交处嵌置于所述定位滑槽内，

[0010] 所述x光机提升旋转装置包括提升螺栓、固定设置于提升螺栓端部的轴承以及设

置于所述x光机定位底座底端与所述底座螺纹孔位置相适配的轴承座，所述提升螺栓插装

于所述底座螺纹孔内，所述轴承固定设置于所述轴承座内，

[0011] 所述x光机安全防护装置由两组对称设置于背板前端的上部锁链、两组对称设置

于背板前端的下部锁链以及连接锁链组成，所述上部锁链由五个以上首尾铰连的上部子锁

链组成，末端的上部子锁链与所述背板铰连，前端的上部子锁链之间通过连接锁链相连接，

所述下部锁链由五个以上首尾铰连的下部子锁链组成，末端的下部子锁链与所述背板铰

连，前端的下部子锁链之间通过连接锁链相连接，

[0012] 所述爬坡装置设置于所述底座下端的行走轮之间，其包括液压油缸、履带固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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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设置于履带固定架内的履带和履带轮，所述履带轮对称设置于所述履带固定架两端且

与履带固定架铰连，所述履带绕置于所述履带轮上，所述履带固定架后端与所述底座的后

端铰连，所述履带固定架前端与液压油缸前端的推杆铰连，所述液压油缸的后端与底座铰

连。

[0013] 所述上限位卡滑槽为四个，下限位卡滑槽为四个。

[0014] 所述液压油缸的型号为HANLDA-RO。

[0015] 所述透照孔的截面为圆角矩形。

[0016] 所述透照孔的截面为圆角矩形。

[0017] 本发明的积极效果如下：

[0018] 本发明通过定位装置可快捷的将无损检测x光机固定与本发明底座上，根据无损

检测x光机的大小，本发明可通过调节的高度限位滑块来进行高度调整，再通过上下限位卡

对设备进行卡紧，适用于各种型号的无损检测x光机，且拆装方便，当转运过程中遇到恶劣

地形时，只需启动液压油缸将爬坡装置展开，使机器整体形成一定角度倾斜，从而让履带替

代原行走轮行走，即可应对各种恶劣地形。

[0019] 本发明仅需调节提升螺栓以及液压油缸推杆的长度，即可调节至待检测的角度，

根据管道的高度还可以将x光机进行旋转，满足检测需求，大大的降低了工作的强度。

[0020] 由于x光机属于高危险物品，运输过程中遇到颠簸路段，即便更换为履带行走，也

只是起到减震效果，实际仍然有可能使得x光机脱离定位装置的控制，而现有的技术大多采

用捆绑的方法固定，使得拆卸麻烦且安全系数底，本发明通过锁链机构来完成安全防护的

工作，使用简单，拆卸方便，且安全系数高。

附图说明

[0021] 附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2为本发明限位调节把手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3为本发明爬坡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4为本发明爬坡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5为本发明x光机安全防护装置打开状态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6为本发明上部隐藏式锁链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7为本发明提升状态示意图。

[0028] 附图8为本发明工作状态示意图。

[0029] 附图9为本发明斜向下测量示意图。

[0030] 附图10为本发明斜向上测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附图1-10所示，本发明由行走装置、设置于行走装置上的x光机定位装置、x光机

提升旋转装置、x光机安全防护装置以及对称设置于行走装置下端的爬坡装置组成，

[0032] 所述行走装置包括底座1以及对称设置于底座1下端的行走轮8，所述底座1中心处

设置有底座螺纹孔，

[0033] 所述x光机定位装置由上定位装置以及下定位装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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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下限位装置包括设置于底座1上端的x光机定位底座17、设置于x光机定位底

座17一端的背板2、圆周设置于x光机定位底座17上的三个以上的下限位卡滑槽14以及嵌置

于下限位滑槽14内的下限位卡12，所述所述下限位卡12通过设置于下限位卡滑槽14内的拉

簧与x光机定位底座17固定连接，所述背板2上设置有定位滑槽4以及透照孔18，

[0035] 所述上定位装置由高度限位滑块5、上限位卡6以及设置于高度限位滑块5后端的

限位调节把手15组成，所述高度限位滑块5上圆周设置有三个以上的上限位卡滑槽7，所述

上限位卡6嵌置于上限位卡滑槽7内，所述上限位卡6通过设置于上限位卡滑槽7内的拉簧与

高度限位滑块5固定连接，所述高度限位滑块5与限位调节把手15相交处嵌置于所述定位滑

槽4内，

[0036] 所述x光机提升旋转装置包括提升螺栓16、固定设置于提升螺栓16端部的轴承19

以及设置于所述x光机定位底座17底端与所述底座螺纹孔位置相适配的轴承座，所述提升

螺栓16插装于所述底座螺纹孔内，所述轴承19固定设置于所述轴承座内，

[0037] 所述x光机安全防护装置由两组对称设置于背板2前端的上部锁链、两组对称设置

于背板2前端的下部锁链以及连接锁链20组成，所述上部锁链由五个以上首尾铰连的上部

子锁链3组成，末端的上部子锁链3与所述背板2铰连，前端的上部子锁链3之间通过连接锁

链20相连接，所述下部锁链由五个以上首尾铰连的下部子锁链21组成，末端的下部子锁链

21与所述背板2铰连，前端的下部子锁链21之间通过连接锁链20相连接，

[0038] 所述爬坡装置设置于所述底座1下端的行走轮8之间，其包括液压油缸9、履带固定

架10以及设置于履带固定架10内的履带13和履带轮，所述履带轮对称设置于所述履带固定

架10两端且与履带固定架10铰连，所述履带13绕置于所述履带轮上，所述履带固定架10后

端与所述底座1的后端铰连，所述履带固定架10前端与液压油缸9前端的推杆11铰连，所述

液压油缸9的后端与底座1铰连。

[0039] 所述上限位卡滑槽7为四个，下限位卡滑槽14为四个。所述液压油缸9的型号为

HANLDA-RO。所述透照孔18的截面为圆角矩形。

[0040] 本发明通过定位装置可快捷的将无损检测x光机固定与本发明底座上，根据无损

检测x光机的大小，本发明可通过调节的高度限位滑块来进行高度调整，再通过上下限位卡

对设备进行卡紧，适用于各种型号的无损检测x光机，且拆装方便，当转运过程中遇到恶劣

地形时，只需启动液压油缸将爬坡装置展开，使机器整体形成一定角度倾斜，从而让履带替

代原行走轮行走，即可应对各种恶劣地形。

[0041] 本发明仅需调节提升螺栓以及液压油缸推杆的长度，即可调节至待检测的角度，

根据管道的高度还可以将x光机进行旋转，满足检测需求，大大的降低了工作的强度。

[0042] 由于x光机属于高危险物品，运输过程中遇到颠簸路段，即便更换为履带行走，也

只是起到减震效果，实际仍然有可能使得x光机脱离定位装置的控制，而现有的技术大多采

用捆绑的方法固定，使得拆卸麻烦且安全系数底，本发明通过锁链机构来完成安全防护的

工作，使用简单，拆卸方便，且安全系数高。

[0043] 本发明在将x光机转运工具以及x光机探伤固定装置二合为一，既可保证了x光机

在转运过程中的安全和便捷，同时又可满足探伤过程中对于设备的角度调节固定功能，使

得全部工作仅需1-2名工作人员即可完成，大大的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提高了探照的精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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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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