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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包括横杆，横杆的

左右两端均设有斜杆，斜杆的上端与横杆的端部

铰接连接，斜杆的下部与横杆的底部之间通过第

一电动伸缩杆铰接连接，斜杆的下端设有第二电

动伸缩杆，第二电动伸缩杆为横向，第二电动伸

缩杆的内端与对应的斜杆的下端固定连接，第二

电动伸缩杆的外端设有竖管，第二电动伸缩杆的

外端与竖管的侧部固定连接，竖管内通过连接块

固定安装竖向的套筒，套筒内设有竖轴，竖轴与

套筒轴承活动连接，竖管侧面开设数个均匀分布

的第一通孔。本发明行走速度较慢且可以保证匀

速，可以保证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足够清晰，工作

人员可以更容易通过采集的图像对隧道内的裂

缝等危险特征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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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包括横杆（1），其特征在于：横杆（1）的左右两端均设有斜杆

（2），斜杆（2）的上端与横杆（1）的端部铰接连接，斜杆（2）的下部与横杆（1）的底部之间通过

第一电动伸缩杆（3）铰接连接，斜杆（2）的下端设有第二电动伸缩杆（4），第二电动伸缩杆

（4）为横向，第二电动伸缩杆（4）的内端与对应的斜杆（2）的下端固定连接，第二电动伸缩杆

（4）的外端设有竖管（5），第二电动伸缩杆（4）的外端与竖管（5）的侧部固定连接，竖管（5）内

通过连接块固定安装竖向的套筒（6），套筒（6）内设有竖轴（7），竖轴（7）与套筒（6）轴承活动

连接，竖管（5）侧面开设数个均匀分布的第一通孔（8），第一通孔（8）的外端均设有横管（9），

横管（9）与对应的第一通孔（8）中心线同轴，横管（9）的内端与竖管（5）侧部轴承活动连接，

第一通孔（8）内设有横轴（10），横轴（10）与第一通孔（8）轴承活动连接，横轴（10）的内端固

定安装第一伞齿轮（11），竖轴（7）上固定安装数个第二伞齿轮（12），第一伞齿轮（11）与对应

的第二伞齿轮（12）啮合配合，第二伞齿轮（12）位于与其啮合配合的第一伞齿轮（11）的上

部，横管（9）的外端侧部的上下两侧对称开设第二通孔（13），第二通孔（13）内设有轮轴

（14），轮轴（14）与第二通孔（13）轴承活动连接，轮轴（14）的上下两端均安装防滑动力轮

（15），轮轴（14）上固定安装第三伞齿轮（16），横轴（10）的外端固定安装第四伞齿轮（17），第

四伞齿轮（17）与对应的第三伞齿轮（16）啮合配合，横管（9）上均固定套装从动链轮（18），竖

管（5）上端侧部固定安装横向的步进电机（19），步进电机（19）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主动链

轮（20），主动链轮（20）与从动链轮（18）之间通过传动链（21）连接，竖管（5）侧部开设第三通

孔（22），第三通孔（22）内固定安装竖向的齿轮轴（23），齿轮轴（23）上通过轴承安装传动齿

轮（24），竖轴（7）上固定安装从动齿轮套（25），传动齿轮（24）与从动齿轮套（25）啮合配合，

第三通孔（22）的外端下部固定安装竖向的动力电机（26），动力电机（26）的输出轴上固定安

装主动齿轮（27），主动齿轮（27）与传动齿轮（24）啮合配合，竖管（5）的侧部设有横向的自动

调距装置（28），自动调距装置（28）包括套管（281）、活动杆（282）、弹簧（283）、万向轮（284）、

L杆（285）、第一开关（286）与第二开关（287），套管（281）的一端与竖管（5）的侧部固定连接，

活动杆（282）位于套管（281）内并可以沿其长度方向往复移动，弹簧（283）的一端与活动杆

（282）的内端固定连接，弹簧（283）的另一端与竖管（5）的侧部固定连接，L杆（285）的一端与

活动杆（282）的内端固定连接，第一开关（286）与第二开关（287）固定安装在套管（281）内壁

上，第一开关（286）位于活动杆（282）内端与第二开关（287）之间，L杆（285）的另一端位于第

一开关（286）与第二开关（287）之间，万向轮（284）安装在活动杆（282）的外端，横杆（1）上部

中间固定安装竖杆（29），竖杆（29）的上端固定安装平衡杆（30），平衡杆（30）与横杆（1）及竖

杆（29）均垂直，平衡杆（30）的两端上部均固定安装竖向的弹力伸缩杆（31），弹力伸缩杆

（31）的上部均安装轮子（32），平衡杆（30）的上部中间固定安装竖向的自动调距装置（28），

该自动调距装置（28）的活动杆（282）朝上，该自动调距装置（28）内的弹簧（283）的下端与平

衡杆（30）上部固定连接，竖杆（29）的前后两侧对称固定安装横向的摄像头支架（33），摄像

头支架（33）的外端均安装摄像头（34），横杆（1）上安装控制器，第一开关（286）与第二开关

（287）与控制器相连，控制器与第二电动伸缩杆（4）及步进电机（19）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竖管（5）内壁上

对称固定安装两条竖轨（35），套筒（6）的侧部与竖轨（35）之间配合安装自带动力的滑块

（36），竖轴（7）上第二伞齿轮（12）的下侧均固定安装第五伞齿轮（37），第五伞齿轮（37）位于

第一伞齿轮（11）的下部，第五伞齿轮（37）能与第一伞齿轮（11）啮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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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竖轴（7）上套装

导向套筒（38），导向套筒（38）通过连接块与竖管（5）内壁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竖杆（29）为伸缩

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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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公路检测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公路隧道由于地质灾害、运营年限等原因会产生裂缝，严重威胁着高速公路

[0003] 的安全。目前隧道裂缝检测手段和设备还相对落后，往往采用人工或人工仪器借

助高空作业车的方式来完成检测任务。人工检测方法效率低、主观程度大，对一些较长的隧

道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检测任务，人工检测方法中工作人员的安全难以保障。为了完成长距

离隧道的检测工作，目前有车载摄像装置，将摄像机安装在汽车顶部，工作人员驾驶汽车在

隧道内行走，完成对隧道内顶部图像的完整采集，然后工作人员对录制的视频等图像资料

进行分析，该方法中，车辆存在速度较快、速度难以匀速、车辆颠簸较大等缺点，导致图像采

集不够清晰，摄像机难以根据隧道内顶部高度的变化而随时进行焦距的调节，导致采集到

的图形质量较差，影响后续的图形处理与特征识别。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缺陷。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包括横杆，横杆的左右两端均设有斜杆，斜杆的上端与横

杆的端部铰接连接，斜杆的下部与横杆的底部之间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铰接连接，斜杆的

下端设有第二电动伸缩杆，第二电动伸缩杆为横向，第二电动伸缩杆的内端与对应的斜杆

的下端固定连接，第二电动伸缩杆的外端设有竖管，第二电动伸缩杆的外端与竖管的侧部

固定连接，竖管内通过连接块固定安装竖向的套筒，套筒内设有竖轴，竖轴与套筒轴承活动

连接，竖管侧面开设数个均匀分布的第一通孔，第一通孔的外端均设有横管，横管与对应的

第一通孔中心线同轴，横管的内端与竖管侧部轴承活动连接，第一通孔内设有横轴，横轴与

第一通孔轴承活动连接，横轴的内端固定安装第一伞齿轮，竖轴上固定安装数个第二伞齿

轮，第一伞齿轮与对应的第二伞齿轮啮合配合，第二伞齿轮位于与其啮合配合的第一伞齿

轮的上部，横管的外端侧部的上下两侧对称开设第二通孔，第二通孔内设有轮轴，轮轴与第

二通孔轴承活动连接，轮轴的上下两端均安装防滑动力轮，轮轴上固定安装第三伞齿轮，横

轴的外端固定安装第四伞齿轮，第四伞齿轮与对应的第三伞齿轮啮合配合，横管上均固定

套装从动链轮，竖管上端侧部固定安装横向的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主

动链轮，主动链轮与从动链轮之间通过传动链连接，竖管侧部开设第三通孔，第三通孔内固

定安装竖向的齿轮轴，齿轮轴上通过轴承安装传动齿轮，竖轴上固定安装从动齿轮套，传动

齿轮与从动齿轮套啮合配合，第三通孔的外端下部固定安装竖向的动力电机，动力电机的

输出轴上固定安装主动齿轮，主动齿轮与传动齿轮啮合配合，竖管的侧部设有横向的自动

调距装置，自动调距装置包括套管、活动杆、弹簧、万向轮、L杆、第一开关与第二开关，套管

的一端与竖管的侧部固定连接，活动杆位于套管内并可以沿其长度方向往复移动，弹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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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与活动杆的内端固定连接，弹簧的另一端与竖管的侧部固定连接，L杆的一端与活动杆

的内端固定连接，第一开关与第二开关固定安装在套管内壁上，第一开关位于活动杆内端

与第二开关之间，L杆的另一端位于第一开关与第二开关之间，万向轮安装在活动杆的外

端，横杆上部中间固定安装竖杆，竖杆的上端固定安装平衡杆，平衡杆与横杆及竖杆均垂

直，平衡杆的两端上部均固定安装竖向的弹力伸缩杆，弹力伸缩杆的上部均安装轮子，平衡

杆的上部中间固定安装竖向的自动调距装置，该自动调距装置的活动杆朝上，该自动调距

装置内的弹簧的下端与平衡杆上部固定连接，竖杆的前后两侧对称固定安装横向的摄像头

支架，摄像头支架的外端均安装摄像头，横杆上安装控制器，第一开关与第二开关与控制器

相连，控制器与第二电动伸缩杆及步进电机相连。

[0007] 如上所述的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所述的竖管内壁上对称固定安装两条竖轨，

套筒的侧部与竖轨之间配合安装自带动力的滑块，竖轴上第二伞齿轮的下侧均固定安装第

五伞齿轮，第五伞齿轮位于第一伞齿轮的下部，第五伞齿轮能与第一伞齿轮啮合配合。

[0008] 如上所述的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所述的竖轴上套装导向套筒，导向套筒通过

连接块与竖管内壁固定连接。

[0009] 如上所述的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所述的竖杆为伸缩杆。

[0010] 本发明的优点是：本发明可以安装在隧道内上部，通过与墙面摩擦力很强的防滑

动力轮可以沿隧道内墙壁行走，并且可以通过本身自带的自动调距装置时刻保持防滑动力

轮与墙壁之间的高抓墙力以及摄像头与隧道顶部之间的距离，保证本发明在隧道内自动行

进的过程中不会因防滑动力轮与墙壁之间的抓墙力不够而掉落，保证摄像头对隧道内顶部

的图像采集足够清晰，本发明可以在隧道内部定期自动的往复匀速运动，可以完成对隧道

内的定期图形采集，工作人员可以远程进行控制，节省了人力物力，本发明行走速度较慢且

可以保证匀速，可以保证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足够清晰，工作人员可以更容易通过采集的图

像对隧道内的裂缝等危险特征进行识别。使用本发明时，需要通过调节第一电动伸缩杆与

第二电动伸缩杆使所有的防滑动力轮均与隧道内墙壁接触，位于下部的万向轮与隧道内侧

部墙壁接触，位于上部的万向轮与隧道内顶部接触，轮子均与隧道内顶部接触，动力电机通

过主动齿轮、传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套的配合带动竖轴转动，竖轴通过第一伞齿轮与对应的

第二伞齿轮配合带动横轴转动，横轴通过第四伞齿轮与对应的第三伞齿轮啮合配合带动轮

轴转动，从而带动防滑动力轮转动，从而给本发明提供前行的动力；通过位于下部的自动调

距装置控制防滑动力轮与隧道内侧墙壁之间的压力，当位于下部的自动调距装置中的L杆

的另一端位于第一开关与第二开关之间时，说明防滑动力轮与墙壁之间的压力合适，当隧

道内两侧墙壁间距增大使防滑动力轮与墙壁压力减小时，活动杆伸出，该L杆的另一端与第

一开关接触，此时控制器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伸长，增加两根竖管的间距，保证防滑动力轮

压紧墙壁，当隧道内两侧墙壁间距减小使防滑动力轮与墙壁压力增大时，活动杆收缩，该L

杆的另一端与第二开关接触，此时控制器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收缩，缩短两根竖管的间距，

通过该设计可以保证防滑动力轮与墙壁之间的压力能自动调节为最佳状态，使本发明与墙

壁之间的摩擦力时刻能保证其不会掉落；位于上部的自动调距装置控制本发明与隧道内顶

部之间的距离，当轮子与隧道内顶部的压力减小时，该自动调距装置内的L杆的下端与第一

开关接触，此时控制器通过步进电机、主动链轮、从动链轮与传动链的配合转动横管，从而

调整防滑动力轮的角度，从而可以使本发明整体上升，反之本发明下降，通过平衡杆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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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子以及位于上部的自动调距装置可以保证本发明时刻保持平衡不会歪倒，并能保证摄像

头与隧道内顶部的距离保持稳定，从而保证摄像头图像采集的清晰度较高，两根弹力伸缩

杆可以初步过滤掉轮子在隧道内顶部滚动时产生的振动，降低振动对摄像头录制画面的影

响。

附图说明

[001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图2是图1的A向视图的放大图；图3是图1的Ⅰ部的局部

放大图；图4是图3的Ⅱ部的局部放大图。

[0013] 附图标记：1横杆  2斜杆  3第一电动伸缩杆  4第二电动伸缩杆  5竖管  6套筒  7竖

轴  8第一通孔  9横管10横轴  11第一伞齿轮  12第二伞齿轮  13第二通孔  14轮轴  15防滑动

力轮  16第三伞齿轮  17第四伞齿轮  18从动链轮  19步进电机  20主动链轮  21传动链  22第

三通孔  23齿轮轴  24传动齿轮  25从动齿轮套  26动力电机  27主动齿轮  28自动调距装置 

281套管  282活动杆  283弹簧  284万向轮  285L杆  286第一开关  287第二开关  29竖杆  30

平衡杆  31弹力伸缩杆  32轮子  33摄像头支架  34摄像头  35竖轨  36滑块  37第五伞齿轮 

38导向套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5] 隧道图像采集调节平台，如图所示，包括横杆1，横杆1的左右两端均设有斜杆2，斜

杆2的上端与横杆1的端部铰接连接，斜杆2的下部与横杆1的底部之间通过第一电动伸缩杆

3铰接连接，斜杆2的下端设有第二电动伸缩杆4，第二电动伸缩杆4为横向，第二电动伸缩杆

4的内端与对应的斜杆2的下端固定连接，第二电动伸缩杆4的外端设有竖管5，第二电动伸

缩杆4的外端与竖管5的侧部固定连接，竖管5内通过连接块固定安装竖向的套筒6，套筒6内

设有竖轴7，竖轴7与套筒6轴承活动连接，竖管5侧面开设数个均匀分布的第一通孔8，第一

通孔8的外端均设有横管9，横管9与对应的第一通孔8中心线同轴，横管9的内端与竖管5侧

部轴承活动连接，第一通孔8内设有横轴10，横轴10与第一通孔8轴承活动连接，横轴10的内

端固定安装第一伞齿轮11，竖轴7上固定安装数个第二伞齿轮12，第一伞齿轮11与对应的第

二伞齿轮12啮合配合，第二伞齿轮12位于与其啮合配合的第一伞齿轮11的上部，横管9的外

端侧部的上下两侧对称开设第二通孔13，第二通孔13内设有轮轴14，轮轴14与第二通孔13

轴承活动连接，轮轴14的上下两端均安装防滑动力轮15，轮轴14上固定安装第三伞齿轮16，

横轴10的外端固定安装第四伞齿轮17，第四伞齿轮17与对应的第三伞齿轮16啮合配合，横

管9上均固定套装从动链轮18，竖管5上端侧部固定安装横向的步进电机19，步进电机19的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7795827 B

6



输出轴上固定安装主动链轮20，主动链轮20与从动链轮18之间通过传动链21连接，竖管5侧

部开设第三通孔22，第三通孔22内固定安装竖向的齿轮轴23，齿轮轴23上通过轴承安装传

动齿轮24，竖轴7上固定安装从动齿轮套25，传动齿轮24与从动齿轮套25啮合配合，第三通

孔22的外端下部固定安装竖向的动力电机26，动力电机26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主动齿轮

27，主动齿轮27与传动齿轮24啮合配合，竖管5的侧部设有横向的自动调距装置28，自动调

距装置28包括套管281、活动杆282、弹簧283、万向轮284、L杆285、第一开关286与第二开关

287，套管281的一端与竖管5的侧部固定连接，活动杆282位于套管281内并可以沿其长度方

向往复移动，弹簧283的一端与活动杆282的内端固定连接，弹簧283的另一端与竖管5的侧

部固定连接，L杆285的一端与活动杆282的内端固定连接，第一开关286与第二开关287固定

安装在套管281内壁上，第一开关286位于活动杆282内端与第二开关287之间，L杆285的另

一端位于第一开关286与第二开关287之间，万向轮284安装在活动杆282的外端，横杆1上部

中间固定安装竖杆29，竖杆29的上端固定安装平衡杆30，平衡杆30与横杆1及竖杆29均垂

直，平衡杆30的两端上部均固定安装竖向的弹力伸缩杆31，弹力伸缩杆31的上部均安装轮

子32，平衡杆30的上部中间固定安装竖向的自动调距装置28，该自动调距装置28的活动杆

282朝上，该自动调距装置28内的弹簧283的下端与平衡杆30上部固定连接，竖杆29的前后

两侧对称固定安装横向的摄像头支架33，摄像头支架33的外端均安装摄像头34，横杆1上安

装控制器，第一开关286与第二开关287与控制器相连，控制器与第二电动伸缩杆4及步进电

机19相连。本发明可以安装在隧道内上部，通过与墙面摩擦力很强的防滑动力轮15可以沿

隧道内墙壁行走，并且可以通过本身自带的自动调距装置28时刻保持防滑动力轮15与墙壁

之间的高抓墙力以及摄像头34与隧道顶部之间的距离，保证本发明在隧道内自动行进的过

程中不会因防滑动力轮15与墙壁之间的抓墙力不够而掉落，保证摄像头34对隧道内顶部的

图像采集足够清晰，本发明可以在隧道内部定期自动的往复匀速运动，可以完成对隧道内

的定期图形采集，工作人员可以远程进行控制，节省了人力物力，本发明行走速度较慢且可

以保证匀速，可以保证摄像头34采集的图像足够清晰，工作人员可以更容易通过采集的图

像对隧道内的裂缝等危险特征进行识别。使用本发明时，需要通过调节第一电动伸缩杆3与

第二电动伸缩杆4使所有的防滑动力轮15均与隧道内墙壁接触，位于下部的万向轮284与隧

道内侧部墙壁接触，位于上部的万向轮284与隧道内顶部接触，轮子32均与隧道内顶部接

触，动力电机26通过主动齿轮27、传动齿轮24与从动齿轮套25的配合带动竖轴7转动，竖轴7

通过第一伞齿轮11与对应的第二伞齿轮12配合带动横轴10转动，横轴10通过第四伞齿轮17

与对应的第三伞齿轮16啮合配合带动轮轴14转动，从而带动防滑动力轮15转动，从而给本

发明提供前行的动力；通过位于下部的自动调距装置28控制防滑动力轮15与隧道内侧墙壁

之间的压力，当位于下部的自动调距装置28中的L杆285的另一端位于第一开关286与第二

开关287之间时，说明防滑动力轮15与墙壁之间的压力合适，当隧道内两侧墙壁间距增大使

防滑动力轮15与墙壁压力减小时，活动杆282伸出，该L杆285的另一端与第一开关286接触，

此时控制器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4伸长，增加两根竖管5的间距，保证防滑动力轮15压紧墙

壁，当隧道内两侧墙壁间距减小使防滑动力轮15与墙壁压力增大时，活动杆282收缩，该L杆

285的另一端与第二开关287接触，此时控制器控制第二电动伸缩杆4收缩，缩短两根竖管5

的间距，通过该设计可以保证防滑动力轮15与墙壁之间的压力能自动调节为最佳状态，使

本发明与墙壁之间的摩擦力时刻能保证其不会掉落；位于上部的自动调距装置28控制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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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隧道内顶部之间的距离，当轮子32与隧道内顶部的压力减小时，该自动调距装置28内

的L杆285的下端与第一开关286接触，此时控制器通过步进电机19、主动链轮20、从动链轮

18与传动链21的配合转动横管9，从而调整防滑动力轮15的角度，从而可以使本发明整体上

升，反之本发明下降，通过平衡杆30与两个轮子32以及位于上部的自动调距装置28可以保

证本发明时刻保持平衡不会歪倒，并能保证摄像头34与隧道内顶部的距离保持稳定，从而

保证摄像头34图像采集的清晰度较高，两根弹力伸缩杆31可以初步过滤掉轮子32在隧道内

顶部滚动时产生的振动，降低振动对摄像头34录制画面的影响。

[0016] 具体而言，本实施例所述的竖管5内壁上对称固定安装两条竖轨35，套筒6的侧部

与竖轨35之间配合安装自带动力的滑块36，竖轴7上第二伞齿轮12的下侧均固定安装第五

伞齿轮37，第五伞齿轮37位于第一伞齿轮11的下部，第五伞齿轮37能与第一伞齿轮11啮合

配合。通过自带动力的滑块36带动竖轴7向上移动，第二伞齿轮12与第一伞齿轮11分离，第

五伞齿轮37与第一伞齿轮11啮合，可以改变防滑动力轮15的转向，从而改变本发明的移动

方向，通过该设计改变本发明的移动方向时不需要改变动力电机26的转向，可以简化本发

明的电设计，避免因过多的线路而导致难以检修，使本发明的运行更加稳定。

[0017] 具体的，本实施例所述的竖轴7上套装导向套筒38，导向套筒38通过连接块与竖管

5内壁固定连接。通过导向套筒38可以使竖轴7安装的更加稳定。

[0018]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所述的竖杆29为伸缩杆。该设计主要是帮助本发明适用于不

同的隧道，不同的隧道的拱顶弧度不同，通过调节可伸缩的竖杆29的长度，能保证轮子32与

隧道顶部接触，保证本发明的平衡。

[001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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