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XLON UX50
高性能紧凑型 CT检测系统
专为检测中大型部件设计打造
-

配置450 KV 射线管以检测大尺寸高密度部件
自动校准功能及高锐度图像测量功能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线阵列和/或平板探测器最大限度提升系统灵活性
专为工业环境打造的现代化和紧凑设计
YXLON GEMINY跨系统软件平台

配置线阵列和平板探测器

碳纤维夹具：高能量检测状态下,最理想的小
尺寸密致部件固定工具

60 cm旋转平台,适用于检测大型部件

稳定,可靠,永不过时
在工业制造环境中
确保生产质量可靠优异
YXLON UX50 CT紧凑、稳固的工业设计配备了一根 450
kV 的X射线管,能够穿透诸如汽车引擎发动机组块这样的大
型钢制部件,或结构更复杂的电动汽车上的复合材料部件。
配置Yxlon CTScan 3 线阵列探测器和/或最新世代的大尺
寸高功率平板探测器,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系统可用性,切实
拓宽系统应用的范围和跨领域应用能力。

最保险的资本投入
为您的切实需求和预算选择最合适的图像链。在未来,如果
您的应用需求发生了变化并且/或者您的产量显著提升,您完
全可以依赖系统的可升级性,完全能够确保系统始终符合您
最新的应用需求。通过Yxlon的跨系统软件平台Geminy,您
的设备始终可以便利地获得最新推出的软件功能。

YXLON UX50 的关键优势
-	450 kV 射线管和大尺寸检测面积极大地拓宽了应用范围
- 许多先进的CT扫描功能极大地拓展视场范围
- 一台系统中同时配置线阵列和平板探测器,格外提升系统灵活性
- 简单操作即可创建检测序列,通过Yxlon Geminy 平台中的图标及向导轻松完
成设置
- 健康监视器清晰呈现系统运行状态
- 自动检查程序,根据ASTM E1695标准定期校准探测器及图像锐度测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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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等级的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测
计算机断层扫描（CT）功能 ——
一切皆有可能
运用CT扫描功能可以提供您最优的样品尺寸扫描射束,检测
速度,以及您预期的图像质量结果。当使用平板探测器时可使
用多种CT扫描功能,如：连续旋转(“Quick-Scan”),启停操作
功能(“QualityScan”),以及通过探测器上逐像素随机运动实
现环形伪影矫正功能,螺旋CT扫描 (“HeliExtend”),甚至包
括水平和多个垂直角度的视场扩展功能。

扇束二维透视图

扇束三维体积

锥束CT扫描,关闭散射矫正

锥束CT扫描,开启散射矫正

YXLON CTScan 3 线阵列探测器专注于水平视场扩展,这
一功能在市面上非常的独特。
图像品质 - 为最终图像结果画龙点睛
散射矫正(ScatterFix): Yxlon开发的散射矫正创新功能可
以有效减少散射产生的干扰,大幅提升CT扫描数据的质量。
这一功能是我们巨大的优势所在,例如在检测大尺寸,大质量
且较易散射的部件时我们能够更好地在CT数据中确定表面。
射束硬化矫正(Beam hardening correction): 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实现。这一功能能够矫正在其他同质材料中的非必
要灰度值的呈现,诸如为了持续运行可靠稳定的孔隙分析，并
简化操作的时候。
金属伪影过滤(Metal artifact reduction): 在扫描由塑料
和金属材料组成的复合部件时,这一功能将大幅减少人造伪影
干扰所导致的低密度材料在图像上“消失”的情况。

锥束CT扫描,关闭射束硬化矫正 锥束CT扫描,开启射束硬化矫正

通过YXLON UX50 获得符合您应用需求的最佳结果
-

铝制、钢制、以及合金材料所组成的部件
机电集成
电子功率器件以及电池
地质样本
化石及考古研究

锥束CT扫描,关闭伪影过滤

锥束CT扫描,开启伪影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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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高度可调节操
作面板

上图：定位按键被至于系统前端,操作便捷
下图：铜质阶梯块,用于校准线阵列探测器

上图：带桌面加宽功能的操作面板,可增加鼠标活动
范围,不论是左手或是右手操作,都可灵活切换。
下图：可运用不同的扫描质量和扫描速度检测不同
区域

极其舒适的操控感
人体工程学设计
操作面板的高度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进行调节,这更能适应站
着或者坐着工作时的场景需求。摇杆和按键以简洁的方式分
布在操作面板上,即使带着手套也可以轻松操作。其他更多贴
心设计被应用于细节之中,诸如：检测区域设置监控摄像头,
通过扇束激光显示X射线束的形状,载物门开启时自动调节
操作台的安全移动速度*,以及可选配用于装载超重型样品的
外部吊臂。

健康监视器
由 Geminy 软件平台引入的最初功能之一,健康监视器已成
为Yxlon CT系统配置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
于我们常见的交通信号灯,譬如,当校准数据无法应用于一次
几何精度的校准或探测器校准时,屏幕上的绿色显示将变成
黄色。健康监视器也同样可以方便快速地调取ASTM
E1695的检测报告。

自动化程序
通过协同校准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可由自动化程序快速确定
系统的工作几何精度。为了生成CT系统状态的工作报告以便
审计,UX50可自动生成一份ASTM E1695标准的PDF报告,
其中包含了所有系统设定的详细信息。为扫描高密度样品,则
需要用到 CTScan 3 线阵列探测器,而一套全自动的自动化
程序配合阶梯块也同样能够让系统自动完成探测器校准动
作。

*显著减速至安全移动速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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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iny的健康监视器所呈现的系统当前运行状态的截图

对发动机部件的三维体积开展可靠的CT分析...

独立的分析工作站,专为“实验室环境”准备的额外选项

...电动汽车引擎中钻子铸件的三维体积图像...

三维和二维分析评估
独立的分析工作站
您的CT图像可以通过网线连接独立的分析工作站并开展不
同等级的分析评估。所有的版本型号都配备了专业的
NVidia ®图形处理显卡以及一个或者多个Intel ® Xeon ®处理
器。您可以在实验室环境里为工作站选择19寸带冷却风扇的
机架或为工业制造环境选择带空调冷却并配备IP54 保护等
级的19寸机架以装载并确保独立工作站稳定工作。
二维透视
使用摇杆和平板探测器单向移动就可以对操作台上的样本
进行透视检查。只需要一键操作,即可开启许多二维实时数字
图像的滤镜,自动生成二维检测报告,执行预先设定的检测程
序,以及归档需要的检测结果。

...或二维横截面的图像

通过HDR-Inspect功能,在DR图像中呈现出最出色的细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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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技术为您提供最大的便利
1 LED X射线警示灯

9 控制按键,开门状态下的操作台安全定位及减速操作

2	温度稳定且高效的Yxlon 线阵列探测器 CTScan3,配备
钨制准直器和黄铜外壳

10 由电机驱动的铅房门
11 手动操作轴运动,在三个位置上设定几何放大倍数

3	电机驱动切换线阵列探测器或平板探测器,只需鼠标一键
操作,并自动匹配探测器几何精度校准数据
4	大尺寸平板探测器,可电机驱动进行水平移动,以扩展CT
扫描视场或增加二维透射检测的区域面积

12 高度可调节的操作面板,可适应站立或者坐姿操作
13 直观的Geminy用户交互界面,提供最便捷的操作性

5	强劲的450 kV 小焦点射线管,配备各种校准器,可大幅
降低散射
6	旋转平台,可装载固定样品的特殊夹具和Yxlon校准工具
7	由电机驱动将样本快速地在垂直方向上来回移动
8 配备空调和防尘保护的铅房
未展示部分：可选配的装载吊臂,以及不同配置的CT分析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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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数据表
YXLON UX50
X射线源
X射线管

Y.TU450-D04

射线管类型

闭管, 双极, 金属-陶瓷, 小焦点

管电压范围

20 kV – 450 kV

焦点尺寸

0.4 mm / 1.0 mm

最大管功率

700 W / 1500 W

成像部件
探测器类型

线阵列探测器YXLON CTScan 3-780/16位

平板探测器4343 N/16位

闪烁体

CdWO4

DRZ+

像素间距

254 µm

150 µm

像素尺寸

3,072

有效区域

2,880 x 2,880

780 mm

帧率

1)

432 mm x 432 mm

1)

1 Hz – 100 Hz

15 Hz / 30 Hz/ 45 Hz / 60 Hz

1x1

1x1/2x2/3x3/4x4

像素模式
样品尺寸
最大样品直径
样品高度

600 mm

2)

850 mm

2)

最大样品重量
操作台参数

100 kg

3)

配置
焦距FDD （焦点-探测器距离）
放大倍数

线阵列探测器

平板探测器

1,370 mm

1,320 mm

1,265 mm

1.4 / 2.2 / 2.8

1.3 / 2.1 / 2.7

1.4 / 2.0 / 2.6

垂直升降距离

线阵及平板探测器

800 mm (约3秒)

探测器平移

N/A

280 mm

探测器切换

N/A

CT柱面参数 (3D)

约 10秒

3)

配置

线阵列探测器

平板探测器

线阵及平板探测器

直径

660 mm

570 mm

650 mm / 560 mm

高度
体素间距范围
CT空间分辨率

4)

800 mm

850 mm

800 mm / 850 mm

90 µm – 180 µm

55 µm – 115 µm

95 µm – 180 µm / 57 µm – 110 µm

2,0 lp / mm

2,8 lp / mm

2,0 lp/ mm / 2,8 lp / mm

CT功能
探测器

线阵列探测器

扫描方式

触发式, 连续旋转

视场扩展

虚拟探测器扩展
(YXLON专利)

更多扫描功能

线阵及平板探测器
连续旋转快速扫描“QuickScan”
启停高质量扫描“QualityScan”
水平方向上通过探测器移动扩展,
垂直方向上通过多次扫描平行重构
进行优

N/A

标准螺旋CT扫描“HeliExtend”

CT优化功能（部分）

5)

散射矫正2.0

YXLON软件功能, 无需额外的硬件辅助

环形伪影过滤

通过探测器随机移动和/或通过西门子CERA® 软件在体积中优化

射束硬化矫正

手动输入金属类型 或 基于软件模型通过西门子CERA® 软件在体积中优化

降噪功能

在投影图片中或在体积中,通过西门子CERA® 软件优化

金属伪影过滤

通过西门子CERA® 软件优化

实时透视图像视场（二维）3) 6)
配置

平板探测器

宽度

520 mm

510 mm

高度

850 mm

850 mm

系统尺寸/重量/电源连接
铅房尺寸

7)

铅房重量

7)

3)

线阵及平板探测器

宽度

深度

高度

2,620 mm

2,585 mm

2,275 mm

12,000 kg

电源连接

400V ± 10%, 50/60Hz, 3相5线制中性线, 接地

电力消耗

6 kVA

1) 出于制造商的建议, 位于边缘的15个像素点未被使用。2) 操作台可运作的最大样品高度, 这个数值内无需通过软件设定调整碰撞保护功能。3) 所有数值均为估算值
4) 基于ASTM E 1695 标准 5) 使用平板探测器进行CT扫描的部分优化功能 6) 静止图像, 非样品旋转图像 7) 系统尺寸和重量包含控制单元, 未包含其他外接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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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LON售后服务引擎4.0
为了帮助我们客户的成功,我们创建了售后服务引擎4.0: 结合高效经济的
运维模式,组建专业一流的技术问题解决者团队。通过远程连线或现场服
务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引擎驱动着我们的售后服务质量, 工作流程, 以此我
们的伙伴能够快速可靠地侦测并修正各种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服务中心
以及我们的售后服务供应商在全球均可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您可
以通过电话, 邮件或访问我们的官网联系到我们。
优势所在：
- 有保障的系统安全运行时长
- 最大化系统可用性
- 最小化维修时长
- 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维护成本控制
- 有效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基于我们的模型,使您始终具备应对未来需求的能力,通过性能提升或功
能升级等方法有效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来确保您的首期投资能够获得
足够的收益。使用我们的售后服务引擎4.0, 我们组织内的所有售后服务
都将为您提供快速可靠的技术支持。我们不仅着眼于您当前的需求,更能
预测到您未来的需求。

YXLON生命周期服务
学院Academy 	通过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从
首日起帮助您充分发挥系统的
作用

GERMANY
HEADQUARTERS
YXLON International GmbH
Essener Bogen 15
22419 Hamburg
Germany
yxlon@hbg.yxlon.com
T. +49 40 527290
www.yxlon.com
中国 - 上海
销售&服务中心
康姆艾德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
广中西路777弄2号B幢1楼
200072 上海
中国
T. +86 21 38720918
中国 - 北京
销售&服务中心
康姆艾德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
北清路103号中科产业园
2号楼1层中门
100094 北京
中国
T. +86 21 88579581

智能备件更换SmartExchange	直接更换问题部件或老化部件,
以降低无预期的系统停机时间
库存备件服务SpareParts 	100%兼容且安全的Yxlon高
品质备件
保修通行证WarrantyPass 	可定制的延保计划确保完全覆
盖成本控制目标
服务通行证ServicePass 	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可预测
的维护排期和售后服务需求
智能通行证SmartPass 	能为高要求客户提供最大的系
统正常运行时间
生命周期通行证LifeCyclePass 覆盖整个产品使用寿命中所有
费用概念的成本控制方案
技术支持Support 	由全球专家工作网络组成的,纯
数字化的一线技术支持,可通过
远程连线或现场服务提供支持
升级服务Upgrades 	帮助所有的Yxlon系统提升性
能以及软件新功能更新

您是否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我们系统的信息？
是否对测试检测有所兴趣？请通过电话或者邮件与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期待听见您的声音。

YXLON International保留更改参数和/
或在任何时间停产旗下任意产品的权力，
恕不另行通知，同时不对通过使用这份
印刷品所导致的任何结果承担任何相应的
法律责任。
9499.211.25612.WA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