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于无损检测
无惧风雨的无线 NDT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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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X-DR

无线探测器
Carestream NDT 很高兴为您介绍我们用于数字成像的最新无线 DR 探测器。
Carestream 新推出的 HPX-DR 是一款高性能紧凑型轻
便 DDA。重量仅为 12.5 磅，是目前市场上最纤薄的
14X17 英寸（35X43 厘米）产品。
它具有快速成像和减少总体拍摄时间的特点，在提高
吞吐能力的同时，还能降低总体耗材成本（胶片或成
像板）。

HPX-DR 探测器在设计上也很独特，包括坚固耐用
的防风雨外壳，是完成远程现场作业的理想之选。
与声称采用防风雨设计，但使用时须带便携保护套
的其他平板不同，该探测器本身具有 IP57 外壳，无
需使用保护套。采用 HPX-DR，您不需要将 DDA 平
板用袋子包裹，便可在雨天、雪天、泥浆里或大自
然造成的任何糟糕环境中开展工作！
• 减少暴露 – DDA 平板属于高度敏感设备。将这种
特点与多帧平均功能相结合，有可能帮助您有效
减少暴露时间，同时仍能捕捉完成关键调查任务
所需的所有敏感信息。
• 速度更快 – 在成像过程中不使用一次性介质，这
样就可以减少介质盒加载和卸载时间，从而加快
下一次拍摄的准备、处理和重新加载。HPX-DR
探测器可以快速启动和校准，并在采集后快速显
示图像。只需几秒即可生成高质量数字图像，便
于立即进行分析。
• 使用更轻松 – HPX-DR 探测器重量轻，外形紧
凑，采用全天候设计，操作简单。在实验室，它
可以由有线电源供电；而在现场，则可以完全由
电池供电。凭借“热交换”功能，平板在更换电
池时仍能继续运行，因此可以有效延长正常运行
时间。
• 无线运行 – HPX-DR 探测器完全可以通过无线方
式运行，因此用户活动完全不受限制，最大限度
减少了现场布置时间。这对于需要用绳索作业的
团队尤其有用，因为该设备可满足他们重量最
小、高度敏感以及强大无线连接的要求。
• 高分辨率 – HPX-DR 图像具有 139µ 像素间距和
139µ 空间分辨率，可以显示微小的细节部位。
INDUSTREX 图像软件包含用于图像测量、增强
和分析的后处理工具，令平板如虎添翼。

HPX-DR 采用特制屏蔽设计，专门针对高曝光计量的无
损检测应用而设计。它拥有出色的 139µ 像素间距，更
高空间分辨率，成像效果更为细腻。探测器能承受高
达 3MeV，并可以承受无损检测的恶劣使用环境。它既
可以有线使用，也可以无线使用，图像传输速度较以
前更快、更便捷。

概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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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µ 像素间距
139µ 空间分辨率
GOS DRX 标准闪烁体
便携式，重 12.5 磅 (5.7 千克)
特殊屏蔽设计
暴光范围高达 3 MeV

特点
无线功能

IP57 等级外壳

凭借强大的无线（802.11 A/N 或 G）安全数据传输、
远距离通信和现场平板监测，最终避免手工操作的麻
烦。通过可靠的移动访问点扩大覆盖范围和加强无线
信号，让无线网络发挥最大效用。

这是唯一一款对液体具有如此之高防护等级的产品。
与需要用特殊外壳来防护现场作业恶劣条件的其他平
板不同，HPX-DR 在设计时就满足了 IP57 外壳标准。

指示灯
紧凑型设计
采用坚固耐用的铝制框架碳纤维表面设计，平板厚
度仅为 14.7 毫米（0.58 英寸），是业内最薄的平板
之一，便于插入两个物体之间进行检测。

平板边缘有多个指示灯，它们分别指示平板的运行状
态、电池信息和无线连接情况。这样，用户一看便知
平板的运行状况。

灵活的电源支持
成像区域接近平板边缘
HPX-DR 成像区域只比平板稍窄一点，以致您在拍摄
物体轮廓时几乎可以达到平板边缘的宽度。此平板可
以伸入管子之间拍摄图像，而且可以采集靠近边缘的
图像，因此便于您查看和测量外墙。

高分辨率
139µ 发像素间距是目前可实现的最佳间距之一，支持
高质量成像和缺陷检测。多帧平均功能可提高图像质
量，同时减少图像的总体噪声。

强劲的锂离子电池允许用户拍摄众多图像。连接有线
电源时，电池会自动充电，您也可以购买一个能同时
为 3 块电池充电的快速充电器，以保证生产不中断。
电池“热交换”功能可确保平板在更换电池时也能照
常运行。磁性电缆既可以一直连接着，也可以在需要
时将其断开，其作用是在发生跌落或拉拽时避免对平
板连接造成损坏。在处于不活动状态一段时间后，平
板会自动进入省电模式。

专用于无损检测

HPX-DR

产品技术规格
机械

无线系统

尺寸 (cm)

35 x 43 介质盒 (ISO 4090)
38.35 x 45.95 x 1.47cm

网络协议

TCP/IP, IPv4/IPv6

网络类型

隔离专用无线 LAN (WLAN)、企业无线
网络

重量

5.7 kg (12.5 lbs.)

外壳材料

铝

无线协议

802.11 A - 或 - N - 或 - G

传感器保护材料

碳纤维和铝板

天线

频带：5 和 2.4 GHz

承重上限

探测器表面均匀受力时：170 kg.(375 lb.)

感受器类型

玻璃基底非晶硅 - 无瓷

转换屏幕

GOS

像素尺寸 (µm)

139 x 139

探测器射频最大功率

50 mW

能量范围

高达 3 MeV

探测器天线数量

2

扫描方法

逐行

IP 地址

探测器和 AP 采用静态专用 IP 地址

A/D 转换（位）

16

代理授权

FCC Part 15

分辨率

3.6 lp/mm

双主机 PC（2 个 NIC 卡）

专用网络连接

预期使用寿命

80 kR

可用频道（安装时固定）：1, 5, 9, 13,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40, 149,
153, 157, 161, 165

安全性
探测器电池
技术

锂聚合物“智能”电池技术可防止过度
充电

尺寸

21 x 15 x 0.67 cm

重量

0.4 kg (12.4 oz.)

电压/能量

14.8V DC, 2.1Ah（额定）容量

电池“热交换”功能

有

预期寿命（电池）

500 次充电/放电循环大约 80% 可达到
满充能量

安全

IEC 60601 –1:1988 + 修订 1:1991 +
修订 2:1995
IEC 62133:2002 – 含碱或其他非酸性电解
质液的蓄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要求
IEC 60601–1–2 Ed.2.1, 2004–电气设备电磁
兼容性
要求和测试，包括 CISPR 11:1999 + A2:02
辐射 Group 1, Class A

电磁兼容性

WPA2-PSK AES

工厂加载密钥和用户加载密钥

SSID

广播

用户名和密码

非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企业无线网络
IP 地址

静态或 DHCP

身份验证

探测器支持使用以下协议向大多数
Radius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EAP-TLS,
EAP-PEAP-MSCHAPV2, EAP-FAST,
EAP-PEAP-TLS, EAP-TTLS, EAP-TTLSMSCHAPV2

加密方法

AES-CCMP, WPA2-AES

支持的证书

.pern, .crt, .cer, .der, .p7b, .pfx, .p12 扩展名

密钥

带 .key 扩展名的专用密钥

QOS

控制信号和数据路径可以分别配置

环境要求
抗振性

高度抗振

温度范围 (°C)

-20 到 +50
环境温度 - 存储 (-23 到 +60)
运输 (-23 到 +60)

相对湿度

工作湿度 10 - 86%

无冷凝

存储湿度 10 - 86%

防护等级

IP57

服务能否停下来？Carestream 提供可选服务保护计划，几乎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您不中断作业。按
照这项计划，在 12 个月内，我们将为很多种跌落情况、玻璃破碎以及平板发生的几乎任何物理损坏
提供保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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