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KON METROLOGY I VISION BEYOND PRECISION

XT H 系列工业 CT

用于工业领域的 X 射线
和 CT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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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X 射线和 CT 系统精度高且无需破坏部件就能同

时测量内部和外部尺寸。此外，该系统还能提供材料

密度和结构等四维数据，这让 X 射线技术迅速成为

生产工具箱中必备的工具。

可轻松获得复杂形状工业部件的内部

结构图像数据。借助计算机断层扫描

技术（CT）的无损检测功能可对部件

的内部或外部尺寸进行定质和定量的

分析。

广泛的应用范围

微焦点 X 射线和 CT 技术经过这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已成

为多种应用领域使用的主流测量技术。在汽车，航空，

能量，医疗和消费领域增长迅速，可对塑料、金属和特

殊材料进行检测。

超过 25 年的 X 射线和 CT 经验

Nikon Metrology 是专业从事工业微焦点 X 射线和 CT 系
统的制造商，公司已建立了多种检测系统的用户基数，

英国 CT 专业人员研发的完整系统配备了专用的微焦

点  X 射线源、高精度  5 轴全编程操控装置可在工业

级 PC 上快速运行重建软件。

许多商业公司和研究机构采购的 X 射线和 CT 系统尺寸

大小各不相同，从小柜式的到重量至 50 吨的步入式的

大系统，超过 2500 套系统用于实时成像和 CT 检测，

检测范围从很小的元器件到很大的土壤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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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微焦点 X 射线和 CT 介绍

移动样本使其更靠近 X 射线源会增大生成的图像的放大倍率。 

组件围绕其轴进行旋转，同时采集全方位 X 射线图像，生成全 3D CT 
容积数据。

金刺 复合材料 泡沫 血管铸型-肝脏 化石

涡轮叶片活塞剃须泡沫罐 接头

X 射线技术

X 射线技术（或 X 射线成像）的操作简单、直观。将待测物

体放置在位于 X 射线源和探测器之间的转台上。专用高精

度微焦点光源发出 X 射线束并穿过样本。然后，由数字平

板探测器接收包含多个（以阴影底色）灰度的图像。该图像

由 X 射线在穿透样本时根据样本材料和形状生成。例如：

铁、铜和铅等厚实或致密材料对应的区域比塑料、纸张或空

气等轻薄材料对应的区域要黑。

计算机断层扫描（CT）
生成 3D CT 容积时，本系统会在 360 度旋转待测物体时捕获

一连串连续的 2D X 射线图像。然后，使用复杂软件算法重

建这些图像生成 3D 数据。除了外表面以外，容积重建图像

还包含所有有关内表面与结构的信息，以及材料密度等四维

数据。用户可通过 CT 容积图像在任意平面和任意特定的点

进行操控。因此，用户不但可以轻松获取内部尺寸的测量结

果，还能定位结构材料瑕疵，确定通常情况下无法通过传统 
NDT 检测显示的装配错误。 

用途多样化

实时 X 射线成像技术主要用于快速执行人工或自动可视化检

测，CT 扫描技术则主要用于科研和故障发现的深入分析。

• 缺陷检查

• 孔隙分析

• 装配检测

• 破损分析

• 材料检测

• 尺寸测量

• 快速推算原型设计数据

• 形状对比



图像的核心

X 射线源

180kV 透射靶  
适用于直径小于 10mm 的样本，如较

小的岩芯或骨骼样本。透射靶最大可使

用 180kV 电压，焦点尺寸小至 1 µm，可

进行高分辨率 CT 扫描。 

225kV ultrafocus 和旋转靶 
225kV 微焦点光源具有高达 225kV 的
功率和低至  3 um 的焦点尺寸，是尼

康 XTH 225 产品系列的核心部件，可

灵活测量各种的样品尺寸和密度。

Nikon Metrology 是唯一一家生产制造

工业 225kV 微焦点旋转靶的厂家。带

有旋转靶的微焦点光源可使电子束投射

到移动面而非固定面上，冷却效果更有

效。因此，使用尼康原装 225kV 微焦点

光源，用户不仅能实现更快捷的测量，

还能以更准确的精度测量致密物体。

 

450kV 静态和高亮度光源  
独特的 450kV 微焦点光源能在高密度或铸件的测量上

表现出行业领先的超高性能，以无与伦比的精度和分

辨率实现小于 25 微米级的重复精度。

尼康 450kV 高亮度光源不仅能保持较小的焦点尺寸，

进行更为快捷的 CT 扫描，同时还能不受测量时长的

限制持续提供 450W 功率，使客户获得更快（最高 5 
倍）的数据采集或在相同的时段内获得更高的数据精

度。 320kV 光源  
320kV 光源为独特的微焦点光源，适

合检测大型标本。225kV 光源适合检

测致密标本。焦点尺寸也较小。是

岩芯和小铸件的理想选择。该光源

是 XT H 225/320 LC 机柜的选购件。

Nikon Metrology X 射线源是我公司技术的核心，自 
1987 年开始予以设计和制造，迄今为止已有 25 年的
设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经验。作为成像技术的核心，
通过 X 射线源技术进行控制以使 Nikon Metrology 快
速适应市场发展并根据应用需求研发完整的创新解决
方案。所有光源均使用开管技术，具有较低的拥有成
本。电压范围包括低（160）、中（225）和高（450）
三个级别，均可实现微米级分辨率。

内部设计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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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使用 X 射线 CT 的世界

全面的 X 射线和 CT 检测

内部组件和装配特征的详细拍摄和测量对于质量控制、缺陷分析和材料研究而言至关重要。小
型的 XT H 160 和多功能 XT H 225 系统具备微焦点 X 射线源、超大的检测容积和较高的图像分
辨率，可用于超高速 CT 重建。该系统适合于各种应用，包括塑料部件、小铸件和复杂机构的
检测及材料和自然样本的研究。

待测样本的装入符合人体工程学

可互换透射和反射靶

测量范围为 
200×300×610 mm

160kV 或 225kV 微焦点 X 射线源选项 

可更换透射和反射靶

配备双显示屏，便
于系统控制和生成 
X 射线图像

设计紧凑，重量
低，安装方便

XT H 225 

轻松的操作  
只需进行几天的培训用户就能操

作本系统。CT 向导会指导操作

者获取数据。自定义宏可自动测

量流程和与行业标准后处理程序

的高密度集成简化了决策过程。

自定义宏可自动测量流程和与行

业标准后处理程序的高密度集成

简化了决策过程。

低拥有成本  
与选取的靶无关，XT H 225 系
统采用开管 X 射线源，拥有成本

较低。开放式 X 射线管设计便于

用户在本地维护保养内部管零部

件而无需更换整个线管。XT H 
225 系统为整装式系统，可进行

快速安装，且无需对地板进行特

殊处理。

灵活的 CT 扫描  
有些特定应用需要更为详细的图

像或更高的精度。XT H 225 可
选择各种平板（Varian、Perkin 
Elmer）或光源配置（反射／透

射靶），根据标本的需要调整分

辨率：处理整个部件时的分辨率

较低，处理特定区域时的分辨率

较高。较小的焦点尺寸配合使用

高分辨率平板即可创建清晰的图

像。 

内部设计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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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容积  
XT H 225ST 系统为 XT H 225 系统

的扩展版本，可检测对其它系统而言

各种过大或过重的标本。该系统具

有强大的检测空间和倾斜轴，可选

用 180kV 透射靶和 225kV 高光通量

等 X 射线源，是各行业小型轻量及

大型重量标本的通用检测工具。

出众的图像  
使用 Perkin Elmer 平板可进行高动

态范围的色彩呈现，能更好地扫描

混合材料或低频衰减标本。通过高

分辨率平板显示高像素  X  射线图

并通过 CT 扫描获取高频率体素数

据。ST 机柜配备的 2000 × 2000 像
素高分辨率  P e r k i n  面板，是小

型 XT H 160 和 225 系统分辨率的两

倍。

机械化 FID  
使用 ST 机柜即可通过计算机控制将

探测器移至光源附近。X 射线束穿过

焦点到达成像系统时，X 射线衰减减

弱。较短的 FID（焦点到成像系统的

距离）说明 X 射线光通量增加，而

较短的成像系统曝光时间则说明用

户可将扫描时间缩短。此外，使用低

能 X 射线时，如 FID 较短，系统则

可生成更加清晰明亮的图像。在不受

高分辨率限制的情况下，这两种现象

均十分有益。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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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 H 225 ST 为计算机断层扫描
（CT）系统，适合各种材料和
标本尺寸的测量，尤其适合测量
对其它系统而言过大或过重的部
件。本系统配备了三个可互换光
源：225kV 反射靶、180kV 透射
靶和 225kV 旋转靶。可从 ST 系
统中广泛选择各种平板探测器进
行组合使用，构成质量控制实验
室、生产设备和研究机构的灵活
检测工具。

全面的 X 射线和 CT 检测

XT H 225 ST 



行业领先的 320kV 微焦点 
Nikon Metrology 将功能更强大的微焦点 X 射线源应用

到解决方案产品阵容中，成为显微 CT 领域的一大新突

破。XT H 225/320 LC 以功能更为强大的微焦点 X 射
线源为突出特点，可对致密的工业元器件进行高精度检

测。与小型 XT H 225 机柜相比，大型步入式机柜（通过

大型检修门进入）可容纳重量高达 100 kg 的大型标本。

大型和致密标本 
大多数系统提供商最高只能提供 225kV 微焦点

光源，如果客户需要更高功率的光源，系统提供

商会提供小焦点光源。检测大型标本时，用户通

常需要较强的穿透力。因此 Nikon Metrology 推
出了独特的 320kV 微焦点 X 射线源。与小焦点

光源相比，X 射线焦点尺寸为较小的数量级。

终端用户可从超高分辨率和精度以及测量部件

广泛等优势中获益。

NIKON Metrology CT 系统的功能 
•  验证复杂内部结构

•  隔离并检查包含的组件 
•  无需剖开样本即可测量内部尺寸 
•  自动检测和测量内部的空洞∕容积 
•  轻松显示内表面和外表面

•  缩短检测周期时间

•  较低微调（预调）产品参数的迭代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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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的高压微焦点

XT H 225/320 LC 

XT H 225/320 LC 属大型机柜系统，
适合大型元件的 X 射线 CT 扫描和测
量。该系统包含 225kV、225kV 旋转
或最高可输出 320W 功率的 320kV 微
焦点光源。

本系统采用高分辨率平板采集标本的
高质量图像。由 Inspect-X 软件控制
本系统可使 CT 数据的采集和测量设
置更轻松简便。本系统可将容积数据
输出至工业标准的容积显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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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功能最强大的微焦点 X 射线源

450kV 微焦点

450kV 微焦点光源是独特的微焦点 X 射线源，可实现 25 微米级的重复精度！由于这

一微焦点的焦点尺寸较现有小焦点光源小得多，因而可以采集到无与伦比的图像细节层

次。使用尼康 450kV 高亮度光源，用户可以更快的（最高 5 倍）的速度采集图像的细节

层次或在相同的时段内获得更高的数据精度。

独特的 CLDA 技术

当 X 射线投射到待测物体上时，X 射线会被吸收甚至散射。进行致密部件的检测时，这

种现象会更加明显。由于散射射线在平板图像上可见，因而从部件各点发出的散射射线

会降低图像的对比灵敏度。Nikon Metrology 研发的专用 CLDA 可优化采集穿过部件的 X 
射线，无需采集不需要的散射 X 射线。CLDA 可避免图像污染和因图像污染造成的对比

度衰减，从而实现出众的图像清晰度和对比度。曲线二极管阵列能使 X 射线到二极管接

收器的路径长度保持不变，进一步增强图像质量。用户可使用较长的晶体来增强 X 射线

的灵敏度，进而提高信噪比。 

铸件检测

微焦点光源是针对大铸件等致密工业元器件进行高精度检测时

所必须的工具。XT H 450 3D 系统旨在不受散射因素限制的

条件下在扫描低密度大铸件等大型元器件时表现出行业领先的

超高性能。该系统包括输出功率最高达 450W 的 450kV 微焦

点光源、采集高质量射线图像的非晶硅平板和精密的 CT 操控

装置。测量可发出散射光线的高精密铸件时，XT H 450 可结

合 CLDA 2D CT 切片创建 3D 容积。

XT H 450 系统可为测量高密度部件提供
微米级无散射的 CT 数据。这台功能强大的

设备的核心部件是 450kV 微焦点光源，可提供功率高
达 450W 的超高分辨率和超高精度，同时还能提供足够

强的 X 射线功率穿透致密标本。本系统标配平板（简称 3D）
或专用的曲线二极管阵列（CLDA）（简称 2D）探测器，优化

了 X 射线的采集，无需采集不需要的散射 X 射线。 

XT H 450

大容量操控装置

标本重量高达 100kg

低拥有成本

可维修的开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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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检测

XT H 450 可为涡轮叶片测量设置新的参照。450kV 光源结合使用 CLDA 是进行中小

型金属合金涡轮叶片 X 射线、CT 检测及测量时的理想选择。该 X 射线系统可为穿透

部件和生成无散射的 CT 数据提供足够强的源功率。在生产环境中，这一车间安装简

便的系统可根据叶片类型自动采集数据、高速重建 CT 和进行检测，并判定各个检测

部件是否合格。叶片制造商进行较为详细的涡轮叶片 CT 测量检测（如壁厚）以便优

化喷气式发动机的燃油率。 
进行涡轮叶片的 X 射线和 CT 检测时，本系统会保存原始图像及叶片轮廓、内壁和外

壁厚度等特殊信息，方便用户跟踪和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大容量操控装置

标本重量高达 100kg

防护外壳

无辐射暴露的危险

平板 & CLDA
可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平板、CLDA 或两者

低拥有成本

可维修的开管源

双监视器

全屏图像显示

和软件控制

大型检修门

通过大型气动控制门进入步入式机柜

Nikon Metrology 450kV
独特的 450kV 微焦点 X 射线源

（高亮度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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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且用户友好的软件对评估具有复杂内部
结构的样本及执行精确检测至关重要。软件
工具可引导您检索所需的信息，使用最先进
的可视化和分析功能。Nikon Metrology X 射
线和 CT 检测软件专为简化检测和测量流程
而开发，只需数分钟而不是数小时或数天即
可执行首件检测。

处理功能的核心部件是 XT 软件套件。这一套件

由 Nikon Metrology 根据对提高标本检测效率和

简化操作流程以方便用户使用的跟踪记录而研

发。使用 XT 软件，用户可通过单台 PC 以最快

的速度重建 CT 数据。该 PC 由标准组件构成，

易于维护保养。使用多台 PC 可进一步提高标

本的检测效率。目前这一完整系统随时可与市

场领先的 CT 可视化和处理软件配合使用，例如

Volume Graphics VGStudioMAX 等。 

直观的可视化和分析功能 实时 X 射线检测 
• 交互式操纵杆控制，实现直观的部件定位

• 以极快的速度采集 X 射线扫描图像

• 集成显示屏和分析工具

• 在屏幕上测量的功能

• 支持为数据添加注释和尺寸数据

• 可编程宏，用于自动重复 

CT 重建

• 使用现有 PC 硬件精确重建 3D 容积数据集

• 用于日常分析的快速全部件重建

• 为分析特定区域进行详细重建 
• 现场创建 CT 切片

脱机 CT 分析

• 在专用可视化站点执行脱机分析

• 复杂内部结构的影片拍摄

• 外表面和内表面的 CAD 对比（选购）

• 匹配内部 3D 特性的几何形状（选购）

高性能处理功能

可定制系统配置

如尼康的标准 X 射线和 CT 系统不

能满足您的特殊需求，Nikon Metro-
logy 可根据您的特定需求予以定

制。Nikon Metrology 的 CT 专业

人员可以客户特定的检测机柜、操

控装置、探测器和软件功能等组建

完整系统并进行配置。

恐龙下颚的 C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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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应用程序

应用领域

汽车

• 电子连接件

• 喷油嘴

• 传感器（例如，Lambda 传感器等）

• 半透明仪表盘 LED 灯管

• 小型高压铸件（例如，涡轮压缩机） 

航空

• 涡轮叶片的蜡芯的定位和测量

• 组件的裂缝分析

• 叶片检测

注塑模件

• 复杂塑料组件（例如，风扇）

• 不能使用接触式或光学方法的柔软半透明材料

• 塑料部件的超音波融着 

药物∕医疗

• 配药   
• 小型仪器

• 小型塑料或合成部件

• 骨骼结构

研究 
• 材料测试和分析（例如，结构、焊点孔隙、缺陷等）

• 古生物学（例如，骨骼、渣壳、化石） 
• 地质和土壤科学

• 考古学

在需要重视内部结构的任何情况下，X 
射线和 CT 技术可以用作提供有价值信

息的有效工具。内部特性的详细拍摄

和测量对于各个行业的质量控制、缺

陷分析和材料研究而言至关重要。

• 故障检测和缺陷分析

• 复杂机构的装配检测 
• 内部组件的尺寸测量  
• 部件-CAD 对比

• 先进的材料研究

• 生物结构的分析

• 模型的数字化存档 

质量控制、缺陷分析和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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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 H 160 XT H 225 XT H 225 ST XT H 225/320 LC XT H 450

X 射线源（标配） Xi 160kV 微焦点

反射靶

225kV 微焦点

反射靶

225kV 微焦点

反射靶

225kV 微焦点

反射靶

450kV 微焦点

反射靶

X 光源（选购） 大功率升级至 225W 180kV 微焦点

透射靶

225kV 旋转靶

180kV 微焦点

透射靶

225kV 旋转靶

320kV 模块

225kV 旋转靶

高亮度 
450kV 光源

最大 kV 160kV 180kV / 225kV 180kV / 225kV 225kV / 320kV 450kV 

额定电源 60W / 225W
（选购高功率升级）

225W 225W 225W / 320W
（320kV 模块）

450W
（450W，连续用于高

亮度光源）

X 射线焦点尺寸 3 µm 180kV  
透射靶：1 µm

225kV  
反射靶：3 µm

180kV  
透射靶：1 µm

225kV  
反射靶：3 µm

225kV  
反射靶：3 µm 

320kV 模块：20 µm

80 µm

几何放大倍率 > 150× > 150× > 150× > 150× > 17× (3D)
24× (2D)

成像系统（标配） Varian 1313  
平板探测器

Varian 2520 
 平板探测器

Varian 2520  
平板探测器

Varian 2520 
 平板探测器

操控装置（标配） 5 轴 5 轴 5 轴 4 轴 4 轴
轴行程 (X) 185 mm

(Y) 280 mm
(Z) 730 mm

（倾斜）+/- 30° 
（旋转）n*360°

(X) 185 mm
(Y) 280 mm
(Z) 730 mm

（倾斜）+/- 30° 
（旋转）n*360°

(X) 300 mm
(Y) 350 mm
(Z) 750 mm

（倾斜）+/- 30
（旋转）n*360°

(X) 500 mm
(Y) 600 mm
(Z) 780 mm

（旋转）n*360

(X) 400 mm
(Y) 600 mm
(Z) 600 mm

（旋转）n*360

最大样本重量 15 kg 15 kg 50 kg 100 kg 100 kg

机柜尺寸（长×宽×高） 1,830 mm×875 mm 
×1,987 mm

1,830 mm×875 mm 
× 1,987 mm

2,330 mm×1,285 mm 
×2,230 mm

2,695 mm×2,366 mm 
×1,834 mm

3,613 mm×2,366 mm 
×1,834 mm 

重量 2,200 kg 2,400 kg 4,200 kg 8,000 kg 14,000 kg

安全 所有 Nikon Metrology X 射线系统的制造都符合 IRR99

控制 所有 Nikon Metrology X 射线系统均由 Nikon Metrology 的内置 Inspect-X 软件控制

常用的系统选购件 先进的高速重建工作站

多金属靶（仅限 UltraFocus 反射靶）

高级过滤器组件（仅限 UltraFocus 反射靶）

规格

NIKON INSTRUMENTS (SHANGHAI) CO., LTD.
 1000  26 

26 F, Hang Seng Bank Tower, 1000 Lu Jia Zui Ring Road, 
Pudong, Shanghai 200120, China

NIKON INSTRUMENTS (SHANGHAI) CO., LTD.
BEIJING BRANCH

 6  SK  1708 
RM. 1708, SK Tower No.6A, Jian Guo Men Wai Avenu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86-010-5831-2028    +86-010-5831-2026
TEL +86-010-5831-2028     FAX +86-010-5831-2026

NIKON INSTRUMENTS (SHANGHAI) CO., LTD.
GUANGZHOU BRANCH

 28  1121 
Time Square East Building Room1121, No.28 North
Tianhe Rd.Guangzhou 510620,China

+86-020-3882-0550    +86-020-3882-0580
TEL +86-020-3882-0550     FAX +86-020-3882-0580

NIKON INSTRUMENTS (SHANGHAI) CO., LTD. 
CHENGDU OFFICE

 8  2  26  01-A 
Room 01-A, 26F, Tower 2, Plaza Central, 8 Shuncheng Dajie, 
Chengdu 610016, Sichuan, China

+86-028-86930108    +86-028-86932326
TEL +86-028-86930108     FAX +86-028-86932326

NIKON INSTRUMENTS (SHANGHAI) CO., LTD. 
WUHAN OFFICE

 568  I  1302 
Room 1302,13/F,New World International Trade Tower I ,
No.568 Jianshe Road, Jianghan District, Wuhan 430015, China

+86-027-85899879    +86-027-85899371
TEL +86-027-85899879     FAX +86-027-85899371

NIKON CORPORATION
Shin-Yurakucho Bldg., 12-1, Yurakucho 1-chome, 
Chiyoda-ku, Tokyo 100-8331, Japan
Phone: +81-3-3214-5311
http://www.nikon-instruments.jp/eng/

Nikon promotes the use of eco-
glass that is free of toxic materials
such as lead and arsenic.

8008208750

+86-21-68412050    +86-21-68412060
TEL +86-21-68412050     FAX +86-21-68412060
http://www.nikon-instrument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