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 

申请号：CN201520986675.8 

申请日：2015.12.03 

申请（专利权）人  庄立 

地址  317520|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横峰街道邱家岸村 2-

发明（设计）人  庄立 

主分类  E06B5/18 

公开（公告）号  CN205243371U 

公开（公告）日  2016.05.18 

代理机构   

代理人   



 

（19）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205243371U 
（45）授权公告日 2016.05.18 

 

（21）申请号 CN201520986675.8 

 

（22）申请日 2015.12.03 

 

（73）专利权人 庄立 

 

地址 317520|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横

峰街道邱家岸村 2-300 号 

 

（72）发明人 庄立 

 

（74）专利代理机构  

 

      代理人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放射科用防

辐射隔离门，包括门框、两扇平移门，所

述门框内壁四周设置有密封条，所述门框

的底部上设置有滑槽，所述滑槽内设置有

气缸，所述气缸的固定栓贯穿所述平移门

的内部；两扇所述平移门的衔接处均设置

有橡胶条；其中的一扇所述平移门上设置

有电控面板、摄像头、密门器以及把手；

另一扇所述平移门上设置有显示屏、防辐

射泄漏装置以及报警器；所述平移门包括

两层钢板层、两层铅板层、两层防火层以

及一层钢龙骨层、一层木质层。本实用新

型结构简单，设计合理科学，使用方便，

智能化操作更加便捷，达到了较高的防辐

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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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包括门框以及安装在门框内的两扇平移门，

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框内壁四周设置有密封条，所述门框的底部上设置有滑

槽，所述滑槽内设置有气缸，所述气缸的固定栓贯穿所述平移门的内部；两扇

所述平移门的衔接处均设置有橡胶条；其中的一扇所述平移门上设置有电控面

板以及摄像头，所述电控面板的一侧设置有密门器以及把手；另一扇所述平移

门上设置有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的上方设置有防辐射泄漏装置以及报警器；所

述平移门包括两层钢板层、两层铅板层、两层防火层以及一层钢龙骨层、一层

木质层，两层所述钢板层对称设置在所述平移门的 外侧，所述钢板层内侧分

别安装有铅板层，所述铅板层内侧分别安装有防火层，两侧所述防火层之间依

次安装有钢龙骨层、木质层。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摄

像头与所述显示屏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防

辐射泄漏装置的输出端电连接域所述报警器的输入端。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报

警器的输出端电连接于所述电控面板。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控面板控制所述密门器、气缸、报警器、摄像头以及防辐射泄漏装置的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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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医疗用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

离门。 

背景技术 

[0002]    放射科是医院众多科室中的一种。放射科是医院重要的辅助检查科

室，在现代医院建设中，放射科是一个集检查、诊断、治疗一体科室，临床各

科许多疾病都须通过放射科设备检查达到明确诊断和辅助诊断。由于工作性质

原因，放射科常常接触放射源，在对患者进行放射检查时，为了保护放射科检

查人员的自身健康安全，需要严格科学的防辐射隔离。放射科常常使用防辐射

隔离门进行辐射隔离。但是，目前使用的防辐射隔离门的隔离效果并不理想，

隔离门的智能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0003]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及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

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包括门框以及安装在门框内的两扇平移

门，所述门框内壁四周设置有密封条，所述门框的底部上设置有滑槽，所述滑

槽内设置有气缸，所述气缸的固定栓贯穿所述平移门的内部；两扇所述平移门

的衔接处均设置有橡胶条；其中的一扇所述平移门上设置有电控面板以及摄像

头，所述电控面板的一侧设置有密门器以及把手；另一扇所述平移门上设置有

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的上方设置有防辐射泄漏装置以及报警器；所述平移门包

括两层钢板层、两层铅板层、两层防火层以及一层钢龙骨层、一层木质层，两

层所述钢板层对称设置在所述平移门的 外侧，所述钢板层内侧分别安装有铅

板层，所述铅板层内侧分别安装有防火层，两侧所述防火层之间依次安装有钢

龙骨层、木质层。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摄像头与所述显示屏电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防辐射泄漏装置的输出端电连接域所述报警器的输入

端。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报警器的输出端电连接于所述电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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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电控面板控制所述密门器、气缸、报警器、摄像头以

及防辐射泄漏装置的开、关。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设计合理科学，使用

方便，通过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防辐射隔离程度高，智能化操作更

加便捷；通过将防辐射隔离门进行钢板层、铅板层、防火层钢龙骨层以及木质

层的多层结构设计，达到了较高的防辐射效果；通过将本实用新型进行安装密

门器、报警器、摄像头以及防辐射泄漏装置等结构，达到了很好的智能控制效

果，能够智能控制门的开关的同时，影像显示检查人员的动态，操作便捷，还

能够检测内部辐射程度，智能报警，提醒工作人员进行辐射处理，大大提高了

安全性；值得一提的是，本装置用摄像头以及显示屏取代传统的观察窗，有效

降低观察窗隔离辐射程度低或者无隔离辐射能力的缺点，改善了放射科工作人

员的工作环境。 

附图说明 

[0012]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的平移门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1、门框；2、平移门；21、钢板层；22、防火层；23、钢龙骨

层；24、木质层；25、铅板层；3、电控面板；4、密门器；5、摄像头；6、把

手；7、橡胶条；8、密封条；9、固定栓；10、气缸；11、滑槽；12、防辐射泄

漏装置；13、报警器；14、显示屏。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

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

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6]    参照图 1-2，一种放射科用防辐射隔离门，包括门框 1 以及安装在门框

1 内的两扇平移门 2，所述门框 1 内壁四周设置有密封条 8，所述门框 1 的底部

上设置有滑槽 11，所述滑槽 11 内设置有气缸 10，所述气缸 10 的固定栓 9 贯穿

所述平移门 2 的内部；两扇所述平移门 2 的衔接处均设置有橡胶条 7。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其中的一扇所述平移门 2

上设置有电控面板 3 以及摄像头 5，所述电控面板 3 的一侧设置有密门器 4 以及

把手 6。 

[001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另一扇所述平移门 2 上设

置有显示屏 14，所述显示屏 14 的上方设置有防辐射泄漏装置 12 以及报警器

13。 

[001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本实用新型的平移门 2 包括两层钢板层

21、两层铅板层 25、两层防火层 22 以及一层钢龙骨层 23、一层木质层 24，两

层所述钢板层 21 对称设置在所述平移门 2 的 外侧，所述钢板层 21 内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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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铅板层 25，所述铅板层 25 内侧分别安装有防火层 22，两侧所述防火层

22 之间依次安装有钢龙骨层 23、木质层 24。 

[002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摄像头 5 与所述显示屏 14

电连接。 

[002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本实用新型的防辐射泄漏装置 12 的输出

端电连接域所述报警器 13 的输入端。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报警器 13 的输出端电连接

于所述电控面板 3。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案，本实用新型的电控面板 3 控制所述密门

器 4、气缸 10、报警器 13、摄像头 5 以及防辐射泄漏装置 12 的开、关。 

[0024]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设计合理科学，使用方便，通过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进行改进，防辐射隔离程度高，智能化操作更加便捷；通过将防辐射隔

离门进行钢板层、铅板层、防火层钢龙骨层以及木质层的多层结构设计，达到

了较高的防辐射效果；通过将本实用新型进行安装密门器、报警器、摄像头以

及防辐射泄漏装置等结构，达到了很好的智能控制效果，能够智能控制门的开

关的同时，影像显示检查人员的动态，操作便捷，还能够检测内部辐射程度，

智能报警，提醒工作人员进行辐射处理，大大提高了安全性；值得一提的是，

本装置用摄像头以及显示屏取代传统的观察窗，有效降低观察窗隔离辐射程度

低或者无隔离辐射能力的缺点，改善了放射科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 

[002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

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

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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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图 1 

 

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