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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水平的医药品检测能力-

高精度、高稳定性-适用于医药行业应用的X射线控制技术

●新开发专用于检测低密度产品的X射线放射源／传感器
●改良设计，减少X射线损失，降低X射线输出功率，

　无需防护帘，设备更节能

●消耗电力为过去的30%，实现节能化（约300VA）
●标配统计打印机、USB端口
●兼容品质管理软件QuiCCA，便于保存电子记录

●设计紧凑，机长仅550mm，便于嵌入现有生产线
●操作更便捷
●机身设计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水平面，有效防止因随意

　摆放而导致的异物混入

适用于无法通过肉眼或视觉系统检测的医药品

为了在存储过程中保障产品品质，使用铝箔不透明包装的药物逐渐增多。

由此导致产品中的缺损、密封不合格等问题无法借助肉眼或摄相机进行检查。 

基于独家X射线控制技术，安立开发了无防护帘医药品用X射线检测系统。 

这解决了过去难以检测的问题，如产品密封不合格，以及药片缺损等。

X射线检查便捷化-适用于医药品生产线的优化设计

●通过安立的独家X射线控制技术实

现无防护帘构造。防止商品滞留及

错误检查，进一步确保剔除时机精

准，防止错误剔除。

由于没有防护帘
所以不会导致速度降低

剔除时机不会出现偏差

优先考虑防止X射线泄露设计，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第一。备有6个安全结构的设计，人人均可放心操作。

针对被检查物品的安全性

接受X射线照射测试

关于X射线检查装置的安全性

与食品不同，对于医药品的X射线照射量暂时没有相关法规等强制性规定。本公司通过和日本的大学携手研究，对受到

X射线照射的医药品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受X射线照射的制剂品质（药物含量变化、制剂实验结果）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您需要进行X射线照射测试，以确认X射线照射的影响，请咨询本公司。我们将根据您所要求的照射量、
照射时间等使用条件进行X射线照射测试。但本公司不进行影响评估。

＊：关于医药品受X射线照射后的影响，被实验对象为普通NSAID（非甾体类消炎药）的3种片剂：醋氨酚（退热净片200）、氯索洛芬（洛索洛芬钠
60mg）、甲灭酸（扑湿痛片250mg）。从X射线检查装置的照射（吸收射线量0.34mGy）到约相当于其90万倍的吸收射线量300Gy，实验在此范围内改
变X射线的多个照射条件，进行比较、评估，确认了在所有条件下，药物含量及制剂物性均得以保持。此外，为了评估长期稳定性，还进行了加速试验
（温度40℃、相对湿度75%），同样未发现X射线照射的影响。
（名古屋市立大学尾关研究室与本公司的共同研究结果）

针对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只需输入封装的尺寸就可以识
别包装，自动设定到最佳的检
查级别。无需精细调整，任何
人都能正确设定。

防护帘阻挡，
导致速度降低

防护帘

剔除时机出现偏差

●传送带为抽出式构造，方
便清洁，无死角的设计使
您不用担心被检查物品丢
失。

●密封性检测自动设定

●15英寸大触摸屏，操作更

　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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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X射线检查装置

KD7405ACWH

机身长度：550mm
（与以往产品相比，削减了60％）

X射线放射源

被检查物品

X射线损失大的情况下

X射线输出量【高】

只有提高X射线输出
量，才能获得检查
所需的透过图像。 传感器

X射线放射源

被检查物品

X射线损失小的情况下

X射线输出量【低】

无需提高X射线输出
量，就能获得足够用
于检查的透过图像。 传感器

*与本装置的构造有所不同。

X射线辐射显示

X射线防护罩联锁装置

手插入监视传感器

紧急停止按钮
X射线照射ON/OFF开关

X射线防护罩
通过X射线照射ON/OFF开关控
制打开和关闭。打开防护罩
时，通过防护罩开关传感器，
可完全停止X射线的照射。

打开防护罩可完全停止X射线
的照射。

关闭开关可完全停止X射线的
照射。

当因发生手插入等，传感器被遮断
一定时间时，X射线辐射即刻中
止。

当有X射线辐射时灯亮。

按下此按钮，可切断供应电源，完
全停止传送部分和X射线的照射。

成分真的不会改变吗？

我们生产的药品也没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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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KD7490LYN

被检查物品尺寸 注 1 最大宽度 100 mm、最大高度 30 mm、最大长度 230 mm

安全性 X 射线泄露量 1μ Sv/h 以下 通过安全防护装置防止 X 射线泄露

显示方式 15 英尺彩色 TFT 液晶显示器（X 射线透过图像显示画面与操作画面一体）

操作方式 触摸屏（附带触摸蜂鸣器）

品种数 最多 100 种

传送带速度，传送能力 注2 注3 10 〜 40 m/min、最大 0.5 kg

电源，消耗电力 注4 AC100 V 〜 120 V 或 AC200 V 〜 240 V、单相、50/60 Hz、300 VA

重量 160 kg

使用环境 10℃ 〜 35℃，相对湿度 30％ 〜 85％，气压 700 hPa 〜 1060 hPa，但不结露

保护等级 符合 IP30 标准

机壳材料 不锈钢（SUS304）
注 1 ） 通过装载选购件，可以对应被检查物品的宽度为 160 mm 为止。
注 2 ） 不同品种的产品可调节速度。
注 3 ） 传送带上被检查物品的总重量。
注 4 ） 可容许的电压变动范围为 ±10％以内。
注 ） 本机噪音不超过 77 d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