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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

艺，包括以下步骤：铅粉制造，将电解铅用专用设

备铅粉机通过氧化筛选制成复合要求的铅粉；板

栅铸造，将铅锑合金、铅钙合金采用铸造的方式

铸造成板栅；极板制造，用制成的铅粉和稀硫酸

及添加剂混合后采用涂布设备涂抹于板栅表面，

再进行干燥固化即可得到生极板；极板化成，极

板在直流电的作用下与稀硫酸的通过氧化还原

反应产生氧化铅；清洗和干燥，极板化成后通过

清洗装置和干燥装置即可得到用于电池装配的

极板；分选，采用极板自动称重分选机对制成的

极板进行分选；装配，把极板重量最接近的极板

装配在一个铅酸蓄电池上。本发明提高了蓄电池

性能，加工过程中更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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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铅粉制造：将电解铅用专用设备铅粉机通过氧化筛选制成复合要求的铅粉；

b、板栅铸造：将铅锑合金、铅钙合金采用铸造的方式铸造成板栅；

c、极板制造：用制成的铅粉和稀硫酸及添加剂混合后采用涂布设备涂抹于板栅表面，

再进行干燥固化即可得到生极板；

d、极板化成：极板在直流电的作用下与稀硫酸的通过氧化还原反应产生氧化铅；

e、清洗和干燥：极板化成后通过清洗装置和干燥装置即可得到用于电池装配的极板；

f、分选：采用极板自动称重分选机对制成的极板进行分选；

g、装配:把极板重量最接近的极板装配在一个铅酸蓄电池上；

其中，所述步骤f中的极板自动称重分选机包括自动上料装置（1）、称重检测装置（2）、

用于称重检测后极板运输的输送装置（3）、用于极板的重量从小到大分选排列的分选机构

（4），所述上料装置（1）包括固定架（11）、设于固定架上用于放置极板的放料箱（12）、位于放

料箱内底部的推板（13）、固定设于推板底端的螺杆（14）、转动设于放料箱外底部且套于螺

杆上的从动齿轮（15）、设于固定架上用于驱动从动齿轮转动的第一电机（16）、设于第一电

机转轴上的主动齿轮（17）、用于传动连接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的链条（18）、用于抓取极板

的取料组件；第一电机驱动主动齿轮转动，带动链条运转，从而带动从动齿轮转动，所述从

动齿轮套于螺杆上，完成螺杆的上升和下降，完成推板的上升和下降，极板放于放料箱中，

取料组件完成放料箱中的极板拿取，拿取一个极板，推板推动放料箱中的极板整体上升一

格；

分选机构（4）包括控制器（41）、暂存箱（42）、排列箱（43）、等距设于暂存箱内的多个第

一隔板（44）、等距设于排列箱内的多个第二隔板、第一隔板把暂存箱隔成多个放极板的第

一腔室、第二隔板把排列箱隔成多个放极板的第二腔室、设于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两侧内

壁上的滚动件（48）、用于输送装置上的极板推入多个第一腔室内及第一腔室内的极板推入

多个第二腔室内的推料组件；推料组件把放料台上的极板推至暂存箱中，控制器驱动暂存

箱上升一个第一腔室，暂存箱排满极板后，控制器启动对暂存箱中的极板按重量从小到大

进行排序，排序后控制器驱动暂存箱上升和下降，推料组件把暂存箱中的极板按重量从小

到大推入排列箱中，控制器驱动排列箱依次上升一个第二腔室，排列箱中得到按重量从小

到大依次排列的极板，对排列箱整体进行更换，对下一批次极板进行排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取料组件包括

支撑架（191）、套设于支撑架上的移动座（192）、用于驱动移动座移动的第一无杆气缸

（193）、固定设于移动座底端的第一伸缩杆（194）和第二伸缩杆（195）、设于第一伸缩杆上的

第一吸盘（196）、设于第二伸缩杆上的第二吸盘（197）；第一无杆气缸驱动移动座往复移动，

第一伸缩杆移动至放料箱正上方，第一无杆气缸停止移动，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向下

移动，第一吸盘吸住放料箱中最上方的极板，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向上移动，第一无杆

气缸再驱动移动座向称重检测装置处移动，移动至称重检测装置正上方第一无杆气缸停止

移动，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向下移动，把极板放在称重检测装置上，称重检测装置检测

出极板不合格后，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拿取放料箱中的极板过程中，第二伸缩杆驱动

第二吸盘把称重检测装置上的不合格极板拿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的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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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合金中，铅占97%，锑占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称重检测装置

（2）包括固定设于固定架上的气缸组（21）、设于气缸组上的称重架（22）、设于称重架下沿的

称重传感器（23）、固定设于支撑架上用于放置不符合极板的不合格品箱（24）；第一伸缩杆

驱动第一吸盘及第一吸盘上的极板向下移动，气缸组驱动称重架整体向上移动，极板放在

称重架上的称重传感器上，称重传感器检测极板重量，合格的极板气缸组驱动称重架整体

向下移动，并把极板放在输送装置上，由输送装置传送至下道工序，不合格的极板通过第二

伸缩杆和第二吸盘放入不合格品箱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输送装置（3）包括

设于固定架上的传送带（31）、用于驱动传送带运转的第二电机（32）、等距固定设于传送带

上的放料台（33）；称重检测装置检测合格的极板放在放料台上，第二电机驱动传送带移动，

即放料台移动至分选机构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料组件包括

位于固定架两侧的第二无杆气缸（491）和第三无杆气缸（492）、设于第二无杆气缸上的第一

气缸（493）、设于第二无杆气缸上的第二气缸（494）、同时设于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上的连

接座（495）、移动设于连接座上的推料板（496）、用于驱动推料板移动的第三气缸（497）；第

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启动，驱动连接座及设于连接座上的部件整体向上移动，输送装置把极

板运送至推料板和暂存箱之间，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驱动连接座下降，第二无杆气缸和第

三无杆气缸同时启动，驱动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向暂存箱方向移动，把极板推至暂存箱中；

暂存箱中的极板推至排列箱中，第二无杆气缸和第三无杆气缸驱动连接座位于暂存箱的一

侧，第三气缸启动，带动推料板插入暂存箱中的第一腔室内，把暂存箱第一腔室内的极板推

至排列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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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在蓄电池的生产过程中，有一道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对极板进行称重，极板重量越

接近装配在同一个蓄电池中蓄电池性能越好，即：将蓄电池中的正负极板均进行称重，称出

重量后剔除超重和过轻的极板，并将符合要求的极板按重量级别分类成若干档，再按类分

别收集，这样在装配蓄电池时，就可按极板的重量进行合理搭配，但是不能够使重量最接近

的多个极板搭配装配在一个蓄电池中，使蓄电池性能有缺陷。

[0003] 目前在对蓄电池极板进行分选时，通常都是对选电池极板进行称重后，然后人工

按照称重所得的重量进行分类，其存在劳动环境恶劣、生产效率低下、用工量大的弊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0006] a、铅粉制造：将电解铅用专用设备铅粉机通过氧化筛选制成复合要求的铅粉；

[0007] b、板栅铸造：将铅锑合金、铅钙合金采用铸造的方式铸造成板栅；

[0008] c、极板制造：用制成的铅粉和稀硫酸及添加剂混合后采用涂布设备涂抹于板栅表

面，再进行干燥固化即可得到生极板；

[0009] d、极板化成：极板在直流电的作用下与稀硫酸的通过氧化还原反应产生氧化铅；

[0010] e、清洗和干燥：极板化成后通过清洗装置和干燥装置即可得到用于电池装配的极

板；

[0011] f、分选：采用极板自动称重分选机对制成的极板进行分选；

[0012] g、装配:把极板重量最接近的极板装配在一个铅酸蓄电池上；

[0013] 其中，所述步骤f中的极板自动称重分选机包括自动上料装置、称重检测装置、用

于称重检测后极板运输的输送装置、用于极板的重量从小到大分选排列的分选机构，所述

上料装置包括固定架、设于固定架上用于放置极板的放料箱、位于放料箱内底部的推板、固

定设于推板底端的螺杆、转动设于放料箱外底部且套于螺杆上的从动齿轮、设于固定架上

用于驱动从动齿轮转动的第一电机、设于第一电机转轴上的主动齿轮、用于传动连接主动

齿轮和从动齿轮的链条、用于抓取极板的取料组件；第一电机驱动主动齿轮转动，带动链条

运转，从而带动从动齿轮转动，所述从动齿轮套于螺杆上，完成螺杆的上升和下降，完成推

板的上升和下降，极板放于放料箱中，取料组件完成放料箱中的极板拿取，拿取一个极板，

推板推动放料箱中的极板整体上升一格。本发明通过该分选方法，使极板重量最接近的装

配在一个蓄电池中，提高了蓄电池的性能，通过该结构设置，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用工量大

和人工劳动强度；通过第一电机驱动主动齿轮转动，所述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通过链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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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从而带动从动齿轮转动，使螺杆上升或下降，螺杆上升或下降，使位于放料箱中的极板

整体进行上升或下降，再通过取料组件把放料箱中的极板放入称重检测装置上，使取料组

件每次拿取的高度保持一致，再通过称重检测装置，对极板进行重量检测，先检出不合格的

极板，合格的极板按顺序进行记录，通过输送装置把极板输送至分选机构，分选机构对合格

的极板按小到大进行排序，完成极板的自动分选。

[0014] 所述取料组件包括支撑架、套设于支撑架上的移动座、用于驱动移动座移动的第

一无杆气缸、固定设于移动座底端的第一伸缩杆和第二伸缩杆、设于第一伸缩杆上的第一

吸盘、设于第二伸缩杆上的第二吸盘；第一无杆气缸驱动移动座往复移动，第一伸缩杆移动

至放料箱正上方，第一无杆气缸停止移动，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向下移动，第一吸盘吸

住放料箱中最上方的极板，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向上移动，第一无杆气缸再驱动移动

座向称重检测装置处移动，移动至称重检测装置正上方第一无杆气缸停止移动，第一伸缩

杆驱动第一吸盘向下移动，把极板放在称重检测装置上，重复上述动作，称重检测装置检测

出极板不合格后，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拿取放料箱中的极板过程中，第二伸缩杆驱动

第二吸盘把称重检测装置上的不合格极板拿取。通过第一无杆气缸使移动座往复移动，使

第一伸缩杆能够在放料箱和称重检测装置之间进行切换，使第二伸缩杆能够在称重检测装

置和不合格品箱之间进行切换，再通过第一吸盘和第二吸盘对极板的夹持，完成自动的上

料和对检测出的不合格品进行取下。

[0015] 所述步骤b中的铅锑合金中，铅占97%，锑占3%；提高栅架的机械强度并改善浇筑性

能，在要求高倍率放电的提高重量比能量，高锑含量势必导致使用寿命的降低，因此采用低

锑合金控制在3%。

[0016] 所述称重检测装置包括固定设于固定架上的气缸组、设于气缸组上的称重架、设

于称重架下沿的称重传感器、固定设于支撑架上用于放置不符合极板的不合格品箱；第一

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及第一吸盘上的极板向下移动，气缸组驱动称重架整体向上移动，极

板放在称重架上的称重传感器上，称重传感器检测极板重量，合格的极板气缸组驱动称重

架整体向下移动，并把极板放在输送装置上，由输送装置传送至下道工序，不合格的极板通

过第二伸缩杆和第二吸盘放入不合格品箱中。通过气缸组使称重架整体进行上下移动，上

移过程中极板放在称重传感器上，通过称重传感器对极板进行检测并对合格的极板记录，

合格的极板气缸组下降，使极板能够放在输送装置上，经输送装置输送至分选机构处，气缸

组件上移对下一个极板进行检测，不合格的通过第二伸缩杆和第二吸盘直接夹取放在不合

格品箱中，完成极板的称重检测和记录。

[0017] 输送装置包括设于固定架上的传送带、用于驱动传送带运转的第二电机、等距固

定设于传送带上的放料台；称重检测装置检测合格的极板放在放料台上，第二电机驱动传

送带移动，即放料台移动至分选机构处。第二电机驱动传送带运转，使放料台上的极板从称

重检测装置上输送至分选机构处。

[0018] 分选机构包括控制器、暂存箱、排列箱、等距设于暂存箱内的多个第一隔板、等距

设于排列箱内的多个第二隔板、第一隔板把暂存箱隔成多个放极板的第一腔室、第二隔板

把排列箱隔成多个放极板的第二腔室、设于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两侧内壁上的滚动件、用

于输送装置上的极板推入多个第一腔室内及第一腔室内的极板推入多个第二腔室内的推

料组件；推料组件把放料台上的极板推至暂存箱中，控制器驱动暂存箱上升一个第一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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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箱排满极板后，控制器启动对暂存箱中的极板按重量从小到大进行排序，排序后控制

器驱动暂存箱上升和下降，推料组件把暂存箱中的极板按重量从小到大推入排列箱中，控

制器驱动排列箱依次上升一个第二腔室，排列箱中得到按重量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的极板，

对排列箱整体进行更换，对下一批次极板进行排列。通过控制器与称重检测装置连接，对检

测出的数据进行排序，再通过控制器控制暂存箱和排列箱及推料组件，使暂存箱中极板的

重量按小到大依次推入排列箱中，完成对极板重量的从小到大排序，后续装配过程中依次

进行拿取装配；通过侧壁上设有滚动件，避免极板与暂存箱和排列箱的侧壁进行摩擦，造成

极板的损伤。

[0019] 所述推料组件包括位于固定架两侧的第二无杆气缸和第三无杆气缸、设于第二无

杆气缸上的第一气缸、设于第二无杆气缸上的第二气缸、同时设于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上

的连接座、移动设于连接座上的推料板、用于驱动推料板移动的第三气缸；第一气缸和第二

气缸启动，驱动连接座及设于连接座上的部件整体向上移动，输送装置把极板运送至推料

板和暂存箱之间，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驱动连接座下降，第二无杆气缸和第三无杆气缸同

时启动，驱动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向暂存箱方向移动，把极板推至暂存箱中；暂存箱中的极

板推至排列箱中，第二无杆气缸和第三无杆气缸驱动连接座位于暂存箱的一侧，第三气缸

启动，带动推料板插入暂存箱中的第一腔室内，把暂存箱第一腔室内的极板推至排列箱中。

通过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驱动连接座向上移动，避免极板在输送装置上运输时连接座阻碍

极板的运输，再通过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驱动连接座向下移动，使输送装置上的极板能够

位于推料板和暂存箱之间，第二无杆气缸和第三无杆气缸使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及连接座

整体往复移动，使输送装置上的极板能够推入暂存箱中；通过第三气缸驱动推料板移动，使

暂存箱中的极板能够推入进排列箱中。

[0020]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通过该分选方法，使极板重量最接近的装配在一个蓄电池

中，提高了蓄电池的性能，通过该结构设置，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用工量大和人工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称重检测装置的正面示意图。

[0024] 图4为图3中的A处放大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侧面示意图。

[0026] 图6为图5中的B处放大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的正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

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

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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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一种铅酸蓄电池极板加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0] a、铅粉制造：将电解铅用专用设备铅粉机通过氧化筛选制成复合要求的铅粉；

[0031] b、板栅铸造：将铅锑合金、铅钙合金采用铸造的方式铸造成板栅；

[0032] c、极板制造：用制成的铅粉和稀硫酸及添加剂混合后采用涂布设备涂抹于板栅表

面，再进行干燥固化即可得到生极板；

[0033] d、极板化成：极板在直流电的作用下与稀硫酸的通过氧化还原反应产生氧化铅；

[0034] e、清洗和干燥：极板化成后通过清洗装置和干燥装置即可得到用于电池装配的极

板；

[0035] f、分选：采用极板自动称重分选机对制成的极板进行分选；

[0036] g、装配:把极板重量最接近的极板装配在一个铅酸蓄电池上；

[0037] 如图1-7所示，所述步骤f中的极板自动称重分选机包括自动上料装置1、称重检测

装置2、用于称重检测后极板运输的输送装置3、用于极板的重量从小到大分选排列的分选

机构4，所述上料装置1包括固定架11、设于固定架上用于放置极板的放料箱12、位于放料箱

内底部的推板13、固定设于推板底端的螺杆14、转动设于放料箱外底部且套于螺杆上的从

动齿轮15、设于固定架上用于驱动从动齿轮转动的第一电机16、设于第一电机转轴上的主

动齿轮17、用于传动连接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的链条18、用于抓取极板的取料组件；第一电

机驱动主动齿轮转动，带动链条运转，从而带动从动齿轮转动，所述从动齿轮套于螺杆上，

完成螺杆的上升和下降，完成推板的上升和下降，极板放于放料箱中，取料组件完成放料箱

中的极板拿取，拿取一个极板，推板推动放料箱中的极板整体上升一格。

[0038] 所述取料组件包括支撑架191、套设于支撑架上的移动座192、用于驱动移动座移

动的第一无杆气缸193、固定设于移动座底端的第一伸缩杆194和第二伸缩杆195、设于第一

伸缩杆上的第一吸盘196、设于第二伸缩杆上的第二吸盘197；第一无杆气缸驱动移动座往

复移动，第一伸缩杆移动至放料箱正上方，第一无杆气缸停止移动，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

盘向下移动，第一吸盘吸住放料箱中最上方的极板，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向上移动，第

一无杆气缸再驱动移动座向称重检测装置处移动，移动至称重检测装置正上方第一无杆气

缸停止移动，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向下移动，把极板放在称重检测装置上，重复上述动

作，称重检测装置检测出极板不合格后，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拿取放料箱中的极板过

程中，第二伸缩杆驱动第二吸盘把称重检测装置上的不合格极板拿取。

[0039] 所述称重检测装置2包括固定设于固定架上的气缸组21、设于气缸组上的称重架

22、设于称重架下沿的称重传感器23、固定设于支撑架上用于放置不符合极板的不合格品

箱24；第一伸缩杆驱动第一吸盘及第一吸盘上的极板向下移动，气缸组驱动称重架整体向

上移动，极板放在称重架上的称重传感器上，称重传感器检测极板重量，合格的极板气缸组

驱动称重架整体向下移动，并把极板放在输送装置上，由输送装置传送至下道工序，不合格

的极板通过第二伸缩杆和第二吸盘放入不合格品箱中。

[0040] 输送装置3包括设于固定架上的传送带31、用于驱动传送带运转的第二电机32、等

距固定设于传送带上的放料台33；称重检测装置检测合格的极板放在放料台上，第二电机

驱动传送带移动，即放料台移动至分选机构处。

[0041] 分选机构4包括控制器41、暂存箱42、排列箱43、等距设于暂存箱内的多个第一隔

板44、等距设于排列箱内的多个第二隔板、第一隔板把暂存箱隔成多个放极板的第一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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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隔板把排列箱隔成多个放极板的第二腔室、设于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两侧内壁上的滚

动件48、用于输送装置上的极板推入多个第一腔室内及第一腔室内的极板推入多个第二腔

室内的推料组件；推料组件把放料台上的极板推至暂存箱中，控制器驱动暂存箱上升一个

第一腔室，暂存箱排满极板后，控制器启动对暂存箱中的极板按重量从小到大进行排序，排

序后控制器驱动暂存箱上升和下降，推料组件把暂存箱中的极板按重量从小到大推入排列

箱中，控制器驱动排列箱依次上升一个第二腔室，排列箱中得到按重量从小到大依次排列

的极板，对排列箱整体进行更换，对下一批次极板进行排列。

[0042] 所述推料组件包括位于固定架两侧的第二无杆气缸491和第三无杆气缸492、设于

第二无杆气缸上的第一气缸493、设于第二无杆气缸上的第二气缸494、同时设于第一气缸

和第二气缸上的连接座495、移动设于连接座上的推料板496、用于驱动推料板移动的第三

气缸497；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启动，驱动连接座及设于连接座上的部件整体向上移动，输

送装置把极板运送至推料板和暂存箱之间，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驱动连接座下降，第二无

杆气缸和第三无杆气缸同时启动，驱动第一气缸和第二气缸向暂存箱方向移动，把极板推

至暂存箱中；暂存箱中的极板推至排列箱中，第二无杆气缸和第三无杆气缸驱动连接座位

于暂存箱的一侧，第三气缸启动，带动推料板插入暂存箱中的第一腔室内，把暂存箱第一腔

室内的极板推至排列箱中。

[0043] 上述第一电机、第二电机、气缸组、第一气缸、第二气缸、第三气缸、第一无杆气缸、

第二无杆气缸和第三无杆气缸为市场上购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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