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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池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

其涉及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包括物料

转盘，所述物料转盘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夹具，所

述物料转盘的外侧设置有送料运输线，所述送料

运输线的旁侧设置有送料机械手，所述物料转盘

的外圆周按照电池贴胶工序依次设置有第一贴

胶机械手、第一放胶装置、红外线感应器、整形装

置、第二放胶装置和第二贴胶机械手。本实用新

型实现自动化作业，确保良好的电池合格率，提

高工作效率与产能效益，满足现代化生产的高速

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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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包括物料转盘，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转盘均匀设置

有若干个夹具，所述物料转盘的外侧设置有送料运输线，所述送料运输线的旁侧设置有送

料机械手，所述物料转盘的外圆周按照电池贴胶工序依次设置有第一贴胶机械手、第一放

胶装置、红外线感应器、整形装置、第二放胶装置和第二贴胶机械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放胶装

置包括固定架，所述固定架的顶部设置有双面胶储料盘，所述双面胶储料盘的下方设置有

第二进料导向轮，所述固定架左右相对设置有送胶部与夹胶部，所述送胶部与夹胶部之间

设置有电动剪刀，所述送胶部设置有送胶电机，所述送胶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

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的上方设置有送胶移动座，所述送胶移动座设置有送胶夹爪气缸，所

述送胶夹爪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送胶夹爪，所述送胶移动座的底部设置有与第二齿轮啮合

的第二齿条，所述夹胶部设置有夹胶电机，所述夹胶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三齿

轮，所述第三齿轮的上方设置有夹胶移动座，所述夹胶移动座设置有夹胶夹爪气缸，所述夹

胶夹爪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夹胶夹爪，所述夹胶移动座的底部设置有与第三齿轮啮合的第

三齿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送胶移动座

设置有第二滑块，所述夹胶移动座设置有第三滑块，所述固定架设置有第二导轨，所述第二

滑块、第三滑块均与第二导轨滑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放胶装

置包括安装架，所述安装架的顶部设置有PI胶储料盘，所述PI胶储料盘的下方设置有第一

进料导向轮，所述第一进料导向轮的外部两侧分别设置有推料板与收料导向轮，所述收料

导向轮的旁侧设置有收料辊轮，所述安装架设置有与收料辊轮驱动连接的收料电机，所述

第一进料导向轮的下方设置有与推料板驱动连接的推料气缸，所述安装架设置有与推料板

相对设置的拉胶部，所述推料板与拉胶部之间设置有光电传感器，所述推料板的下方设置

有切刀滑台气缸，所述切刀滑台气缸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切刀板。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拉胶部包括

拉胶电机，所述拉胶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一齿轮，所述第一齿轮的上方设置有

拉胶移动座，所述拉胶移动座设置有拉胶夹爪气缸，所述拉胶夹爪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拉

胶夹爪，所述拉胶移动座的底部设置有与第一齿轮啮合的第一齿条，所述拉胶移动座设置

有第一滑块，所述安装架设置有与第一滑块滑动连接的第一导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整形装置包

括立式支座，所述立式支座的顶部设置有第一滑台气缸，所述立式支座的底部设置有第二

滑台气缸，所述第一滑台气缸与第二滑台气缸的输出端均连接有压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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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池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

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池的生产过程中，其中有一道加工工序就是要对电芯的外表面进行贴PI胶与

双面胶工作，PI胶能够有效传导电芯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确保电池的正常使用，双面胶有

助于电芯粘贴组装其他元器件，传统的贴PI胶与双面胶工作均采用人工贴胶，不仅存在生

产效率低，产品品质不高，难以保证良好的电池合格率，而且所需贴胶过程时间长，重复撕

胶与贴胶操作，严重影响生产产能，不能满足现代化生产的高速发展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

机，实现自动化作业，确保良好的电池合格率，提高工作效率与产能效益，满足现代化生产

的高速发展要求。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包括物料转盘，所

述物料转盘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夹具，所述物料转盘的外侧设置有送料运输线，所述送料运

输线的旁侧设置有送料机械手，所述物料转盘的外圆周按照电池贴胶工序依次设置有第一

贴胶机械手、第一放胶装置、红外线感应器、整形装置、第二放胶装置和第二贴胶机械手。

[0005] 优选的，所述第二放胶装置包括固定架，所述固定架的顶部设置有双面胶储料盘，

所述双面胶储料盘的下方设置有第二进料导向轮，所述固定架左右相对设置有送胶部与夹

胶部，所述送胶部与夹胶部之间设置有电动剪刀，所述送胶部设置有送胶电机，所述送胶电

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的上方设置有送胶移动座，所述送胶

移动座设置有送胶夹爪气缸，所述送胶夹爪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送胶夹爪，所述送胶移动

座的底部设置有与第二齿轮啮合的第二齿条，所述夹胶部设置有夹胶电机，所述夹胶电机

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三齿轮，所述第三齿轮的上方设置有夹胶移动座，所述夹胶移

动座设置有夹胶夹爪气缸，所述夹胶夹爪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夹胶夹爪，所述夹胶移动座

的底部设置有与第三齿轮啮合的第三齿条。

[0006] 优选的，所述送胶移动座设置有第二滑块，所述夹胶移动座设置有第三滑块，所述

固定架设置有第二导轨，所述第二滑块、第三滑块均与第二导轨滑动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放胶装置包括安装架，所述安装架的顶部设置有PI胶储料盘，所

述PI胶储料盘的下方设置有第一进料导向轮，所述第一进料导向轮的外部两侧分别设置有

推料板与收料导向轮，所述收料导向轮的旁侧设置有收料辊轮，所述安装架设置有与收料

辊轮驱动连接的收料电机，所述第一进料导向轮的下方设置有与推料板驱动连接的推料气

缸，所述安装架设置有与推料板相对设置的拉胶部，所述推料板与拉胶部之间设置有光电

传感器，所述推料板的下方设置有切刀滑台气缸，所述切刀滑台气缸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09947958 U

3



接有切刀板。

[0008] 优选的，所述拉胶部包括拉胶电机，所述拉胶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一

齿轮，所述第一齿轮的上方设置有拉胶移动座，所述拉胶移动座设置有拉胶夹爪气缸，所述

拉胶夹爪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拉胶夹爪，所述拉胶移动座的底部设置有与第一齿轮啮合的

第一齿条，所述拉胶移动座设置有第一滑块，所述安装架设置有与第一滑块滑动连接的第

一导轨。

[0009] 优选的，所述整形装置包括立式支座，所述立式支座的顶部设置有第一滑台气缸，

所述立式支座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滑台气缸，所述第一滑台气缸与第二滑台气缸的输出端均

连接有压合块。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包括物料

转盘，所述物料转盘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夹具，所述物料转盘的外侧设置有送料运输线，所述

送料运输线的旁侧设置有送料机械手，所述物料转盘的外圆周按照电池贴胶工序依次设置

有第一贴胶机械手、第一放胶装置、红外线感应器、整形装置、第二放胶装置和第二贴胶机

械手。

[0011] 送料机械手从送料运输线中逐个夹取电芯分别放置到物料转盘的多个夹具内，物

料转盘转动多个夹具到达不同的加工工位，首先通过第一放胶装置自动提供PI胶，第一贴

胶机械手从第一放胶装置夹取PI胶对准粘贴到电芯外表面，通过红外线感应器感应检测电

芯是否成功粘贴有PI胶，若检测到PI胶的存在，则物料转盘继续转动夹具到下一个工位，若

检测不到PI胶的存在，则物料转盘暂停运作并发出警报通知操作人员去检查维修，通过整

形装置对准电芯外表面进行压合整平操作，使PI胶完全贴合在电芯外表面，接着通过第二

放胶装置自动提供双面胶，第二贴胶机械手从第二放胶装置夹取双面胶对准粘贴到电芯，

最后通过送料机械手从物料转盘的夹具中夹取电池并放置到送料运输线完成成品的出料

操作。本实用新型实现自动化作业，确保良好的电池合格率，提高工作效率与产能效益，满

足现代化生产的高速发展要求。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第一放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第二放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整形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标记包括：

[0017] 1——物料转盘          2——夹具               3——送料运输线

[0018] 4——送料机械手        5——第一贴胶机械手

[0019] 6——第一放胶装置      60——安装架            61——PI胶储料盘

[0020] 62——第一进料导向轮   63——推料板            64——收料导向轮

[0021] 65——收料辊轮         66——收料电机          67——推料气缸

[0022] 68——拉胶部           681——拉胶电机         682——第一齿轮

[0023] 683——拉胶移动座      684——拉胶夹爪气缸     685——拉胶夹爪

[0024] 686——第一齿条        687——第一滑块         688——第一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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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69——光电传感器        610——切刀滑台气缸    611——切刀板

[0026] 7——红外线感应器

[0027] 8——整形装置           80——立式支座         81——第一滑台气缸

[0028] 82——第二滑台气缸      83——压合块

[0029] 9——第二放胶装置       90——固定架           91——双面胶储料盘

[0030] 92——第二进料导向轮

[0031] 93——送胶部            931——送胶电机        932——第二齿轮

[0032] 933——送胶移动座       934——送胶夹爪气缸    935——送胶夹爪

[0033] 936——第二齿条         937——第二滑块

[0034] 94——夹胶部            941——夹胶电机        942——第三齿轮

[0035] 943——夹胶移动座       944——夹胶夹爪气缸    945——夹胶夹爪

[0036] 946——第三齿条         947——第三滑块

[0037] 95——电动剪刀          96——第二导轨

[0038] 10——第二贴胶机械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40]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电池PI胶与双面胶贴胶机，包括物料转盘1，

所述物料转盘1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夹具2，所述物料转盘1的外侧设置有送料运输线3，所述

送料运输线3的旁侧设置有送料机械手4，所述物料转盘1的外圆周按照电池贴胶工序依次

设置有第一贴胶机械手5、第一放胶装置6、红外线感应器7、整形装置8、第二放胶装置9和第

二贴胶机械手10。

[0041] 送料机械手4从送料运输线3中逐个夹取电芯分别放置到物料转盘1的多个夹具2

内，物料转盘1转动多个夹具2到达不同的加工工位，首先通过第一放胶装置6自动提供PI

胶，第一贴胶机械手5从第一放胶装置6夹取PI胶对准粘贴到电芯外表面，通过红外线感应

器7感应检测电芯是否成功粘贴有PI胶，若检测到PI胶的存在，则物料转盘1继续转动夹具2

到下一个工位，若检测不到PI胶的存在，则物料转盘1暂停运作并发出警报通知操作人员去

检查维修，通过整形装置8对准电芯外表面进行压合整平操作，使PI胶完全贴合在电芯外表

面，接着通过第二放胶装置9自动提供双面胶，第二贴胶机械手10从第二放胶装置9夹取双

面胶对准粘贴到电芯，最后通过送料机械手4从物料转盘1的夹具2中夹取电池并放置到送

料运输线3完成成品的出料操作。本实用新型实现自动化作业，确保良好的电池合格率，提

高工作效率与产能效益，满足现代化生产的高速发展要求。

[0042] 如图1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第二放胶装置9包括固定架90，所述固定架90的顶部

设置有双面胶储料盘91，所述双面胶储料盘91的下方设置有第二进料导向轮92，所述固定

架90左右相对设置有送胶部93与夹胶部94，所述送胶部93与夹胶部94之间设置有电动剪刀

95，所述送胶部93设置有送胶电机931，所述送胶电机931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二齿

轮932，所述第二齿轮932的上方设置有送胶移动座933，所述送胶移动座933设置有送胶夹

爪气缸934，所述送胶夹爪气缸934的输出端连接有送胶夹爪935，所述送胶移动座933的底

部设置有与第二齿轮932啮合的第二齿条936，所述夹胶部94设置有夹胶电机941，所述夹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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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941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三齿轮942，所述第三齿轮942的上方设置有夹胶移动

座943，所述夹胶移动座943设置有夹胶夹爪气缸944，所述夹胶夹爪气缸944的输出端连接

有夹胶夹爪945，所述夹胶移动座943的底部设置有与第三齿轮942啮合的第三齿条946。具

体地，双面胶放置于双面胶储料盘91，取出双面胶通过第二进料导向轮92到达送胶部93，送

胶电机931驱动第二齿轮932转动，第二齿轮932与第二齿条936啮合传动，进而驱动送胶移

动座933做水平移动并通过送胶夹爪气缸934的送胶夹爪935夹取双面胶向前运送到夹胶部

94，夹胶电机941驱动第三齿轮942转动，第三齿轮942与第三齿条946啮合传动，进而驱动夹

胶移动座943做水平移动并通过夹胶夹爪气缸944的夹胶夹爪945拉动双面胶到符合标准的

贴胶长度，电动剪刀95剪断双面胶，方便第二贴胶机械手10夹取双面胶进行贴胶工作，传动

效率高，操作简便。

[0043]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送胶移动座933设置有第二滑块937，所述夹胶移动座943

设置有第三滑块947，所述固定架90设置有第二导轨96，所述第二滑块937、第三滑块947均

与第二导轨96滑动连接。具体地，送胶电机931通过第二齿轮932与送胶移动座933的第二齿

条936相互啮合传动，促使送胶移动座933通过第二滑块937沿着第二导轨96做水平移动，夹

胶电机941通过第三齿轮942与夹胶移动座943的第三齿条946相互啮合传动，促使夹胶移动

座943通过第三滑块947沿着第二导轨96做水平移动，运动摩擦阻力小，移动平稳迅速，工作

稳定可靠。

[0044]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第一放胶装置6包括安装架60，所述安装架60的顶部

设置有PI胶储料盘61，所述PI胶储料盘61的下方设置有第一进料导向轮62，所述第一进料

导向轮62的外部两侧分别设置有推料板63与收料导向轮64，所述收料导向轮64的旁侧设置

有收料辊轮65，所述安装架60设置有与收料辊轮65驱动连接的收料电机66，所述第一进料

导向轮62的下方设置有与推料板63驱动连接的推料气缸67，所述安装架60设置有与推料板

63相对设置的拉胶部68，所述推料板63与拉胶部68之间设置有光电传感器69，所述推料板

63的下方设置有切刀滑台气缸610，所述切刀滑台气缸610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切刀板

611。具体地，PI胶带放置于PI胶储料盘61，取出PI胶带通过第一进料导向轮62到达推料板

63，推料气缸67驱动推料板63向前移动，使PI胶与绷紧的原胶带相互分离，光电传感器69感

应检测到PI胶并发送信号至拉胶部68，拉胶部68夹取并水平拉动PI胶到符合标准的贴胶长

度，切刀滑台气缸610驱动切刀板611向上移动切断PI胶，通过第一贴胶机械手5从拉胶部68

夹取PI胶对准粘贴到电芯外表面，进而完成电芯的PI胶贴胶工作，剩下的原胶带通过收料

导向轮64收卷于收料辊轮65，收料电机66驱动收料辊轮65转动对原胶带完成收卷回收操

作，机构设计合理，结构紧凑，送胶效率高。

[0045]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拉胶部68包括拉胶电机681，所述拉胶电机681的动力输出

端驱动连接有第一齿轮682，所述第一齿轮682的上方设置有拉胶移动座683，所述拉胶移动

座683设置有拉胶夹爪气缸684，所述拉胶夹爪气缸684的输出端连接有拉胶夹爪685，所述

拉胶移动座683的底部设置有与第一齿轮682啮合的第一齿条686，所述拉胶移动座683设置

有第一滑块687，所述安装架60设置有与第一滑块687滑动连接的第一导轨688。具体地，拉

胶电机681驱动第一齿轮682转动，第一齿轮682与第一齿条686啮合传动，进而驱动拉胶移

动座683通过第一滑块687沿着第一导轨688做水平移动，实现拉胶夹爪气缸684驱动拉胶夹

爪685夹取并水平拉动PI胶到符合标准的贴胶长度，移动平稳迅速，工作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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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如图1和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整形装置8包括立式支座80，所述立式支座80的顶部

设置有第一滑台气缸81，所述立式支座80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滑台气缸82，所述第一滑台气

缸81与第二滑台气缸82的输出端均连接有压合块83。具体地，第一滑台气缸81与第二滑台

气缸82分别上下驱动压合块83，使两个压合块83上下夹住压紧电芯外表面进行压合整平操

作，使PI胶完全贴合在电芯外表面，整平效率高，提高贴胶效果。

[0047] 以上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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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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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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