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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包

括一用于焊接动力电池的工作台，所述工作台上

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上表面左右两端均设置

有固定立板，所述底板的上表面中部设置有工位

隔板，所述工位隔板位于左右所述固定立板之

间，左右所述固定立板内侧面上端前后对称设置

有第一夹紧件，所述第一夹紧件位于所述电池放

置板的上方，所述第一夹紧件的底部设置有第一

凸轮板，所述工作台上设置有两个第二夹紧件，

两个所述第二夹紧件位分别位于所述底板的前

后方，所述第二夹紧件上设置有L型固定架，所述

L型固定架的远离所述第二夹紧件一端设置有与

所述第一凸轮板相配合的凸轮随动器。本实用新

型实现了只需一个驱动可实现同时电芯长、短边

两个方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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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包括一用于焊接动力电池的工作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

台上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上表面左右两端均设置有固定立板，所述底板的上表面中部

设置有工位隔板，所述工位隔板位于左右所述固定立板之间，所述底板经所述工位隔板对

称分隔成前后两个电池放置板，左右所述固定立板内侧面上端前后对称设置有第一夹紧

件，所述第一夹紧件位于所述电池放置板的上方，所述第一夹紧件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凸轮

板，所述工作台上设置有两个第二夹紧件，两个所述第二夹紧件位分别位于所述底板的前

后方，所述第二夹紧件上设置有L型固定架，所述L型固定架的远离所述第二夹紧件一端设

置有与所述第一凸轮板相配合的凸轮随动器；所述电池放置板上左右设置有第一导轨，所

述第一导轨上滑动设置有用于微调动力电池的定位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紧件包括第

一夹紧块、第二夹紧块、第一定位块、第二定位块、支撑块、第二导轨、第三导轨、压缩弹簧、

第一复位弹簧、第二复位弹簧、弹簧调节件，左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左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弹

簧调节件，所述弹簧调节件的输出端贯穿所述固定立板并延伸至左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右侧

面，所述弹簧调节件的输出端设置有所述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簧的末端设置有所述支撑

块，左侧所述固定立板上开设有与所述支撑块相匹配的限位槽，所述第一凸轮板设置于所

述支撑块的下表面，所述支撑块的右侧设置有所述第二导轨，所述第二导轨上滑动设置有

所述第一夹紧块，所述第一夹紧块的右侧前后设置第一定位块，所述第一夹紧块的靠近所

述工位隔板一侧设置有第一复位弹簧；右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左侧面设置有所述第三导轨，

所述第三导轨上滑动设置有所述第二夹紧块，所述第二夹紧块的左侧前后设置有用于定位

所述第二定位块，所述第二夹紧块的靠近所述工位隔板一侧设置有第二复位弹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调节件包括螺

母、螺栓、导向杆，左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左侧面前后对称有两个所述螺母，左侧所述固定立

板上开设有与所述螺母的内螺纹相连通的通孔，所述螺栓与所述螺母螺纹连接，所述螺栓

的末端设置有所述导向杆，所述导向杆穿过所述通孔并延伸至左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右侧，

所述导向杆上套设有所述压缩弹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夹紧件包括滑

板、推板、第二凸轮板、第三复位弹簧、第三夹紧块、第三定位块、第四导轨、限位块，所述工

作台上设置有两对所述第四导轨，所述底板的前后方均设置有一对所述第四导轨，所述第

四导轨的远离所述底板一端设置有用于限位所述滑板的所述限位块，所述第四导轨上滑动

设置有所述滑板，所述滑板位于所述底板上方，所述滑板的上表面设置有用于挤压固定动

力电池的所述推板，所述推板的靠近动力电池一侧左右设置有所述第三夹紧块，所述第三

夹紧块上设置有所述第三定位块，所述推板的远离动力电池一侧设置有所述L型固定架，所

述滑板的下表面设置有第二凸轮板，所述第二凸轮板上设置有所述第三复位弹簧，所述第

三复位弹簧的远离所述第二凸轮板一端固定在所述工作台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位隔板的前后两

侧均左右设置有与第三夹紧块相配合的第四夹紧块，所述第四夹紧块上设置有第四定位

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板的靠近所述

工位隔板一侧设置有第四复位弹簧，所述第四复位弹簧与所述工位隔板连接设置。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6213800 U

2



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池制作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动力电池制造过程中，需要封口焊接而将壳体密封，为提高电芯的密封性，保证焊

接质量，必须保证电池定位精度；现有使用的电芯定位夹紧装置多是采用长、短边两个动力

源单独控制定位夹紧，且进行后定位夹紧动作时产品傍有相对滑动，一定程度影响定位精

度及存在损坏产品风险。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能够只需一个驱动可实现同

时电芯长、短边两个方向定位。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包括一

用于焊接动力电池的工作台，所述工作台上设置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上表面左右两端均设

置有固定立板，所述底板的上表面中部设置有工位隔板，所述工位隔板位于左右所述固定

立板之间，所述底板经所述工位隔板对称分隔成前后两个电池放置板，左右所述固定立板

内侧面上端前后对称设置有第一夹紧件，所述第一夹紧件位于所述电池放置板的上方，所

述第一夹紧件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凸轮板，所述工作台上设置有两个第二夹紧件，两个所述

第二夹紧件位分别位于所述底板的前后方，所述第二夹紧件上设置有L型固定架，所述L型

固定架的远离所述第二夹紧件一端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凸轮板相配合的凸轮随动器；所述电

池放置板上左右设置有第一导轨，所述第一导轨上滑动设置有用于微调动力电池的定位

板。

[0005]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夹紧件包括第一夹紧块、第二夹紧块、第一定位块、第二定位

块、支撑块、第二导轨、第三导轨、压缩弹簧、第一复位弹簧、第二复位弹簧、弹簧调节件，左

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左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弹簧调节件，所述弹簧调节件的输出端贯穿所述

固定立板并延伸至左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右侧面，所述弹簧调节件的输出端设置有所述压缩

弹簧，所述压缩弹簧的末端设置有所述支撑块，左侧所述固定立板上开设有与所述支撑块

相匹配的限位槽，所述第一凸轮板设置于所述支撑块的下表面，所述支撑块的右侧设置有

所述第二导轨，所述第二导轨上滑动设置有所述第一夹紧块，所述第一夹紧块的右侧前后

设置第一定位块，所述第一夹紧块的靠近所述工位隔板一侧设置有第一复位弹簧；右侧所

述固定立板的左侧面设置有所述第三导轨，所述第三导轨上滑动设置有所述第二夹紧块，

所述第二夹紧块的左侧前后设置有用于定位所述第二定位块，所述第二夹紧块的靠近所述

工位隔板一侧设置有第二复位弹簧。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弹簧调节件包括螺母、螺栓、导向杆，左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左侧面

前后对称有两个所述螺母，左侧所述固定立板上开设有与所述螺母的内螺纹相连通的通

孔，所述螺栓与所述螺母螺纹连接，所述螺栓的末端设置有所述导向杆，所述导向杆穿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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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通孔并延伸至左侧所述固定立板的右侧，所述导向杆上套设有所述压缩弹簧。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夹紧件包括滑板、推板、第二凸轮板、第三复位弹簧、第三夹紧

块、第三定位块、第四导轨、限位块，所述工作台上设置有两对所述第四导轨，所述底板的前

后方均设置有一对所述第四导轨，所述第四导轨的远离所述底板一端设置有用于限位所述

滑板的所述限位块，所述第四导轨上滑动设置有所述滑板，所述滑板位于所述底板上方，所

述滑板的上表面设置有用于挤压固定动力电池的所述推板，所述推板的靠近动力电池一侧

左右设置有所述第三夹紧块，所述第三夹紧块上设置有所述第三定位块，所述推板的远离

动力电池一侧设置有所述L型固定架，所述滑板的下表面设置有第二凸轮板，所述第二凸轮

板上设置有所述第三复位弹簧，所述第三复位弹簧的远离所述第二凸轮板一端固定在所述

工作台上。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工位隔板的前后两侧均左右设置有与第三夹紧块相配合的第四夹

紧块，所述第四夹紧块上设置有第四定位块。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定位板的靠近所述工位隔板一侧设置有第四复位弹簧，所述第四

复位弹簧与所述工位隔板连接设置。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实现了只需一个驱动可实现同时电芯长、短

边两个方向定位，减少动力设备，结构紧凑；换型方便，只需换型简单块实现产品兼容，兼容

范围广；消除定位中产品与定位底板相对滑动，实现高效率、高精度的夹紧定位。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安装有动力电池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14]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5] 图5为图4中A‑A方向的剖面图；

[0016] 图6为图4中B‑B方向的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18] 请参阅图1至图6，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实施例：一种动力电池定位装置，包括一用

于焊接动力电池的工作台(未图示)，所述工作台(未图示)上设置有底板1，所述底板1的上

表面左右两端均设置有固定立板2，所述底板1的上表面中部设置有工位隔板3，所述工位隔

板3位于左右所述固定立板2之间，所述底板1经所述工位隔板3对称分隔成前后两个电池放

置板，左右所述固定立板2内侧面上端前后对称设置有第一夹紧件4，所述第一夹紧件4位于

所述电池放置板的上方，所述第一夹紧件4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凸轮板5，所述工作台(未图

示)上设置有两个第二夹紧件6，两个所述第二夹紧件6位分别位于所述底板1的前后方，所

述第二夹紧件6上设置有L型固定架7，所述L型固定架7的远离所述第二夹紧件6一端设置有

与所述第一凸轮板5相配合的凸轮随动器8；所述电池放置板上左右设置有第一导轨9，所述

第一导轨9上滑动设置有用于微调动力电池的定位板10。底板1与固定立板2、工位隔板3配

合围成固定动力电池的工位，第一夹紧件4用于夹紧动力电池的左右两侧，第二夹紧件6用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6213800 U

4



于夹紧动力电池的前后两侧，第一凸轮板5与L型固定架7、凸轮随动器8配合，从而实现一个

动力源即可夹紧动力电池的前后两侧与左右两侧，第一导轨9用于辅助定位板10滑动，定位

板10用于放置动力电池。

[0019] 请继续参阅图1、图3、图4、图5与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夹紧

件4包括第一夹紧块41、第二夹紧块42、第一定位块43、第二定位块(未图示)、支撑块44、第

二导轨45、第三导轨46、压缩弹簧47、第一复位弹簧48、第二复位弹簧49、弹簧调节件410，左

侧所述固定立板2的左侧面前后对称设置有弹簧调节件410，所述弹簧调节件410的输出端

贯穿所述固定立板2并延伸至左侧所述固定立板2的右侧面，所述弹簧调节件410的输出端

设置有所述压缩弹簧47，所述压缩弹簧47的末端设置有所述支撑块44，左侧所述固定立板2

上开设有与所述支撑块44相匹配的限位槽，所述第一凸轮板5设置于所述支撑块44的下表

面，所述支撑块44的右侧设置有所述第二导轨45，所述第二导轨45上滑动设置有所述第一

夹紧块41，所述第一夹紧块41的右侧前后设置第一定位块43，所述第一夹紧块41的靠近所

述工位隔板3一侧设置有第一复位弹簧48；右侧所述固定立板2的左侧面设置有所述第三导

轨46，所述第三导轨46上滑动设置有所述第二夹紧块42，所述第二夹紧块42的左侧前后设

置有用于定位所述第二定位块(未图示)，所述第二夹紧块42的靠近所述工位隔板3一侧设

置有第二复位弹簧49。第一夹紧块41与第二夹紧块42用于夹紧动力电池的左右两侧，第一

定位块43与第二定位块(未图示)用于对动力电池的左右两侧进行定位，支撑块44用于与压

缩弹簧47连接，对第一夹紧块41提供支撑，第二导轨45用于辅助第一夹紧块41前后移动，第

三导轨46用于辅助第二夹紧块42前后移动，压缩弹簧47为第一夹紧块41提供夹紧动力电池

所需的力，第一复位弹簧48与第二复位弹簧49用于在第一夹紧块41与第二夹紧块42夹紧动

力电池后，在第二导轨45与第三导轨46的辅助下将第一夹紧块41与第二夹紧块42推向推

板，从而将动力电池推向推板，弹簧调节件410用于调节压缩弹簧47从而适应不同尺寸的动

力电池。

[0020] 请继续参阅图1与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弹簧调节件410包括螺母

4101、螺栓4102、导向杆4103，左侧所述固定立板2的左侧面前后对称有两个所述螺母4101，

左侧所述固定立板2上开设有与所述螺母4101的内螺纹相连通的通孔(未图示)，所述螺栓

4102与所述螺母4101螺纹连接，所述螺栓4102的末端设置有所述导向杆4103，所述导向杆

4103穿过所述通孔(未图示)并延伸至左侧所述固定立板2的右侧，所述导向杆4103上套设

有所述压缩弹簧47。螺母4101与螺栓4102配合用于调节与固定压缩弹簧47，导向杆4103用

于防止压缩弹簧47在被压缩时倾斜从而导致支撑块44不受力。

[0021] 请继续参阅图1、图3、图4、图5、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夹紧件

6包括滑板61、推板62、第二凸轮板63、第三复位弹簧64、第三夹紧块65、第三定位块(未图

示)、第四导轨66、限位块67，所述工作台(未图示)上设置有两对所述第四导轨66，所述底板

1的前后方均设置有一对所述第四导轨66，所述第四导轨66的远离所述底板1一端设置有用

于限位所述滑板61的所述限位块67，所述第四导轨66上滑动设置有所述滑板61，所述滑板

61位于所述底板1上方，所述滑板61的上表面设置有用于挤压固定动力电池的所述推板62，

所述推板62的靠近动力电池一侧左右设置有所述第三夹紧块65，所述第三夹紧块65上设置

有所述第三定位块(未图示)，所述推板62的远离动力电池一侧设置有所述L型固定架7，所

述滑板61的下表面设置有第二凸轮板63，所述第二凸轮板63上设置有所述第三复位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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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所述第三复位弹簧64的远离所述第二凸轮板63一端固定在所述工作台(未图示)上。滑

板61用于带动推板62前后移动，推板62用于设置第三夹紧块65，为第三夹紧块65提供推力，

第二凸轮板63用与带动滑板61前后移动，第三复位弹簧64用于对第二凸轮板63提供拉力，

通过第三复位弹簧64的拉力对动力电池进行固定，第三夹紧块65与第四夹紧块用于夹紧动

力电池的前后侧，第四导轨66用于辅助滑板61滑动，限位块67用于防止滑板61滑出轨道。

[0022] 请继续参阅图3、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工位隔板3的前后两侧均

左右设置有与第三夹紧块65相配合的第四夹紧块11，所述第四夹紧块11上设置有第四定位

块(未图示)。

[0023] 请继续参阅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定位板10的靠近所述工位隔板

3一侧设置有第四复位弹簧12，所述第四复位弹簧12与所述工位隔板3连接设置。第四复位

弹簧能够在动力电池焊接结束，从定位板10上取下动力电池后，对定位板10进行复位到初

始位置。

[0024]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工作原理：动力源向上驱动顶升，顶升带动所述第二凸轮板

63向外移动，所述第二凸轮板63带动所述滑板61向外移动，所述滑板61带动所述推板62向

外移动，所述推板62带动所述L型固定架7向外移动，所述L型固定架7带动所述凸轮随动器8

向外移动，所述凸轮随动器8对所述第一凸轮板5施加推力，使得所述第一凸轮板5向左移

动，所述第一凸轮板5带动所述支撑块44向左移动，所述支撑块44带动所述第一夹紧块41向

左移动，将动力电池放置在所述定位板10上，撤去动力源，所述第二凸轮板63因所述第三复

位弹簧64的拉力作用向内移动，所述第二凸轮板63带动所述滑板61向内移动，所述滑板61

带动所述推板62向内移动，所述推板62带动所述L型固定架7向内移动，所述L型固定架7带

动所述凸轮随动器8向内移动，所述凸轮随动器8减小对所述第一凸轮板5向左的推力，使得

在所述压缩弹簧47向右的推力下，所述第一夹紧块41向右移动，通过所述第一夹紧块41与

所述第二夹紧块42对动力电池的左右侧进行夹紧，通过所述第一复位弹簧48与所述第二复

位弹簧49的推力，将放置在所述定位板10上的动力电池推向所述推板62，所述定位板10跟

随动力电池向所述推板62方向移动，从而通过所述第三夹紧块65与所述第四夹紧块11对动

力电池的前后侧进行固定。

[0025] 本实用新型中的凸轮随动器为现有技术，本领域中的技术人员已经能够清楚了

解，在此不进行详细说明，凸轮随动器的型号可以是CF20‑1UU‑AB，但不仅限于此。

[002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不能理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凡依本实

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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