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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

回收装置，包括：底板以及依次固定在底板上端

的电池包拆解机构、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电芯

拆解机构和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所述的电池包

拆解机构包括电池包拆解用支架、设置在电池包

拆解用支架中央凹槽处的电池包传送带，所述的

电池包拆解用支架上端左侧设置有相机支架和

若干个水平切割支架，电池包拆解用支架上端右

侧设置有若干个竖直切割支架，相机支架上固定

有CCD相机，每个水平切割支架上均设置有高度

调节用通槽。本发明解决了现有废旧锂电池回收

中人工拆解存在危害身体健康、拆解效率低、污

染环境等问题，实现了废旧锂电池的分级回收、

梯级拆解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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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1)以及依次固定在

底板(1)上端的电池包拆解机构(4)、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5)、电芯拆解机构(6)和卷芯与

壳体分离机构(7)，所述的电池包拆解机构(4)包括电池包拆解用支架(41)、设置在电池包

拆解用支架(41)中央凹槽处的电池包传送带(42)，所述的电池包拆解用支架(41)上端左侧

设置有相机支架(43)和若干个水平切割支架(44)，所述的电池包拆解用支架(41)上端右侧

设置有若干个竖直切割支架(45)，所述的相机支架(43)上固定有CCD相机(431)，每个水平

切割支架(44)上均设置有高度调节用通槽(442)，高度调节用通槽(442)内通过滑动配合设

置有水平激光切割器(443)，每个所述的竖直切割支架(45)上端均设置有线性电机组

(451)，每个线性电机组(451)上均连接有竖直激光切割器(452)，所述的电池包拆解用支架

(41)下端倾斜设置有电池包下料滑槽(46)；

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5)包括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所述的电池包碎屑

分离用料箱(52)下端对称设置有四根料箱支撑杆(51)，料箱支撑架(51)固连在底板(1)上

端，所述的电池包下料滑槽(46)位于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上侧，所述的电池包碎屑

分离用料箱(52)左侧外壁上固连有碎屑分离用电机(53)，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内侧

水平设置有搅拌棒(54)，所述的碎屑分离用电机(53)穿过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的左

壁与搅拌棒(54)相连接，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底部开有电池包碎屑用漏槽

(521)，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后侧设置有电芯下料滑槽(55)；

所述的电芯拆解机构(6)位于电芯下料滑槽(55)下方，所述的电芯拆解机构(6)包括电

芯拆解用支架(61)、设置在电芯拆解用支架(61)中央凹槽处的电芯传送带(62)，所述的电

芯拆解用支架(61)左侧上端设置有电芯拆解用气动滑轨(671)，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气动滑

轨(671)上滑动配合有电芯拆解用滑台，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滑台前端设置有电芯正极破碎

电机(672)，电芯正极破碎电机(672)机轴上连接有电芯正极破碎盘(673)，所述的电芯拆解

用支架(61)右侧上端设置有电芯夹具支架(65)，所述的电芯夹具支架(65)下端设置有第一

伸缩式气动夹手(66)，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61)后侧设置有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

(68)，所述的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上设置有极片分离用漏孔，所述的正极极片分

离用下料滑槽(68)正下方设置有正极极片收集盒(69)，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7)位于正极

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下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卷芯

与壳体分离机构(7)包括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设置在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

中央凹槽处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右侧上端设置

有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气动滑轨(721)，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气动滑轨(721)上滑动配合

有负极极片破碎用滑台，所述的负极极片破碎用滑台前端设置有负极极片破碎电机(722)，

负极极片破碎电机(722)机轴上连接有负极极片破碎盘(673)，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

架(71)右侧上端还设置有壳体夹具支架(73)，所述的壳体夹具支架(73)下端设置有第二伸

缩式气动夹手(74)和连接座(75)，所述的连接座(75)上设置有气动推杆(76)，所述的气动

推杆(76)前端设置有卷芯夹具(761)，所述的气动推杆(76)下侧设置有卷芯收集盒(77)，所

述的卷芯收集盒(77)位于底板(1)上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卷芯

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后端设置有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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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负极极片漏孔，所述的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正下方设置有负极极片收集盒

(710)，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下方前侧设置有壳体收集盒(79)，所述的负极极片收集盒

(710)、壳体收集盒(79)均设置在底板(1)上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平

激光切割器(443)上连接有高度调节旋钮(44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搅拌

棒(54)上均匀设置有若干排分离用突出尖部(541)，所述的分离用突出尖部(541)为塑料材

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池

包碎屑用漏槽(521)为长方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板

(1)上端还设置有电池包碎屑收集盒(56)，所述的电池包碎屑收集盒(56)位于电池包碎屑

用漏槽(521)下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芯

拆解用支架(61)前端对称设置有两个推物用推拉式电磁铁(63)和两个前端光电传感器

(64)，所述的推物用推拉式电磁铁(63)上连接有推板(63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芯

拆解用支架(61)后端两侧倾斜设置有隔板(611)。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壳

体夹具支架(73)下端设置有后端光电感应器(731)，后端光电感应器(731)位于第二伸缩式

气动夹手(74)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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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回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内新能源产业的迅猛发展，以锂电池为动力的产业异军突起，每年数以亿

记的锂电池不断被制造出来。但是锂电池使用期限毕竟有限，一般为3-5年，到了使用期限

大量的电池就会报废，如果废旧的锂电池直接丢弃，不但会污染环境，而且还会造成大量的

资源浪费，因此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0003] 废锂电池回收中需要拆解、粉碎、分选；拆解后的塑料及铁外壳回收；分选后的电

极材料进行碱浸出、酸浸出、除杂后进行萃取。锂电池回收拆解过程中目前还是以人为拆解

居多。拆解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液、废渣等污染，严重危害拆解人员的身体健康，且操作过

程中操作员容易接触到电池废液，同样危害身体健康。

[0004] 基于国内废旧锂电池拆解回收行业现状及尚存问题分析，企业自动化拆解设备亟

需开发。亟需开发动力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来完善废旧电池回收再循环体

系，替代人工拆解，提高回收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和人体损害。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解决

了现有废旧锂电池回收中人工拆解存在危害身体健康、拆解效率低、污染环境等问题，实现

废旧锂电池的分级回收、梯级拆解利用，能够高效实现废旧锂电池中各个部分的回收。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

解与回收装置，包括：底板以及依次固定在底板上端的电池包拆解机构、电池包碎屑去除机

构、电芯拆解机构和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所述的电池包拆解机构包括电池包拆解用支架、

设置在电池包拆解用支架中央凹槽处的电池包传送带，所述的电池包拆解用支架上端左侧

设置有相机支架和若干个水平切割支架，所述的电池包拆解用支架上端右侧设置有若干个

竖直切割支架，所述的相机支架上固定有CCD相机，每个水平切割支架上均设置有高度调节

用通槽，高度调节用通槽内通过滑动配合设置有水平激光切割器，每个所述的竖直切割支

架上端均设置有线性电机组，每个线性电机组上均连接有竖直激光切割器，所述的电池包

拆解用支架下端倾斜设置有电池包下料滑槽；废弃电池包收集过来后首先去除其中性能较

好的电池包以及含有高压器件容易拆解中爆炸的电池包，筛选后的电池包通过机械手放置

在电池包传送带上，电池包通过电池包传送带运动，CCD相机采集电池包图像并判断电池包

的结构，然后水平激光切割器和竖直激光切割器对电池包进行切割，切割过程中竖直切割

支架上端的线性电机组带动竖直激光切割器上下运动，实现竖直方向上的切割，切割后的

电池包通过电池包传送带运动并沿着电池包下料滑槽滑落到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

[0007] 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包括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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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箱下端对称设置有四根料箱支撑杆，料箱支撑架固连在底板上端，所述的电池包下料

滑槽位于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上侧，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左侧外壁上固连有碎

屑分离用电机，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内侧水平设置有搅拌棒，所述的碎屑分离用电机穿

过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的左壁与搅拌棒相连接，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底部开有

电池包碎屑用漏槽，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后侧设置有电芯下料滑槽；激光切割后

的电池包沿着电池包下料滑槽滑落到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中，碎屑分离用电机带动搅拌

棒旋转，使得电池包碎屑与电芯分离，电池包碎屑沿着电池包碎屑用漏槽中滑落，分离出的

电芯沿着电芯下料滑槽滑落到电芯拆解机构中。

[0008] 所述的电芯拆解机构位于电芯下料滑槽下方，所述的电芯拆解机构包括电芯拆解

用支架、设置在电芯拆解用支架中央凹槽处的电芯传送带，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左侧上

端设置有电芯拆解用气动滑轨，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气动滑轨上滑动配合有电芯拆解用滑

台，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滑台前端设置有电芯正极破碎电机，电芯正极破碎电机机轴上连接

有电芯正极破碎盘，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右侧上端设置有电芯夹具支架，所述的电芯夹

具支架下端设置有第一伸缩式气动夹手，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后侧设置有正极极片分离

用下料滑槽，所述的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上设置有极片分离用漏孔，所述的正极极片

分离用下料滑槽正下方设置有正极极片收集盒，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位于正极极片分离用

下料滑槽下端，电芯沿着电芯下料滑槽滑落到电芯传送带上沿着电芯传送带运动，第一伸

缩式气动夹手夹住电芯，电芯拆解用滑台带动电芯正极破碎电机前进，电芯正极破碎电机

带动电芯正极破碎盘转动实现对电芯正极极片的破碎，破碎的正极极片与电芯沿着电芯传

送带运动，并沿着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滑落，其中破碎的正极极片从极片分离用漏孔

中落入正极极片收集盒中收集，其余部分落入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中。

[0009]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包括卷芯与壳体分

离用支架、设置在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中央凹槽处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所述的

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右侧上端设置有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气动滑轨，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

离用气动滑轨上滑动配合有负极极片破碎用滑台，所述的负极极片破碎用滑台前端设置有

负极极片破碎电机，负极极片破碎电机机轴上连接有负极极片破碎盘，所述的卷芯与壳体

分离用支架右侧上端还设置有壳体夹具支架，所述的壳体夹具支架下端设置有第二伸缩式

气动夹手和连接座，所述的连接座上设置有气动推杆，所述的气动推杆前端设置有卷芯夹

具，所述的气动推杆下侧设置有卷芯收集盒，所述的卷芯收集盒位于底板上端，去除正极极

片后的电芯沿着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滑落到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上并运动，第二

伸缩式气动夹手夹住电芯壳体，负极极片破碎用滑台带动负极极片破碎电机前进，负极极

片破碎电机带动极片破碎盘实现对电芯负极极片的破碎，同时，气动推杆带动卷芯夹具前

进，卷芯夹具夹取住卷芯，然后气动推杆带动卷芯夹具后退，卷芯夹具松开卷芯，卷芯掉落

卷芯收集盒中收集，剩余的壳体和电芯负极极片沿着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运动。

[0010]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后端设置有壳体

分离用下料滑槽，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上设置有负极极片漏孔，所述的壳体分离用下料滑

槽正下方设置有负极极片收集盒，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下方前侧设置有壳体收集盒，所述

的负极极片收集盒、壳体收集盒均设置在底板上端，壳体和电芯负极极片沿着壳体分离用

下料滑槽下滑，电芯负极极片从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上的负极极片漏孔中落下，被负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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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收集盒收集，壳体沿着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下落到壳体收集盒中被收集。

[0011]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水平激光切割器上连接有高度调节旋

钮，根据每个批次电池包的型号不同，可以通过高度调节旋钮调节水平激光切割器的高度，

实现更好的水平切割电池包。

[0012]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搅拌棒上均匀设置有若干排分离用突出

尖部，所述的分离用突出尖部为塑料材质，分离用突出尖部辅助电池包碎屑与电芯分离，塑

料材质的分离用突出尖部能够防止夹伤电芯，有利于后续更好的分离电芯中的卷芯、极片

和壳体。

[0013]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电池包碎屑用漏槽为长方形，有利于电

池包碎屑的下落。

[0014]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底板上端还设置有电池包碎屑收集盒，

所述的电池包碎屑收集盒位于电池包碎屑用漏槽下方，电池包碎屑收集盒用于收集沿着电

池包碎屑用漏槽中滑落的电池包碎屑。

[0015]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前端对称设置有两个推

物用推拉式电磁铁和两个前端光电传感器，所述的推物用推拉式电磁铁上连接有推板，推

物用推拉式电磁铁通过推板将电芯传送带上的电芯推送到电芯传送带中央的位置，辅助第

一伸缩式气动夹手夹取电芯，前端光电传感器用于感应电芯的位置，辅助第一伸缩式气动

夹手夹取电芯。

[0016]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后端两侧倾斜设置有隔

板，防止电芯正极极片掉离电芯传送带。

[0017]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壳体夹具支架下端设置有后端光电感应

器，后端光电感应器位于第二伸缩式气动夹手前端，后端光电感应器用于感应去除电芯正

极极片后的电芯的位置，辅助第二伸缩式气动夹手精确夹取电芯。

[0018] 本发明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工作时，放置在电池包传送带上的电

池包随其运动，CCD相机采集电池包图像并判断电池包的结构，然后水平激光切割器和竖直

激光切割器对电池包进行切割，切割过程中竖直切割支架上端的线性电机组带动竖直激光

切割器上下运动，实现竖直方向上的切割，切割后的电池包通过电池包传送带运动并沿着

电池包下料滑槽滑落到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中，碎屑分离用电机带动搅拌棒旋转，使得

电池包碎屑与电芯分离，电池包碎屑沿着电池包碎屑用漏槽中滑落被电池包碎屑收集盒收

集；

[0019] 分离出的电芯沿着电芯下料滑槽滑落到电芯传送带上随其运动，推物用推拉式电

磁铁通过推板将电芯推送到电芯传送带中央的位置，前端光电传感器感应电芯的位置，然

后第一伸缩式气动夹手夹住电芯，电芯拆解用滑台带动电芯正极破碎电机前进，电芯正极

破碎电机带动电芯正极破碎盘转动实现对电芯正极极片的破碎，破碎的正极极片与电芯沿

着电芯传送带运动，并沿着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滑落，其中破碎的正极极片从极片分

离用漏孔中落入正极极片收集盒中收集；

[0020] 其余部分滑落到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上并运动，后端光电感应器感应去除电

芯正极极片后的电芯的位置，然后第二伸缩式气动夹手夹住电芯壳体，负极极片破碎用滑

台带动负极极片破碎电机前进，负极极片破碎电机带动极片破碎盘实现对电芯负极极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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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同时，气动推杆带动卷芯夹具前进，卷芯夹具夹取住卷芯，然后气动推杆带动卷芯夹

具后退，卷芯夹具松开卷芯，卷芯掉落卷芯收集盒中收集，剩余的壳体和电芯负极极片沿着

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运动并沿着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下滑，电芯负极极片从壳体分离

用下料滑槽上的负极极片漏孔中落下，被负极极片收集盒收集，壳体沿着壳体分离用下料

滑槽下落到壳体收集盒中被收集。

[0021]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0022] 1 .通过电池包拆解机构中的CCD相机采集电池包图像，利用水平激光切割器和竖

直激光切割器对电池包进行切割，并通过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去除其中的电池包碎屑，能

够自动化的分离出电池包中的电芯分离效率高、质量好；

[0023] 2.将电芯的正负极片分别破碎，分别分离，能够实现正负极片的完全分离，回收率

高；

[0024] 3.能够实现对电池包的梯级拆解与回收，可实现各材料及物料进行精细化分类回

收，回收率高，绿色环保；

[0025] 4.相比现有技术，可以解决现有废旧锂电池回收中人工拆解存在危害身体健康、

拆解效率低、污染环境等问题，实现废旧锂电池的分级回收、梯级拆解利用，能够高效实现

废旧锂电池中各个部分的回收。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的电池包拆解机构和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的结构示意图一；

[0029] 图3是本发明的电池包拆解机构和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的结构示意图二；

[0030] 图4是本发明去除电池包拆解机构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的电芯拆解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是本发明的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例

[0033]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结合。

[0034]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包括：底板1以及依次

固定在底板1上端的电池包拆解机构4、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5、电芯拆解机构6和卷芯与壳

体分离机构7，所述的电池包拆解机构4包括电池包拆解用支架41、设置在电池包拆解用支

架41中央凹槽处的电池包传送带42，所述的电池包拆解用支架41上端左侧设置有相机支架

43和若干个水平切割支架44，所述的电池包拆解用支架41上端右侧设置有若干个竖直切割

支架45，所述的相机支架43上固定有CCD相机431，每个水平切割支架44上均设置有高度调

节用通槽442，高度调节用通槽442内通过滑动配合设置有水平激光切割器443，每个所述的

竖直切割支架45上端均设置有线性电机组451，每个线性电机组451上均连接有竖直激光切

割器452，所述的电池包拆解用支架41下端倾斜设置有电池包下料滑槽46；废弃电池包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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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后首先去除其中性能较好的电池包以及含有高压器件容易拆解中爆炸的电池包，筛选

后的电池包2通过机械手放置在电池包传送带42上，电池包2通过电池包传送带42运动，CCD

相机431采集电池包2图像并判断电池包的结构，然后水平激光切割器443和竖直激光切割

器452对电池包2进行切割，切割过程中竖直切割支架45上端的线性电机组451带动竖直激

光切割器452上下运动，实现竖直方向上的切割，切割后的电池包通过电池包传送带42运动

并沿着电池包下料滑槽46滑落到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5。

[0035] 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去除机构5包括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所述的电池包碎屑

分离用料箱52下端对称设置有四根料箱支撑杆51，料箱支撑架51固连在底板1上端，所述的

电池包下料滑槽46位于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上侧，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左

侧外壁上固连有碎屑分离用电机53，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内侧水平设置有搅拌棒54，

所述的碎屑分离用电机53穿过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的左壁与搅拌棒54相连接，所述的

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底部开有电池包碎屑用漏槽521，所述的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

52后侧设置有电芯下料滑槽55；激光切割后的电池包沿着电池包下料滑槽46滑落到电池包

碎屑分离用料箱52中，碎屑分离用电机53带动搅拌棒54旋转，使得电池包碎屑与电芯分离，

电池包碎屑沿着电池包碎屑用漏槽521中滑落，分离出的电芯沿着电芯下料滑槽55滑落到

电芯拆解机构6中。

[0036] 所述的电芯拆解机构6位于电芯下料滑槽55下方，所述的电芯拆解机构6包括电芯

拆解用支架61、设置在电芯拆解用支架61中央凹槽处的电芯传送带62，所述的电芯拆解用

支架61左侧上端设置有电芯拆解用气动滑轨671，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气动滑轨671上滑动配

合有电芯拆解用滑台，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滑台前端设置有电芯正极破碎电机672，电芯正极

破碎电机672机轴上连接有电芯正极破碎盘673，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61右侧上端设置有

电芯夹具支架65，所述的电芯夹具支架65下端设置有第一伸缩式气动夹手66，所述的电芯

拆解用支架61后侧设置有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所述的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

上设置有极片分离用漏孔，所述的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正下方设置有正极极片收集

盒69，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7位于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下端，电芯21沿着电芯下料滑

槽55滑落到电芯传送带62上沿着电芯传送带62运动，第一伸缩式气动夹手66夹住电芯21，

电芯拆解用滑台带动电芯正极破碎电机672前进，电芯正极破碎电机672带动电芯正极破碎

盘673转动实现对电芯21正极极片的破碎，破碎的正极极片与电芯沿着电芯传送带62运动，

并沿着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滑落，其中破碎的正极极片从极片分离用漏孔中落入正

极极片收集盒69中收集，其余部分落入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7中。

[0037] 如图6所示，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机构7包括

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设置在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中央凹槽处的卷芯与壳体分离

用传送带，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右侧上端设置有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气动滑轨

721，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气动滑轨721上滑动配合有负极极片破碎用滑台，所述的负

极极片破碎用滑台前端设置有负极极片破碎电机722，负极极片破碎电机722机轴上连接有

负极极片破碎盘673，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右侧上端还设置有壳体夹具支架73，

所述的壳体夹具支架73下端设置有第二伸缩式气动夹手74和连接座75，所述的连接座75上

设置有气动推杆76，所述的气动推杆76前端设置有卷芯夹具761，所述的气动推杆76下侧设

置有卷芯收集盒77，所述的卷芯收集盒77位于底板1上端，去除正极极片后的电芯沿着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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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滑落到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上并运动，第二伸缩式气动夹手74

夹住电芯壳体，负极极片破碎用滑台带动负极极片破碎电机前进，负极极片破碎电机722带

动极片破碎盘673实现对电芯负极极片的破碎，同时，气动推杆76带动卷芯夹具761前进，卷

芯夹具761夹取住卷芯，然后气动推杆76带动卷芯夹具761后退，卷芯夹具761松开卷芯，卷

芯掉落卷芯收集盒77中收集，剩余的壳体211和电芯负极极片沿着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

带运动。

[0038]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卷芯与壳体分离用支架71后端设置有壳

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上设置有负极极片漏孔，所述的壳体分离用

下料滑槽78正下方设置有负极极片收集盒710，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下方前侧设置有壳

体收集盒79，所述的负极极片收集盒710、壳体收集盒79均设置在底板1上端，壳体211和电

芯负极极片沿着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下滑，电芯负极极片从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上的

负极极片漏孔中落下，被负极极片收集盒710收集，壳体211沿着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下

落到壳体收集盒79中被收集。

[0039]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水平激光切割器443上连接有高度调节

旋钮441，根据每个批次电池包的型号不同，可以通过高度调节旋钮441调节水平激光切割

器443的高度，实现更好的水平切割电池包。

[0040]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搅拌棒54上均匀设置有若干排分离用突

出尖部541，所述的分离用突出尖部541为塑料材质，分离用突出尖部541辅助电池包碎屑与

电芯分离，塑料材质的分离用突出尖部541能够防止夹伤电芯，有利于后续更好的分离电芯

中的卷芯、极片和壳体。

[0041]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电池包碎屑用漏槽521为长方形，有利于

电池包碎屑的下落。

[0042]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底板1上端还设置有电池包碎屑收集盒

56，所述的电池包碎屑收集盒56位于电池包碎屑用漏槽521下方，电池包碎屑收集盒56用于

收集沿着电池包碎屑用漏槽521中滑落的电池包碎屑。

[0043]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61前端对称设置有两个

推物用推拉式电磁铁63和两个前端光电传感器64，所述的推物用推拉式电磁铁63上连接有

推板631，推物用推拉式电磁铁63通过推板631将电芯传送带62上的电芯推送到电芯传送带

62中央的位置，辅助第一伸缩式气动夹手66夹取电芯，前端光电传感器用于感应电芯的位

置，辅助第一伸缩式气动夹手66夹取电芯。

[0044]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电芯拆解用支架61后端两侧倾斜设置有

隔板611，防止电芯正极极片掉离电芯传送带62。

[0045] 作为本设计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壳体夹具支架73下端设置有后端光电感

应器731，后端光电感应器731位于第二伸缩式气动夹手74前端，后端光电感应器731用于感

应去除电芯正极极片后的电芯的位置，辅助第二伸缩式气动夹手74精确夹取电芯。

[0046] 本发明的锂电池自动化梯级拆解与回收装置工作时，放置在电池包传送带42上的

电池包2随其运动，CCD相机431采集电池包2图像并判断电池包的结构，然后水平激光切割

器443和竖直激光切割器452对电池包2进行切割，切割过程中竖直切割支架45上端的线性

电机组451带动竖直激光切割器452上下运动，实现竖直方向上的切割，切割后的电池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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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池包传送带42运动并沿着电池包下料滑槽46滑落到电池包碎屑分离用料箱52中，碎屑

分离用电机53带动搅拌棒54旋转，使得电池包碎屑与电芯分离，电池包碎屑沿着电池包碎

屑用漏槽521中滑落被电池包碎屑收集盒56收集；

[0047] 分离出的电芯沿着电芯下料滑槽55滑落到电芯传送带62上随其运动，推物用推拉

式电磁铁63通过推板631将电芯推送到电芯传送带62中央的位置，前端光电传感器感应电

芯的位置，然后第一伸缩式气动夹手66夹住电芯21，电芯拆解用滑台带动电芯正极破碎电

机672前进，电芯正极破碎电机672带动电芯正极破碎盘673转动实现对电芯21正极极片的

破碎，破碎的正极极片与电芯沿着电芯传送带62运动，并沿着正极极片分离用下料滑槽68

滑落，其中破碎的正极极片从极片分离用漏孔中落入正极极片收集盒69中收集；

[0048] 其余部分滑落到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上并运动，后端光电感应器731感应去

除电芯正极极片后的电芯的位置，然后第二伸缩式气动夹手74夹住电芯壳体，负极极片破

碎用滑台带动负极极片破碎电机前进，负极极片破碎电机722带动极片破碎盘673实现对电

芯负极极片的破碎，同时，气动推杆76带动卷芯夹具761前进，卷芯夹具761夹取住卷芯，然

后气动推杆76带动卷芯夹具761后退，卷芯夹具761松开卷芯，卷芯掉落卷芯收集盒77中收

集，剩余的壳体211和电芯负极极片沿着卷芯与壳体分离用传送带运动并沿着壳体分离用

下料滑槽78下滑，电芯负极极片从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上的负极极片漏孔中落下，被负

极极片收集盒710收集，壳体211沿着壳体分离用下料滑槽78下落到壳体收集盒79中被收

集。

[0049] 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

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

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

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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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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