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344109.9

(22)申请日 2020.11.25

(71)申请人 深圳市中基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 518100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

道塘下涌第三工业区桂花路1号B栋1、

2楼,在燕罗街道塘下涌工业大道133

号A1栋一楼、二楼

(72)发明人 王林　汪骑兵　杨文裕　陈智伟　

朱达康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睿博行远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97

代理人 计小玲

(51)Int.Cl.

H01M 50/103(2021.01)

H01M 10/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池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电芯输送机

械手用于将电芯除尘工位上的电芯输送至入壳

工位上；壳体平移机构用于将壳体除尘机构上的

空壳体并输送至壳体输送机构上；壳体平移机构

上的壳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输送至入壳工位上；

入壳工位用于将入壳工位上的电芯推入到入壳

工位上的壳体上；下料机械手用于取出中转平台

上的电池输送。在使用本发明时，该结构能够实

现电池加工的入电芯自动插入壳体、壳体压制成

型、检测、预焊接工艺，极大限度地提高电池的加

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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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有机架台板（6）；所述机

架台板（6）上固定有电芯输送机械手（2）、入壳工位（3）、壳体输送机构（4）、壳体除尘机构

（5）、翻转机构（7）、中转平台（8）、压装机构（9）、检测机构（10）、预焊机构（11）、下料机械手

（13）、同步输送模组（14）、壳体平移机构（17）、中转机械手（18）、后中转平台（19）、用于对电

芯除尘的电芯除尘工位（1）和将电芯输送至电芯除尘工位（1）上的电芯上料机械手（15）；

所述电芯输送机械手（2）用于将电芯除尘工位（1）上的电芯输送至入壳工位（3）上；所

述壳体平移机构（17）用于将壳体除尘机构（5）上的空壳体并输送至壳体输送机构（4）上；所

述壳体平移机构（17）上的壳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4）输送至入壳工位（3）上；

所述入壳工位（3）用于将入壳工位（3）上的电芯推入到入壳工位（3）上的壳体上；所述

入壳工位（3）上插入电芯后的壳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4）输送至翻转机构（7）上；所述翻转

机构（7）用于将从入壳工位（3）输送过来的电池进行翻转；所述中转机械手（18）用于将翻转

机构（7）翻转后的电池输送至前中转平台（8）上；

所述同步输送模组（14）能够实现将前中转平台（8）的电池输送至压装机构（9）上、将压

装机构（9）的电池输送至检测机构（10）、将检测机构（10）上的电池输送至预焊机构（11）上

和将焊机构（11）上的电池输送至后中转平台（19）四个输送动作同步完成；所述下料机械手

（13）用于取出中转平台（19）上的电池输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芯

除尘工位（1）包括有除尘夹具（106）、固定在机架台板（6）上的第一机架（103）和固定在第一

机架（103）上的除尘腔体（101）；所述第一机架（103）上固定有第一导轨（104）；所述除尘夹

具（106）上固定有与第一导轨（104）相匹配的第一滑块（105）；所述第一滑块（105）嵌入到第

一导轨（104）内；所述第一机架（103）上固定有用去驱动除尘夹具（106）运动的第一直线驱

动机构（10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入壳

工位（3）包括有固定在机架台板（6）上的支撑台（303）、固定在支撑台（303）上的定位台

（301）和能在支撑台（303）上滑动的送料推板（306）；所述支撑台（303）上固定有推电芯动力

机构（307）；所述推电芯动力机构（307）用于推动定位台（301）上的电芯插入定位台（301）内

的壳体内；所述定位台（301）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侧压定位气缸（304）；所述侧压定位气缸

（304）上固定有侧压定位板（305）；所述定位台（301）上固定有限位挡板（30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

机构（7）包括有滑动气缸（701）、翻转气缸（705）、滑动架（706）和固定在机架台板（6）上的第

二导轨（702）；所述滑动气缸（701）一端固定在机架台板（6）上；滑动气缸（701）另一端固定

在滑动架（706）上；所述滑动架（706）上固定有与第二导轨（702）相匹配的第二滑块（704）；

所述第二滑块（704）嵌入到第二导轨（702）内；所述滑动架（706）上转动连接有转轴（703）；

转轴（703）的轴身上固定有电池夹持机构（708）；所述电池夹持机构（708）上固定有摆杆

（707）；所述翻转气缸（705）一端与滑动架（706）转动连接；所述翻转气缸（705）另一端与摆

杆（707）相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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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铝壳电池的生产组装过程中，将电池电芯装入方形铝壳壳体的方式通常是

采用操作人员用手工装入或者是直推式入壳的方式。手工入壳方式效率较低，产品合格率

较低，并且人员流动性较大，劳动强度比较高、生产效率低，经营成本较高等缺点；直推式入

壳方式由于是一步将电芯推入方形铝壳，容易损伤电芯的极片，因而会导致电芯短路而报

废，产品品质不易保证，也不便于管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

芯入壳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它包括有机架台板；所述机架台

板上固定有电芯输送机械手、入壳工位、壳体输送机构、壳体除尘机构、翻转机构、中转平

台、压装机构、检测机构、预焊机构、下料机械手、同步输送模组、壳体平移机构、中转机械

手、后中转平台、用于对电芯除尘的电芯除尘工位和将电芯输送至电芯除尘工位上的电芯

上料机械手；

所述电芯输送机械手用于将电芯除尘工位上的电芯输送至入壳工位上；所述壳体平移

机构用于将壳体除尘机构上的空壳体并输送至壳体输送机构上；所述壳体平移机构上的壳

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输送至入壳工位上；

所述入壳工位用于将入壳工位上的电芯推入到入壳工位上的壳体上；所述入壳工位上

插入电芯后的壳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输送至翻转机构上；所述翻转机构用于将从入壳工位

输送过来的电池进行翻转；所述中转机械手用于将翻转机构翻转后的电池输送至前中转平

台上；

所述同步输送模组能够实现将前中转平台的电池输送至压装机构上、将压装机构的电

池输送至检测机构、将检测机构上的电池输送至预焊机构上和将焊机构上的电池输送至后

中转平台四个输送动作同步完成；所述下料机械手用于取出中转平台上的电池输送。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电芯除尘工位包括有除尘夹具、固定在机架台板上的第一机架和

固定在第一机架上的除尘腔体；所述第一机架上固定有第一导轨；所述除尘夹具上固定有

与第一导轨相匹配的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块嵌入到第一导轨内；所述第一机架上固定有

用去驱动除尘夹具运动的第一直线驱动机构。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入壳工位包括有固定在机架台板上的支撑台、固定在支撑台上的

定位台和能在支撑台上滑动的送料推板；所述支撑台上固定有推电芯动力机构；所述推电

芯动力机构用于推动定位台上的电芯插入定位台内的壳体内；所述定位台的左右两侧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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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侧压定位气缸；所述侧压定位气缸上固定有侧压定位板；所述定位台上固定有限位挡

板。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翻转机构包括有滑动气缸、翻转气缸、滑动架和固定在机架台板上

的第二导轨；所述滑动气缸一端固定在机架台板上；滑动气缸另一端固定在滑动架上；所述

滑动架上固定有与第二导轨相匹配的第二滑块；所述第二滑块嵌入到第二导轨内；所述滑

动架上转动连接有转轴；转轴的轴身上固定有电池夹持机构；所述电池夹持机构上固定有

摆杆；所述翻转气缸一端与滑动架转动连接；所述翻转气缸另一端与摆杆相铰接。

[0008]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发明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

芯入壳机，机架台板上固定有电芯输送机械手、入壳工位、壳体输送机构、壳体除尘机构、翻

转机构、中转平台、压装机构、检测机构、预焊机构、下料机械手、同步输送模组、壳体平移机

构、中转机械手、后中转平台、用于对电芯除尘的电芯除尘工位和将电芯输送至电芯除尘工

位上的电芯上料机械手；电芯输送机械手用于将电芯除尘工位上的电芯输送至入壳工位

上；壳体平移机构用于将壳体除尘机构上的空壳体并输送至壳体输送机构上；壳体平移机

构上的壳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输送至入壳工位上；入壳工位用于将入壳工位上的电芯推入

到入壳工位上的壳体上；入壳工位上插入电芯后的壳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输送至翻转机构

上；翻转机构用于将从入壳工位输送过来的电池进行翻转；中转机械手用于将翻转机构翻

转后的电池输送至前中转平台上；同步输送模组能够实现将前中转平台的电池输送至压装

机构上、将压装机构的电池输送至检测机构、将检测机构上的电池输送至预焊机构上和将

焊机构上的电池输送至后中转平台四个输送动作同步完成；下料机械手用于取出中转平台

上的电池输送。在使用本发明时，第一、电芯上料机械手先夹持一块电芯进行检测，不合格

产电芯放置在NG电芯皮带线上，将合格电芯输送至电芯除尘工位上，同时人工用手推车将

每层都装满铝壳的三层托盘的推送到壳体堆叠机构上，每层托盘铝壳通过壳体堆叠机构上

的升降组件上升到壳体堆叠机构的下机架组件上；龙门机械手逐个抓取下机架组件的铝壳

移至到铝壳除尘机上，进行除尘处理；第二、除尘后的壳体通过壳体平移机构输送至壳体输

送机构的正下方，通过壳体输送机构把壳体平移机构上的壳体抓取至入壳工位上；同时电

芯输送机械手将电芯除尘工位上的电芯输送至入壳工位上；第三、入壳工位将电芯推入到

壳体的内部后成为电池，由壳体输送机构将电池输送至翻转机构处；第四、翻转机构将水平

放置的电池翻转至壳体开口朝上设置，并且中转机械手将翻转后的电池从翻转机构转移到

前中转平台上，前中转平台重新对电池定位；在中转机械手输送过程中根据同步输送模组

的夹爪方向进行调整电池的方向。第五、同步输送模组的第一个夹爪将前中转平台上定位

后的电池输送至压装机构上，电池通过压装机构对电池上壳体的开口端面压制成型；第六、

同步输送模组的第二个夹爪将压装机构上压制成型后的电池输送至检测机构上，通过检测

机构对电池进行电性能检测；第七、同步输送模组的第三个夹爪将检测机构上检测完毕后

的电池输送至预焊机构上，通过预焊机构对电池顶盖进行预焊处理；第八、同步输送模组的

第四个夹爪将预焊机构上的电池输送至后中转平台上；第九、下料机械手将后中转平台上

的电池取出，并进行检测，将不合格产品输送至NG电池皮带线，将合格的产品输送至合格输

送线上；该结构能够实现电池加工的入电芯自动插入壳体、壳体压制成型、检测、预焊接工

艺，极大限度地提高电池的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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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图；

图2是本发明中拆出堆叠工位后的俯视图；

图3是本发明拆出堆叠工位后的立体图；

图4是电芯除尘工位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入壳工位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翻转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压装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检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预焊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10是同步输送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标记说明：

1、电芯除尘工位；101、除尘腔体；102、第一直线驱动机构；

103、第一机架；104、第一导轨；105、第一滑块；106、除尘夹具；

2、电芯输送机械手；

3、入壳工位；301、定位台；302、限位挡板；303、支撑台；

304、侧压定位气缸；305、侧压定位板；306、送料推板；

307、推电芯动力机构；

4、壳体输送机构；5、壳体除尘机构；6、机架台板；

7、翻转机构；701、滑动气缸；702、第二导轨；703、转轴；

704、第二滑块；705、翻转气缸；706、滑动架；707、摆杆；

708、电池夹持机构；

8、前中转平台；9、压装机构；10、检测机构；11、预焊机构；

12、NG电池皮带线；13、下料机械手；14、同步输送模组；

15、电芯上料机械手；16、NG电芯皮带线；17、壳体平移机构；

18、中转机械手；19、后中转平台；20、龙门机械手；21、壳体堆叠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1] 如图1至10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全自动方形铝壳电池电芯入壳机，它包括有机

架台板6；所述机架台板6上固定有电芯输送机械手2、入壳工位3、壳体输送机构4、壳体除尘

机构5、翻转机构7、中转平台8、压装机构9、检测机构10、预焊机构11、下料机械手13、同步输

送模组14、壳体平移机构17、中转机械手18、后中转平台19、用于对电芯除尘的电芯除尘工

位1和将电芯输送至电芯除尘工位1上的电芯上料机械手15；壳体输送机构4、壳体除尘机构

5、下料机械手13和电芯输送机械手2均与现有技术无本质区别，故此不详说；压装机构9用

于对电池壳体压合成型、检测机构10用于检测电池电性能以及预焊机构11用于焊接电池盖

的位置，这三个结构均与现有技术无本质区别，故此不详说；壳体平移机构17为能够水平运

动的机构，与现有技术无本质区别，故此不详说；

所述电芯输送机械手2用于将电芯除尘工位1上的电芯输送至入壳工位3上；所述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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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机构17用于将壳体除尘机构5上的空壳体并输送至壳体输送机构4上；所述壳体平移机

构17上的壳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4输送至入壳工位3上；

所述入壳工位3用于将入壳工位3上的电芯推入到入壳工位3上的壳体上；所述入壳工

位3上插入电芯后的壳体通过壳体输送机构4输送至翻转机构7上；电芯插入壳体后成为电

池；所述翻转机构7用于将从入壳工位3输送过来的电池进行翻转；所述中转机械手18用于

将翻转机构7翻转后的电池输送至前中转平台8上；前中转平台8上设置有多个气缸，多个气

缸作用与电池上，用于对电池在中转机械手18上定位；

所述同步输送模组14能够实现将前中转平台8的电池输送至压装机构9上、将压装机构

9的电池输送至检测机构10、将检测机构10上的电池输送至预焊机构11上和将焊机构11上

的电池输送至后中转平台19四个输送动作同步完成；所述下料机械手13用于取出中转平台

19上的电池输送；同步输送模组14上均匀排列有四个夹爪，且同步输送模组14能够对四个

夹爪实现同步升降和水平运动；

第一、电芯上料机械手15先夹持一块电芯进行检测，不合格产电芯放置在NG电芯皮带

线16上，将合格电芯输送至电芯除尘工位1上，同时人工用手推车将每层都装满铝壳的三层

托盘的推送到壳体堆叠机构21上，每层托盘铝壳通过壳体堆叠机构21上的升降组件上升到

壳体堆叠机构21的下机架组件上；龙门机械手20逐个抓取下机架组件的铝壳移至到铝壳除

尘机上；其中壳体堆叠机构21用于排列壳体，与现有技术无本质区别，故此不详说；

第二、除尘后的壳体通过壳体平移机构17输送至壳体输送机构4的正下方，通过壳体输

送机构4把壳体平移机构17上的壳体抓取至入壳工位3上；同时电芯输送机械手2将电芯除

尘工位1上的电芯输送至入壳工位3上；

第三、入壳工位3将电芯推入到壳体的内部后成为电池，由壳体输送机构4将电池输送

至翻转机构7处；

第四、翻转机构7将水平放置的电池翻转至壳体开口朝上设置，并且中转机械手18将翻

转后的电池从翻转机构7转移到前中转平台8上，前中转平台8重新对电池定位；在中转机械

手18输送过程中根据同步输送模组14的夹爪方向进行调整电池的方向。

[0012] 第五、同步输送模组14的第一个夹爪将前中转平台8上定位后的电池输送至压装

机构9上，电池通过压装机构9对电池上壳体的开口端面压制成型；

第六、同步输送模组14的第二个夹爪将压装机构9上压制成型后的电池输送至检测机

构10上，通过检测机构10对电池进行电性能检测；

第七、同步输送模组14的第三个夹爪将检测机构10上检测完毕后的电池输送至预焊机

构11上，通过预焊机构11对电池顶盖进行预焊处理；

第八、同步输送模组14的第四个夹爪将预焊机构11上的电池输送至后中转平台19上；

第九、下料机械手13将后中转平台19上的电池取出，并进行检测，将不合格产品输送至

NG电池皮带线12，将合格的产品输送至合格输送线上；

该结构能够实现电池加工的入电芯自动插入壳体、壳体压制成型、检测、预焊接工艺，

极大限度地提高电池的加工效率。

[0013] 如图3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电芯除尘工位1包括有除尘夹具

106、固定在机架台板6上的第一机架103和固定在第一机架103上的除尘腔体101；所述第一

机架103上固定有第一导轨104；所述除尘夹具106上固定有与第一导轨104相匹配的第一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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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105；所述第一滑块105嵌入到第一导轨104内；所述第一机架103上固定有用去驱动除尘

夹具106运动的第一直线驱动机构102；第一直线驱动机构102与现有技术无本质区别，故此

不详说；电芯通过电芯上料机械手15输送至除尘夹具106上，通过除尘夹具106夹持固定电

芯；然后第一直线驱动机构102带动除尘夹具106和电芯一并运动至除尘腔体101，通过除尘

腔体101进行除尘后，第一直线驱动机构102带动除尘夹具106和被除尘后的电芯一并运动

复位。

[0014] 如图4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入壳工位3包括有固定在机架台板6

上的支撑台303、固定在支撑台303上的定位台301和能在支撑台303上滑动的送料推板306；

所述支撑台303上固定有推电芯动力机构307；所述推电芯动力机构307用于推动定位台301

上的电芯插入定位台301内的壳体内；所述定位台301的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侧压定位气缸

304；所述侧压定位气缸304上固定有侧压定位板305；所述定位台301上固定有限位挡板

302；推电芯动力机构307与现有技术无本质区别，故此不详说；电芯输送机械手2将电芯输

送至入壳工位3上的定位台301以及壳体输送机构4将壳体输送至定位台301上，两侧的侧压

定位气缸304推动侧压定位板305对电芯定位，使得电芯对准壳体的开口方向；推电芯动力

机构307带动送料推板306推动电芯往壳体方向运动，结合限位挡板302用于对壳体的限位，

把电芯推入到壳体内部。

[0015] 如图5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翻转机构7包括有滑动气缸701、翻

转气缸705、滑动架706和固定在机架台板6上的第二导轨702；所述滑动气缸701一端固定在

机架台板6上；滑动气缸701另一端固定在滑动架706上；所述滑动架706上固定有与第二导

轨702相匹配的第二滑块704；所述第二滑块704嵌入到第二导轨702内；所述滑动架706上转

动连接有转轴703；转轴703的轴身上固定有电池夹持机构708；所述电池夹持机构708上固

定有摆杆707；所述翻转气缸705一端与滑动架706转动连接；所述翻转气缸705另一端与摆

杆707相铰接；滑动气缸701带动滑动架706在第二导轨702上滑动，电池夹持机构708在向壳

体输送机构4上抓取有带电芯的壳体方向滑动时，电池夹持机构708的开口是呈水平设置，

当电池被插入到电池夹持机构708后，缩回至中转机械手18的正下方，翻转气缸705启动，带

动电池夹持机构708和电池一起绕转轴703的轴心转动，直到电池壳体的开口呈朝上设置。

[0016] 在使用本发明时，

第一、电芯上料机械手先夹持一块电芯进行检测，不合格产电芯放置在NG电芯皮带线

上，将合格电芯通过电芯上料机械手输送至除尘夹具上，通过除尘夹具夹持固定电芯；然后

第一直线驱动机构带动除尘夹具和电芯一并运动至除尘腔体，通过除尘腔体进行除尘，同

时人工用手推车将每层都装满铝壳的三层托盘的推送到壳体堆叠机构上，每层托盘铝壳通

过壳体堆叠机构上的升降组件上升到壳体堆叠机构的下机架组件上；龙门机械手逐个抓取

下机架组件的铝壳移至到铝壳除尘机上；

第二、除尘后的壳体通过壳体平移机构输送至壳体输送机构的正下方，通过壳体输送

机构把壳体平移机构上的壳体抓取至入壳工位上；同时电芯输送机械手将电芯除尘工位上

的电芯输送至入壳工位上；

第三、电芯输送机械手将电芯输送至入壳工位上的定位台以及壳体输送机构将壳体输

送至定位台上，两侧的侧压定位气缸推动侧压定位板对电芯定位，使得电芯对准壳体的开

口方向；推电芯动力机构带动送料推板推动电芯往壳体方向运动，结合限位挡板用于对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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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限位，把电芯推入到壳体内部后成为电池，由壳体输送机构将电池输送至翻转机构处；

第四、滑动气缸带动滑动架在第二导轨上滑动，电池夹持机构在向壳体输送机构上抓

取有带电芯的壳体方向滑动时，电池夹持机构的开口是呈水平设置，当电池被插入到电池

夹持机构后，缩回至中转机械手的正下方，翻转气缸启动，带动电池夹持机构和电池一起绕

转轴的轴心转动，直到电池壳体的开口呈朝上设置；并且中转机械手将翻转后的电池从翻

转机构转移到前中转平台上，前中转平台重新对电池定位；在中转机械手输送过程中根据

同步输送模组的夹爪方向进行调整电池的方向。

[0017] 第五、同步输送模组的第一个夹爪将前中转平台上定位后的电池输送至压装机构

上，电池通过压装机构对电池上壳体的开口端面压制成型。

[0018] 第六、同步输送模组的第二个夹爪将压装机构上压制成型后的电池输送至检测机

构上，通过检测机构对电池进行电性能检测。

[0019] 第七、同步输送模组的第三个夹爪将检测机构上检测完毕后的电池输送至预焊机

构上，通过预焊机构对电池顶盖进行预焊处理。

[0020] 第八、同步输送模组的第四个夹爪将预焊机构上的电池输送至后中转平台上。

[0021] 第九、下料机械手将后中转平台上的电池取出，并进行检测，将不合格产品输送至

NG电池皮带线，将合格的产品输送至合格输送线上。该结构能够实现电池加工的入电芯自

动插入壳体、壳体压制成型、检测、预焊接工艺，极大限度地提高电池的加工效率。

[002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所述的构造、

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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