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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池生产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尤

其涉及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包括进料

输送带与出料输送带，进料输送带与出料输送带

之间设置有上料装置，出料输送带的旁侧设置有

烘烤箱库位，烘烤箱库位设置有物料移载装置，

物料移载装置的下方并排设置有若干个真空加

热烘箱，物料移载装置包括安装框架，安装框架

的一侧设置有第一直线模组，第一直线模组驱动

连接有电池夹取机械手，安装框架的另一侧设置

有门夹取机械手，安装框架的底部设置有电机，

电机的输出端连接有齿轮，烘烤箱库位固定设置

有导柱，导柱的外侧设置有齿条，安装框架的底

部还设置有移动块。实现全自动化电池快速上料

与烘烤工作，节能降耗，提高日常维护修理的便

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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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料输送带与出料输送带，所述进

料输送带与出料输送带之间设置有上料装置，所述出料输送带的旁侧设置有烘烤箱库位，

所述烘烤箱库位设置有物料移载装置，所述物料移载装置的下方并排设置有若干个真空加

热烘箱，所述物料移载装置包括安装框架，所述安装框架的一侧设置有第一直线模组，所述

第一直线模组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电池夹取机械手，所述安装框架的另一侧设置有门

夹取机械手，所述安装框架的底部设置有电机，所述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齿轮，所

述烘烤箱库位固定设置有导柱，所述导柱的外侧设置有与齿轮啮合连接的齿条，所述安装

框架的底部还设置有与导柱滑动连接的移动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夹取机

械手包括安装板，所述安装板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

连接有第一主动轮，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旁侧设置有第一丝杠，所述第一丝杠螺纹连接有

第一螺母座，所述第一丝杠的端部设置有第一从动轮，所述第一主动轮与第一从动轮之间

连接有第一传动带，所述第一螺母座连接有第一安装架，所述第一安装架内并排设置有若

干个第一夹料气缸，所述第一夹料气缸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一夹爪，所述安装板固

定设置有第一导轨，所述第一安装架设置有与第一导轨滑动连接的第一滑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门夹取机械

手包括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二主动轮，所述第二

驱动电机的旁侧设置有第二丝杠，所述第二丝杠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母座，所述第二丝杠的

端部设置有第二从动轮，所述第二主动轮与第二从动轮之间连接有第二传动带，所述第二

螺母座连接有移动板，所述安装框架的外侧固定设置有第二导轨，所述移动板设置有与第

二导轨滑动连接的第二滑块，所述移动板的两端均设置有驱动气缸，所述驱动气缸的输出

端连接有夹持板，所述移动板固定设置有第三导轨，所述夹持板设置有与第三导轨滑动连

接的第三滑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加热烘

箱的顶部设置有密封门，所述真空加热烘箱的内侧壁与底部均设置有发热板,所述真空加

热烘箱内设置有方架，所述方架内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隔热板，所述真空加热烘箱的外侧壁

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加强筋，所述真空加热烘箱的外侧壁还设置有真空计、真空挡板阀与航

空插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输送带

与出料输送带结构相同，所述进料输送带包括底架，所述底架设置有运输带，所述运输带的

下方设置有第三驱动电机，所述第三驱动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机构与运输带连接，所述运

输带的两侧均设置有若干个调节杆，所述调节杆的端部连接有调节板，所述调节板均匀设

置有若干个导向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包

括上料平台，所述上料平台设置有上料机械手，所述上料机械手的旁侧设置有电池放置架，

所述上料平台的一侧横向设置有第二直线模组，所述上料平台的另一侧设置有第四导轨，

所述第二直线模组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移动架，所述移动架设置有与第四导轨滑动连

接的第四滑块，所述移动架纵向设置有第三直线模组，所述第三直线模组的动力输出端驱

动连接有第二安装架，所述第二安装架内并排设置有若干个第二夹料气缸，所述第二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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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二夹爪。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平台的

旁侧设置有升降立架，所述升降立架的顶端平行设置有第四驱动电机与第五驱动电机，所

述第四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三丝杠，所述第三丝杠螺纹连接有第三螺母

座，所述第五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四丝杠，所述第四丝杠螺纹连接有第四

螺母座，所述第三螺母座与第四螺母座连接有升降座，所述升降立架的两侧内壁均设置有

第五导轨，所述升降座的两侧外壁均设置有与第五导轨滑动连接的第五滑块，所述升降立

架的底部设置有弹簧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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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生产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锂电池以其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好、能量密度高、放电过程稳定、绿色环保无污

染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移动电源、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风力发电

系统、移动通讯基站以及应急照明设备等多种领域。现有的锂电池烘干工艺是将待烘烤的

锂电池先运送至预热炉中进行快速加热，再通过搬运小车将锂电池送入到真空干燥房中进

行抽真空并加热烘烤，烘烤操作复杂繁琐且耗时长，导致搬运小车在搬运锂电池的过程中

因长时间接触外界的空气、水蒸气与杂质，容易对锂电池造成污染，而且真空干燥房是个体

积巨大的干燥器，占地空间大，资源消耗大，生产成本高，日常维护修理不方便，一旦出现故

障问题，将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实

现全自动化电池快速上料与烘烤工作，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日常维护修理的便捷

性。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包括进料输送带与出

料输送带，所述进料输送带与出料输送带之间设置有上料装置，所述出料输送带的旁侧设

置有烘烤箱库位，所述烘烤箱库位设置有物料移载装置，所述物料移载装置的下方并排设

置有若干个真空加热烘箱，所述物料移载装置包括安装框架，所述安装框架的一侧设置有

第一直线模组，所述第一直线模组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电池夹取机械手，所述安装框

架的另一侧设置有门夹取机械手，所述安装框架的底部设置有电机，所述电机的动力输出

端驱动连接有齿轮，所述烘烤箱库位固定设置有导柱，所述导柱的外侧设置有与齿轮啮合

连接的齿条，所述安装框架的底部还设置有与导柱滑动连接的移动块。

[0005] 优选的，所述电池夹取机械手包括安装板，所述安装板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所述

第一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一主动轮，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旁侧设置有第一

丝杠，所述第一丝杠螺纹连接有第一螺母座，所述第一丝杠的端部设置有第一从动轮，所述

第一主动轮与第一从动轮之间连接有第一传动带，所述第一螺母座连接有第一安装架，所

述第一安装架内并排设置有若干个第一夹料气缸，所述第一夹料气缸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

接有第一夹爪，所述安装板固定设置有第一导轨，所述第一安装架设置有与第一导轨滑动

连接的第一滑块。

[0006] 优选的，所述门夹取机械手包括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

驱动连接有第二主动轮，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的旁侧设置有第二丝杠，所述第二丝杠螺纹连

接有第二螺母座，所述第二丝杠的端部设置有第二从动轮，所述第二主动轮与第二从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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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连接有第二传动带，所述第二螺母座连接有移动板，所述安装框架的外侧固定设置有

第二导轨，所述移动板设置有与第二导轨滑动连接的第二滑块，所述移动板的两端均设置

有驱动气缸，所述驱动气缸的输出端连接有夹持板，所述移动板固定设置有第三导轨，所述

夹持板设置有与第三导轨滑动连接的第三滑块。

[0007] 优选的，所述真空加热烘箱的顶部设置有密封门，所述真空加热烘箱的内侧壁与

底部均设置有发热板,所述真空加热烘箱内设置有方架，所述方架内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隔

热板，所述真空加热烘箱的外侧壁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加强筋，所述真空加热烘箱的外侧壁

还设置有真空计、真空挡板阀与航空插头。

[0008] 优选的，所述进料输送带与出料输送带结构相同，所述进料输送带包括底架，所述

底架设置有运输带，所述运输带的下方设置有第三驱动电机，所述第三驱动电机通过同步

带传动机构与运输带连接，所述运输带的两侧均设置有若干个调节杆，所述调节杆的端部

连接有调节板，所述调节板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导向轮。

[0009] 优选的，所述上料装置包括上料平台，所述上料平台设置有上料机械手，所述上料

机械手的旁侧设置有电池放置架，所述上料平台的一侧横向设置有第二直线模组，所述上

料平台的另一侧设置有第四导轨，所述第二直线模组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移动架，所

述移动架设置有与第四导轨滑动连接的第四滑块，所述移动架纵向设置有第三直线模组，

所述第三直线模组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二安装架，所述第二安装架内并排设置有若

干个第二夹料气缸，所述第二夹料气缸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二夹爪。

[0010] 优选的，所述上料平台的旁侧设置有升降立架，所述升降立架的顶端平行设置有

第四驱动电机与第五驱动电机，所述第四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三丝杠，所

述第三丝杠螺纹连接有第三螺母座，所述第五驱动电机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四丝

杠，所述第四丝杠螺纹连接有第四螺母座，所述第三螺母座与第四螺母座连接有升降座，所

述升降立架的两侧内壁均设置有第五导轨，所述升降座的两侧外壁均设置有与第五导轨滑

动连接的第五滑块，所述升降立架的底部设置有弹簧缓冲器。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包括进料输送带与

出料输送带，所述进料输送带与出料输送带之间设置有上料装置，所述出料输送带的旁侧

设置有烘烤箱库位，所述烘烤箱库位设置有物料移载装置，所述物料移载装置的下方并排

设置有若干个真空加热烘箱，所述物料移载装置包括安装框架，所述安装框架的一侧设置

有第一直线模组，所述第一直线模组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电池夹取机械手，所述安装

框架的另一侧设置有门夹取机械手，所述安装框架的底部设置有电机，所述电机的动力输

出端驱动连接有齿轮，所述烘烤箱库位固定设置有导柱，所述导柱的外侧设置有与齿轮啮

合连接的齿条，所述安装框架的底部还设置有与导柱滑动连接的移动块。

[0012] 工作时，通过进料输送带运送锂电池至上料装置，上料装置将锂电池自动上料至

烘烤箱库位，物料移载装置的第一直线模组驱动电池夹取机械手做水平移动，进而从上料

装置夹取锂电池，接着设置于安装框架底部的电机驱动齿轮转动，齿轮与固定安装于导柱

外侧的齿条啮合传动，进而驱动安装框架通过移动块沿着导柱滑动，实现安装框架自由移

动于多个独立并排设置的真空加热烘箱的上方，设置于安装框架另一侧的门夹取机械手夹

取提起位于真空加热烘箱顶部的门，再通过电池夹取机械手将锂电池放置到真空加热烘箱

的内部，待锂电池摆放填满整个真空加热烘箱时，门夹取机械手为真空加热烘箱盖好并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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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真空加热烘箱对锂电池进行真空烘烤工作，紧接着物料移载装置按照以上操作步骤

对其他多个真空加热烘箱进行锂电池的上料工作，最后门夹取机械手依次夹取提起真空加

热烘箱的门，电池夹取机械手夹取已经完成自动烘烤工作的锂电池并移动至上料装置，通

过上料装置运送锂电池至出料输送带以完成自动出料操作，根据实际工作需求来设置烘烤

箱库位的长度与叠加层数，每层均设置有物料移载装置来进行取放真空加热烘箱的门以及

取放锂电池，烘烤箱库位能够科学统筹管理多个真空加热烘箱中锂电池的发放与运输，智

能化程度高，多个真空加热烘箱并排独立放置，工作时互不影响干扰，方便安装拆卸以及故

障维修。本发明实现全自动化电池快速上料与烘烤工作，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日

常维护修理的便捷性。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进料输送带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上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升降立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物料移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图5中A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物料移载装置另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为本发明真空加热烘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包括：

1——进料输送带         10——底架              11——运输带

12——第三驱动电机      13——调节杆            14——调节板

15——导向轮

2——出料输送带

3——上料装置           30——上料平台          31——上料机械手

32——电池放置架        33——第二直线模组      34——第四导轨

35——移动架            36——第四滑块          37——第三直线模组

38——第二安装架        39——第二夹料气缸      310——第二夹爪

311——升降立架         3110——第四驱动电机    3111——第五驱动电机

3112——第三丝杠        3113——第三螺母座      3114——第四丝杠

3115——第四螺母座      3116——升降座          3117——第五导轨

3118——第五滑块        3119——弹簧缓冲器

4——烘烤箱库位

5——物料移载装置       50——安装框架          51——第一直线模组

52——电池夹取机械手    520——安装板           521——第一驱动电机

522——第一主动轮       523——第一丝杠         524——第一螺母座

525——第一从动轮       526——第一传动带       527——第一安装架

528——第一夹料气缸     529——第一夹爪         5210——第一导轨

5211——第一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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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门夹取机械手      530——第二驱动电机     531——第二主动轮

532——第二丝杠         533——第二螺母座       534——第二从动轮

535——第二传动带       536——移动板           537——第二导轨

538——第二滑块         539——驱动气缸         5310——夹持板

5311——第三导轨        5312——第三滑块

54——电机              55——齿轮              56——移动块

6——真空加热烘箱       60——密封门            61——发热板

62——方架              63——隔热板            64——加强筋

65——真空计            66——真空挡板阀       67——航空插头

7——导柱               8——齿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3]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大型全自动电池烘烤设备，包括进料输送带1与出

料输送带2，所述进料输送带1与出料输送带2之间设置有上料装置3，所述出料输送带2的旁

侧设置有烘烤箱库位4，所述烘烤箱库位4设置有物料移载装置5，所述物料移载装置5的下

方并排设置有若干个真空加热烘箱6，所述物料移载装置5包括安装框架50，所述安装框架

50的一侧设置有第一直线模组51，所述第一直线模组51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电池夹取

机械手52，所述安装框架50的另一侧设置有门夹取机械手53，所述安装框架50的底部设置

有电机54，所述电机54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齿轮55，所述烘烤箱库位4固定设置有导柱

7，所述导柱7的外侧设置有与齿轮55啮合连接的齿条8，所述安装框架50的底部还设置有与

导柱7滑动连接的移动块56。

[0024] 工作时，通过进料输送带1运送锂电池至上料装置3，上料装置3将锂电池自动上料

至烘烤箱库位4，物料移载装置5的第一直线模组51驱动电池夹取机械手52做水平移动，进

而从上料装置3夹取锂电池，接着设置于安装框架50底部的电机54驱动齿轮55转动，齿轮55

与固定安装于导柱7外侧的齿条8啮合传动，进而驱动安装框架50通过移动块56沿着导柱7

滑动，实现安装框架50自由移动于多个独立并排设置的真空加热烘箱6的上方，设置于安装

框架50另一侧的门夹取机械手53夹取提起位于真空加热烘箱6顶部的门，再通过电池夹取

机械手52将锂电池放置到真空加热烘箱6的内部，待锂电池摆放填满整个真空加热烘箱6

时，门夹取机械手53为真空加热烘箱6盖好并锁上门，真空加热烘箱6对锂电池进行真空烘

烤工作，紧接着物料移载装置5按照以上操作步骤对其他多个真空加热烘箱6进行锂电池的

上料工作，最后门夹取机械手53依次夹取提起真空加热烘箱6的门，电池夹取机械手52夹取

已经完成自动烘烤工作的锂电池并移动至上料装置3，通过上料装置3运送锂电池至出料输

送带2以完成自动出料操作，根据实际工作需求来设置烘烤箱库位4的长度与叠加层数，每

层均设置有物料移载装置5来进行取放真空加热烘箱6的门以及取放锂电池，烘烤箱库位4

能够科学统筹管理多个真空加热烘箱6中锂电池的发放与运输，智能化程度高，多个真空加

热烘箱6并排独立放置，工作时互不影响干扰，方便安装拆卸以及故障维修。本发明实现全

自动化电池快速上料与烘烤工作，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日常维护修理的便捷性。

[0025] 如图1、图5和图6所示，本实施例的电池夹取机械手52包括安装板520，所述安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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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设置有第一驱动电机521，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21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一主动轮

522，所述第一驱动电机521的旁侧设置有第一丝杠523，所述第一丝杠523螺纹连接有第一

螺母座524，所述第一丝杠523的端部设置有第一从动轮525，所述第一主动轮522与第一从

动轮525之间连接有第一传动带526，所述第一螺母座524连接有第一安装架527，所述第一

安装架527内并排设置有若干个第一夹料气缸528，所述第一夹料气缸528的动力输出端驱

动连接有第一夹爪529，所述安装板520固定设置有第一导轨5210，所述第一安装架527设置

有与第一导轨5210滑动连接的第一滑块5211。具体地，第一驱动电机521驱动第一主动轮

522转动，第一主动轮522与第一从动轮525之间通过第一传动带526传递动力，第一从动轮

525带动第一丝杠523转动，进而带动第一螺母座524向下移动，与第一螺母座524连接的第

一安装架527通过第一滑块5211沿着第一导轨5210向下滑动，第一安装架527内并排设置有

多个第一夹料气缸528，第一夹料气缸528驱动第一夹爪529夹持锂电池放置到真空加热烘

箱6的内部进行锂电池烘烤操作，结构紧凑，传动效率高，工作稳定可靠。

[0026] 如图5和图7所示，本实施例的门夹取机械手53包括第二驱动电机530，所述第二驱

动电机530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二主动轮531，所述第二驱动电机530的旁侧设置有

第二丝杠532，所述第二丝杠532螺纹连接有第二螺母座533，所述第二丝杠532的端部设置

有第二从动轮534，所述第二主动轮531与第二从动轮534之间连接有第二传动带535，所述

第二螺母座533连接有移动板536，所述安装框架50的外侧固定设置有第二导轨537，所述移

动板536设置有与第二导轨537滑动连接的第二滑块538，所述移动板536的两端均设置有驱

动气缸539，所述驱动气缸539的输出端连接有夹持板5310，所述移动板536固定设置有第三

导轨5311，所述夹持板5310设置有与第三导轨5311滑动连接的第三滑块5312。具体地，第二

驱动电机530驱动第二主动轮531转动，第二主动轮531与第二从动轮534之间通过第二传动

带535传递动力，第二从动轮534带动第二丝杠532转动，进而带动第二螺母座533向下移动，

与第二螺母座533连接的移动板536通过第二滑块538沿着第二导轨537向下滑动，设置于移

动板536两端的驱动气缸539驱动夹持板5310做伸缩动作以取放真空加热烘箱6的门，同时

与夹持板5310连接的第三滑块5312沿着第三导轨5311做水平滑动，移动平稳，承载性能好。

[0027] 如图5和图8所示，本实施例的真空加热烘箱6的顶部设置有密封门60，所述真空加

热烘箱6的内侧壁与底部均设置有发热板61,所述真空加热烘箱6内设置有方架62，所述方

架62内间隔设置有若干个隔热板63，所述真空加热烘箱6的外侧壁均匀设置有若干个加强

筋64，所述真空加热烘箱6的外侧壁还设置有真空计65、真空挡板阀66与航空插头67。具体

地，电池夹取机械手52根据电池的不同类型与大小分别放置到方架62内的多个隔热板63或

者直接放置到发热板61的外表面，方架62内的多个隔热板63配合底部接触式发热板61适用

于烘烤软包锂电池、方形铝电池与圆柱铝电池，底部接触式发热板61配合内侧壁接触式发

热板61适用于烘烤方形铝电池与圆柱铝电池，门夹取机械手53夹取并盖上密封门60之后，

发热板61开始加热，真空计65与真空挡板阀66相互配合能够对真空加热烘箱6内部抽真空，

实现锂电池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烘烤。均匀设置于真空加热烘箱6外侧壁的多个加强筋64能

够提高真空加热烘箱6的整体结构稳定性以及防撞缓冲性能，航空插头67设置于真空加热

烘箱6的外侧壁用于连接外部电源。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进料输送带1与出料输送带2结构相同，所述进料输

送带1包括底架10，所述底架10设置有运输带11，所述运输带11的下方设置有第三驱动电机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0094941 A

8



12，所述第三驱动电机12通过同步带传动机构与运输带11连接，所述运输带11的两侧均设

置有若干个调节杆13，所述调节杆13的端部连接有调节板14，所述调节板14均匀设置有若

干个导向轮15。具体地，第三驱动电机12通过同步带传动机构驱动运输带11运作，通过调节

运输带11两侧的多个调节杆13之间的距离，均匀设置于调节板14的多个导向轮15接触贴合

锂电池的外表面，实现导向运送不同规格尺寸的锂电池。

[0029] 如图1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上料装置3包括上料平台30，所述上料平台30设置有

上料机械手31，所述上料机械手31的旁侧设置有电池放置架32，所述上料平台30的一侧横

向设置有第二直线模组33，所述上料平台30的另一侧设置有第四导轨34，所述第二直线模

组33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移动架35，所述移动架35设置有与第四导轨34滑动连接的第

四滑块36，所述移动架35纵向设置有第三直线模组37，所述第三直线模组37的动力输出端

驱动连接有第二安装架38，所述第二安装架38内并排设置有若干个第二夹料气缸39，所述

第二夹料气缸39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二夹爪310。具体地，上料机械手31从进料输送

带1夹取锂电池并放置到电池放置架32，接着第二直线模组33驱动移动架35移动，移动架35

通过第四滑块36沿着第四导轨34滑动，移动架35带动第三直线模组37到达电池放置架32的

正上方，第三直线模组37驱动第二安装架38向下移动，第二安装架38内并排设置有多个第

二夹料气缸39，第二夹料气缸39驱动第二夹爪310从电池放置架32夹取电池，结构设计合

理，占地空间小，电池上料效率高。

[0030] 如图1、图3和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上料平台30的旁侧设置有升降立架311，所述升

降立架311的顶端平行设置有第四驱动电机3110与第五驱动电机3111，所述第四驱动电机

3110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三丝杠3112，所述第三丝杠3112螺纹连接有第三螺母座

3113，所述第五驱动电机3111的动力输出端驱动连接有第四丝杠3114，所述第四丝杠3114

螺纹连接有第四螺母座3115，所述第三螺母座3113与第四螺母座3115连接有升降座3116，

所述升降立架311的两侧内壁均设置有第五导轨3117，所述升降座3116的两侧外壁均设置

有与第五导轨3117滑动连接的第五滑块3118，所述升降立架311的底部设置有弹簧缓冲器

3119。具体地，第四驱动电机3110驱动第三丝杠3112转动进而带动第三螺母座3113做升降

移动，第五驱动电机3111驱动第四丝杠3114转动进而带动第四螺母座3115做升降移动，第

三螺母座3113与第四螺母座3115分别连接于升降座3116的左右两侧，升降座3116通过第五

滑块3118沿着第五导轨3117做上下滑动，设置于升降立架311底部的弹簧缓冲器3119在升

降座3116与升降立架311之间起着良好的缓冲吸震作用，确保升降座3116平稳高效运行，实

现升降立架311运送多个锂电池到烘烤箱库位4的不同阶层，方便物料移载装置5夹取锂电

池放置到不同真空加热烘箱6进行烘烤工作。

[0031] 以上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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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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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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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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