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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精准定位的电芯叠

片装置，涉及锂电池制造设备领域，其包括机架，

机架上设置有上料机构、CCD平台、电芯叠片台、

隔膜放卷机和机器人模组，机架内设有电控柜。

其中，CCD平台包括极片CCD平台、第一动力机构、

超声传感器和视觉相机，极片CCD平台具有若干

电池极片卡位，每一电池极片卡位的下方对应设

置有背光板，电池极片卡位具有能让背光板发出

的光线穿过的通光孔，超声传感器用于检测电池

极片是否重片，视觉相机用于识别电池极片的边

界以确保定位精度，第一动力机构用于调整极片

CCD平台的位置以便超声传感器和视觉相机更好

地检测和识别。本实用新型能在电芯叠片前对电

池极片进行重片自动检测，提高检测效率及准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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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料仓、CCD平台、电芯叠片台、隔膜放卷机和机器人模组，

所述料仓上存放有若干电池极片；

所述CCD平台包括极片CCD平台、第一动力机构、超声传感器和视觉相机，所述极片CCD

平台具有若干电池极片卡位，每一电池极片卡位的下方对应设置有背光板，电池极片卡位

具有能让所述背光板发出的光线穿过的通光孔，所述超声传感器用于检测电池极片是否重

片，所述视觉相机用于识别电池极片的边界以确保定位精度，所述第一动力机构用于调整

所述极片CCD平台的位置以便所述超声传感器和所述视觉相机更好地检测和识别；

所述机器人模组根据所述超声传感器和所述视觉相机的反馈信号剔除重片的电池极

片以及抓取电池极片到所述电芯叠片台；

所述电芯叠片台和所述隔膜放卷机配合用于实现隔膜Z型层叠操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料机构，其

包括若干所述料仓，所述料仓的外侧设有若干出风口朝向料仓的气吹板，气吹板上设有若

干毛刷，所述料仓的外侧还设有除尘罩，所述除尘罩的抽风口朝向料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构还包括

顶升机构和极片料盒托盘，所述料仓通过极片料盒托盘安装在所述顶升机构上，所述顶升

机构用于驱动所述料仓沿垂直方向上下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构还包括

第二动力机构，所述第二动力机构用于驱动所述气吹板沿靠近或远离所述料仓的方向运

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芯叠片台包括

压板机构、伺服丝杆模组和安装调节板，所述压板机构通过所述安装调节板设置在伺服丝

杆模组的滑块上。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动力机构和

所述第二动力机构为气缸、电缸、液压缸或丝杠模组的任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料仓的

平面面积在60*40mm-150*100mm之间，所述料仓的电池极片容量为300片。

8.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料仓的

上方设有用于检测料顶的传感器，所述传感器与所述机器人模组控制信号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器人

模组包括六轴机械手和连接在所述六轴机械手自由端的负压吸取机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极片

CCD平台还设有用于吸附电池极片的负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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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锂电池制造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自动化锂电池生产制造装配线中，电芯叠片是极其重要的，叠片质量的好坏会

直接影响成品电池的质量。目前市场上采用的叠片方法是利用直线模组(或机械手)组合气

缸搭载吸盘的方式抓取极片，没有搭载定位检测装置，进行叠片作业时需旁边有人看护，当

发现极片放置偏斜后，得等叠片完成后单独取出进行重新叠片作业，同时，由于是人工肉眼

观看，因此会存在一些极片位置放偏但不易被肉眼发现的隐患，将严重降低作业良品率，浪

费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能在

电芯叠片前对电池极片进行重片自动检测，提高检测效率及准确度。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包括

[0006] 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料仓、CCD平台、电芯叠片台、隔膜放卷机和机器人模组，

所述料仓上存放有若干电池极片；

[0007] 所述CCD平台包括极片CCD平台、第一动力机构、超声传感器和视觉相机，所述极片 

CCD平台具有若干电池极片卡位，每一电池极片卡位的下方对应设置有背光板，电池极片卡

位具有能让所述背光板发出的光线穿过的通光孔，所述超声传感器用于检测电池极片是否

重片，所述视觉相机用于识别电池极片的边界以确保定位精度，所述第一动力机构用于调

整所述极片CCD平台的位置以便所述超声传感器和所述视觉相机更好地检测和识别；

[0008] 所述机器人模组根据所述超声传感器和所述视觉相机的反馈信号剔除重片的电

池极片以及抓取电池极片到所述电芯叠片台；

[0009] 所述电芯叠片台和所述隔膜放卷机配合用于实现隔膜Z型层叠操作。

[0010] 如上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还包括上料机构，其包括若干所

述料仓，所述料仓的外侧设有若干出风口朝向料仓的气吹板，气吹板上设有若干毛刷，所述

料仓的外侧还设有除尘罩，所述除尘罩的抽风口朝向料仓。

[0011] 如上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所述上料机构还包括顶升机构

和极片料盒托盘，所述料仓通过极片料盒托盘安装在所述顶升机构上，所述顶升机构用于

驱动所述料仓沿垂直方向上下运动。

[0012] 如上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所述上料机构还包括第二动力

机构，所述第二动力机构用于驱动所述气吹板沿靠近或远离所述料仓的方向运动。

[0013] 如上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所述电芯叠片台包括压板机构、

伺服丝杆模组和安装调节板，所述压板机构通过所述安装调节板设置在伺服丝杆模组的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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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上。

[0014] 如上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动力机构和所述

第二动力机构为气缸、电缸、液压缸或丝杠模组的任一种。

[0015] 如上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所述料仓的平面面积在 

60*40mm-150*100mm之间，所述料仓的电池极片容量为300片。

[0016] 如上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所述料仓的上方设有用于

检测料顶的传感器，所述传感器与所述机器人模组控制信号连接。

[0017] 如上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所述机器人模组包括六轴

机械手和连接在所述六轴机械手自由端的负压吸取机构。

[0018] 如上任一所述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进一步地，所述极片CCD平台还设有用

于吸附电池极片的负压结构。

[0019]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的CCD平台可以在叠片

前对极片是否重片进行检测，不需要人工参与，提高锂电池生产制造装配的自动化程度以

及工作效率；机器人模组能和检测料顶的传感器、超声传感器和视觉相机控制信号连接，根

据反馈信号剔除重片、调整抓取位姿以及适应极片叠放的高度；上料机构设有气吹板和除

尘罩，其配合可将电池极片表面的粉末抽走，保证电池极片和料仓清洁。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实施例的上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实施例的机器人模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实施例的CCD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CCD平台上的通光孔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实施例的电芯叠片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1、上料机构；101、毛刷；102、气吹板；103、调整气缸；104、顶升机构；105、极

片料盒托盘；106、除尘罩；107、料仓；2、机器人模组；201、六轴机械手；202、负压吸取机构；

3、CCD平台；301、背光板；302、极片CCD平台；302-a、通光孔；303、气缸；  304、超声传感器；

305、视觉相机；4、隔膜放卷机；5、电芯叠片台；501、压板机构；502、伺服丝杆模组；503、安装

调节板；6、电控柜。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

[0029] 参见图1至图6，一种精准定位的电芯叠片装置，其包括机架，机架上设置有上料机

构1、  CCD平台3、电芯叠片台5、隔膜放卷机4和机器人模组2，机架内设有电控柜6。

[0030] 上料机构1包括毛刷101、气吹板102、调整气缸103、负压吸取机构202、顶升机构

104、极片料盒托盘105、除尘罩106和料仓107，其中，料仓107用于存放电池极片，料仓107的

平面面积在60*40mm-150*100mm之间，料仓107的电池极片容量为200片。料仓107的外侧设

有若干出风口朝向料仓107的气吹板102，气吹板102上设有若干毛刷101，用于防止重片，料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1829068 U

4



仓107的外侧还设有除尘罩106，同时一边的除尘罩106的抽风口朝向料仓107抽气，可将电

池极片表面的粉末抽走，保证电池极片和料仓107清洁。进一步地，料仓107通过极片料盒托

盘105安装在顶升机构104上，顶升机构104用于驱动料仓107沿垂直方向上下运动，料仓107

最上方有传感器检测料顶，保证正负极片顶端位置一致，方便机械人模组的负压吸取机构

202抓取。由于毛刷101位置对极片料盒托盘105位置有干涉，所以增设了一个自由度气动运

动机构的调整气缸103负压吸取机构202进行避让，调整气缸103负压吸取机构202用于驱动

气吹板102沿靠近或远离料仓107的方向运动，方便极片料盒托盘105放置。

[0031] 机器人模组2包括六轴机械手201和连接在六轴机械手201自由端的负压吸取机构

202。

[0032] CCD平台3包括背光板301、极片CCD平台302、气缸303、超声传感器304、视觉相机

305。极片CCD平台302通过龙门架固定在机架上，极片CCD平台302具有左右两个电池极片卡

位，且左右均可为正极电池极片卡位或负极电池极片卡位，电池极片卡位用于放置待检测

的电池极片，每一电池极片卡位的下方对应设置有背光板301，背光板301包括但不限于是

白光背光板301或红光背光板301，电池极片卡位具有能让背光板301发出的光线穿过的通

光孔302-a，极片CCD平台302还搭载负压结构，该负压结构选用包括但不限于是  PMMA材质

制作，可透光，利用平台下方装设的背光板301照明，提高视觉相机305对极片边界的识别

度，从而确保定位精度，该负压结构可将极片吸附平整以及防止极片移动；气缸  303可驱使

超声传感器304在垂直于纸面的方向来回运动，使超声传感器304可对电池极片进行检测以

确认是否重片，并通过信号反馈来判断是否需要剔除；视觉相机305包括但不限于是2000W

视觉相机305，其通过识别电池极片的边缘来检测极片放置位置是否满足要求，以达到精确

定位的效果。

[0033] 电芯叠片台5包含压板机构501、伺服丝杆模组502、安装调节板503等。压板机构

501  装设于调节安装板上，通过机构调整，可以实现长度包括但不限于是～mm，宽度包括但

不限于是～mm的电芯制作。压板机构501的左右压爪实现上下、前后二维气缸运动，与伺服

丝杠模组配合运动到正负极片放置工位，再加上由机器人模组2抓取极片完成隔膜Z型层叠

操作，实现多层电芯叠放，机器人模组2可自适应极片叠放的高度变化。

[0034] 本实施例中的，第一动力机构和第二动力机构不特指气缸，任何可实现直线伸缩

运动的机构均在保护范畴，如气缸、电缸、液压缸或丝杠模组的任一种。

[0035] 本电芯叠片装置的工作原理为：机器人模组2从上料机构1的料仓107中吸取电池

极片，并将吸取的电池极片放置在极片CCD平台302上，利用极片CCD平台302上的负压结构

吸住电池极片使其不能移动，启动超声传感器304检测极片厚度，以判断是否重片，并告知

机器人模组2是否剔除，检测完成后打开背光板301，利用视觉相机305检测极片边缘来判断

极片放置位置是否满足要求，并将拍照后的坐标信息通过Modbus  TCP传送到机器人模组2，

校正机器人模组2抓取极片的姿态，以保证叠片的整齐度，同时可自适应极片叠放的高度变

化，将满足要求的正负极片分别吸取至电芯叠片台5上，与隔膜放卷配合完成叠片作业。

[0036] 上述实施例只是为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是在于让本领域

内的普通技术人员能够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

保护范围。凡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内容的实质所做出的等效的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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