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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

的自动化生产线，包括用于端板与绝缘板组装继

而形成端板组件的端板与绝缘板组装段、用于中

框模组的缓存、配比继而形成中框模块的中框模

组配比段、以及用于多个所述中框模块的堆叠、

堆叠后的所述中框模块与所述端板组件的装配

继而形成第一模组、所述第一模组与上盖板和下

盖板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二模组的模组堆叠段。通

过以上各段的设置，能够高效的完成电池模组的

组装，继而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大大的降低了

电池模组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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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

端板与绝缘板组装段，用于端板与绝缘板组装继而形成端板组件；

中框模组配比段，用于中框模组的缓存、配比继而形成中框模块；

模组堆叠段，用于多个所述中框模块的堆叠、堆叠后的所述中框模块与所述端板组件

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一模组、以及所述第一模组与上盖板和下盖板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二模

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端

板与绝缘板组装段设置有端板上料工位、绝缘板上料工位、端板称重、端板喷胶及组装工

位、端板组件上料工位、端板组件贴泡棉工位、以及端板组件缓存工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框模组配比段设置有中框模组缓存工位、中框模组分布工位、以及中框模组配比工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框模组缓存工位与所述端板组件缓存工位平行间隔设置，且所述中框模组配比工位与所述

端板组件缓存工位之间设置有机械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模

组堆叠段包括用于堆叠后的多个所述中框模块与所述端板组件配合后形成所述第一模组

的第一模组装配段，以及用于所述第一模组与所述上盖板和下盖板装配焊接后形成所述第

二模组的第二模组装配段。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模组装配段设置有上盖板上料工位、上盖板涂胶工位、下盖板上料工位、下盖板涂胶工

位、上盖板激光打码工位、上盖板和下盖板下料工位、第二模组装配工位、第二模组自动焊

接工位、以及第二模组不良品回收工位。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模组装配段设置有第一模组装配机构，所述第一模组装配机构包括转盘、架设于所述转

盘的支架、以及对称设置于所述支架相对两侧的叠加位；所述叠加位包括与所述支架紧固

的托板、相对紧固于所述支架的左夹块和右夹块、以及与所述托板相对设置的压紧机构，所

述压紧机构的压块沿所述支架的高度方向往返运动。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模组装配工位设置有用于第一模组、上盖板及下盖板上料的上料机构，所述上料机构包

括支撑架、设置于支撑架一侧用于上盖板和下盖板取放的吸附组件、以及设置于所述支撑

架另一侧用于多个中框模块叠加的夹取组件。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端

板组件贴泡棉工位设置有自动贴泡棉装置，所述自动贴泡棉装置包括机架、枢接于所述机

架的料卷、架设于所述机架一端的泡棉铺设组件、以及竖直架设于所述料卷与所述泡棉铺

设组件之间的料头夹紧组件；所述料卷包括泡棉料卷，以及与所述泡棉料卷同步转动的离

型纸回收料卷。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

泡棉铺设组件包括横梁，以及沿所述横梁长度方向往返运动的拉料夹和铺料组件，所述铺

料组件包括料夹、沿机架高度方向上下运动的铺料辊、以及沿机架前后方向往返运动的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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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池模组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

自动化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下在对电池模组进行组装过程中，由于涉及的零件较多，又缺乏较为合

理的自动生产线，因此使得装配变得异常繁琐，同时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从而极大的提

升了电池模组的生产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该自动化生

产线加工效率高，能够有效降低电池模组的生产成本。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包括：

[0006] 端板与绝缘板组装段，用于端板与绝缘板组装继而形成端板组件；

[0007] 中框模组配比段，用于中框模组的缓存、配比继而形成中框模块；

[0008] 模组堆叠段，用于多个所述中框模块的堆叠、堆叠后的所述中框模块与所述端板

组件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一模组、以及所述第一模组与上盖板和下盖板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二

模组。

[0009] 其中，所述端板与绝缘板组装段设置有端板上料工位、绝缘板上料工位、端板称

重、端板喷胶及组装工位、端板组件上料工位、端板组件贴泡棉工位、以及端板组件缓存工

位。

[0010] 其中，所述中框模组配比段设置有中框模组分布工位、中框模组缓存工位、以及中

框模组配比工位。

[0011] 其中，所述中框模组缓存工位与所述端板组件缓存工位平行间隔设置，且所述中

框模组配比工位与所述端板组件缓存工位之间设置有机械手。

[0012] 其中，所述模组堆叠段包括用于堆叠后的多个所述中框模块与所述端板组件配合

后形成所述第一模组的第一模组装配段，以及用于所述第一模组与所述上盖板和下盖板装

配焊接后形成所述第二模组的第二模组装配段。

[0013] 其中，所述第二模组装配段设置有上盖板上料工位、上盖板涂胶工位、下盖板上料

工位、下盖板涂胶工位、上盖板激光打码工位、上盖板和下盖板下料工位、第二模组装配工

位、第二模组自动焊接工位、以及第二模组不良品回收工位。

[0014] 其中，所述第一模组装配段设置有第一模组装配机构，所述第一模组装配机构包

括转盘、架设于所述转盘的支架、以及对称设置于所述支架相对两侧的叠加位；所述叠加位

包括与所述支架紧固的托板、相对紧固于所述支架的左夹块和右夹块、以及与所述托板相

对设置的压紧机构，所述压紧机构的压块沿所述支架的高度方向往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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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其中，所述第二模组装配工位设置有用于第一模组、上盖板及下盖板上料的上料

机构，所述上料机构包括支撑架、设置于支撑架一侧用于上盖板和下盖板取放的吸附组件、

以及设置于所述支撑架另一侧用于多个中框模块叠加的夹取组件。

[0016] 其中，所述端板组件贴泡棉工位设置有自动贴泡棉装置，所述自动贴泡棉装置包

括机架、枢接于所述机架的料卷、架设于所述机架一端的泡棉铺设组件、以及竖直架设于所

述料卷与所述泡棉铺设组件之间的料头夹紧组件；所述料卷包括泡棉料卷，以及与所述泡

棉料卷同步转动的离型纸回收料卷。

[0017] 其中，所述泡棉铺设组件包括横梁，以及沿所述横梁长度方向往返运动的拉料夹

和铺料组件，所述铺料组件包括料夹、沿机架高度方向上下运动的铺料辊、以及沿机架前后

方向往返运动的切刀。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

线，包括用于端板与绝缘板组装继而形成端板组件的端板与绝缘板组装段、用于中框模组

的缓存、配比继而形成中框模块的中框模组配比段、以及用于多个所述中框模块的堆叠、堆

叠后的所述中框模块与所述端板组件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一模组、所述第一模组与上盖板和

下盖板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二模组的模组堆叠段。通过以上各段的设置，能够高效的完成电

池模组的组装，继而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大大的降低了电池模组的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的结构布局图。

[0020] 图2是图1中端板组件贴泡棉工位中的自动贴泡棉装置的轴测图。

[0021] 图3是图2中铺设组件的轴测图。

[0022] 图4是图1中第一模组装配段中的第一模组装配机构的轴测图。

[0023] 图5是图1中第二模组装配工位中的上料机构的轴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25] 结合图1至图5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电池模组堆叠的自动化生产线，包

括用于端板与绝缘板组装继而形成端板组件的端板与绝缘板组装段、用于中框模组的缓

存、配比继而形成中框模块的中框模组配比段、以及用于多个所述中框模块的堆叠、堆叠后

的所述中框模块与所述端板组件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一模组、所述第一模组与上盖板和下盖

板的装配继而形成第二模组的模组堆叠段。

[0026] 进一步具体的，本实施例中的所述端板与绝缘板组装段依次设置有端板上料工位

0301、绝缘板上料工位0302、端板称重、端板喷胶及组装工位0303、端板组件上料工位0304、

端板组件贴泡棉工位0305、以及端板组件缓存工位0306。通过上述各工位的设置，逐步的完

成端板组件的装配，继而为后续工位的加工提供保障。

[0027]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在端板组件贴泡棉工位0305设置有自动贴泡棉装置6，该自动

贴泡棉装置6包括机架61、枢接于所述机架61的料卷62、架设于所述机架61一端的泡棉铺设

组件63、以及竖直架设于所述料卷62与所述泡棉铺设组件63之间的料头夹紧组件64；所述

料卷62包括泡棉料卷621，以及与泡棉料卷621同步转动的离型纸回收料卷622，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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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泡棉料卷621端部的离型纸被撕离后缠绕于离型纸回收料卷622，离型纸撕离后的泡棉

端部通过料头夹紧组件64夹紧，当离型纸撕离后的泡棉被牵拉进给时，离型纸回收料卷622

也同步转动将撕离后的离型纸收卷起来。

[0028]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为了减少料卷62换料频率，延长料卷62铺设时间，本实施例中

的料卷62设置为两套，对应的料头夹紧组件64也设置两套。进一步的，本实施中的两套料头

夹紧组件64均共用一个竖直设置的单轴机械手641，工作时随单轴机械手641的上下运动完

成两套料头夹紧组件64的切换，以此有效提升端板组件的铺设效率。本实施例中的料头夹

紧组件64均由气缸642和相对开合的夹块643组合而成。

[0029]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的所述泡棉铺设组件63包括横梁631，以及沿所述横梁631

长度方向往返运动的拉料夹632和铺料组件633，所述铺料组件633包括料夹、沿机架61高度

方向上下运动的铺料辊6331、以及沿机架61前后方向往返运动的切刀6332。以此结构设计，

当拉料夹632将料头夹紧组件64处离型纸撕离后的泡棉夹紧向前牵拉一段距离后，铺料组

件633向拉料夹632靠近，通过料夹将泡棉夹紧并牵引至端板组件远离料卷62的一端，随后

铺料辊6331下移将泡棉压到端板组件的铺设面，之后随铺料组件633一起向设置有料卷62

的一端移动，直至端板组件的泡棉铺设完毕后，此时拉料夹632重新将泡棉夹紧，切刀6332

随之将泡棉切断，铺料辊6331上移复位，以此完成端板组件的泡棉铺设，随后通过单轴机械

手641的移动切换料头夹紧组件64，采用上述同样的工作原理进入下一循环。

[0030] 进一步具体的，本实施例中的所述中框模组配比段依次设置有中框模组分布工位

0401、中框模组缓存工位0402、以及中框模组配比工位0403。此工段的设置，能够将多个预

装有电芯的中框模组铺设开，进行缓存，之后再根据配比关系将若干个中框模组叠加至一

起形成中框模块，需要补充说明的，所述中框模组配比段和端板与绝缘板组装段可以同步

生产，互不影响。

[0031] 进一步的，为了方便中框模块与端板组件的装配，本实施例中的所述中框模组缓

存工位0402与所述端板组件缓存工位0306平行间隔设置，且所述中框模组配比工位0403与

所述端板组件缓存工位0306之间设置有机械手0404。通过机械手0404对中框模块和端板组

件进行抓取叠加。

[0032] 进一步，为了方便中框模块和端板组件的装配，本实施例的所述模组堆叠段包括

用于堆叠后的多个所述中框模块与所述端板组件配合后形成所述第一模组的第一模组装

配段，以及用于所述第一模组与所述上盖板和下盖板装配焊接后形成所述第二模组的第二

模组装配段。

[0033] 具体的，所述第二模组装配段设置有上盖板上料工位0501、上盖板涂胶工位0502、

下盖板上料工位0503、下盖板涂胶工位0504、上盖板激光打码工位0505、上盖板和下盖板下

料工位0506、第二模组装配工位0507、第二模组自动焊接工位0508、以及第二模组不良品回

收工位0509。以此工序设置，能够自动的完成上盖板和下盖板与第一模组的装配。继而极大

的提升了第二模组的装配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

[0034] 为了提升第一模组的装配效率，本实施例在所述第一模组装配段设置有第一模组

装配机构，具体的，所述第一模组装配机构包括转盘、架设于所述转盘的支架71、以及对称

设置于所述支架71相对两侧的叠加位72；所述叠加位72包括与所述支架71紧固的托板721、

相对紧固于所述支架71的左夹块722和右夹块723、以及与所述托板721相对设置的压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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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724，所述压紧机构724的压块7241沿所述支架71的高度方向往返运动。以此结构设计，装

配时，通过机械手先将缓存于端板组件缓存工位0306的第一块端板组件移入托板721，之后

再将中框模块堆叠至第一块端板组件，并通过支架71两侧的左夹块722和右夹块723夹紧，

最后将第二块端板组件叠放至叠加后的中框模块的最上方并通过压紧机构724将其夹紧形

成第一模组，以此方便移入后续工位时与上盖板和下盖板组装形成第二模组。本实施例中

的压紧机构724由竖直设置的丝杆、与丝杆螺纹连接的压块7241、以及驱动丝杆转动的电机

7242组成，通过压块7241的上下运动，能够方便将叠加后的端板组件和中框模块压紧。

[0035]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的所述第二模组装配工位0507设置有用于第一模组、上盖

板及下盖板上料的上料机构，所述上料机构包括与机械手紧固的支撑架81、设置于支撑架

81一侧用于上盖板和下盖板取放的吸附组件82、以及设置于所述支撑架81另一侧用于多个

中框模块叠加的夹取组件83。本实施例中的吸附组件82由沿支撑架81架厚度方向往返运动

的支撑板821，以及分布于支撑板821上的吸嘴822组成，以此能够方便的完成上盖板和下盖

板的取放；夹取组件83由位于左右两侧的夹爪831、护爪832，以及前后两端夹块组成，以此

通过两夹爪831和两夹块围设的装夹位，并通过护爪832沿支撑架81厚度方向的防护，稳定

可靠的完成叠加后的第一模组的移动，作业时可通过上料机构将下盖板和第一模组取走，

之后先将下盖板放置到安装台，之后再通过机械手对支撑架81旋转180度，把第一模组放置

到下盖板上，以此完成第一模组与下盖板的装配，最后在通过上料机构将上盖板安装至第

一模组的上方，继而完成第二模组的装配。

[0036] 需要补充说明的，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电池模组的装配过程，上述实施例中的第

一模组和第二模组是对不同装配阶段时的电池模组的区分。

[0037]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原理。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实

用新型的原理，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基于此处的解释，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实用新型的其它具体实施方式，

这些方式都将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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