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835028.2

(22)申请日 2020.08.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974710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1.24

(73)专利权人 江苏新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23100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经济开发

区精益路26号

(72)发明人 缪清　陈守辉　苏青梅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创策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322

代理人 苏利军

(51)Int.Cl.

B07C 5/344(2006.01)

B07C 5/02(2006.01)

B07C 5/3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1300310 A,2020.06.19

CN 110465844 A,2019.11.19

CN 209190567 U,2019.08.02

CN 206435495 U,2017.08.25

CN 208879114 U,2019.05.21

CN 111318472 A,2020.06.23

CN 208432352 U,2019.01.25

CN 110976345 A,2020.04.10

CN 210701241 U,2020.06.09

CN 2285697 Y,1998.07.08

CN 211191034 U,2020.08.07

CN 111470296 A,2020.07.31

CN 111504786 A,2020.08.07

CN 106563646 A,2017.04.19

CN 211137046 U,2020.07.31

CN 104903735 A,2015.09.09

WO 2012167289 A1,2012.12.13

张孝政.汽车动力电池模组自动化装备的系

统设计.《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工

程科技Ⅱ辑》.2019,(第7期),第22页.

徐栋.锂离子电池模组设计及力学特性分

析.《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工程科

技Ⅱ辑》.2019,(第1期),第20-21页.

审查员 杨凯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

试装置，包括底座、下料机构、移动机构、抗压检

测机构、限位机构、固定挡板和第二支架，所述转

框下侧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收集盒，所述移动机

构设置在第一承载台的顶部和第二承载台的顶

部，所述移动套筒滑动连接在第一承载台的顶部

和第二承载台的顶部，所述抗压检测机构固定在

承载架的内顶部，所述限位机构固定在承载架的

内顶部，所述第二支架固定在底座上，所述承载

盒位于第二承载台的右侧，且第二承载台的左侧

开设有第二开口。该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

置，完成送料操作之后，限位板可随着移动套筒

一起前后移动并相互靠近，方便限位住电池组

件，之后顶压块向下移动，方便对电池组件进行

抗压测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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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包括底座(1)、下料机构(5)、移动机构(6)、抗压

检测机构(8)、限位机构(9)、固定挡板(10)和第二支架(13)，其特征在于：

底座(1)，所述底座(1)底部左右两侧均固定有垫架(2)，且底座(1)的上端面固定有第

一承载台(3)和第二承载台(4)，同时第二承载台(4)位于第一承载台(3)的右侧；

下料机构(5)，所述下料机构(5)设置在第一承载台(3)和第二承载台(4)上，且下料机

构(5)包括第一电机(501)、第一电机轴(502)、转轴(503)、转框(504)和收集盒(505)，所述

转轴(503)转动连接在第一承载台(3)与第二承载台(4)之间，且转轴(503)的外侧固定有转

框(504)，所述转框(504)下侧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收集盒(505)，且收集盒(505)放置在底

座(1)上；

移动机构(6)，所述移动机构(6)设置在第一承载台(3)的顶部和第二承载台(4)的顶

部，且移动机构(6)包括第二电机(601)、第二电机轴(602)、丝杆(603)、移动套筒(604)、电

动伸缩柱(605)和限位板(606)，所述移动套筒(604)滑动连接在第一承载台(3)的顶部和第

二承载台(4)的顶部，且移动套筒(604)内顶部的上侧通过电动伸缩柱(605)与限位板(606)

相连接；

抗压检测机构(8)，所述抗压检测机构(8)固定在承载架(7)的内顶部，且承载架(7)固

定在第一承载台(3)和第二承载台(4)的顶部；

限位机构(9)，所述限位机构(9)固定在承载架(7)的内顶部，且限位机构(9)位于抗压

检测机构(8)的左右两侧，同时承载架(7)的右侧开设有第一开口(12)；

第二支架(13)，所述第二支架(13)固定在底座(1)上，且第二支架(13)的右侧通过电动

伸缩杆(14)与推架(16)相连接，同时推架(16)贯穿承载盒(17)的右侧，所述承载盒(17)位

于第二承载台(4)的右侧，且第二承载台(4)的左侧开设有第二开口(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承

载台(3)的左侧固定有第一电机(501)，且第一电机(501)的右侧通过第一电机轴(502)转动

连接有转轴(50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电

机(601)固定在第一承载台(3)的内部和第二承载台(4)的内部，且第二电机(601)的前侧通

过第二电机轴(602)转动连接有丝杆(603)，同时丝杆(603)螺纹连接在移动套筒(604)的底

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板

(606)通过电动伸缩柱(605)与移动套筒(604)构成伸缩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抗压检

测机构(8)包括液压缸(801)、活塞杆(802)、顶压块(803)和螺栓(804)，且液压缸(801)固定

在承载架(7)的内顶部，同时液压缸(801)的下侧通过活塞杆(802)与顶压块(803)相连接，

所述顶压块(803)通过螺栓(804)螺纹连接在活塞杆(802)上，且顶压块(803)与承载架(7)

构成伸缩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机

构(9)包括固定套筒(901)、压缩弹簧(902)、移动架(903)和转筒(904)，且固定套筒(901)固

定在承载架(7)的内顶部，所述固定套筒(901)内顶部的下侧通过压缩弹簧(902)与移动架

(903)相连接，且移动架(903)通过压缩弹簧(902)与固定套筒(901)构成伸缩结构，所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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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架(903)底部的内侧转动连接有转筒(904)，转筒(904)位于限位板(606)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挡

板(10)贯穿承载架(7)的左侧，且固定挡板(10)的上侧设置有抵柱(11)，同时抵柱(11)螺纹

连接在承载架(7)的底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伸

缩杆(14)的左端螺纹连接在第二支架(13)上，且电动伸缩杆(14)的前侧设置有抵杆(15)，

同时抵杆(15)螺纹连接在第二支架(13)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架

(16)通过电动伸缩杆(14)与第二支架(13)构成伸缩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

盒(17)贯穿第二支架(13)的顶部螺纹连接有紧固件(18)，且承载盒(17)的右侧壁内插放有

移动挡板(19)，同时移动挡板(19)的右端面固定有把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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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相关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

试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池组件，使用寿命一般15年，最高可达25年，主要用于制作太阳能电池，为了保

证电池组件的性能正常，则需要对电池组件的性能进行检测，因此就需要使用到测试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为了保证电池组件的

性能正常，则需要对电池组件的性能进行检测，因此就需要使用到测试装置。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

装置，包括底座、下料机构、移动机构、抗压检测机构、限位机构、固定挡板和第二支架，

[0005] 底座，所述底座底部左右两侧均固定有垫架，且底座的上端面固定有第一承载台

和第二承载台，同时第二承载台位于第一承载台的右侧；

[0006] 下料机构，所述下料机构设置在第一承载台和第二承载台上，且下料机构包括第

一电机、第一电机轴、转轴、转框和收集盒，所述转轴转动连接在第一承载台与第二承载台

之间，且转轴的外侧固定有转框，所述转框下侧的前后两侧均设置有收集盒，且收集盒放置

在底座上；

[0007] 移动机构，所述移动机构设置在第一承载台的顶部和第二承载台的顶部，且移动

机构包括第二电机、第二电机轴、丝杆、移动套筒、电动伸缩柱和限位板，所述移动套筒滑动

连接在第一承载台的顶部和第二承载台的顶部，且移动套筒内顶部的上侧通过电动伸缩柱

与限位板相连接；

[0008] 抗压检测机构，所述抗压检测机构固定在承载架的内顶部，且承载架固定在第一

承载台和第二承载台的顶部；

[0009] 限位机构，所述限位机构固定在承载架的内顶部，且限位机构位于抗压检测机构

的左右两侧，同时承载架的右侧开设有第一开口；

[0010] 第二支架，所述第二支架固定在底座上，且第二支架的右侧通过电动伸缩杆与推

架相连接，同时推架贯穿承载盒的右侧，所述承载盒位于第二承载台的右侧，且第二承载台

的左侧开设有第二开口。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承载台的左侧固定有第一电机，且第一电机的右侧通过第一电

机轴转动连接有转轴。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二电机固定在第一承载台的内部和第二承载台的内部，且第二电

机的前侧通过第二电机轴转动连接有丝杆，同时丝杆螺纹连接在移动套筒的底部。

[0013] 优选的，所述限位板通过电动伸缩柱与移动套筒构成伸缩结构。

[0014] 优选的，所述抗压检测机构包括液压缸、活塞杆、顶压块和螺栓，且液压缸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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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架的内顶部，同时液压缸的下侧通过活塞杆与顶压块相连接，所述顶压块通过螺栓螺

纹连接在活塞杆上，且顶压块与承载架构成伸缩结构。

[0015] 优选的，所述限位机构包括固定套筒、压缩弹簧、移动架和转筒，且固定套筒固定

在承载架的内顶部，所述固定套筒内顶部的下侧通过压缩弹簧与移动架相连接，且移动架

通过压缩弹簧与固定套筒构成伸缩结构，所述移动架底部的内侧转动连接有转筒，转筒位

于限位板之间。

[0016] 优选的，所述固定挡板贯穿承载架的左侧，且固定挡板的上侧设置有抵柱，同时抵

柱螺纹连接在承载架的底部。

[0017] 优选的，所述电动伸缩杆的左端螺纹连接在第二支架上，且电动伸缩杆的前侧设

置有抵杆，同时抵杆螺纹连接在第二支架上。

[0018] 优选的，所述推架通过电动伸缩杆与第二支架构成伸缩结构。

[0019] 优选的，所述承载盒贯穿第二支架的顶部螺纹连接有紧固件，且承载盒的右侧壁

内插放有移动挡板，同时移动挡板的右端面固定有把手。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

[0021] (1)手握把手向上抽动移动挡板之后可将电池组件放置在承载盒内，方便完成上

料或加料操作，松开把手后，移动挡板向下移动并封住承载盒的右侧，之后推架向左移动，

此时承载盒内最底部的电池组件可在推架的推动作用下向左移动，方便辅助完成送料操

作；

[0022] (2)电池组件先后穿过第二开口和第一开口进入到承载架的内侧后并继续向左移

动，此时转筒转动，方便辅助电池组件向左移动，同时固定挡板对电池组件起到阻挡的作

用，电池组件停止向左移动，在使用该装置之前可根据要求调节固定挡板的位置，确定好固

定挡板的位置后再拧紧抵柱，方便抵紧固定住固定挡板；

[0023] (3)转筒在转动的同时可在压缩弹簧的作用下抵压在电池组件上，从而对电池组

件起到压制限位的作用；

[0024] (4)完成送料操作之后，限位板可随着移动套筒一起前后移动并相互靠近，方便限

位住电池组件，之后顶压块向下移动，方便对电池组件进行抗压测试处理；

[0025] (5)完成抗压测试处理之后，限位板向下移动至移动套筒的内侧，之后转框随着转

轴的转动而转动，若电池组件通过抗压测试，则转框向前转动，电池组件随之落到底座上端

面前侧的收集盒内，若电池组件未通过抗压测试，则转框向后转动，电池组件随之落到底座

上端面后侧的收集盒内，方便分类收集。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正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正视外观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右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左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第一承载台与移动机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图1中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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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8为本发明图4中B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底座，2、垫架，3、第一承载台，4、第二承载台，5、下料机构，501、第一电机，

502、第一电机轴，503、转轴，504、转框，505、收集盒，6、移动机构，601、第二电机，602、第二

电机轴，603、丝杆，604、移动套筒，605、电动伸缩柱，606、限位板，7、承载架，8、抗压检测机

构，801、液压缸，802、活塞杆，803、顶压块，804、螺栓，9、限位机构，901、固定套筒，902、压缩

弹簧，903、移动架，904、转筒，10、固定挡板，11、抵柱，12、第一开口，13、第二支架，14、电动

伸缩杆，15、抵杆，16、推架，17、承载盒，18、紧固件，19、移动挡板，20、把手，21、第二开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6] 请参阅图1‑8，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根

据图1和图2所示，底座1底部左右两侧均固定有垫架2，且底座1的上端面固定有第一承载台

3和第二承载台4，同时第二承载台4位于第一承载台3的右侧，第一承载台3的左侧固定有第

一电机501，且第一电机501的右侧通过第一电机轴502转动连接有转轴503，转轴503可在第

一电机501和第一电机轴502的作用下正转或反转，从而带动转框504向前或向后转动，转框

504对完成抗压测试处理后的电池组件起到推动的作用，方便完成分类收集工作。

[0037] 根据图1、图2和图3所示，下料机构5设置在第一承载台3和第二承载台4上，且下料

机构5包括第一电机501、第一电机轴502、转轴503、转框504和收集盒505，转轴503转动连接

在第一承载台3与第二承载台4之间，且转轴503的外侧固定有转框504，转框504下侧的前后

两侧均设置有收集盒505，且收集盒505放置在底座1上。

[0038] 移动机构6，移动机构6设置在第一承载台3的顶部和第二承载台4的顶部，且移动

机构6包括第二电机601、第二电机轴602、丝杆603、移动套筒604、电动伸缩柱605和限位板

606，第二电机601固定在第一承载台3的内部和第二承载台4的内部，且第二电机601的前侧

通过第二电机轴602转动连接有丝杆603，同时丝杆603螺纹连接在移动套筒604的底部，电

池组件向左移动并紧贴放在固定挡板10上后，丝杆603可在第二电机601和第二电机轴602

的作用下转动，第一承载台3上的移动套筒604在第一承载台3和丝杆603的限位作用下前后

滑动，第二承载台4上的移动套筒604在第二承载台4和丝杆603的限位作用下前后滑动，限

位板606随之前后移动并相互靠近，方便对电池组件进行限位处理。

[0039] 根据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移动套筒604滑动连接在第一承载台3的顶部和第二

承载台4的顶部，且移动套筒604内顶部的上侧通过电动伸缩柱605与限位板606相连接，限

位板606通过电动伸缩柱605与移动套筒604构成伸缩结构，完成抗压测试处理之后，限位板

606在电动伸缩柱605的收缩作用下向下移动至移动套筒604的内侧，防止限位板606妨碍下

料操作的正常进行。

[0040] 根据图1、图2、图3和图5所示，抗压检测机构8固定在承载架7的内顶部，且承载架7

固定在第一承载台3和第二承载台4的顶部，抗压检测机构8包括液压缸801、活塞杆802、顶

压块803和螺栓804，且液压缸801固定在承载架7的内顶部，同时液压缸801的下侧通过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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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802与顶压块803相连接，顶压块803通过螺栓804螺纹连接在活塞杆802上，且顶压块803

与承载架7构成伸缩结构，拧紧螺栓804可将顶压块803固定在活塞杆802上，之后顶压块803

可将液压缸801和活塞杆802的作用下向下移动，方便对电池组件的抗压性能进行检测。

[0041] 根据图1、图2、图3和图6所示，限位机构9固定在承载架7的内顶部，且限位机构9位

于抗压检测机构8的左右两侧，同时承载架7的右侧开设有第一开口12，限位机构9包括固定

套筒901、压缩弹簧902、移动架903和转筒904，且固定套筒901固定在承载架7的内顶部，固

定套筒901内顶部的下侧通过压缩弹簧902与移动架903相连接，且移动架903通过压缩弹簧

902与固定套筒901构成伸缩结构，移动架903底部的内侧转动连接有转筒904，转筒904位于

限位板606之间，电池组件在向左移动的过程中，转筒904随之转动，方便辅助电池组件向左

移动，同时转筒904可在压缩弹簧902的作用下抵压在电池组件上，从而对电池组件起到压

制限位的作用，固定挡板10贯穿承载架7的左侧，且固定挡板10的上侧设置有抵柱11，同时

抵柱11螺纹连接在承载架7的底部，在使用该装置之前可根据要求左右调节固定挡板10的

位置，确定好固定挡板10的位置后再拧紧抵柱11，方便抵紧固定住固定挡板10。

[0042] 根据图1、图2、图7和图8所示，第二支架13固定在底座1上，且第二支架13的右侧通

过电动伸缩杆14与推架16相连接，同时推架16贯穿承载盒17的右侧，电动伸缩杆14的左端

螺纹连接在第二支架13上，且电动伸缩杆14的前侧设置有抵杆15，同时抵杆15螺纹连接在

第二支架13上，将电动伸缩杆14拧紧在第二支架13上后，再拧紧抵杆15，方便达到紧固的效

果，推架16通过电动伸缩杆14与第二支架13构成伸缩结构，推架16可在电动伸缩杆14的伸

长作用下向左移动，此时承载盒17内最底部的电池组件可在推架16的推动作用下向左移

动，方便辅助完成送料操作，之后推架16在电动伸缩杆14的收缩作用下向右移出承载盒17，

随后重复上述操作，方便有序完成所有电池组件的送料操作，承载盒17位于第二承载台4的

右侧，且第二承载台4的左侧开设有第二开口21，承载盒17贯穿第二支架13的顶部螺纹连接

有紧固件18，且承载盒17的右侧壁内插放有移动挡板19，同时移动挡板19的右端面固定有

把手20，拧紧紧固件18可将承载盒17抵紧固定在第二支架13上，手握把手20向上抽动移动

挡板19之后可将电池组件放置在承载盒17内，方便完成上料或加料操作，松开把手20后，移

动挡板19向下移动并封住承载盒17的右侧，从而对承载盒17内的电池组件起到阻挡限位的

作用。

[0043]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在使用该电池组件性能检测用测试装置时，接通至外部电

源，首先根据要求左右调节固定挡板10的位置，确定好固定挡板10的位置后再拧紧抵柱11，

以此抵紧固定住固定挡板10，手握把手20向上抽动移动挡板19之后可将电池组件放置在承

载盒17内，以此完成上料或加料操作，松开把手20后，移动挡板19向下移动并封住承载盒17

的右侧，启动电动伸缩杆14后，电动伸缩杆14伸长，从而带动推架16向左移动，此时承载盒

17内最底部的电池组件可在推架16的推动作用下向左移动并先后穿过第二开口21和第一

开口12进入到承载架7的内侧，同时转筒904转动，方便辅助电池组件向左移动，且转筒904

在转动的同时可在压缩弹簧902的作用下抵压在电池组件上，从而对电池组件起到压制限

位的作用，固定挡板10对电池组件起到阻挡的作用，电池组件停止向左移动，之后推架16在

电动伸缩杆14的收缩作用下向右移动并离开承载盒17，接着启动第二电机601，第二电机

601带动第二电机轴602转动，从而带动丝杆603转动，第一承载台3上的移动套筒604受到第

一承载台3和丝杆603的限位作用而前后滑动，第二承载台4上的移动套筒604受到第二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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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4和丝杆603的限位作用而前后滑动，限位板606随之前后移动并相互靠近，以此对电池组

件进行限位处理，再启动液压缸801，液压缸801带动活塞杆802伸长，从而带动顶压块803向

下移动，以此对电池组件进行抗压测试处理，完成抗压测试处理后，顶压块803在活塞杆802

的伸缩作用下向上移动至原来的位置，同时限位板606在电动伸缩柱605的收缩作用下向下

移动至移动套筒604的内侧，接着启动第一电机501，第一电机501带动第一电机轴502转动，

转框504随着转轴503一起转动，若电池组件通过抗压测试，则转框504向前转动，电池组件

落到底座1上端面前侧的收集盒505内，若电池组件未通过抗压测试，则转框504向后转动，

电池组件落到底座1上端面后侧的收集盒505内，方便分类收集，且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

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44]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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