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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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582251.X

(22)申请日 2022.05.26

(71)申请人 南京百泽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210000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

道七里甸路3号

(72)发明人 柳开平　易秋亮　杨威　陈铁桥　

万文帮　卓能云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禾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320

专利代理师 永亮

(51)Int.Cl.

B24B 29/02(2006.01)

B24B 27/00(2006.01)

B24B 41/00(2006.01)

B24B 41/02(2006.01)

B24B 41/06(2012.01)

B24B 47/12(2006.01)

B24B 47/20(2006.01)

B24B 47/22(2006.01)

B24B 55/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

光设备，涉及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技术领域，为

解决现有的方形锂电池壳体人工打磨效率较差，

采用超声波震动又会影响盖板焊缝，且设备占地

面积较大，不利于用户使用的问题。所述方形锂

电池壳体加工台上方的一侧设置有进料机构，所

述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上方的另一侧设置有

出料机构，所述进料机构的一侧设置有第一进给

机构，所述第一进给机构的一侧设置有第二进给

机构，且第一进给机构与第二进给机构设置有多

个，所述第一进给机构与第二进给机构的前端均

设置有换料移动机构，所述第一进给机构与第二

进给机构的后端均设置有打磨抛光机构，所述打

磨抛光机构的上方设置有清洁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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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包括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1)，所述方形锂电

池壳体加工台(1)上方的一侧设置有进料机构(2)，所述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1)上方的

另一侧设置有出料机构(8)，所述进料机构(2)的一侧设置有第一进给机构(5)，所述第一进

给机构(5)的一侧设置有第二进给机构(6)，且第一进给机构(5)与第二进给机构(6)设置有

多个，所述第一进给机构(5)与第二进给机构(6)的前端均设置有换料移动机构(3)，所述第

一进给机构(5)与第二进给机构(6)的后端均设置有打磨抛光机构(7)，所述打磨抛光机构

(7)的上方设置有清洁工位(10)；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第一直线模组(20)，其设置在所述第一进给机构(5)的下方，所述第一直线模组(20)的

上方设置有第一送料安装架(21)，且第一送料安装架(21)通过滑动块与第一直线模组(20)

滑动连接，所述第一送料安装架(21)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一转动电机(24)，所述第一转

动电机(24)的输出端设置有转向机构(25)，且第一转动电机(24)通过转向机构(25)与锂电

池壳体传动连接；

第二直线模组(26)，其设置在所述第二进给机构(6)的下方，所述第二直线模组(26)的

上方设置有第二送料安装架(32)，所述第二送料安装架(32)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二转动

电机(30)，所述第二送料安装架(32)的两侧均设置有电动夹具(31)，所述电动夹具(31)的

一端设置有侧转动机构(29)，且侧转动机构(29)通过转轴与电动夹具(31)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送

料安装架(21)上方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一气动压紧件(22)，所述第一气动压紧件(22)的

下端设置有下压块(23)，所述第二送料安装架(32)的上方设置有第二气动压紧件(3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侧转动

机构(29)的一端设置有提升滑块(28)，所述提升滑块(28)的后方设置有提升架(27)，且侧

转动机构(29)通过提升滑块(28)与提升架(27)滑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抛

光机构(7)的上方设置有伺服电机(12)，所述伺服电机(12)的下端设置有滚珠丝杆(13)，所

述滚珠丝杆(13)的下端设置有竖向滑块(14)，且伺服电机(12)通过滚珠丝杆(13)与竖向滑

块(14)传动连接，所述竖向滑块(14)的后端设置有直线导轨(15)，且竖向滑块(14)与直线

导轨(15)滑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抛

光机构(7)的后端设置有从动块(18)，且从动块(18)与竖向滑块(14)连接，所述从动块(18)

的外壁设置有三相异步变频电机(17)，所述竖向滑块(14)的前端设置有打磨抛光轮(16)，

且三相异步变频电机(17)通过传动件与打磨抛光轮(16)传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打磨抛

光轮(16)的上方设置有风刀吹气机构(1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工

位(10)的外壁设置有集尘腔体外罩(9)，所述清洁工位(10)的下方设置有集尘漏斗(11)，且

集尘漏斗(11)的一端通过管道与工业集尘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换料移

动机构(3)的上方设置有移栽机械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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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机

构(2)与出料机构(8)的下方均设置有下输送带(35)，所述下输送带(35)的上方设置有预输

送层(34)。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输

送层(34)的后端设置有电动升降夹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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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

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芯封装完成后，需要对锂电池壳体进行包蓝膜处理，发现电池壳体表面有划

痕、划伤、半结晶和结晶的电解液污渍残留，凸凹不平高低点，贴附的蓝膜贴合效果不好，有

气泡，褶皱；时有毛刺划伤刺破蓝膜，对产品的外观和品质有较大的影响。当前大都是通过

人工进行在线反复返修、磨平擦拭清洁处理；投入人力成本高，效率低，粉尘暴露污染等。再

就是超声波单机设备，对浸泡在清洁水槽中的锂电池壳体表面单一的去除电解液污渍清

洁，无法处理壳体表面划痕毛刺，并且超声波是以高频脉冲震动，会对电池顶盖板连接焊缝

破坏，还有清洁后的烘干风淋，使得设备占地面积大、废液的污染等不足。

[0003] 现有的方形锂电池壳体人工打磨效率较差，采用超声波震动又会影响盖板焊缝，

且设备占地面积较大，不利于用户使用，为此，我们提供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

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现有的方形锂电池壳体人工打磨效率较差，采用超声波震动又会影响盖板焊缝，

且设备占地面积较大，不利于用户使用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

包括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所述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上方的一侧设置有进料机构，所

述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上方的另一侧设置有出料机构，所述进料机构的一侧设置有第一

进给机构，所述第一进给机构的一侧设置有第二进给机构，且第一进给机构与第二进给机

构设置有多个，所述第一进给机构与第二进给机构的前端均设置有换料移动机构，所述第

一进给机构与第二进给机构的后端均设置有打磨抛光机构，所述打磨抛光机构的上方设置

有清洁工位；

[0006] 还包括：

[0007] 第一直线模组，其设置在所述第一进给机构的下方，所述第一直线模组的上方设

置有第一送料安装架，且第一送料安装架通过滑动块与第一直线模组滑动连接，所述第一

送料安装架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一转动电机，所述第一转动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转向机

构，且第一转动电机通过转向机构与锂电池壳体传动连接；

[0008] 第二直线模组，其设置在所述第二进给机构的下方，所述第二直线模组的上方设

置有第二送料安装架，所述第二送料安装架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二转动电机，所述第二

送料安装架的两侧均设置有电动夹具，所述电动夹具的一端设置有侧转动机构，且侧转动

机构通过转轴与电动夹具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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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送料安装架上方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一气动压紧件，所述第

一气动压紧件的下端设置有下压块，所述第二送料安装架的上方设置有第二气动压紧件。

[0010] 优选的，所述侧转动机构的一端设置有提升滑块，所述提升滑块的后方设置有提

升架，且侧转动机构通过提升滑块与提升架滑动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打磨抛光机构的上方设置有伺服电机，所述伺服电机的下端设置有

滚珠丝杆，所述滚珠丝杆的下端设置有竖向滑块，且伺服电机通过滚珠丝杆与竖向滑块传

动连接，所述竖向滑块的后端设置有直线导轨，且竖向滑块与直线导轨滑动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打磨抛光机构的后端设置有从动块，且从动块与竖向滑块连接，所述

从动块的外壁设置有三相异步变频电机，所述竖向滑块的前端设置有打磨抛光轮，且三相

异步变频电机通过传动件与打磨抛光轮传动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打磨抛光轮的上方设置有风刀吹气机构。

[0014] 优选的，所述清洁工位的外壁设置有集尘腔体外罩，所述清洁工位的下方设置有

集尘漏斗，且集尘漏斗的一端通过管道与工业集尘器连接。

[0015] 优选的，所述换料移动机构的上方设置有移栽机械手。

[0016] 优选的，所述进料机构与出料机构的下方均设置有下输送带，所述下输送带的上

方设置有预输送层。

[0017] 优选的，所述预输送层的后端设置有电动升降夹具。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本发明通过设置进料机构进行上料，换料移动机构起到将方形锂电池壳体转运

至各个工位处的效果，出料机构用于下料，第一进给机构与第二进给机构用于起到将壳体

送入至打磨抛光机构处进行打磨的效果，第一直线模组与第一送料安装架起到送料至打磨

抛光处的效果，第一转动电机与转向机构起到带动壳体进行横向转动的效果，使打磨抛光

轮处能够对壳体的三个侧面进行打磨，电池极耳、正负接线柱的侧面不需要打磨，侧转动机

构起到带动电动夹具转动的效果，使电动夹具翻转壳体，将壳体的由横向放置变为竖向方

式，使壳体两个外壁表面能够被打磨抛光轮处进行打磨，第二转动电机起到带动壳体进行

外壁表面切换的效果，使整个设备不仅能够自动化进行打磨抛光作业，还能够对壳体的各

个面进行有效打磨，整个过程中可多个壳体进行同时打磨，提高了生产加工效率。

[0020] 2、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杆进行升降移动，使竖向滑块能够在直线导轨上进行移

动，从而能够达到带动打磨抛光轮处进行不同高度抛光的效果，提高了抛光的范围与设备

的灵活性，从动块起到从动的效果，使其能够跟随前端竖向滑块移动而移动，三相异步变频

电机起到带动打磨抛光轮进行转动的效果，从而达到电动打磨抛光的效果，清洁工位通过

高速旋转的毛刷对锂电池壳体扫光清洁，同时毛刷的上方设置有风刀吹气机构，边扫光边

吹气，集尘漏斗罩在打磨与清洁机构处，防止打磨的粉尘外泄污染，在工业集尘器的负压作

用下，把粉尘吸走，上述结构，可使打磨过程更加的自动高效，且具备多个清洁结构，能够对

打磨处与壳体进行有效清洁。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打磨抛光机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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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3为本发明的第一进给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第二进给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出料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的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外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的清洁工位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2、进料机构；3、换料移动机构；4、移栽机械手；5、

第一进给机构；6、第二进给机构；7、打磨抛光机构；8、出料机构；9、集尘腔体外罩；10、清洁

工位；11、集尘漏斗；12、伺服电机；13、滚珠丝杆；14、竖向滑块；15、直线导轨；16、打磨抛光

轮；17、三相异步变频电机；18、从动块；19、风刀吹气机构；20、第一直线模组；21、第一送料

安装架；22、第一气动压紧件；23、下压块；24、第一转动电机；25、转向机构；26、第二直线模

组；27、提升架；28、提升滑块；29、侧转动机构；30、第二转动电机；31、电动夹具；32、第二送

料安装架；33、第二气动压紧件；34、预输送层；35、下输送带；36、电动升降夹具。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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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0] 请参阅图1‑7，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方形锂电池壳体打磨抛光设备，包

括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1，方形锂电池壳体加工台1上方的一侧设置有进料机构2，方形锂

电池壳体加工台1上方的另一侧设置有出料机构8，进料机构2的一侧设置有第一进给机构

5，第一进给机构5的一侧设置有第二进给机构6，且第一进给机构5与第二进给机构6设置有

多个，第一进给机构5与第二进给机构6的前端均设置有换料移动机构3，第一进给机构5与

第二进给机构6的后端均设置有打磨抛光机构7，打磨抛光机构7的上方设置有清洁工位10；

[0031] 还包括：

[0032] 第一直线模组20，其设置在第一进给机构5的下方，第一直线模组20的上方设置有

第一送料安装架21，且第一送料安装架21通过滑动块与第一直线模组20滑动连接，第一送

料安装架21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一转动电机24，第一转动电机24的输出端设置有转向机

构25，且第一转动电机24通过转向机构25与锂电池壳体传动连接；

[0033] 第二直线模组26，其设置在第二进给机构6的下方，第二直线模组26的上方设置有

第二送料安装架32，第二送料安装架32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二转动电机30，第二送料安

装架32的两侧均设置有电动夹具31，电动夹具31的一端设置有侧转动机构29，且侧转动机

构29通过转轴与电动夹具31转动连接。

[0034] 请参阅图3、图4，第一送料安装架21上方的中间位置处设置有第一气动压紧件22，

第一气动压紧件22的下端设置有下压块23，第二送料安装架32的上方设置有第二气动压紧

件33，第一气动压紧件22与第二气动压紧件33都起到下压定位的效果，使打磨过程中壳体

保持稳定。

[0035] 请参阅图4，侧转动机构29的一端设置有提升滑块28，提升滑块28的后方设置有提

升架27，且侧转动机构29通过提升滑块28与提升架27滑动连接，提升滑块28与提升架27起

到带动电动夹具31将壳体带动进行不同高度上移动、接取的效果。

[0036] 请参阅图2，打磨抛光机构7的上方设置有伺服电机12，伺服电机12的下端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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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珠丝杆13，滚珠丝杆13的下端设置有竖向滑块14，且伺服电机12通过滚珠丝杆13与竖向

滑块14传动连接，竖向滑块14的后端设置有直线导轨15，且竖向滑块14与直线导轨15滑动

连接，伺服电机12带动滚珠丝杆13进行升降移动，使竖向滑块14能够在直线导轨15上进行

移动，从而能够达到带动打磨抛光轮16处进行不同高度抛光的效果，提高了抛光的范围与

设备的灵活性。

[0037] 请参阅图2，打磨抛光机构7的后端设置有从动块18，且从动块18与竖向滑块14连

接，从动块18的外壁设置有三相异步变频电机17，竖向滑块14的前端设置有打磨抛光轮16，

且三相异步变频电机17通过传动件与打磨抛光轮16传动连接，从动块18起到从动的效果，

使其能够跟随前端竖向滑块14移动而移动，三相异步变频电机17起到带动打磨抛光轮16进

行转动的效果，从而达到电动打磨抛光的效果。

[0038] 请参阅图2，打磨抛光轮16的上方设置有风刀吹气机构19，风刀吹气机构19起到对

下方的壳体与打磨抛光轮16表面杂质进行吹落的效果，使打磨抛光过程中具备清理结构，

提高打磨效果，避免杂质影响打磨过程。

[0039] 请参阅图7，清洁工位10的外壁设置有集尘腔体外罩9，清洁工位10的下方设置有

集尘漏斗11，且集尘漏斗11的一端通过管道与工业集尘器连接，集尘漏斗11罩在打磨与清

洁机构处，防止打磨的粉尘外泄污染，在工业集尘器的负压作用下，把粉尘吸走。

[0040] 请参阅图1，换料移动机构3的上方设置有移栽机械手4，移栽机械手4起到夹持壳

体移动至不同工位处的效果。

[0041] 请参阅图5，进料机构2与出料机构8的下方均设置有下输送带35，下输送带35的上

方设置有预输送层34，下输送带35起到输送的效果，预输送层34起到等待输送的效果。

[0042] 请参阅图5，预输送层34的后端设置有电动升降夹具36，电动升降夹具36起到将预

输送层34处壳体夹持移动至下输送带35处送出的效果。

[0043] 工作原理：使用时，通过设置进料机构2进行上料，换料移动机构3起到将方形锂电

池壳体转运至各个工位处的效果，出料机构8用于下料，第一进给机构5与第二进给机构6用

于起到将壳体送入至打磨抛光机构7处进行打磨的效果，第一直线模组20与第一送料安装

架21起到送料至打磨抛光处的效果，第一转动电机24与转向机构25起到带动壳体进行横向

转动的效果，使打磨抛光轮16处能够对壳体的三个侧面进行打磨，电池极耳、正负接线柱的

侧面不需要打磨，侧转动机构29起到带动电动夹具31转动的效果，使电动夹具31翻转壳体，

将壳体的由横向放置变为竖向方式，使壳体两个外壁表面能够被打磨抛光轮16处进行打

磨，第二转动电机30起到带动壳体进行外壁表面切换的效果，使整个设备不仅能够自动化

进行打磨抛光作业，还能够对壳体的各个面进行有效打磨，整个过程中可多个壳体进行同

时打磨，提高了生产加工效率，伺服电机12带动滚珠丝杆13进行升降移动，使竖向滑块14能

够在直线导轨15上进行移动，从而能够达到带动打磨抛光轮16处进行不同高度抛光的效

果，提高了抛光的范围与设备的灵活性，从动块18起到从动的效果，使其能够跟随前端竖向

滑块14移动而移动，三相异步变频电机17起到带动打磨抛光轮16进行转动的效果，从而达

到电动打磨抛光的效果，清洁工位10通过高速旋转的毛刷对锂电池壳体扫光清洁，同时毛

刷的上方设置有风刀吹气机构19，边扫光边吹气，集尘漏斗11罩在打磨与清洁机构处，防止

打磨的粉尘外泄污染，在工业集尘器的负压作用下，把粉尘吸走，上述结构，可使打磨过程

更加的自动高效，且具备多个清洁结构，能够对打磨处与壳体进行有效清洁，下输送带3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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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输送的效果，预输送层34起到等待输送的效果，电动升降夹具36起到将预输送层34处壳

体夹持移动至下输送带35处送出的效果。

[0044]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4789393 A

8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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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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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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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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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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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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