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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呈

现内、外八字的两个极耳通过矫正部的第一、第

二导向槽导入，嵌入在第一、第二导向槽内的第

一、第二限位组块根据位置和长度不同来限定两

个极耳的极耳间距，保证两个极耳间距固定且符

合工艺要求，支撑条支撑电芯，固定部固定电芯

底部非极耳端，从而解决了锂离子窄电池极耳封

装内、外八字的技术问题，为后工序电池充电、

PACK保护板焊接等带来便利，提高生产效率，提

升产品合格率；极耳固定支撑架拔出时对隔膜进

行压缩留下的纹路有利于加快电解液向电芯内

部的渗透，提升注液效率，同时也能规避隔膜封

进顶封封印而导致电池漏液的风险，降低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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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用于电芯(3)的第一个极耳(1)和第二个极耳(2)引出矫正，其

特征在于，所述极耳固定支撑架包括矫正部(41)、支撑条(43)和固定部(42)，所述支撑条

(43)分别连接所述矫正部(41)和所述固定部(42)，所述矫正部(41)用于抵接电芯(3)上设

置第一个极耳(1)和第二个极耳(2)的一端面，所述固定部(42)用于抵接电芯(3)的另一端

面，所述矫正部(41)上分别开设有用于电芯(3)第一个极耳(1)导出的第一导向槽(61)和用

于电芯(3)第二个极耳(2)导出的第二导向槽(62)，所述第一导向槽(61)和所述第二导向槽

(62)在所述电芯(3)的端面上相互间隔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向槽(61)的侧

部开设有供电芯(3)第一个极耳(1)脱出的第一开口(63)，所述第二导向槽(62)的侧部开设

有供电芯(3)第二个极耳(2)脱出的第二开口(64)，所述第一开口(63)和第二开口(64)的朝

向方向相同，且所述第一开口(63)和第二开口(64)的朝向方向垂直于所述支撑条(4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向槽(61)和所

述第二导向槽(62)平行间隔设置以使所述矫正部(41)呈E字型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导向槽(61)的长

度短于所述第二导向槽(62)的长度，所述第一导向槽(61)中远离所述第一开口(63)的端部

嵌入有第一限位组块(65)，所述第二导向槽(62)中远离所述第二开口(64)的端部嵌入有第

二限位组块(66)，所述第二限位组块(66)的长度长于所述第一限位组块(6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条(43)抵接电芯

(3)中间部分，所述支撑条(43)远离所述电芯(3)中间部分连接把手(8)。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把手(8)一端靠近矫

正部(41)，所述把手(8)另一端靠近固定部(4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条(43)形状是圆

形、方形、多边形的一种或几种。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极耳固定支撑架表面

是光滑材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极耳固定支撑架表面

是铁氟龙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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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因具有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无记忆效应等优点，已经在消费类电

子产品、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取得广泛的应用。随着智能穿戴的快速发展，对锂离子小电池类

的能量密度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提升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电池的尺寸也越做越小，

现如今电池的宽度做到14mm、10mm，有些甚至达到了6～43mm，对应的电池极耳间距也比较

小。

[0003] 锂离子电池宽度窄、厚度厚，对极耳间距就具有一定的要求，使用窄极耳(如极耳

宽度为1.0mm～2mm)时，极耳从电芯内部引出则会导致极耳重叠，有电池短路、封装的不良

隐患。为了解决此问题，行业内通常把正、负极极耳收尾放置在电芯最外层，从而实现正、负

极极耳有一定间距，解决极耳间距小的问题。此方案因电池窄、厚度厚(如宽度14mm，厚度

43mm)，卷绕出来的电芯成圆形，电池比较厚，包装膜冲坑因存在破损隐患从而使用双坑进

行冲坑，对应的43mm厚度的电芯需要折极耳，使极耳与顶封面平齐；又因电芯压芯后呈椭圆

形，折极耳的受力位置不一致，导致极耳出现内、外八字，进而封装出来的电芯也呈现内外

八字，此内外八字造成后工序充电及PACK保护板的焊接困难，造成生产效率、合格率降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的锂离子窄电池电芯压芯后呈椭圆

形，折极耳的受力位置不一致，导致封装出来的电芯出现内、外八字，影响后工序充电及

PACK保护板的焊接困难，造成生产效率、合格率降低的问题，提供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一方面，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用

于电芯的第一个极耳和第二个极耳引出矫正，所述极耳固定支撑架包括矫正部、支撑条和

固定部，所述支撑条分别连接所述矫正部和所述固定部，所述矫正部用于抵接电芯上设置

第一个极耳和第二个极耳的一端面，所述固定部用于抵接电芯的另一端面，所述矫正部上

分别开设有用于电芯第一个极耳导出的第一导向槽和用于电芯第二个极耳导出的第二导

向槽，所述第一导向槽和所述第二导向槽在所述电芯的端面上相互间隔设置。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导向槽的侧部开设有供电芯第一个极耳脱出的第一开口，所述

第二导向槽的侧部开设有供电芯第二个极耳脱出的第二开口，所述第一开口和第二开口的

朝向方向相同，且所述第一开口和第二开口的朝向方向垂直于所述支撑条。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导向槽和所述第二导向槽平行间隔设置以使所述矫正部呈E字

型结构。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一导向槽的长度短于所述第二导向槽的长度，所述第一导向槽中

远离所述第一开口的端部嵌入有第一限位组块，所述第二导向槽中远离所述第二开口的端

部嵌入有第二限位组块，所述第二限位组块的长度长于所述第一限位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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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支撑条抵接电芯中间部分，所述支撑条远离所述电芯中间部分连接

把手。

[0010] 优选的，所述把手一端靠近矫正部，所述把手另一端靠近固定部。

[0011] 优选的，所述支撑条形状是圆形、方形、多边形的一种或几种。

[0012] 优选的，所述极耳固定支撑架表面是光滑材质。

[0013] 优选的，所述极耳固定支撑架表面是铁氟龙材质。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呈现内、外八字的两个极耳通过矫正部

的第一、第二导向槽导入并矫正极耳，支撑条支撑电芯，固定部固定电芯底部非极耳端，从

而解决了锂离子窄电池极耳封装内、外八字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极耳固定支撑

架，使用时能更好的矫正两个极耳，易于操作，简单快捷，更好的解决了封装工序极耳内、外

八字的问题，为后工序电池充电、PACK保护板焊接等带来便利，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合

格率；极耳固定支撑架拔出时对隔膜进行压缩留下的纹路有利于加快电解液向电芯内部的

渗透，提升注液效率，同时也能规避隔膜封进顶封封印而导致电池漏液的风险，降低安全隐

患。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电芯折极耳前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电芯折极耳后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极耳固定支撑架矫正电芯极耳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矫正部固定极耳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固定部固定电芯底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极耳固定支撑架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是极耳固定支撑架从气袋口拔出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是极耳固定支撑架从气袋口拔出后对隔膜压缩留下的纹路结构示意图。

[0023]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如下：

[0024] 1、第一个极耳；2、第二个极耳；3、电芯；41、矫正部；42、固定部；43支撑部；5、封装

膜；61、第一导向槽；62、第二导向槽；63、第一开口；64、第二开口；65、第一限位组块；66、第

二限位组块；7、气袋口；8、把手；10、纹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下

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

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6] 如附图1‑2所示，现有技术电芯折极耳前、电芯折极耳后的结构示意图。通过附图

1、附图2可知，在现有技术中电芯3折极耳前第一个极耳1第二个极耳2相互平行，电芯3折极

耳后第一个极耳1第二个极耳2明显呈内、外八字形状，第一个极耳1第二个极耳2呈内、外八

字形状的电芯3会影响后工序的制备效率，不便于后工序电池充放电、PACK保护板焊接。

[0027] 为了解决上述电芯3折极耳后第一个极耳1、第二个极耳2呈内外八字的问题，如附

图3‑8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提供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极耳固定支撑架用于电芯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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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极耳1和第二个极耳2引出矫正，解决电芯3折极耳后第一个极耳1、第二个极耳2呈

内、外八字的问题。

[0028] 本实施例中极耳固定支撑架包括矫正部41、支撑条43和固定部42三部分。支撑条

43分别连接矫正部41和固定部42，矫正部41用于抵接电芯3上设置第一个极耳1和第二个极

耳2的一端面，固定部42用于抵接电芯3的另一端面，此处的另一端面是指电芯3底部非极耳

端。矫正部41上分别开设有用于电芯3第一个极耳1导出的第一导向槽61和用于电芯3第二

个极耳2导出的第二导向槽62，第一导向槽61和第二导向槽62在电芯3的端面上相互间隔设

置。本实施例中优选两个极耳弯折部分分别置于两个导向槽内，更利于矫正极耳，但本实施

例不限定此位置结构，即两个极耳弯折部分可以置于两个导向槽内，也可以置于两个导向

槽外。

[0029] 本实施例中，第一导向槽61的侧部开设有供电芯3第一个极耳1脱出的第一开口

63，第二导向槽62的侧部开设有供电芯3第二个极耳2脱出的第二开口64，第一开口63和第

二开口64的朝向方向相同，且第一开口63和第二开口64的朝向方向垂直于支撑条43。设定

第一开口63和第二开口64主要是方便在电芯封装结束前，便于极耳固定支撑架的矫正部41

与极耳快速远离，取出极耳固定支撑架时不弯折极耳等损害。如果生产的电芯不需要封装，

极耳固定支撑架就可以不设定第一开口63和第二开口64，可根据不同生产要求舍弃极耳固

定支撑架不需要的结构。

[0030] 本实施例中，第一导向槽61和第二导向槽62平行间隔设置以使矫正部41呈E字型

结构。将第一导向槽61和第二导向槽62平行间隔设置成E字型结构，主要是考虑到生产的电

芯3的第一个极耳1和第二个极耳2的相对位置。本实施例中的第一个极耳1和第二个极耳2

都设定在电芯的一端，第一导向槽61和第二导向槽62平行间隔设置成E字型结构便于将两

个极耳分别导入两个导向槽中，操作简单，用时时间短。本实施例并不限定将第一导向槽61

和第二导向槽62平行间隔设置成E字型结构，此结构设置需要根据生产电芯3的二个极耳来

判定，如果生产的电芯3第一个极耳1、第二个极耳2之间有夹角而非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此

时两个导向槽就需要根据第一个极耳1、第二个极耳2的位置来设定，只要两个导向槽的结

构便于两个极耳导入其中且不损害极耳即可。

[0031] 本实施例中，第一导向槽61的长度短于第二导向槽62的长度。此设定主要是便于

在极耳固定支撑架与电芯3脱离时，导向槽不会碰伤极耳，给极耳造成伤害。本实施例中不

限定两个第一导向槽61的长度短于第二导向槽62的长度的要求，只要达到极耳固定支撑架

在于电芯3脱离时，导向槽不碰伤极耳即可。

[0032] 本实施例中，第一导向槽61中远离第一开口63的端部嵌入有第一限位组块65，第

二导向槽62中远离第二开口64的端部嵌入有第二限位组块66，第二限位组块66的长度长于

第一限位组块65。第二限位组块66长度长于第一限位组块65主要作用是用于限定第一个极

耳1和第二个极耳2的极耳间距，满足极耳间距的工艺要求，提升合格率。第一限位组块65与

第一导向槽61、第二限位组块66与第二导向槽62的连接方式可以是固定连接，亦可以是滑

动连接。导向槽与限位组块是固定连接方式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极耳间距要求设定不同的

限位组块长度或者是设定不同的限位组块在导向槽上的固定位置；导向槽与限位组块是滑

动连接方式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极耳间距工艺要求滑动限位组块在导向槽上的位置，从而

达到限定第一个极耳1和第二个极耳2的极耳间距。两种连接方式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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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的设定。

[0033] 本实施例中，支撑条43抵接电芯3中间部分，支撑条43远离电芯3中间部分连接把

手8，把手8一端靠近矫正部41，把手8另一端靠近固定部42。电芯3中间部分是除去与矫正部

抵接的电芯3头部和固定部抵接的电芯3底部之外的部分。把手8的作用是方便人工或者机

械手通过把手8将极耳固定支撑架从电池的封装膜5的气袋口取出。把手8形状可以是圆弧，

或者是方形。支撑条43结构是圆形，或者是方形，或者是三角形，或者是多边形。所述支撑条

43数量至少2个。当支撑条43数量大于1时，每个支撑条43之间可以悬空，也可以通过网状结

构连接。在此处支撑条43的作用主要用来承载电芯3，还要达到在电芯3运输过程中能保持

稳定的作用。

[0034] 电池电芯进入封装工序进行顶封封装后，借助人工或者是机械手，从封装膜5的气

袋口7进入(如附图7所示)，人工或者机械手抓住把手8，极耳固定支撑架从封装膜5中取出。

极耳固定支撑架拔出时会对隔膜进行一定的压缩，从而留出类似渠道的纹路10(如图8)，纹

路10有利于加快电解液往电芯3内部的渗透，提升注液效率，同时也能规避隔膜封进顶封封

印内导致电池漏液的风险，降低安全隐患。

[0035] 本实施例中，极耳固定支撑架表面为光滑材质。例如可以是铁氟龙，或者是光滑镀

层，只要是表面光滑，不会刮伤电芯3、在极耳固定支撑架去除时不会因与极耳碰触使接触

部位的极耳出现毛刺带来安全隐患，与封装膜5接触时不划伤或刮烂封装膜5。

[003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极耳固定支撑架，解决了封装工序极耳内、外八字的问题，

为后工序电池充电、PACK保护板焊接等带来便利，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合格率；极耳固

定支撑架拔出时对隔膜进行压缩留下的纹路有利于加快电解液向电芯体里面的渗透，提升

注液效率，同时也能规避隔膜封进顶封封印而导致电池漏液的风险，降低安全隐患。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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