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655004.0

(22)申请日 2020.08.11

(73)专利权人 青岛奥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66042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祥源路

科捷自动化产业园

(72)发明人 程继国　刘雪孟　轩宇涵　张北斗　

亓鹏　王深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金硕果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11259

代理人 郝晓霞

(51)Int.Cl.

B21B 31/2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对辊调厚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包括

机架、固定于机架上的驱动机构，所述机架上分

别可转动连接水平设置的上压辊和下压辊，所述

上压辊位于下压辊上方，且上压辊与下压辊平行

设置；所述上压辊两端与机架之间上下滑动连

接，所述上压辊与下压辊之间设有间隙调整块，

所述上压辊上方设有压紧机构，所述压紧机构与

上压辊可转动连接，且将上压辊向下压紧；所述

驱动机构驱动上压辊和下压辊同步反向转动；通

过间隙调整块调整上压辊与下压辊之间的间隙，

从而满足材料的不同的厚度需求，间隙调整方

便，省时省力；通过压紧机构将上压辊压紧，防止

其辊压过程中发生跳动，避免了辊压后材料厚度

不均匀，保证了正极材料的厚度的均匀性，从而

提升电池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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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包括机架、固定于机架上的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

分别可转动连接水平设置的上压辊和下压辊，所述上压辊位于下压辊上方，且上压辊与下

压辊平行设置；所述上压辊两端与机架之间上下滑动连接，所述上压辊与下压辊之间设有

间隙调整块，所述上压辊上方设有压紧机构，所述压紧机构与上压辊可转动连接，且将上压

辊向下压紧；所述驱动机构驱动上压辊和下压辊同步反向转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压辊两端分别可转动

连接上压辊轴承，所述上压辊轴承与机架之间上下滑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机构包括水平固定

于机架上的压紧气缸、与上压辊轴承固定连接的丝杆、与丝杆螺纹连接的丝杆螺母，压紧气

缸的活塞杆与丝杆螺母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压辊两端分别可转动

连接下压辊轴承，下压辊轴承固定于机架上，所述间隙调整块为厚度可更换的长方体，可拆

卸地固定于上压辊轴承与下压辊轴承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设有竖直方向的滑

轨，所述上压辊轴承沿所述滑轨上下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机构还包括压紧

块，所述压紧块下端与上压辊轴承固定连接，上端与丝杆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通过同步带与

下压辊连接，所述下压辊与上压辊通过齿轮连接，所述上压辊直径、下压辊直径与齿轮节圆

直径均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通过一条同步

带与上压辊和下压辊连接，带动上压辊和下压辊同步反向转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通过同步带与

下压辊连接，所述上压辊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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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辊调厚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镍氢电池正极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对辊调厚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镍氢电池正极材料的面密度大小，影响成型后电池的性能，而材料面密度与厚度

及均匀性相关。采用对辊辊压的方式可以使正极材料满足厚度及均匀性要求。现有技术中

的对辊压机，压辊间隙调整不方便，且压紧方式多为通过压辊自身重力压紧或者通过弹簧

压力压紧来实现，辊压过程中容易发生压辊跳动，造成辊压后料带厚度的波动，导致正极材

料厚度不均匀，从而影响电池的性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对辊调厚装置，两压辊之间通过间隙

调整块调整间隙，间隙调整方便，且通过压紧机构将上压辊压紧，防止其跳动，避免了辊压

后正极材料厚度不均匀的情况。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包括机架、固定于机架上的驱动机构，所述机架上分别可转动

连接水平设置的上压辊和下压辊，所述上压辊位于下压辊上方，且上压辊与下压辊平行设

置；所述上压辊两端与机架之间上下滑动连接，所述上压辊与下压辊之间设有间隙调整块，

所述上压辊上方设有压紧机构，所述压紧机构与上压辊可转动连接，且将上压辊向下压紧；

所述驱动机构驱动上压辊和下压辊同步反向转动。

[0006] 上压辊和下压辊同步反向运动将材料辊压并输送，上压辊与下压辊之间通过间隙

调整块调整两压辊之间的距离，通过压紧机构将上压辊压紧，防止了在辊压过程中上压辊

发生跳动导致的辊压后材料厚度不均匀。

[0007] 优选地，所述上压辊两端分别可转动连接上压辊轴承，所述上压辊轴承与机架之

间上下滑动连接；调整上压辊与下压辊之间的间隙时，上压辊轴承可沿机架上下滑动，从而

使间隙调整更为方便省力。

[0008] 优选地，所述压紧机构包括水平固定于机架上的压紧气缸、与上压辊轴承固定连

接的丝杆、与丝杆螺纹连接的丝杆螺母，压紧气缸的活塞杆与丝杆螺母铰接；压紧气缸的活

塞杆驱动丝杆螺母旋转，带动丝杆向下运动，将上压辊轴承压紧，压紧后压紧气缸的活塞杆

停止动作，通过丝杆将上压辊轴承顶紧固定，从而防止上压辊在辊压过程中跳动，保证了辊

压后材料厚度的均匀性。

[0009] 优选地，所述下压辊两端分别可转动连接下压辊轴承，下压辊轴承固定于机架上，

所述间隙调整块为厚度可更换的长方体，可拆卸地固定于上压辊轴承与下压辊轴承之间；

根据不同厚度要求的材料，通过更换不同的间隙调整块即可满足辊压厚度的要求，间隙调

整方便，可以满足多种厚度材料的辊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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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机架设有竖直方向的滑轨，所述上压辊轴承沿所述滑轨上下滑动；更

换间隙调整块时，只需使上压辊轴承向上滑动即可将间隙调整块拆下或安装，安装好后再

使上压辊轴承落下即可，不需要将上压辊拆下，省时省力。

[0011] 优选地，所述压紧机构还包括压紧块，所述压紧块下端与上压辊轴承固定连接，上

端与丝杆固定连接；压紧块与上压辊轴承的接触面更大，使上压辊轴承受力更均匀，从而更

好地将上压辊固定，防止其跳动。

[0012] 优选地，所述驱动机构通过同步带与下压辊连接，所述下压辊与上压辊通过齿轮

连接，所述上压辊直径、下压辊直径与齿轮节圆直径均相同；驱动机构通过同步带驱动下压

辊转动，下压辊通过齿轮带动上压辊与其同步反向运动，从而对材料进行辊压和输送。

[0013] 优选地，所述驱动机构通过一条同步带与上压辊和下压辊连接，带动上压辊和下

压辊同步反向转动；驱动机构通过同一条同步带同时驱动上压辊和下压辊，保证了上压辊

与下压辊的同步转动，避免了上压辊与下压辊齿轮连接时，因齿轮间隙的存在，使上压辊与

下压辊之间旋转不同步，而造成的辊压后材料厚度不均匀。

[0014] 优选地，所述驱动机构通过同步带与下压辊连接，所述上压辊随动；驱动机构带动

下压辊转动，上压辊通过辊压的材料带动从而跟随下压辊同步转动。

[0015]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

[0016] 1、通过间隙调整块调整上压辊与下压辊之间的间隙，从而满足材料的不同的厚度

需求，间隙调整方便，省时省力；

[0017] 2、通过压紧机构将上压辊压紧，防止其辊压过程中发生跳动，避免了辊压后材料

厚度不均匀，保证了正极材料的厚度的均匀性，从而提升电池的性能；

[0018] 3、本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方面，输送稳定性高，可满足多种厚度材料的辊压。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右视图；

[0022] 图4为压紧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1、机架；2、上压辊；3、下压辊；4、间隙调整块；5、压紧机构；51、压紧气

缸；52、丝杆；53、丝杆螺母；54、压紧块；6、电机；7、上压辊轴承；8、下压辊轴承；9、滑轨；10、

同步带；11、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更好的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和附

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5] 一种对辊调厚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机架1、固定于机架1上的驱动机构，所述机架

1上分别可转动连接水平设置的上压辊2和下压辊3，所述上压辊2位于下压辊3上方，且上压

辊2与下压辊3平行设置；所述上压辊2两端与机架1之间上下滑动连接，所述上压辊2与下压

辊3之间设有间隙调整块4，所述上压辊2上方设有压紧机构5，所述压紧机构5与上压辊2可

转动连接，且将上压辊2向下压紧；在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驱动机构为电机6，驱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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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辊2和下压辊3同步反向转动。

[0026] 进一步的，所述上压辊2两端分别可转动连接上压辊轴承7，所述上压辊轴承7与机

架1之间上下滑动连接；调整上压辊2与下压辊3之间的间隙时，上压辊轴承7可沿机架1上下

滑动，从而使间隙调整更为方便省力。

[0027] 进一步的，所述压紧机构5包括水平固定于机架1上的压紧气缸51、与上压辊轴承7

固定连接的丝杆52、与丝杆52螺纹连接的丝杆螺母53，压紧气缸51的活塞杆与丝杆螺母53

铰接；压紧气缸51的活塞杆驱动丝杆螺母53旋转，带动丝杆52向下运动，将上压辊轴承7压

紧，压紧后压紧气缸51的活塞杆停止动作，通过丝杆52将上压辊轴承7顶紧固定，从而防止

上压辊2在辊压过程中跳动，保证了辊压后材料厚度的均匀性；所述压紧机构5设置为两个，

分别压紧上压辊2的两端。

[0028] 进一步的，所述下压辊3两端分别可转动连接下压辊轴承8，下压辊轴承8固定于机

架上，所述间隙调整块4为厚度可更换的长方体，可拆卸地固定于上压辊轴承7与下压辊轴

承8之间；根据不同厚度要求的材料，通过更换不同的间隙调整块4即可满足辊压厚度的要

求，间隙调整方便，可以满足多种厚度材料的辊压。

[0029] 进一步的，所述机架1设有竖直方向的滑轨9，所述上压辊轴承7可沿所述滑轨9上

下滑动；更换间隙调整块4时，只需使上压辊轴承7向上滑动即可将间隙调整块4拆下或安

装，安装好后再使上压辊轴承7落下即可，不需要将上压辊2拆下，省时省力。

[0030] 进一步的，所述压紧机构5还包括压紧块54，所述压紧块54下端与上压辊轴承7固

定连接，上端与丝杆52固定连接；压紧块54与上压辊轴承7的接触面更大，使上压辊轴承7受

力更均匀，从而更好地将上压辊2固定，防止其跳动。

[0031] 进一步的，所述电机6通过同步带10与下压辊3连接，所述下压辊3与上压辊2通过

齿轮11连接，所述上压辊2直径、下压辊3直径与齿轮节圆直径均相同，如图2所示；电机6通

过同步带10驱动下压辊3转动，下压辊3通过齿轮11带动上压辊2与其同步反向运动，从而对

材料进行辊压和输送。

[0032] 所述电机6还可以通过一条同步带10与上压辊2和下压辊3连接，带动上压辊2和下

压辊3同步反向转动；如图3所示，驱动机构电机6通过同一条同步带同时驱动上压辊2和下

压辊3，保证了上压辊2与下压辊3的同步转动，避免了上压辊2与下压辊3齿轮连接时，因齿

轮间隙的存在，使上压辊2与下压辊3之间旋转不同步，而造成的辊压后材料厚度不均匀。

[0033] 所述驱动机构电机6还可以通过同步带10与下压辊3连接，所述上压辊2随动，没有

与驱动机构连接；驱动机构电机6带动下压辊3转动，上压辊2通过辊压的材料带动从而跟随

下压辊2同步转动。

[0034]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对辊调厚装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文中应用了

具体个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

解本实用新型的方法和中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

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

也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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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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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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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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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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