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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

及方法，涉及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是由裸电芯

上料机器人、裸电芯双吸盘、裸电芯转盘上料模

块、超声波焊接机、相机支架、一号CCD相机、二号

CCD相机、Tab转盘上料模块、Tab上料机器人和

Tab双吸盘组成的，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包括中

央旋转气缸、Tab转盘、直线滑轨、正极Tab、负极

Tab、Tab定位机构、Tab高度定位机构和Tab中心

距定位机构，本发明巧妙采用转盘上料和Tab定

位机构，只需裸电芯一次定位，对正极Tab和负极

Tab轴向径向同步纠偏，即可实现同工位同步焊

接正极Tab和负极Tab，不仅解决了极耳超声波焊

接Tab‑lead中心距NG和Tab‑lead高度NG问题，而

且极大提高了极耳超声波焊接效率，克服现有极

耳超声波焊接工艺步骤繁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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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其特征是：是由裸电芯上料机器人、裸电芯双吸盘、裸

电芯转盘上料模块、超声波焊接机、相机支架、一号CCD相机、二号CCD相机、Tab转盘上料模

块、Tab上料机器人和Tab双吸盘组成的，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包括中央伺服电机、裸电

芯转盘、裸电芯、托盘安装槽、裸电芯托盘和吸盘；所述超声波焊接机包括焊接机底座、焊

座、负极焊头、正极焊头、焊头安装座、升降臂和焊座安装座；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包括中

央旋转气缸、Tab转盘、直线滑轨、正极Tab、负极Tab、Tab定位机构；所述Tab定位机构包括

Tab高度定位机构和Tab中心距定位机构；所述Tab高度定位机构包括推杆、基座、螺母滑块、

伺服电机、丝杠和滑块支架；所述Tab中心距定位机构包括Tab底座、正极Tab安装槽、正极吸

盘、调节间隙、负极Tab安装槽、负极吸盘、中心距指针、标尺、微型伺服电机和间隙调节丝

杠，所述裸电芯双吸盘安装在裸电芯上料机器人末端、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设置于裸

电芯上料机器人和超声波焊接机之间，所述超声波焊接机上方设置有相机支架，所述相机

支架末端安装有一号CCD相机和二号CCD相机，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设置于裸电芯转盘上

料模块和Tab上料机器人之间，所述Tab上料机器人末端安装有Tab双吸盘；

所述中央伺服电机与裸电芯转盘的转轴连接，所述裸电芯转盘设置有5个托盘安装槽，

呈圆周分布，所述裸电芯托盘安装在托盘安装槽中，所述裸电芯托盘内部设置有吸盘，所述

裸电芯放置于裸电芯托盘中；

所述焊座设置于焊座安装座上，所述焊座安装座设置于焊接机底座上，所述负极焊头

和正极焊头设置于焊头安装座下部，所述焊头安装座设置于升降臂上，所述升降臂设置于

焊座安装座内部；

所述中央旋转气缸与Tab转盘的转轴连接，所述Tab转盘两端安装有直线滑轨，所述Tab

定位机构包括Tab高度定位机构和Tab中心距定位机构，所述Tab高度定位机构安装在Tab转

盘上，并且与Tab中心距定位机构连接，所述Tab中心距定位机构安装在直线滑轨上，所述正

极Tab和负极Tab放置于Tab中心距定位机构上；所述Tab高度定位机构包括推杆、基座、螺母

滑块、伺服电机、丝杠和滑块支架，所述推杆一端与Tab中心距定位机构连接，另一端与基座

连接，中部穿过滑块支架前立板，所述基座安装在螺母滑块上，所述螺母滑块中部与丝杠连

接，两端与滑块支架滑动连接，所述丝杠一端安装在滑块支架上，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伺服

电机连接，所述伺服电机和滑块支架安装在Tab转盘上；所述Tab中心距定位机构包括Tab底

座、正极Tab安装槽、正极吸盘、调节间隙、负极Tab安装槽、负极吸盘、中心距指针、标尺、微

型伺服电机和间隙调节丝杠，所述Tab底座底部与直线滑轨连接，所述正极Tab安装槽内表

面设置有正极吸盘，所述正极Tab放置于正极Tab安装槽内，所述调节间隙设置于正极Tab安

装槽和负极Tab安装槽之间，所述负极Tab安装槽内表面设置有负极吸盘，所述负极Tab放置

于负极Tab安装槽内，所述负极Tab安装槽底部与间隙调节丝杠连接，所述间隙调节丝杠一

端与Tab底座连接，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微型伺服电机连接，所述中心距指针安装在负极

Tab安装槽上部，与标尺滑动连接，所述标尺安装在Tab底座上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其特征是：所述一号CCD相机拍

摄Tab中心距尺寸，所述二号CCD相机拍摄Tab高度尺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其特征是：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

模块顺时针转动，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逆时针转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其特征是：所述Tab定位机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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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个，呈180°夹角对称安装在Tab转盘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其特征是：所述裸电芯双吸盘左

侧是上料吸盘，右侧是卸料吸盘，所述Tab双吸盘左侧是正极Tab吸盘，右侧是负极Tab吸盘，

同时吸附正极Tab和负极Tab上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

骤：

1)上料

裸电芯上料机器人将裸电芯放置于裸电芯托盘中，Tab上料机器人将正极Tab和负极

Tab放置于正极Tab安装槽和负极Tab安装槽，完成上料过程；

2)转至焊接工位

中央伺服电机驱动裸电芯转盘顺时针旋转，转至焊接工位，中央旋转气缸驱动Tab转盘

逆时针旋转，完成转至焊接工位过程；

3)关键尺寸校准

一号CCD相机拍摄Tab中心距尺寸，如果不在规格范围，则微型伺服电机通过间隙调节

丝杠驱动负极Tab安装槽左右移动进行校准至OK，二号CCD相机拍摄Tab高度尺寸，如果不在

规格范围，则伺服电机通过丝杠、螺母滑块以及推杆驱动Tab中心距定位机构前后移动进行

校准至OK，完成关键尺寸校准过程；

4)焊接

当超声波焊接机接收到关键尺寸校准OK信号，焊头安装座下降同时进行正极Tab和负

极Tab焊接，完成焊接过程；

5)卸料

中央伺服电机驱动裸电芯转盘顺时针旋转，转至卸料工位，裸电芯上料机器人将焊接

好的裸电芯取下，完成卸料过程；

重复步骤1)-5)进行下一次焊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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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及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短缺和空气污染加剧情况下，国家提出新能源战略，大力扶持新能源动力

电池行业的发展。动力电池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上，以电代替石油为汽车提供动力，实现零排

放零污染。目前，动力电池分为硬壳动力电池和软包动力电池，软包动力电池因具有较高能

量密度，得到了飞速发展。软包动力电池又分为M6U结构和M6T结构，主要由裸电芯、正极

Tab、负极Tab以及铝塑膜Pocket组成，正极Tab与裸电极阴极Al极耳焊接到一起，负极Tab与

裸电极阳极Cu极耳焊接到一起，目的是引出正负极。

[0003] 目前，软包动力电池极耳超声波焊接工艺，裸电芯需要两次定位，第一次定位焊接

正极Tab，第二次定位焊接负极Tab，误差累计容易导致Tab-lead中心距NG和Tab-lead高度

NG。Tab-lead中心距NG是指正极Tab和负极Tab中心距超规格，进一步会导致顶封槽位印不

明显和槽位印压tab问题，电芯有严重漏液和腐蚀风险；Tab-lead高度NG是指正极Tab和负

极Tab露在铝塑膜Pocket外面的高度超规格，造成电芯尺寸NG而报废，Tab-lead指正极Tab

和负极Tab。本发明巧妙采用转盘上料和Tab定位机构，只需裸电芯一次定位，对正极Tab和

负极Tab轴向径向同步纠偏，即可实现同工位同步焊接正极Tab和负极Tab，不仅解决了极耳

超声波焊接Tab-lead中心距NG和Tab-lead高度NG问题，而且极大提高了极耳超声波焊接效

率，而目前这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及方法市场上是没有的。本发明Tab定位机构的参数

直接影响工序效率和优率，其研究发展对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及方法，本

发明巧妙采用转盘上料和Tab定位机构，只需裸电芯一次定位，对正极Tab和负极Tab轴向径

向同步纠偏，即可实现同工位同步焊接正极Tab和负极Tab，不仅解决了极耳超声波焊接

Tab-lead中心距NG和Tab-lead高度NG问题，而且极大提高了极耳超声波焊接效率，克服现

有极耳超声波焊接工艺步骤繁琐问题。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是由裸电芯上料机器人、裸电芯双吸盘、裸电芯转盘

上料模块、超声波焊接机、相机支架、一号CCD相机、二号CCD相机、Tab转盘上料模块、Tab上

料机器人和Tab双吸盘组成的，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包括中央伺服电机、裸电芯转盘、

裸电芯、托盘安装槽、裸电芯托盘和吸盘；所述超声波焊接机包括焊接机底座、焊座、负极焊

头、正极焊头、焊头安装座、升降臂和焊座安装座；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包括中央旋转气

缸、Tab转盘、直线滑轨、正极Tab、负极Tab、Tab定位机构；所述Tab定位机构包括Tab高度定

位机构和Tab中心距定位机构；所述Tab高度定位机构包括推杆、基座、螺母滑块、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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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杠和滑块支架；所述Tab中心距定位机构包括Tab底座、正极Tab安装槽、正极吸盘、调节间

隙、负极Tab安装槽、负极吸盘、中心距指针、标尺、微型伺服电机和间隙调节丝杠，其特征

是：所述裸电芯双吸盘安装在裸电芯上料机器人末端、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设置于裸

电芯上料机器人和超声波焊接机之间，所述超声波焊接机上方设置有相机支架，所述相机

支架末端安装有一号CCD相机和二号CCD相机，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设置于裸电芯转盘上

料模块和Tab上料机器人之间，所述Tab上料机器人末端安装有Tab双吸盘。

[0007] 优选地，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包括中央伺服电机、裸电芯转盘、裸电芯、托盘

安装槽、裸电芯托盘和吸盘，所述中央伺服电机与裸电芯转盘的转轴连接，所述裸电芯转盘

设置有5个托盘安装槽，呈圆周分布，所述裸电芯托盘安装在托盘安装槽中，所述裸电芯托

盘内部设置有吸盘，所述裸电芯放置于裸电芯托盘中。

[0008] 优选地，所述超声波焊接机包括焊接机底座、焊座、负极焊头、正极焊头、焊头安装

座、升降臂和焊座安装座，所述焊座设置于焊座安装座上，所述焊座安装座设置于焊接机底

座上，所述负极焊头和正极焊头设置于焊头安装座下部，所述焊头安装座设置于升降臂上，

所述升降臂设置于焊座安装座内部。

[0009] 优选地，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包括中央旋转气缸、Tab转盘、直线滑轨、正极Tab、

负极Tab、Tab定位机构，所述中央旋转气缸与Tab转盘的转轴连接，所述Tab转盘两端安装有

直线滑轨，所述Tab定位机构包括Tab高度定位机构和Tab中心距定位机构，所述Tab高度定

位机构安装在Tab转盘上，并且与Tab中心距定位机构连接，所述Tab中心距定位机构安装在

直线滑轨上，所述正极Tab和负极Tab放置于Tab中心距定位机构上；所述Tab高度定位机构

包括推杆、基座、螺母滑块、伺服电机、丝杠和滑块支架，所述推杆一端与Tab中心距定位机

构连接，另一端与基座连接，中部穿过滑块支架前立板，所述基座安装在螺母滑块上，所述

螺母滑块中部与丝杠连接，两端与滑块支架滑动连接，所述丝杠一端安装在滑块支架上，另

一端通过联轴器与伺服电机连接，所述伺服电机和滑块支架安装在Tab转盘上；所述Tab中

心距定位机构包括Tab底座、正极Tab安装槽、正极吸盘、调节间隙、负极Tab安装槽、负极吸

盘、中心距指针、标尺、微型伺服电机和间隙调节丝杠，所述Tab底座底部与直线滑轨连接，

所述正极Tab安装槽内表面设置有正极吸盘，所述正极Tab放置于正极Tab安装槽内，所述调

节间隙设置于正极Tab安装槽和负极Tab安装槽之间，所述负极Tab安装槽内表面设置有负

极吸盘，所述负极Tab放置于负极Tab安装槽内，所述负极Tab安装槽底部与间隙调节丝杠连

接，所述间隙调节丝杠一端与Tab底座连接，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微型伺服电机连接，所述

中心距指针安装在负极Tab安装槽上部，与标尺滑动连接，所述标尺安装在Tab底座上部。

[0010] 具体的，所述一号CCD相机拍摄Tab中心距尺寸，所述二号CCD相机拍摄Tab高度尺

寸。

[0011] 具体的，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顺时针转动，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逆时针转

动。

[0012] 具体的，所述Tab定位机构设有2个，呈180°夹角对称安装在Tab转盘上。

[0013] 具体的，所述裸电芯双吸盘左侧是上料吸盘，右侧是卸料吸盘，所述Tab双吸盘左

侧是正极Tab吸盘，右侧是负极Tab吸盘，同时吸附正极Tab和负极Tab上料。

[0014] 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上料、转至焊接工位、关键尺

寸校准、焊接和卸料，其详细工作过程为：裸电芯上料机器人将裸电芯放置于裸电芯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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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Tab上料机器人将正极Tab和负极Tab放置于正极Tab安装槽和负极Tab安装槽，完成上料

过程；中央伺服电机驱动裸电芯转盘顺时针旋转，转至焊接工位，中央旋转气缸驱动Tab转

盘逆时针旋转，完成转至焊接工位过程；一号CCD相机拍摄Tab中心距尺寸，如果不在规格范

围，则微型伺服电机通过间隙调节丝杠驱动负极Tab安装槽左右移动进行校准至OK，二号

CCD相机拍摄Tab高度尺寸，如果不在规格范围，则伺服电机通过丝杠、螺母滑块以及推杆驱

动Tab中心距定位机构前后移动进行校准至OK，完成关键尺寸校准过程；当超声波焊接机接

收到关键尺寸校准OK信号，焊头安装座下降同时进行正极Tab和负极Tab焊接，完成焊接过

程；中央伺服电机驱动裸电芯转盘顺时针旋转，转至卸料工位，裸电芯上料机器人将焊接好

的裸电芯取下，完成卸料过程。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设计的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及方法巧妙采用转盘上料和Tab定位机

构，只需裸电芯一次定位，对正极Tab和负极Tab轴向径向同步纠偏，即可实现同工位同步焊

接正极Tab和负极Tab，不仅解决了极耳超声波焊接Tab-lead中心距NG和Tab-lead高度NG问

题，而且极大提高了极耳超声波焊接效率，克服现有极耳超声波焊接工艺步骤繁琐问题。

[0017] (1)本发明的Tab定位机构包括Tab高度定位机构和Tab中心距定位机构，Tab高度

定位机构可进行轴向调节，校准Tab高度，Tab中心距定位机构可进行径向调节，校准Tab中

心距，轴向径向同步纠正，确保尺寸OK；

[0018] (2)本发明的超声波焊接机集正极焊头和负极焊头于一体，Tab定位机构集正极

Tab和负极Tab于一体，实现同工位同步焊接正极Tab和负极Tab，极大提高了极耳超声波焊

接效率；

[0019] (3)本发明采用裸电芯转盘上料和Tab转盘上料，提升了设备空间利用率；

[0020] (4)本发明的Tab转盘上料模块集成两个Tab定位机构，提升了Tab上料效率。

[0021] 本发明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2] 下列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其与下述

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下述附图及具体实

施方式。在附图中：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等轴测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的超声波焊接机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的Tab转盘上料模块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的Tab定位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本发明的Tab中心距调节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8为本发明的焊接工位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裸电芯上料机器人，2裸电芯双吸盘，3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301中央伺服

电机，302裸电芯转盘，303裸电芯，304托盘安装槽，305裸电芯托盘，306吸盘，4超声波焊接

机，401焊接机底座，402焊座，403负极焊头，404正极焊头，405焊头安装座，406升降臂，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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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座安装座，5相机支架，6一号CCD相机，7二号CCD相机，8Tab转盘上料模块，801中央旋转气

缸，802Tab转盘，803直线滑轨，804正极Tab，805负极Tab，806Tab定位机构，807Tab高度定位

机构，8071推杆，8072基座，8073螺母滑块，8074伺服电机，8075丝杠，8076滑块支架，808Tab

中心距定位机构，8081Tab底座，8082正极Tab安装槽，8083正极吸盘，8084调节间隙，8085负

极Tab安装槽，8086负极吸盘，8087中心距指针，8088标尺，8089微型伺服电机，9Tab上料机

器人，10Tab双吸盘，11间隙调节丝杠。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下述的具体实

施方式。

[0033] 本发明设计的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及方法巧妙采用转盘上料和Tab定位机

构，只需裸电芯一次定位，对正极Tab和负极Tab轴向径向同步纠偏，即可实现同工位同步焊

接正极Tab和负极Tab，不仅解决了极耳超声波焊接Tab-lead中心距NG和Tab-lead高度NG问

题，而且极大提高了极耳超声波焊接效率，克服现有极耳超声波焊接工艺步骤繁琐问题。

[0034] 参见图1至图8所示，一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是由裸电芯上料机器人1、裸电

芯双吸盘2、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3、超声波焊接机4、相机支架5、一号CCD相机6、二号CCD相

机7、Tab转盘上料模块8、Tab上料机器人9和Tab双吸盘10组成的，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

3包括中央伺服电机301、裸电芯转盘302、裸电芯303、托盘安装槽304、裸电芯托盘305和吸

盘306；所述超声波焊接机4包括焊接机底座401、焊座402、负极焊头403、正极焊头404、焊头

安装座405、升降臂406和焊座安装座407；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8包括中央旋转气缸801、

Tab转盘802、直线滑轨803、正极Tab  804、负极Tab  805、Tab定位机构806；所述Tab定位机构

806包括Tab高度定位机构807和Tab中心距定位机构808；所述Tab高度定位机构807包括推

杆8071、基座8072、螺母滑块8073、伺服电机8074、丝杠8075和滑块支架8076；所述Tab中心

距定位机构808包括Tab底座8081、正极Tab安装槽8082、正极吸盘8083、调节间隙8084、负极

Tab安装槽8085、负极吸盘8086、中心距指针8087、标尺8088、微型伺服电机8089和间隙调节

丝杠11，其特征是：所述裸电芯双吸盘2安装在裸电芯上料机器人1末端、所述裸电芯转盘上

料模块3设置于裸电芯上料机器人1和超声波焊接机4之间，所述超声波焊接机4上方设置有

相机支架5，所述相机支架5末端安装有一号CCD相机6和二号CCD相机7，所述Tab转盘上料模

块8设置于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3和Tab上料机器人9之间，所述Tab上料机器人9末端安装有

Tab双吸盘10。

[0035] 参见图2和图3所示，优选地，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3包括中央伺服电机301、裸

电芯转盘302、裸电芯303、托盘安装槽304、裸电芯托盘305和吸盘306，所述中央伺服电机

301与裸电芯转盘302的转轴连接，所述裸电芯转盘302设置有5个托盘安装槽304，呈圆周分

布，所述裸电芯托盘305安装在托盘安装槽304中，所述裸电芯托盘305内部设置有吸盘306，

所述裸电芯303放置于裸电芯托盘305中。

[0036] 参见图4所示，优选地，所述超声波焊接机4包括焊接机底座401、焊座402、负极焊

头403、正极焊头404、焊头安装座405、升降臂406和焊座安装座407，所述焊座402设置于焊

座安装座407上，所述焊座安装座407设置于焊接机底座401上，所述负极焊头403和正极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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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404设置于焊头安装座405下部，所述焊头安装座405设置于升降臂406上，所述升降臂406

设置于焊座安装座407内部。

[0037] 参见图5至图8所示，优选地，所述Tab转盘上料模块8包括中央旋转气缸801、Tab转

盘802、直线滑轨803、正极Tab  804、负极Tab  805、Tab定位机构806，所述中央旋转气缸801

与Tab转盘802的转轴连接，所述Tab转盘802两端安装有直线滑轨803，所述Tab定位机构806

包括Tab高度定位机构807和Tab中心距定位机构808，所述Tab高度定位机构807安装在Tab

转盘802上，并且与Tab中心距定位机构808连接，所述Tab中心距定位机构808安装在直线滑

轨803上，所述正极Tab  804和负极Tab  805放置于Tab中心距定位机构808上；所述Tab高度

定位机构807包括推杆8071、基座8072、螺母滑块8073、伺服电机8074、丝杠8075和滑块支架

8076，所述推杆8071一端与Tab中心距定位机构808连接，另一端与基座8072连接，中部穿过

滑块支架8076前立板，所述基座8072安装在螺母滑块8073上，所述螺母滑块8073中部与丝

杠8075连接，两端与滑块支架8076滑动连接，所述丝杠8075一端安装在滑块支架8076上，另

一端通过联轴器与伺服电机8074连接，所述伺服电机8074和滑块支架8076安装在Tab转盘

802上；所述Tab中心距定位机构808包括Tab底座8081、正极Tab安装槽8082、正极吸盘8083、

调节间隙8084、负极Tab安装槽8085、负极吸盘8086、中心距指针8087、标尺8088、微型伺服

电机8089和间隙调节丝杠11，所述Tab底座8081底部与直线滑轨803连接，所述正极Tab安装

槽8082内表面设置有正极吸盘8083，所述正极Tab  804放置于正极Tab安装槽8082内，所述

调节间隙8084设置于正极Tab安装槽8082和负极Tab安装槽8085之间，所述负极Tab安装槽

内8085表面设置有负极吸盘8086，所述负极Tab  805放置于负极Tab安装槽8085内，所述负

极Tab安装槽8085底部与间隙调节丝杠11连接，所述间隙调节丝杠11一端与Tab底座8081连

接，另一端通过联轴器与微型伺服电机8089连接，所述中心距指针8087安装在负极Tab安装

槽8085上部，与标尺8088滑动连接，所述标尺8088安装在Tab底座8081上部。

[0038] 参见图1所示，具体的，所述一号CCD相机6拍摄Tab中心距尺寸，所述二号CCD相机7

拍摄Tab高度尺寸。

[0039] 参见图1所示，具体的，所述裸电芯转盘上料模块3顺时针转动，所述Tab转盘上料

模块8逆时针转动。

[0040] 参见图5所示，具体的，所述Tab定位机构806设有2个，呈180°夹角对称安装在Tab

转盘802上。

[0041] 参见图1所示，具体的，所述裸电芯双吸盘2左侧是上料吸盘，右侧是卸料吸盘，所

述Tab双吸盘10左侧是正极Tab  804吸盘，右侧是负极Tab  805吸盘，同时吸附正极Tab  804

和负极Tab  805上料。

[0042] 为了帮助理解本发明的上述基本实施方式，参照图1至图8进行工作过程说明，一

种动力电池极耳焊接装置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上料、转至焊接工位、关键尺寸校准、焊接

和卸料，其详细工作过程为：裸电芯上料机器人1将裸电芯303放置于裸电芯托盘305中，Tab

上料机器人9将正极Tab  804和负极Tab  805放置于正极Tab安装槽8082和负极Tab安装槽

8085，完成上料过程；中央伺服电机301驱动裸电芯转盘302顺时针旋转，转至焊接工位，中

央旋转气缸801驱动Tab转盘802逆时针旋转，完成转至焊接工位过程；一号CCD相机6拍摄

Tab中心距尺寸，如果不在规格范围，则微型伺服电机8089通过间隙调节丝杠11驱动负极

Tab安装槽8085左右移动进行校准至OK，二号CCD相机7拍摄Tab高度尺寸，如果不在规格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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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则伺服电机8074通过丝杠8075、螺母滑块8073以及推杆8071驱动Tab中心距定位机构

808前后移动进行校准至OK，完成关键尺寸校准过程；当超声波焊接机4接收到关键尺寸校

准OK信号，焊头安装座405下降同时进行正极Tab  804和负极Tab  805焊接，完成焊接过程；

中央伺服电机301驱动裸电芯转盘302顺时针旋转，转至卸料工位，裸电芯上料机器人1将焊

接好的裸电芯303取下，完成卸料过程。

[0043]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

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

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但是，本发明

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

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

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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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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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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