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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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513722.2

(22)申请日 2020.06.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76931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0.13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诚捷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

街道圳美新村同富裕工业园富川科技

园1号厂房

(72)发明人 黄森　戴勇为　王军诚　邹四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中细软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4528

代理人 唐楠

(51)Int.Cl.

H01M 10/04(2006.01)

H01M 10/28(2006.01)

H01M 10/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336973 A,2016.02.17

CN 105336973 A,2016.02.17

CN 209691866 U,2019.11.26

CN 207129183 U,2018.03.23

CN 109230721 A,2019.01.18

CN 1960037 A,2007.05.09

CN 106864824 A,2017.06.20

CN 101834314 A,2010.09.15

CN 110957498 A,2020.04.03

CN 110247095 A,2019.09.17

审查员 薛召

 

(54)发明名称

电池制备机及电池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池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电池制备机及电池制备方法。电池制备机包括

卷绕装置、第一送料装置、第二送料装置、焊膜装

置及入壳装置，卷绕装置包括移位机构及卷针机

构，移位机构用于将卷绕空间内的电芯移送至电

池壳入口，卷针机构能够在卷绕空间内旋转将料

带卷绕形成电芯，以及将电芯释放至卷绕空间

内，两个第一送料装置分别用于传送正极片及负

极片至卷绕装置，两个第二送料装置分别用于传

送第一隔膜及第二隔膜至卷绕装置，焊膜装置用

于在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上焊辅助膜，入壳装置

用于将电芯装入电池壳内。上述电池制备机及电

池制备方法实现了整个制备过程的自动化，提高

生产效率，生产出来的电池品质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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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池制备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卷绕装置，包括移位机构及卷针机构，所述移位机构设有卷绕空间，并用于将所述卷绕

空间内的电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所述卷针机构能够伸出，以位于所述卷绕空间，并在所述

卷绕空间内旋转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形成所述电芯，且所述卷针机

构能够缩回，以将所述电芯释放至所述卷绕空间内；其中，所述移位机构包括抱夹组件，所

述抱夹组件包括第一抱夹及第二抱夹，所述第一抱夹与所述第二抱夹形成所述卷绕空间，

在所述卷针机构旋转时，所述第一抱夹和所述第二抱夹旋转角度以始终压紧电芯，且所述

卷绕空间能够由椭圆柱状变成圆柱状，以限制所述电芯的尺寸；

第一送料装置，所述电池制备机包括两个所述第一送料装置，其中一个所述第一送料

装置用于将所述正极片传送至所述卷绕装置，另一个所述第一送料装置用于将所述负极片

传送至所述卷绕装置；

第二送料装置，所述电池制备机包括两个所述第二送料装置，其中一个所述第二送料

装置用于将所述第一隔膜传送至所述卷绕装置，另一个所述第二送料装置用于将所述第二

隔膜传送至所述卷绕装置；

焊膜装置，用于在所述第一隔膜或所述第二隔膜上焊辅助膜；及

入壳装置，用于将所述电芯装入所述电池壳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位机构用于将所述卷绕空间内

的所述电芯平移至所述电池壳入口，所述移位机构设有卷绕孔，所述卷针机构能够伸出以

穿设于所述卷绕孔，并位于所述卷绕空间内。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池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卷绕装置还包括第一驱动机构、

第二驱动机构及第三驱动机构，所述卷针机构包括第一卷针及第二卷针，所述第一驱动机

构与所述第一卷针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一卷针轴向移动；

所述第二驱动机构与所述第二卷针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二卷针轴向移动，从而使

得所述第一卷针与所述第二卷针能够重叠或错开，以卷绕或释放所述电芯；

所述第三驱动机构与所述第一卷针及所述第二卷针均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一卷针

及所述第二卷针同步旋转。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池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包括第一驱动件、

第一转接件及第一轴杆，所述第一轴杆与所述第一卷针连接，所述第一驱动件与所述第一

转接件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一轴杆轴向移动，且所述第一卷针及所述第一轴杆能够相

对于所述第一转接件转动；

所述第二驱动机构包括第二驱动件、第二转接件及第二轴杆，所述第二轴杆与所述第

二卷针连接，所述第二驱动件与所述第二转接件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二轴杆轴向移动，

且所述第二卷针及所述第二轴杆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二转接件转动；

所述第三驱动机构包括第三驱动件、第一同步轮、同步带及第二同步轮，所述同步带依

次绕设于所述第一同步轮及所述第二同步轮，所述第三驱动件与所述第一同步轮连接，并

能够驱动所述第一同步轮旋转，且所述第一同步轮与所述第一轴杆及所述第二轴杆径向固

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送料装置包括连接架、移动

平台、第四驱动机构及夹持机构，所述移动平台用于放置所述正极片或所述负极片，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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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驱动机构与所述移动平台传动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移动平台相对于所述连接架移动，

所述夹持机构设置在所述移动平台上，并用于夹持所述正极片或所述负极片的一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焊膜装置包括焊接组件、裁切组

件及压持组件，所述焊接组件包括相连接的焊接驱动件及焊接件，所述焊接驱动件能够驱

动所述焊接件将所述辅助膜焊在所述第一隔膜或所述第二隔膜；

所述裁切组件包括相连接的裁切驱动件及裁切件，所述裁切驱动件能够驱动所述裁切

件将所述辅助膜裁断；

所述压持组件包括相连接的压持驱动件及压持件，所述压持驱动件能够驱动所述压持

件将所述辅助膜压紧，所述压持组件还包括与所述压持件连接的传送驱动件，所述传送驱

动件能够驱动所述压持件传送所述辅助膜。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入壳装置包括相连接的推杆驱动

件及推杆，所述推杆驱动件能够驱动所述推杆将所述电芯由所述电池壳入口推入所述电池

壳。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池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制备机还包括装箱装置，所

述装箱装置包括承载台、限位组件、移位组件、推送组件及料箱，所述承载台位于所述料箱

的一侧，并用于放置多个沿第一方向排列的所述电池，所述限位组件用于在所述第一方向

对多个所述电池进行限位，所述移位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料箱或所述承载台沿所述第一方向

移动，以调整所述料箱与所述承载台的相对位置，所述推送组件与所述限位组件传动连接，

并用于驱动所述限位组件沿第二方向移动，以将所述电池推入所述料箱，所述第二方向与

所述第一方向垂直。

9.一种电池制备机的电池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制备机为如权利要求1‑8中

任一项所述的电池制备机；包括：

将正极片及负极片传送至卷绕位置；

将第一隔膜及第二隔膜传送至卷绕位置，并在传送过程中在所述第一隔膜或所述第二

隔膜上焊辅助膜；

将所述第一隔膜、所述正极片、所述第二隔膜、所述负极片卷绕形成电芯；

将所述电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及

将所述电芯装入所述电池壳内。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池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电芯平移至所述电池壳入

口。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池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限制所述第一隔膜、所述正极片、

所述第二隔膜、所述负极片卷绕形成所述电芯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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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制备机及电池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池制备机及电池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及能源危机的日趋重视，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发展迅速。镍电池作为新能源技术领域除锂电池之外的重大产业之一，具有高低温性能好、

安全性能好等优点，取得了长足发展，已在电动车、电动汽车等领域广泛应用。目前，最常用

的镍电池为镍氢电池。

[0003] 在镍氢电池的制备过程中，需要先将隔膜和极片卷绕形成电芯，然后将电芯装入

电池壳形成电池，最后再将电池装入料箱内，其中，隔膜包括第一隔膜及第二隔膜，极片包

括正极片及负极片。随着镍氢电池的长足发展，市场对镍氢电池的生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

此，提高镍氢电池的生产品质及生产效率尤为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电池制备机及电池制备方法，旨在提高

镍氢电池的生产品质及生产效率。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提供一种电池制备机，电池制

备机包括卷绕装置、第一送料装置、第二送料装置、焊膜装置、入壳装置及装箱装置，卷绕装

置包括移位机构及卷针机构，所述移位机构设有卷绕空间，并用于将所述卷绕空间内的电

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所述卷针机构能够伸出，以位于所述卷绕空间，并在所述卷绕空间内

旋转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形成所述电芯，且所述卷针机构能够缩回，

以将所述电芯释放至所述卷绕空间内，所述电池制备机包括两个所述第一送料装置，其中

一个所述第一送料装置用于将所述正极片传送至所述卷绕装置，另一个所述第一送料装置

用于将所述负极片传送至所述卷绕装置，所述电池制备机包括两个所述第二送料装置，其

中一个所述第二送料装置用于将所述第一隔膜传送至所述卷绕装置，另一个所述第二送料

装置用于将所述第二隔膜传送至所述卷绕装置，焊膜装置用于在所述第一隔膜或所述第二

隔膜上焊辅助膜，入壳装置用于将所述电芯装入所述电池壳内。

[0006] 可选地，所述移位机构用于将所述卷绕空间内的所述电芯平移至所述电池壳入

口，所述移位机构设有卷绕孔，所述卷针机构能够伸出以穿设于所述卷绕孔，并位于所述卷

绕空间内。

[0007] 可选地，所述移位机构包括抱夹组件，所述抱夹组件包括第一抱夹及第二抱夹，所

述第一抱夹与所述第二抱夹形成所述卷绕空间，且所述卷绕空间能够在所述卷针机构旋转

时由椭圆柱状变成圆柱状，以限制所述电芯的尺寸。

[0008] 可选地，所述卷绕装置还包括第一驱动机构、第二驱动机构及第三驱动机构，所述

卷针机构包括第一卷针及第二卷针，所述第一驱动机构与所述第一卷针连接，并用于驱动

所述第一卷针轴向移动；

说　明　书 1/8 页

4

CN 111769316 B

4



[0009] 所述第二驱动机构与所述第二卷针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二卷针轴向移动，从

而使得所述第一卷针与所述第二卷针能够重叠或错开，以卷绕或释放所述电芯；

[0010] 所述第三驱动机构与所述第一卷针及所述第二卷针均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一

卷针及所述第二卷针同步旋转。

[0011] 可选地，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包括第一驱动件、第一转接件及第一轴杆，所述第一轴

杆与所述第一卷针连接，所述第一驱动件与所述第一转接件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一轴

杆轴向移动，且所述第一卷针及所述第一轴杆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转接件转动；

[0012] 所述第二驱动机构包括第二驱动件、第二转接件及第二轴杆，所述第二轴杆与所

述第二卷针连接，所述第二驱动件与所述第二转接件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第二轴杆轴向

移动，且所述第二卷针及所述第二轴杆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二转接件转动；

[0013] 所述第三驱动机构包括第三驱动件、第一同步轮、同步带及第二同步轮，所述同步

带依次绕设于所述第一同步轮及所述第二同步轮，所述第三驱动件与所述第一同步轮连

接，并能够驱动所述第一同步轮旋转，且所述第一同步轮与所述第一轴杆及所述第二轴杆

径向固定。

[0014] 可选地，所述第一送料装置包括连接架、移动平台、第四驱动机构及夹持机构，所

述移动平台用于放置所述正极片或所述负极片，所述第四驱动机构与所述移动平台传动连

接，并用于驱动所述移动平台相对于所述连接架移动，所述夹持机构设置在所述移动平台

上，并用于夹持所述正极片或所述负极片的一端。

[0015] 可选地，所述焊膜装置包括焊接组件、裁切组件及压持组件，所述焊接组件包括相

连接的焊接驱动件及焊接件，所述焊接驱动件能够驱动所述焊接件将所述辅助膜焊在所述

第一隔膜或所述第二隔膜；

[0016] 所述裁切组件包括相连接的裁切驱动件及裁切件，所述裁切驱动件能够驱动所述

裁切件将所述辅助膜裁断；

[0017] 所述压持组件包括相连接的压持驱动件及压持件，所述压持驱动件能够驱动所述

压持件将所述辅助膜压紧，所述压持组件还包括与所述压持件连接的传送驱动件，所述传

送驱动件能够驱动所述压持件传送所述辅助膜。

[0018] 可选地，所述入壳装置包括相连接的推杆驱动件及推杆，所述推杆驱动件能够驱

动所述推杆将所述电芯由所述电池壳入口推入所述电池壳。

[0019] 可选地，所述电池制备机还包括装箱装置，所述装箱装置包括承载台、限位组件、

移位组件、推送组件及料箱，所述承载台位于所述料箱的一侧，并用于放置多个沿第一方向

排列的所述电池，所述限位组件用于在所述第一方向对多个所述电池进行限位，所述移位

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料箱或所述承载台沿所述第一方向移动，以调整所述料箱与所述承载台

的相对位置，所述推送组件与所述限位组件传动连接，并用于驱动所述限位组件沿第二方

向移动，以将所述电池推入所述料箱，所述第二方向与所述第一方向垂直。

[0020]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电池制备方法，电池制备方法包括将正极片及负极片传

送至卷绕位置，将第一隔膜及第二隔膜传送至卷绕位置，并在传送过程中在所述第一隔膜

或所述第二隔膜上焊辅助膜，将所述第一隔膜、所述正极片、所述第二隔膜、所述负极片卷

绕形成电芯，将所述电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将所述电芯装入电池壳内。

[0021] 可选地，将所述电芯平移至所述电池壳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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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可选地，限制所述第一隔膜、所述正极片、所述第二隔膜、所述负极片卷绕形成所

述电芯的尺寸。

[0023] 实施本发明实施例，将具有如下有益效果：制备电池时，两个第一送料装置分别将

裁切好的正极片及负极片传送至卷绕装置，两个第二送料装置分别连续释放第一隔膜及第

二隔膜至卷绕装置，并在传送过程中通过焊膜装置在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上焊辅助膜；然

后，卷针机构伸出，以位于卷绕空间，并在卷绕空间内旋转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

负极片卷绕形成电芯；卷绕结束后，卷针机构缩回，并将卷绕好的电芯释放至卷绕空间内，

移位机构将电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入壳装置将电芯装入电池壳内，完成整个电池的制备。

上述电池制备机实现了整个电池制备过程的自动化，节省劳力，提高生产效率，并且通过设

置移位机构以将卷绕空间内的电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如此便可设置一组卷针机构在卷绕

空间内旋转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形成电芯，卷针机构卷绕空间更大，

从而可以满足大尺寸电芯的卷绕需求。

[0024] 采用上述电池制备方法实现了整个电池制备过程的自动化，节省劳力，提高生产

效率，并且通过设置焊膜装置，可以在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上焊辅助膜，避免第一隔膜或第

二隔膜在卷绕过程中被刺穿，生产出来的电池品质更高。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6] 其中：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电池制备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中电池制备机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图2拆除外壳的另一视角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图1中电池制备机的卷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图4中卷绕装置在另一视角下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图4中卷绕装置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为图4中卷绕装置的移位机构、剪刀机构、拔针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8为图4中卷绕装置的卷针机构、第一驱动机构、第二驱动机构、第三驱动机构、

卷绕轴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9为图1中电池制备机的第一送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0为图1中电池制备机的焊膜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1为图1中电池制备机的装箱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8] 标号说明：

[0039] 10、卷绕装置；11、移位机构；111、抱夹组件；1111、第一抱夹；1112、第二抱夹；

1113、卷绕空间；112、移位驱动件；113、移位部；12、卷针机构；121、第一卷针；122、第二卷

针；13、第一驱动机构；131、第一驱动件；132、第一转接件；14、第二驱动机构；141、第二驱动

件；142、第二转接件；15、第三驱动机构；151、第三驱动件；152、第一同步轮；153、同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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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第二同步轮；16、卷绕轴；17、剪刀机构；171、压紧组件；1711、压紧驱动件；1712、压紧

件；172、剪刀组件；1721、剪刀驱动件；1722、剪刀件；18、拔针机构；181、拔针驱动件；182、拔

针块；183、挡块；

[0040] 20、第一送料装置；21、连接架；22、移动平台；23、第四驱动机构；24、夹持机构；

[0041] 30、第二送料装置；31、放卷驱动件；32、放卷轮；33、导轮；

[0042] 40、焊膜装置；41、焊接组件；411、焊接驱动件；412、焊接件；42、裁切组件；421、裁

切驱动件；422、裁切件；43、压持组件；431、压持驱动件；432、压持件；433、传送驱动件；44、

导膜板；

[0043] 51、推杆驱动件；52、推杆；

[0044] 60、装箱装置；61、承载台；62、限位组件；63、移位组件；64、推送组件；65、料箱。

[0045] 70、极片传送装置；

[0046] 80、第三送料装置；81、储料斗；82、齿轮；83、储料盘；84、送壳件；

[0047] 91、第一方向；92、第二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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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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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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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9] 需要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所有方向性指示(诸如上、下、左、右、前、后……)仅用

于解释在某一特定姿态(如附图所示)下各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运动情况等，如果所

述特定姿态发生改变时，则所述方向性指示也相应地随之改变。

[0050] 另外，在本发明中涉及“第一”、“第二”等的描述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

示或暗示其相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

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至少一个所述特征。另外，各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

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基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

现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当认为这种技术方案的结合不存在，也不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

范围之内。

[0051] 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池制备机，如图2及图3所示，电池制备机包括卷绕装

置10、第一送料装置20、第二送料装置30、焊膜装置40及入壳装置，如图4、图6及图7所示，卷

绕装置10包括移位机构11及卷针机构12，移位机构11设有卷绕空间1113，并用于将卷绕空

间1113内的电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卷针机构12能够伸出，以位于卷绕空间1113，并在卷绕

空间1113内旋转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形成电芯，且卷针机构12能够

缩回，以将电芯释放至卷绕空间1113内，如图2及图3所示，电池制备机包括两个第一送料装

置20，其中一个第一送料装置20用于将正极片传送至卷绕装置10，另一个第一送料装置20

用于将负极片传送至卷绕装置10，如图2所示，电池制备机包括两个第二送料装置30，其中

一个第二送料装置30用于将第一隔膜传送至卷绕装置10，另一个第二送料装置30用于将第

二隔膜传送至卷绕装置10，焊膜装置40用于在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上焊辅助膜，入壳装置

用于将电芯装入电池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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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制备电池时，两个第一送料装置20分别将裁切好的正极片及负极片传送至卷绕装

置10，两个第二送料装置30分别连续释放第一隔膜及第二隔膜至卷绕装置10，并在传送过

程中通过焊膜装置40在第一隔膜与第二隔膜至少一个焊辅助膜；然后，卷针机构12伸出，以

位于卷绕空间1113，并在卷绕空间1113内旋转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

形成电芯；卷绕结束后，卷针机构12缩回，并将卷绕好的电芯释放至卷绕空间1113内，移位

机构11将电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入壳装置将电芯装入电池壳内，完成整个电池的制备。上

述电池制备机实现了整个电池制备过程的自动化，节省劳力，提高生产效率，并且通过设置

移位机构11以将卷绕空间1113内的电芯移送至电池壳入口，如此便可设置一组卷针机构12

在卷绕空间1113内旋转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形成电芯，卷针机构12

卷绕空间1113更大，从而可以满足大尺寸电芯的卷绕需求。

[0053]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4、图6及图7所示，移位机构11用于将卷绕空间1113内的电芯

平移至电池壳入口，移位机构11设有卷绕孔，卷针机构12能够伸出以穿设于卷绕孔，并位于

卷绕空间1113内。具体地，在本实施例中，移位机构11包括相连接的移位驱动件112及移位

部113。卷绕结束后，卷针机构12缩回，并将卷绕好的电芯释放至卷绕空间1113内，移位驱动

件112驱动移位部113通过滑轨与滑块的导向沿直线移动，从而将电芯平移至电池壳入口。

通过采用平移的方式以移动电芯，可以避免在移动电芯的过程中电芯发生抽芯或散乱，以

将电芯顺利移送至电池壳入口，并且通过设置卷绕孔，便于卷针机构12伸出或缩回，从而便

于释放电芯至卷绕空间1113内，提升电芯质量，空间设置上也更加合理。

[0054]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4、图6及图7所示，移位机构11包括抱夹组件111，抱夹组件111

包括第一抱夹1111及第二抱夹1112，第一抱夹1111与第二抱夹1112形成卷绕空间1113，且

卷绕空间1113能够在卷针机构12旋转时由椭圆柱状变成圆柱状，以限制电芯的尺寸。具体

地，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抱夹1111与第二抱夹1112均包括压轮。卷绕时，卷针机构12伸出，以

穿设于卷绕孔，并位于第一抱夹1111与第二抱夹1112形成的呈椭圆柱状的卷绕空间1113，

并在呈椭圆柱状的卷绕空间1113内旋转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形成电

芯，同时第一抱夹1111与第二抱夹1112旋转角度，并在卷绕过程中通过压轮始终压紧电芯，

直至第一抱夹1111与第二抱夹1112形成呈圆柱状的卷绕空间1113，此时即为最大卷绕尺

寸，卷绕结束。通过设置抱夹组件111，能够对卷绕形成的电芯尺寸进行限定，从而保证每一

卷绕形成的电芯尺寸均相同，便于后续入壳，并且在卷绕过程中第一抱夹1111与第二抱夹

1112旋转角度以始终压紧电芯，使得卷绕形成的电芯内部更紧凑，提高电芯质量。当然，在

其他实施例中，第一抱夹1111与第二抱夹1112形成的卷绕空间1113也可以一直呈圆柱状，

并限制电芯的尺寸。

[0055]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5及图8所示，卷绕装置10还包括第一驱动机构13、第二驱动机

构14及第三驱动机构15，卷针机构12包括第一卷针121及第二卷针122，第一驱动机构13与

第一卷针121连接，并用于驱动第一卷针121轴向移动，第二驱动机构14与第二卷针122连

接，并用于驱动第二卷针122轴向移动，从而使得第一卷针121与第二卷针122能够重叠或错

开，以卷绕或释放电芯，第三驱动机构15与第一卷针121及第二卷针122均连接，并用于驱动

第一卷针121及第二卷针122同步旋转。即卷针机构12采用分体式设计，第一驱动机构13与

第二驱动机构14可以分别驱动第一卷针121与第二卷针122轴向伸出并重叠，以夹住所有料

带，且第一驱动机构13与第二驱动机构14可以分别驱动第一卷针121与第二卷针122轴向缩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11769316 B

8



回，以释放电芯，便于料带的夹持及电芯的释放，从而保证卷绕过程的顺利进行，提高电池

的生产效率及生产质量。另外，通过设置第三驱动机构15，以便带动第一卷针121及第二卷

针122旋转，以将所有料带卷绕形成电芯。

[0056]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5及图8所示，第一驱动机构13包括第一驱动件131、第一转接

件132及第一轴杆，第一轴杆与第一卷针121连接，第一驱动件131与第一转接件132连接，并

用于驱动第一轴杆轴向移动，且第一卷针121及第一轴杆能够相对于第一转接件132转动，

第二驱动机构14包括第二驱动件141、第二转接件142及第二轴杆，第二轴杆与第二卷针122

连接，第二驱动件141与第二转接件142连接，并用于驱动第二轴杆轴向移动，且第二卷针

122及第二轴杆能够相对于第二转接件142转动，第三驱动机构15包括第三驱动件151、第一

同步轮152、同步带153及第二同步轮154，同步带153依次绕设于第一同步轮152及第二同步

轮154，第三驱动件151与第一同步轮152连接，并能够驱动第一同步轮152旋转，且第一同步

轮152与第一轴杆及第二轴杆径向固定。如此，第一驱动件131及第二驱动件141分别通过第

一转接件132及第二转接件142相应的驱动第一轴杆及第二轴杆轴向移动，并且第一轴杆及

第二轴杆转动时不会带动第一驱动件131及第二驱动件141同步转动，保证卷绕过程的顺利

进行。此外，在本实施例中，卷绕装置10还包括卷绕轴16，卷绕轴16套设于第一轴杆及第二

轴杆，并与第一轴杆及第二轴杆径向固定，一方面能够对第一轴杆及第二轴杆起到导向作

用，另一方面也便于通过第三驱动机构15带动第一轴杆、第二轴杆、第一卷针121及第二卷

针122旋转。

[0057]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9所示，第一送料装置20包括连接架21、移动平台22、第四驱动

机构23及夹持机构24，移动平台22用于放置正极片或负极片，第四驱动机构23与移动平台

22传动连接，并用于驱动移动平台22相对于连接架21移动，夹持机构24设置在移动平台22

上，并用于夹持正极片或负极片的一端。卷绕时，第四驱动机构23驱动移动平台22移动，以

将正极片或负极片传送至卷绕空间1113，夹持机构24张开以将正极片或负极片的一端夹

住。通过设置夹持机构24，可以在正极片及负极片的传送过程中，使正极片及负极片均平整

传送至卷绕空间1113，避免在传送过程中发生褶皱，从而提高后续的卷绕精度。此外，在本

实施例中，电池制备机还包括极片传送装置70，以将正极片及负极片传送至移动平台22。

[0058]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及图3所示，第二送料装置30包括放卷驱动件31，放卷轮32及

多个导轮33，放卷轮32用于绕设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放卷驱动件31驱动放卷轮32转动以

连续释放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且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通过导轮33进行导向及支撑，避免

传送过程中散乱。

[0059]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0所示，焊膜装置40包括焊接组件41、裁切组件42及压持组件

43，焊接组件41包括相连接的焊接驱动件411及焊接件412，焊接驱动件411能够驱动焊接件

412将辅助膜焊在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裁切组件42包括相连接的裁切驱动件421及裁切件

422，裁切驱动件421能够驱动裁切件422将辅助膜裁断，压持组件43包括相连接的压持驱动

件431及压持件432，压持驱动件431能够驱动压持件432将辅助膜压紧，压持组件43还包括

与压持件432连接的传送驱动件433，传送驱动件433能够驱动压持件432传送辅助膜。焊膜

时，压持驱动件431驱动压持件432将辅助膜压紧，并将辅助膜通过导膜板44传送至焊接组

件41位置与第一隔膜汇合，焊接驱动件411驱动焊接件412将辅助膜焊在第一隔膜；焊膜结

束后，裁切驱动件421驱动裁切件422将辅助膜裁断，从而加厚第一隔膜的局部厚度，避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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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绕过程中被刺穿。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只需在第一隔膜局部焊一小段辅助膜，以将第一

隔膜的局部厚度增加即可，既能够避免在卷绕过程中被刺穿，又能够保证电芯品质。当然，

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在第二隔膜局部焊一小段辅助膜。

[0060]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4、图6及图7所示，卷绕装置10还包括剪刀机构17，剪刀机构17

包括压紧组件171及剪刀组件172，压紧组件171包括两个相连接的压紧驱动件1711及压紧

件1712，两个压紧驱动件1711能够分别驱动两个压紧件1712压紧第一隔膜及第二隔膜的前

端和后端，剪刀组件172包括相连接的剪刀驱动件1721及剪刀件1722，剪刀驱动件1721能够

驱动剪刀件1722将多余的第一隔膜及第二隔膜剪掉，以便移位机构11将电芯移送至电池壳

入口。

[0061]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4、图6及图7所示，卷绕装置10还包括拔针机构18，拔针机构18

包括拔针驱动件181、拔针块182及挡块183，拔针驱动件181能够驱动拔针块182朝向卷绕空

间1113移动，以挡住电芯，避免卷针机构12缩回时带走电芯，或者导致电芯发生散落、抽芯

现象，从而提高电芯生产质量。通过设置挡块183，还可以对拔针块182进行导向与限位。

[0062]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及图3所示，入壳装置包括相连接的推杆驱动件51及推杆52，

推杆驱动件51能够驱动推杆52将电芯由电池壳入口推入电池壳。当移位机构11将卷绕形成

的电芯平移至电池壳入口，推杆驱动件51驱动推杆52将电芯推入电池壳内，以便入壳。

[0063]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电池制备机还包括第三送料装置80，第三送料装置80

用于将电池壳传送至入壳位置，第三送料装置80包括储料斗81、齿轮82、储料盘83及送壳件

84。将电池壳导入储料斗81，通过齿轮82的旋转依次进入至储料盘83，并整齐排列在储料盘

83上，再由送壳件84将电池壳送至入壳位置，此时，推杆驱动件51即可驱动推杆52将电芯推

入电池壳内，完成电池组装。

[0064]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及图11所示，电池制备机还包括装箱装置60，装箱装置60包

括承载台61、限位组件62、移位组件63、推送组件64及料箱65，承载台61位于料箱65的一侧，

并用于放置多个沿第一方向91排列的电池，限位组件62用于在第一方向91对多个电池进行

限位，移位组件63用于驱动料箱65或承载台61沿第一方向91移动，以调整料箱65与承载台

61的相对位置，推送组件64与限位组件62传动连接，并用于驱动限位组件62沿第二方向92

移动，以将电池推入料箱65，第二方向92与第一方向91垂直。当预设数量的电池传送至承载

台61，推送组件64驱动限位组件62沿第二方向92将第一批电池推入料箱65，然后移位组件

63驱动限位组件62沿第一方向91移动一个电池壳位置，以对第二批电池推入料箱65的位置

进行调整，重复此操作，以将料箱65装满。通过采用错位装箱的方式，不仅能够提高料箱65

的利用率，并且料箱65内的电池排列也更加整齐。

[0065] 本发明另一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池制备方法，电池制备方法包括将正极片及负极

片传送至卷绕位置，将第一隔膜及第二隔膜传送至卷绕位置，并在传送过程中在第一隔膜

或第二隔膜上焊辅助膜，将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形成电芯，将电芯移送

至电池壳入口，将电芯装入电池壳内。

[0066] 采用上述电池制备方法实现了整个电池制备过程的自动化，节省劳力，提高生产

效率，并且通过设置焊膜装置40，可以在第一隔膜或第二隔膜上焊辅助膜，避免第一隔膜或

第二隔膜在卷绕过程中被刺穿，生产出来的电池品质更高。

[0067] 在本实施例中，将电芯平移至电池壳入口，不仅结构设置上更为简单，而且能够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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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移位机构11在移动电芯的过程中，电芯发生散乱或者抽芯等现象，影响电芯的入壳及电

池的质量。

[0068] 在本实施例中，限制第一隔膜、正极片、第二隔膜、负极片卷绕形成电芯的尺寸，从

而可以保证每一卷绕形成的电芯尺寸均相同，提高电芯的一致度及生产质量。

[006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

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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