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097890.1

(22)申请日 2019.11.12

(71)申请人 张俊

地址 315301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宗汉街

道新界村历新路62号

(72)发明人 张俊　沈杭杰　魏峰　

(51)Int.Cl.

H01M 6/00(2006.01)

H01M 6/14(2006.01)

H01M 10/04(2006.01)

H01M 10/058(2010.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锂电池贴胶片方法和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加工领域。一种锂电池贴

胶片设备，包括立板、输送装置、锂电池进料装

置、胶片收放装置、裁切装置、下料装置、背面贴

合装置和出料装置；所述的输送装置竖直设置在

立板中部，输送装置为转盘结构，输送装置上的

治具周向均匀分布，输送装置通过治具将锂电池

从进料端送到出料端；所述的锂电池进料装置设

置在输送装置进料端，锂电池进料装置用于锂电

池的进料；所述的胶片收放装置设置在立板上，

胶片收放装置用于将胶片出料并压到锂电池的

正面上，然后回收胶片胶带；所述的背面贴合装

置设置在下料装置下方，背面贴合装置用于锂电

池背面的贴胶。本发明的优点是转盘结构使锂电

池进出料同时进行，背部贴合装置的设计使得设

备能对锂电池背面进行贴胶，开拓了设备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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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包括立板（1）、输送装置（2）、锂电池进

料装置（3）、胶片收放装置（4）、裁切装置（5）、下料装置（6）、背面贴合装置（7）和出料装置

（8）；所述的立板（1）竖直设置；所述的输送装置（2）竖直设置在立板（1）中部，输送装置（2）

为转盘结构，输送装置（2）上的治具（20）周向均匀分布，输送装置（2）通过治具（20）将锂电

池从进料端送到出料端；所述的锂电池进料装置（3）设置在输送装置（2）进料端，锂电池进

料装置（3）用于锂电池的进料；所述的胶片收放装置（4）设置在立板（1）上，胶片收放装置

（4）用于将胶片出料并压到锂电池的正面上，然后回收胶片胶带；所述的裁切装置（5）设置

在立板（1）上，裁切装置（5）位于输送装置（2）的进料端与出料端之间的裁切区，裁切装置

（5）用于将连续的胶片下切成相互独立的条状；所述的下料装置（6）设置在输送装置（2）出

料端，下料装置（6）将锂电池从输送装置（2）中取下放到背面贴合装置（7）中；所述的背面贴

合装置（7）设置在下料装置（6）下方，背面贴合装置（7）用于锂电池背面的贴胶；所述的出料

装置（8）设置在背面贴合装置（7）上，出料装置（8）用于出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送装置（2）还

包括电机（21）、齿轮箱（22）、传动轴（23）、转盘（24）和转盘安装组件（25）；所述的电机（21）

通过电机安装板（211）安装在立板（1）的后部；所述的齿轮箱（22）安装在立板（1）后部，且齿

轮箱（22）设置在电机（21）下方，齿轮箱（22）与电机（21）之间用第一皮带（221）连接；所述的

传动轴（23）的后端衔接在齿轮箱（22）输出端，传动轴（23）前端穿过立板（1）到立板（1）的前

面；所述的转盘（24）中心固定在传动轴（23）前端；所述的治具（20）周向均匀分布在转盘

（24）的圆周上，治具（20）两侧有用于安装锂电池的凹槽（201），治具（20）中部设有挡刀块

（202），挡刀块（202）用于裁切时定位以及挡刀；所述的转盘安装组件（25）用于转盘的安装

和限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转盘安装组件

（25）包括前转盘挡板（251）、后转盘挡板（252）、多根连接杆（253）、支撑杆（254）和辅助支撑

板（255）；所述的前转盘挡板（251）设置在转盘（24）的前面，且前转盘挡板（251）的中心设置

在传动轴（23）前端；所述的后转盘挡板（252）设置在转盘（24）与立板（1）之间，且后转盘挡

板（252）中心设置在传动轴（23）上；所述的多根连接杆（253）连接在前转盘挡板（251）和后

转盘挡板（252）的圆周上，使前转盘挡板（251）和后转盘挡板（252）将转盘（24）包住；所述的

支撑杆（254）设置在后转盘挡板（252）与立板（1）之间，支撑杆（254）用于将后转盘挡板

（252）固定在立板（1）上；所述的辅助支撑板（255）一端设置在前转盘挡板（251）上，辅助支

撑板（255）另一端设置在立板（1）上，辅助支撑板（255）用于将前转盘挡板（251）固定在立板

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锂电池进料装置

（3）包括振动盘底板、振动盘、进料座（33）、进料气缸（34）、进料导向杆（35）和推料板（36）；

所述的振动盘设置在振动盘底板上，振动盘出料端设有锂电池出料导轨；所述的进料座

（33）设置在输送装置（2）进料端，且进料座（33）与锂电池出料导轨衔接，进料座（33）上有用

于锂电池进料和出料的通道；所述的进料气缸（34）后端设置在进料座（33）前端，进料气缸

（34）前端连有一块导向板（341）；所述的进料导向杆（35）设置在导向板（341）和进料座（33）

之间；所述的推料板（36）的一端固定在导向板（341）上，推料板（36）的另一端设置在进料座

（33）的通道中，推料板（36）用于将位于通道中的锂电池推到治具（2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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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胶片收放装置

（4）包括支撑架（41）、胶片放料盘（42）、胶片收料盘（43）、收料驱动电机（44）、多个胶片张紧

件（45）和分离机构（46）；所述的支撑架（41）设置在立板（1）的上部前方；所述的胶片放料盘

（42）安装在支撑架（41）的上部，胶片放料盘（42）在支撑架（41）上转动将胶片放料；所述的

胶片收料盘（43）设置在支撑架（41）的下部前方；所述的收料驱动电机（44）设置在支撑架

（41）的下部后方，收料驱动电机（44）与胶片收料盘（43）之间通过第二皮带（441）连接；所述

的多个胶片张紧件（45）排列在立板（1）上，胶片张紧件（45）一端固定在立板（1）上，胶片张

紧件（45）另一端有用于胶片的限位槽（451），胶片胶带从胶片放料盘（42）出来后经过多个

胶片张紧件（45）上的限位槽（451）缠绕到胶片收料盘（43）上；所述的分离机构（46）位于输

送装置（2）的进料端侧方，分离机构（46）用于将胶片从胶带上贴到锂电池正面上，分离机构

（46）包括分离支撑板（461）、分离转轴安装板（462）和分离转轴（463）；所述的分离支撑板

（461）固定在立板（1）上；所述的分离转轴安装板（462）有两块，分离转轴安装板（462）设置

在分离支撑板（461）前端；所述的分离转轴（463）设置在两块分离转轴安装板（462）之间，分

离转轴（463）用于将胶片从胶带上分离。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裁切装置（5）包

括裁切支撑板（51）、裁切气缸（52）和刀片（53）；所述的裁切支撑板（51）安装在立板（1）上；

所述的裁切气缸（52）安装在裁切支撑板（51）上；所述的刀片（53）通过刀片安装板（531）安

装在裁切气缸（52）的输出端，刀片用于切断位于裁切区上的挡刀块（202）位置的胶片，切断

后的胶片长度长于锂电池的正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下料装置（6）包括下料

气缸（61）、下料压块（62）、下料滑块（63）和下料滑轨（64）；所述的下料气缸（61）通过下料气

缸安装板（611）竖直设置在输送装置（2）中部；所述的下料压块（62）为L型，下料压块（62）的

上端设置在下料气缸（611）的输出端，下料压块（62）的下端伸进输送装置（2）内部，且下料

压块（62）衔接在背面贴合装置（7）中，下料压块（62）用于将锂电池从治具（20）中取出并压

到背面贴合装置（7）中；所述的下料滑块（63）衔接在下料压块（62）上部左侧，下料滑块（63）

滑动设置在下料滑轨（64）上；下料滑轨（64）竖直设置在输送装置（2）上，下料滑轨（64）在下

料时起导向作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背面贴合装置

（7）包括底板（71）、压紧座（72）、第一压紧气缸（73）、第二压紧气缸（74）、第三压紧气缸（75）

和压紧块（76）；所述的底板（71）安装在立板（1）下部，底板（71）位于输送装置（2）的出料端

下方；所述的压紧座（72）设置在底板（71）上，压紧座（72）内有用于锂电池通过的出料通道

（721），出料通道（721）上部设有盖板（722）；所述的第一压紧气缸（73）设置在底板（71）的左

侧，第一压紧气缸（73）输出端衔接有第一压板（731），第一压板（731）穿过压紧座（72）左侧

面进入出料通道（721）；所述的第二压紧气缸（74）设置在底板（71）的右侧，且第二压紧气缸

（74）与第一压紧气缸（73）相对设置，第二压紧气缸（74）输出端衔接有第二压板（741），第二

压板（741）穿过压紧座（72）右侧面进入出料通道（721），第一压紧气缸（73）和第二压紧气缸

（74）分别用于将左侧和右侧的胶片贴到锂电池的背面；所述的第三压紧气缸（75）通过第三

压紧气缸安装板（751）竖直安装在压紧座（72）出料端；所述的压紧块（76）设置在第三压紧

气缸（75）的输出端，压紧块（76）用于将背面的胶片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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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其特征在于，出料装置（8）包括出料

气缸（81）、出料推杆（82）和出料导轨（83）；所述的出料气缸（81）通过出料气缸安装板（811）

安装在背面贴合装置（7）的后部；所述的出料推杆（82）一端衔接在出料气缸（81）输出端，出

料推杆（82）的另一端衔接在出料通道（721）上；所述的出料导轨（83）设置在压紧座（72）前

端的出料端。

10.一种锂电池贴胶片方法，其特征在于，依次通过以下步骤：

锂电池上料：振动盘振动使锂电池沿着锂电池出料导轨进入进料座（33），进料气缸

（34）推动推料板（36）将锂电池推到治具（20）上；

胶片上料：收料驱动电机（44）带动胶片收料盘（43）旋转将胶片胶带从胶片放料盘（42）

中拉出，胶片胶带经过多个胶片张紧件（45）到分离机构（46）上，分离转轴（463）将胶片分离

到锂电池的正面上；

胶片裁切：电机（21）带动齿轮箱（22）旋转使转盘（24）转动，转盘（24）上的治具（20）做

圆周运动，治具移动到裁切区时，裁切气缸（52）带动刀片（53），使刀片（53）将挡刀块（202）

上的胶片裁断，胶片长度大于锂电池正面的长度；

锂电池下料：治具（20）移动到转盘（24）出料区时，下料气缸（61）推动下料压块（62）将

锂电池正面向下从治具（20）中取下并放到压紧座（72）中；

锂电池背面贴胶片：第一压紧气缸（73）和第二压紧气缸（74）分别通过第一压板（731）

和第二压板（741）将正面多余的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出料气缸（81）推动出料推杆（82）

将锂电池向前推，推到第三压紧气缸（75）下方时，第三压紧气缸（75）通过压紧块（76）将锂

电池背面的胶片压紧；

出料：出料气缸（81）推动出料推杆（82）将出料通道721中的锂电池向前推到出料导轨

（83）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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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电池贴胶片方法和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加工领域，尤其是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锂电池是一种存储电荷的期间广泛应用于各类电气设备中。但是电池极片在制作

过程中需要进行检测、贴胶以及焊接等一系列操作。

[0003] 现有的锂电池贴胶片设备，例如公开号为CN108232325A（公开日为2018.06.29）的

中国发明专利中公开了一种锂电池贴胶装置，包括均装设在安装板上的控制器、放胶机构、

送胶机构、可往复运动的切胶工作台、切胶机构、机械臂组件以及压胶组件，该控制器连接

该送胶机构、切胶机构、机械臂组件以及压胶组件，该机械臂组件包括机械臂以及机械手，

该送胶机构包括送胶气缸，该胶带引入该切胶工作台上，该送胶气缸将该切胶工作台移动

至切胶机构下方，该机械手夹持胶带头部，该切胶机构在该切胶工作台上切断剩余胶带同

时该切胶工作台复位，该机械臂将切下的胶带段送至贴胶工位并贴近该锂电池素子，该控

制器控制该压胶机构将该段胶带贴至该锂电池素子上。

[0004] 但上述设备存在以下问题：（一）只能对锂电池一面进行贴胶，锂电池正反面都要

贴胶时，该设备要工作两次，贴胶功能不完善；（二）锂电池进出料为同一位置，导致锂电池

在进出料时，整台设备无法工作，降低了贴胶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设备存在的只能对锂电池一面进行贴胶和锂电池进出料不方

便的问题，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通过转盘将各装置衔接以及正反面同时粘贴压

紧的锂电池贴胶片设备。

[0006] 为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施：

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该设备包括立板、输送装置、锂电池进料装置、胶片收放装置、

裁切装置、下料装置、背面贴合装置和出料装置；所述的立板竖直设置；所述的输送装置竖

直设置在立板中部，输送装置为转盘结构，输送装置上的治具周向均匀分布，输送装置通过

治具将锂电池从进料端送到出料端；所述的锂电池进料装置设置在输送装置进料端，锂电

池进料装置用于锂电池的进料；所述的胶片收放装置设置在立板上，胶片收放装置用于将

胶片出料并压到锂电池的正面上，然后回收胶片胶带；所述的裁切装置设置在立板上，裁切

装置位于输送装置的进料端与出料端之间的裁切区，裁切装置用于将连续的胶片下切成相

互独立的条状；所述的下料装置设置在输送装置出料端，下料装置将锂电池从输送装置中

取下放到背面贴合装置中；所述的背面贴合装置设置在下料装置下方，背面贴合装置用于

锂电池背面的贴胶；所述的出料装置设置在背面贴合装置上，出料装置用于出料。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输送装置还包括电机、齿轮箱、传动轴、转盘和转盘安装组件；所

述的电机通过电机安装板安装在立板的后部；所述的齿轮箱安装在立板后部，且齿轮箱设

置在电机下方，齿轮箱与电机之间用第一皮带连接；所述的传动轴的后端衔接在齿轮箱输

说　明　书 1/8 页

5

CN 110890561 A

5



出端，传动轴前端穿过立板到立板的前面；所述的转盘中心固定在传动轴前端；所述的治具

周向均匀分布在转盘的圆周上，治具两侧有用于安装锂电池的凹槽，治具中部设有挡刀块，

挡刀块用于裁切时定位以及挡刀；所述的转盘安装组件用于转盘的安装和限位。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转盘安装组件包括前转盘挡板、后转盘挡板、多根连接杆、支撑

杆和辅助支撑板；所述的前转盘挡板设置在转盘的前面，且前转盘挡板的中心设置在传动

轴前端；所述的后转盘挡板设置在转盘与立板之间，且后转盘挡板中心设置在传动轴上；所

述的多根连接杆连接在前转盘挡板和后转盘挡板的圆周上，使前转盘挡板和后转盘挡板将

转盘包住；所述的支撑杆设置在后转盘挡板与立板之间，支撑杆用于将后转盘挡板固定在

立板上；所述的辅助支撑板一端设置在前转盘挡板上，辅助支撑板另一端设置在立板上，辅

助支撑板用于将前转盘挡板固定在立板上。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锂电池进料装置包括振动盘底板、振动盘、进料座、进料气缸、进

料导向杆和推料板；所述的振动盘设置在振动盘底板上，振动盘出料端设有锂电池出料导

轨；所述的进料座设置在输送装置进料端，且进料座与锂电池出料导轨衔接，进料座上有用

于锂电池进料和出料的通道；所述的进料气缸后端设置在进料座前端，进料气缸前端连有

一块导向板；所述的进料导向杆设置在导向板和进料座之间；所述的推料板的一端固定在

导向板上，推料板的另一端设置在进料座的通道中，推料板用于将位于通道中的锂电池推

到治具中。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胶片收放装置包括支撑架、胶片放料盘、胶片收料盘、收料驱动

电机、多个胶片张紧件和分离机构；所述的支撑架设置在立板的上部前方；所述的胶片放料

盘安装在支撑架的上部，胶片放料盘在支撑架上转动将胶片放料；所述的胶片收料盘设置

在支撑架的下部前方；所述的收料驱动电机设置在支撑架的下部后方，收料驱动电机与胶

片收料盘之间通过第二皮带连接；所述的多个胶片张紧件排列在立板上，胶片张紧件一端

固定在立板上，胶片张紧件另一端有用于胶片的限位槽，胶片胶带从胶片放料盘出来后经

过多个胶片张紧件上的限位槽缠绕到胶片收料盘上；所述的分离机构位于输送装置的进料

端侧方，分离机构用于将胶片从胶带上贴到锂电池正面上，分离机构包括分离支撑板、分离

转轴安装板和分离转轴；所述的分离支撑板固定在立板上；所述的分离转轴安装板有两块，

分离转轴安装板设置在分离支撑板前端；所述的分离转轴设置在两块分离转轴安装板之

间，分离转轴用于将胶片从胶带上分离。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裁切装置包括裁切支撑板、裁切气缸和刀片；所述的裁切支撑板

安装在立板上；所述的裁切气缸安装在裁切支撑板上；所述的刀片通过刀片安装板安装在

裁切气缸的输出端，刀片用于切断位于裁切区上的挡刀块位置的胶片，切断后的胶片长度

长于锂电池的正面。

[0012] 作为优选，下料装置包括下料气缸、下料压块、下料滑块和下料滑轨；所述的下料

气缸通过下料气缸安装板竖直设置在输送装置中部；所述的下料压块为L型，下料压块的上

端设置在下料气缸的输出端，下料压块的下端伸进输送装置内部，且下料压块衔接在背面

贴合装置中，下料压块用于将锂电池从治具中取出并压到背面贴合装置中；所述的下料滑

块衔接在下料压块上部左侧，下料滑块滑动设置在下料滑轨上；下料滑轨竖直设置在输送

装置上，下料滑轨在下料时起导向作用。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的背面贴合装置包括底板、压紧座、第一压紧气缸、第二压紧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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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压紧气缸和压紧块；所述的底板安装在立板下部，底板位于输送装置的出料端下方；所

述的压紧座设置在底板上，压紧座内有用于锂电池通过的出料通道，出料通道上部设有盖

板；所述的第一压紧气缸设置在底板的左侧，第一压紧气缸输出端衔接有第一压板，第一压

板穿过压紧座左侧面进入出料通道；所述的第二压紧气缸设置在底板的右侧，且第二压紧

气缸与第一压紧气缸相对设置，第二压紧气缸输出端衔接有第二压板，第二压板穿过压紧

座右侧面进入出料通道，第一压紧气缸和第二压紧气缸分别用于将左侧和右侧的胶片贴到

锂电池的背面；所述的第三压紧气缸通过第三压紧气缸安装板竖直安装在压紧座出料端；

所述的压紧块设置在第三压紧气缸的输出端，压紧块用于将背面的胶片压紧。

[0014] 作为优选，出料装置包括出料气缸、出料推杆和出料导轨；所述的出料气缸通过出

料气缸安装板安装在背面贴合装置的后部；所述的出料推杆一端衔接在出料气缸输出端，

出料推杆的另一端衔接在出料通道上；所述的出料导轨设置在压紧座前端的出料端。

[0015]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锂电池贴胶片的方法。

[0016] 一种锂电池贴胶片方法，采用上述的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依次通过以下步骤：

（一）锂电池上料：振动盘振动使锂电池沿着锂电池出料导轨进入进料座，进料气缸推

动推料板将锂电池推到治具上；

（二）胶片上料：收料驱动电机带动胶片收料盘旋转将胶片胶带从胶片放料盘中拉出，

胶片胶带经过多个胶片张紧件到分离机构上，分离转轴将胶片分离到锂电池的正面上；

（三）胶片裁切：电机带动齿轮箱旋转使转盘转动，转盘上的治具做圆周运动，治具移动

到裁切区时，裁切气缸带动刀片，使刀片将挡刀块上的胶片裁断，胶片长度大于锂电池正面

的长度；

（四）锂电池下料：治具移动到转盘出料区时，下料气缸推动下料压块将锂电池正面向

下从治具中取下并放到压紧座中；

（五）锂电池背面贴胶片：第一压紧气缸和第二压紧气缸分别通过第一压板和第二压板

将正面多余的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出料气缸推动出料推杆将锂电池向前推，推到第三

压紧气缸下方时，第三压紧气缸通过压紧块将锂电池背面的胶片压紧；

（六）出料：出料气缸推动出料推杆将出料通道中的锂电池向前推到出料导轨出料。

[0017] 本发明的优点是电机带动第一皮带转动，第一皮带带动齿轮箱使传动轴转动，转

盘跟随传动轴转动，治具从输送装置的进料端开始做圆周运动，使治具依次经过锂电池进

料装置、胶片收放装置、裁切装置、下料装置、背面贴合装置和出料装置。输送装置解决了治

具循环利用的问题，输送装置的优点是转盘结构有效的降低了设备占用空间，将治具设置

在圆盘的圆周上，使治具通过圆盘的转动在转盘上循环，提高了锂电池贴胶的效率。进料气

缸带动推料板移动，推料板推动通道中的一块锂电池，使那块锂电池进入输送装置的进料

端。锂电池进料装置解决了锂电池的上料问题，锂电池进料装置的优点是通过进料气缸推

动锂电池进入输送装置，保证了进料的有序性和连贯性。收料驱动电机通过第二皮带带动

胶片收料盘转动，拉动胶带，使胶片放料盘上的胶带穿过多个胶片张紧件到分离机构中，分

离机构将胶带上的胶片压到输送装置进料端的锂电池上，胶带回收到胶片收料盘中。胶片

收放装置解决了胶片上料和分离的问题，胶片收放装置的优点是多个胶片张紧件将胶片在

上料过程中张紧，保证胶片在与锂电池贴合时不会发生偏移，提高贴胶的质量。裁切气缸将

刀片切向位于裁切区上挡刀块位置的胶片，切断后的胶片长度长于锂电池的正面。裁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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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解决了胶片裁切的问题，裁切装置的优点是通过挡刀块的位置来决定裁切的位置，保证

了胶片裁切后长度的一致性，便于后续锂电池背面的贴胶。下料气缸推动下料压块向下移

动，下料压块把位于下料区上的治具中的锂电池正面向下压到背面贴合装置中。下料装置

解决了锂电池下料的问题，下料装置的优点是通过L型的下料压块伸进输送装置内，把锂电

池正面向下压到背面贴合装置中，便于背面贴合装置对锂电池背面的贴胶。锂电池落在出

料通道进口，第一压紧气缸和第二压紧气缸同时将左右两侧的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锂

电池通过出料装置向出料端移动，位于出料端上部的第三压紧气缸将背面的胶片压紧。背

面贴合装置解决了锂电池背面贴胶的问题，背面贴合装置的优点是通过第一压紧气缸和第

二压紧气缸将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保证了背面贴合的准确性；通过第三压紧气缸再一

次对背面的胶片进行压紧，进一步保证了贴合的质量，不会发生脱胶现象。出料气缸推动出

料推杆向前移，出料推杆把出料通道内的锂电池向前推，使锂电池进入出料导轨中出料。出

料装置解决了锂电池出料的问题，出料装置的优点是通过出料气缸将锂电池出料保证了出

料的有序性。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输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治具和裁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锂电池进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胶片收放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下料装置、背面贴合装置和出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所示，一种锂电池贴胶片设备，该设备包括立板1、输送装置2、锂电池进料装

置3、胶片收放装置4、裁切装置5、下料装置6、背面贴合装置7和出料装置8。立板1竖直设置。

输送装置2竖直设置在立板1中部，输送装置2为转盘结构，输送装置2上的治具20周向均匀

分布，输送装置2通过治具20将锂电池从进料端送到出料端，转盘结构有效的降低了设备占

用空间，治具20循环利用提高了锂电池的上下料速度。锂电池进料装置3设置在输送装置2

进料端，锂电池进料装置3用于锂电池的进料。胶片收放装置4设置在立板1上，胶片收放装

置4用于将胶片出料并压到锂电池的正面上，然后回收胶片胶带。裁切装置5设置在立板1

上，裁切装置5位于输送装置2的进料端与出料端之间的裁切区，裁切装置5用于将连续的胶

片下切成相互独立的条状。下料装置6设置在输送装置2出料端，下料装置6将锂电池从输送

装置2中取下放到背面贴合装置7中。背面贴合装置7设置在下料装置6下方，背面贴合装置7

用于锂电池背面的贴胶。出料装置8设置在背面贴合装置7上，出料装置8用于出料。

[0025] 如图2和图3所示，输送装置2还包括电机21、齿轮箱22、传动轴23、转盘24和转盘安

装组件25。电机21通过电机安装板211安装在立板1的后部。齿轮箱22安装在立板1后部，且

齿轮箱22设置在电机21下方，齿轮箱22与电机21之间用第一皮带221连接。传动轴23的后端

衔接在齿轮箱22输出端，传动轴23前端穿过立板1到立板1前面。转盘24中心固定在传动轴

23前端。治具20周向均匀分布在转盘24的圆周上，治具20两侧有用于安装锂电池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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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治具20中部设有挡刀块202，挡刀块202用于裁切时定位以及挡刀。转盘安装组件25用

于转盘的安装和限位。转盘安装组件25包括前转盘挡板251、后转盘挡板252、多根连接杆

253、支撑杆254和辅助支撑板255。前转盘挡板251设置在转盘24的前面，且前转盘挡板251

中心设置在传动轴23上。后转盘挡板252设置在转盘24与立板1之间，且后转盘挡板252中心

设置在传动轴23上。多根连接杆253连接在前转盘挡板251和后转盘挡板252的圆周上，使前

转盘挡板251和后转盘挡板252将转盘24包住。支撑杆254设置在后转盘挡板252与立板1之

间，支撑杆254用于将后转盘挡板252固定在立板1上。辅助支撑板255一端设置在前转盘挡

板251上，辅助支撑板255另一端设置在立板1上，辅助支撑板255用于将前转盘挡板251固定

在立板上。

[0026] 输送装置2动作时，电机21通过第一皮带221带动齿轮箱22使传动轴23转动，转盘

24跟随传动轴23转动，治具20从输送装置2的进料端开始做圆周运动，使治具20依次经过锂

电池进料装置3、胶片收放装置4、裁切装置5、下料装置6、背面贴合装置7和出料装置8。

[0027] 输送装置2解决了治具循环利用的问题，输送装置2的优点是转盘结构有效的降低

了设备占用空间，将治具20设置在圆盘24的圆周上，使治具20通过圆盘的转动在转盘24上

循环，提高了锂电池贴胶的效率。

[0028] 如图4所示，锂电池进料装置3包括振动盘底板、振动盘、进料座33、进料气缸34、进

料导向杆35和推料板36。振动盘设置在振动盘底板上，振动盘出料端设有锂电池出料导轨。

进料座33设置在输送装置2进料端，且进料座33与锂电池出料导轨衔接，进料座33上有用于

锂电池进料和出料的通道，通道长度为两块锂电池的长度，一块锂电池在进料时，另一块准

备进料。进料气缸34后端设置在进料座33前端，进料气缸34前端连有一块导向板341。进料

导向杆35设置在导向板341和进料座33之间，进料导向杆35用于气缸动作时的导向。推料板

36的一端固定在导向板341上，推料板36的另一端设置在进料座33的通道中，推料板36用于

将位于通道中的一块锂电池推到治具20中。

[0029] 锂电池进料装置3动作时，进料气缸34带动推料板36移动，推料板36推动通道中的

一块锂电池，使锂电池进入输送装置2的进料端。

[0030] 锂电池进料装置3解决了锂电池的上料问题，锂电池进料装置3的优点是通过进料

气缸34推动锂电池进入输送装置2，保证了进料的有序性和连贯性。

[0031] 如图5所示，胶片收放装置4包括支撑架41、胶片放料盘42、胶片收料盘43、收料驱

动电机44、多个胶片张紧件45和分离机构46。支撑架41设置在立板1的上部前方。胶片放料

盘42安装在支撑架41的上部，胶片放料盘42在支撑架41上转动将胶片放料。胶片收料盘43

设置在支撑架41的下部前方。收料驱动电机44设置在支撑架41的下部后方，收料驱动电机

44与胶片收料盘43之间通过第二皮带441连接。多个胶片张紧件45排列在立板1上，胶片张

紧件45一端固定在立板1上，胶片张紧件45另一端有用于胶片的限位槽451，胶片胶带从胶

片放料盘42出来后经过多个胶片张紧件45上的限位槽451缠绕到胶片收料盘43上，使胶片

在上料过程中始终保持张紧，便于将胶片压到锂电池上。分离机构46位于输送装置2的进料

端侧方，分离机构46用于将胶片从胶带上贴到锂电池正面上，分离机构46包括分离支撑板

461、分离转轴安装板462和分离转轴463。分离支撑板461固定在立板1上。分离转轴安装板

462有两块，分离转轴安装板462设置在分离支撑板461前端。分离转轴463设置在两块分离

转轴安装板462之间，分离转轴463用于将胶片从胶带上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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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胶片收放装置4动作时，收料驱动电机44通过第二皮带441带动胶片收料盘43转

动，拉动胶带，使胶片放料盘42上的胶带穿过多个胶片张紧件45到分离机构46中，分离机构

46将胶带上的胶片压到输送装置2进料端的锂电池上，胶带回收到胶片收料盘43中。

[0033] 胶片收放装置4解决了胶片上料和分离的问题，胶片收放装置4的优点是多个胶片

张紧件45将胶片在上料过程中张紧，保证胶片在与锂电池贴合时不会发生偏移，提高贴胶

的质量。

[0034] 如图3所示，裁切装置5包括裁切支撑板51、裁切气缸52和刀片53。裁切支撑板51安

装在立板1上。裁切气缸52安装在裁切支撑板51上。刀片53通过刀片安装板531安装在裁切

气缸52的输出端，刀片用于切断位于裁切区上的挡刀块202位置的胶片，切断后的胶片长度

长于锂电池的正面。

[0035] 裁切装置5动作时，裁切气缸52将刀片53切向位于裁切区上挡刀块202位置的胶

片，切断后的胶片长度长于锂电池的正面。

[0036] 裁切装置5解决了胶片裁切的问题，裁切装置5的优点是通过挡刀块202的位置来

决定裁切的位置，保证了胶片裁切后长度的一致性，便于后续锂电池背面的贴胶。

[0037] 如图6所示，下料装置6包括下料气缸61、下料压块62、下料滑块63和下料滑轨64。

下料气缸61通过下料气缸安装板611竖直设置在输送装置2中部。下料压块62为L型，下料压

块62的上端设置在下料气缸611的输出端，下料压块62的下端伸进输送装置2内部，且下料

压块62衔接在背面贴合装置7中，下料压块62用于将锂电池从治具20中取出并压到背面贴

合装置7中。下料滑块63衔接在下料压块62上部左侧，下料滑块63滑动设置在下料滑轨64

上。下料滑轨64竖直设置在输送装置2上，下料滑轨64在下料时起导向作用。

[0038] 下料装置6动作时，下料气缸61推动下料压块62向下移动，下料压块62把位于下料

区上的治具20中的锂电池正面向下压到背面贴合装置7中。

[0039] 下料装置6解决了锂电池下料的问题，下料装置6的优点是通过L型的下料压块62

伸进输送装置2内，把锂电池正面向下压到背面贴合装置7中，便于背面贴合装置7对锂电池

背面的贴胶。

[0040] 背面贴合装置7包括底板71、压紧座72、第一压紧气缸73、第二压紧气缸74、第三压

紧气缸75和压紧块76。底板71安装在立板1下部，底板71位于输送装置2的出料端下方。压紧

座72设置在底板71上，压紧座72内有用于锂电池通过的出料通道721，出料通道721的进口

位于下料压块62的正下方，出料通道721宽度为锂电池的宽度，出料通道721上部设有盖板

722。第一压紧气缸73设置在底板71的左侧，第一压紧气缸73输出端衔接有第一压板731，第

一压板731穿过压紧座72左侧面进入出料通道721。第二压紧气缸74设置在底板71的右侧，

且第二压紧气缸74与第一压紧气缸73相对设置，第二压紧气缸74输出端衔接有第二压板

741，第二压板741穿过压紧座72右侧面进入出料通道721，第一压紧气缸73和第二压紧气缸

74分别用于将左侧和右侧的胶片贴到锂电池的背面。第三压紧气缸75通过第三压紧气缸安

装板751竖直安装在压紧座72出料端。压紧块76设置在第三压紧气缸75的输出端，压紧块76

用于将背面的胶片压紧。

[0041] 背面贴合装置7动作时，锂电池落在出料通道721进口，第一压紧气缸73和第二压

紧气缸74同时将左右两侧的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锂电池通过出料装置8向出料端移动，

位于出料端上部的第三压紧气缸75将背面的胶片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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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背面贴合装置7解决了锂电池背面贴胶的问题，背面贴合装置7的优点是通过第一

压紧气缸73和第二压紧气缸74将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保证了背面贴合的准确性；通过

第三压紧气缸75再一次对背面的胶片进行压紧，进一步保证了贴合的质量，不会发生脱胶

现象。

[0043] 出料装置8包括出料气缸81、出料推杆82和出料导轨83。出料气缸81通过出料气缸

安装板811安装在背面贴合装置7的后部。出料推杆82一端衔接在出料气缸81输出端，出料

推杆82的另一端衔接在出料通道721上。出料导轨83设置在压紧座72前端的出料端。

[0044] 出料装置8动作时，出料气缸81推动出料推杆82向前移，出料推杆82把出料通道

721内的锂电池向前推，使锂电池进入出料导轨83中出料。

[0045] 出料装置8解决了锂电池出料的问题，出料装置8的优点是通过出料气缸81将锂电

池出料保证了出料的有序性。

[0046] 一种锂电池贴胶片方法，采用上述的锂电池贴胶片设备，依次通过以下步骤：

（一）锂电池上料：振动盘振动使锂电池沿着锂电池出料导轨进入进料座33，进料气缸

34推动推料板36将锂电池推到治具20上。

[0047] （二）胶片上料：收料驱动电机44带动胶片收料盘43旋转将胶片胶带从胶片放料盘

42中拉出，胶片胶带经过多个胶片张紧件45到分离机构46上，分离转轴463将胶片分离到锂

电池的正面上。

[0048] （三）胶片裁切：电机21带动齿轮箱22旋转使转盘24转动，转盘24上的治具20做圆

周运动，治具移动到裁切区时，裁切气缸52带动刀片53，使刀片53将挡刀块202上的胶片裁

断，胶片长度大于锂电池正面的长度。

[0049] （四）锂电池下料：治具20移动到转盘24出料区时，下料气缸61推动下料压块62将

锂电池正面向下从治具20中取下并放到压紧座72中。

[0050] （五）锂电池背面贴胶片：第一压紧气缸73和第二压紧气缸74分别通过第一压板

731和第二压板741将正面多余的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出料气缸81推动出料推杆82将锂

电池向前推，推到第三压紧气缸75下方时，第三压紧气缸75通过压紧块76将锂电池背面的

胶片压紧。

[0051] （六）出料：出料气缸81推动出料推杆82将出料通道721中的锂电池向前推到出料

导轨83出料。

[0052] 该设备通过电机21带动第一皮带221转动，第一皮带221带动齿轮箱22使传动轴23

转动，转盘24跟随传动轴23转动，治具20从输送装置2的进料端开始做圆周运动，使治具20

依次经过锂电池进料装置3、胶片收放装置4、裁切装置5、下料装置6、背面贴合装置7和出料

装置8。输送装置2解决了治具循环利用的问题，输送装置2的优点是转盘结构有效的降低了

设备占用空间，将治具20设置在圆盘24的圆周上，使治具20通过圆盘的转动在转盘24上循

环，提高了锂电池贴胶的效率。进料气缸34带动推料板36移动，推料板36推动通道中的一块

锂电池，使那块锂电池进入输送装置2的进料端。锂电池进料装置3解决了锂电池的上料问

题，锂电池进料装置3的优点是通过进料气缸34推动锂电池进入输送装置2，保证了进料的

有序性和连贯性。收料驱动电机44通过第二皮带441带动胶片收料盘43转动，拉动胶带，使

胶片放料盘42上的胶带穿过多个胶片张紧件45到分离机构46中，分离机构46将胶带上的胶

片压到输送装置2进料端的锂电池上，胶带回收到胶片收料盘43中。胶片收放装置4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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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上料和分离的问题，胶片收放装置4的优点是多个胶片张紧件45将胶片在上料过程中

张紧，保证胶片在与锂电池贴合时不会发生偏移，提高贴胶的质量。裁切气缸52将刀片53切

向位于裁切区上挡刀块202位置的胶片，切断后的胶片长度长于锂电池的正面。裁切装置5

解决了胶片裁切的问题，裁切装置5的优点是通过挡刀块202的位置来决定裁切的位置，保

证了胶片裁切后长度的一致性，便于后续锂电池背面的贴胶。下料气缸61推动下料压块62

向下移动，下料压块62把位于下料区上的治具20中的锂电池正面向下压到背面贴合装置7

中。下料装置6解决了锂电池下料的问题，下料装置6的优点是通过L型的下料压块62伸进输

送装置2内，把锂电池正面向下压到背面贴合装置7中，便于背面贴合装置7对锂电池背面的

贴胶。锂电池落在出料通道721进口，第一压紧气缸73和第二压紧气缸74同时将左右两侧的

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锂电池通过出料装置8向出料端移动，位于出料端上部的第三压紧

气缸75将背面的胶片压紧。背面贴合装置7解决了锂电池背面贴胶的问题，背面贴合装置7

的优点是通过第一压紧气缸73和第二压紧气缸74将胶片压到锂电池的背面，保证了背面贴

合的准确性；通过第三压紧气缸75再一次对背面的胶片进行压紧，进一步保证了贴合的质

量，不会发生脱胶现象。出料气缸81推动出料推杆82向前移，出料推杆82把出料通道721内

的锂电池向前推，使锂电池进入出料导轨83中出料。出料装置8解决了锂电池出料的问题，

出料装置8的优点是通过出料气缸81将锂电池出料保证了出料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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