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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电池钢壳自动脱水方法以及其系统，其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自动供料→2）自动上料→3）脱

水作业→4）自动卸料→5）自动排出。本电池钢壳

自动脱水方法以及系统结构设计理想，自动化生

产线连续式作业，脱水效率得到大大地提高，大

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提高了产品的品质，

实现了规模化一体式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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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池钢壳自动脱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对电池钢壳进行脱水甩干作业的脱水机、

用于承接电镀生产线上滚笼内电池钢壳并给脱水机进行供料的自动供料装置、承接脱水机

上的脱水后电池钢壳的卸料台、承接卸料台上电池钢壳的排出输送带以及用于自动供料装

置、脱水机和卸料台之间自动供料衔接配合的机械手；所述自动供料装置包括位于电镀生

产线的滚笼下料工位上的电池钢壳下料斗、位于所述脱水机的脱水桶上料工位上并与机械

手配合的脱水桶上料斗、位于电池钢壳下料斗和脱水桶上料斗之间的轨道以及在轨道上移

动并且往返于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和所述脱水桶上料斗之间的载料小车，该载料小车内设

有机械手可将其吊起并用于承接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掉落的电池钢壳的脱水桶；所述脱水

机包括脱水机架以及装设在脱水机架上并可左、右摆动的脱水容器，该脱水容器内设有用

于放置脱水桶的脱水转盘以及带动脱水转盘高速旋转的脱水电机，该脱水电机装设在脱水

容器的底部；所述卸料台包括卸料架体、装设在卸料架体上并用于承接机械手从脱水机上

取出脱水桶的卸料工位、位于卸料工位一侧并给排出输送带进行供料的排料通道以及将卸

料工位上的脱水桶进行翻转倾倒至排料通道上的翻转装置；所述翻转装置包括装设在卸料

工位上的摆动框以及驱动摆动框进行翻转倾倒的翻转电机，所述摆动框包括用于脱水桶底

部置于其上的框底部以及围设在框底部四周并对脱水桶起到限位作用的若干个限位竖杆，

并且每个限位竖杆一侧壁可抵触在脱水桶的侧壁上；所述翻转装置还包括顶部可搭设在脱

水桶桶口上的搭杆，该搭杆的底部可活动地连接在所述框底部外侧壁上；所述脱水容器包

括容器本体、盖设在容器本体顶部的容器盖子，所述容器盖子的底面设有可抵触在脱水转

盘上脱水桶的桶口上的内盖子；所述脱水容器的底部设有用于将其内积水排出的排水尾

管，所述脱水机架一侧设有用于收集积水的收集容器，所述排水尾管的末端部延伸至收集

容器的顶口部上；所述排出输送带为网格输送带，该网格输送带上装设有用于对其上的电

池钢壳进行吹风的吹风机；所述机械手包括位于脱水机一侧的横向导杆、在横向导杆上水

平移动的纵向竖杆以及装设在纵向竖杆上并可在其上竖直移动的机械头，该机械头包括可

在纵向竖杆上竖直移动的延伸水平杆、装设在延伸水平杆上的上、下盘体以及连接在上、下

盘体之间的第一连接杆，所述上盘体通过第二连接件连接在延伸水平杆上，所述下盘体的

盘面底部活动地设有若干个挂钩件，该若干个挂钩件的顶部沿下盘体的中心处呈径向布

置，所述上、下盘体之间还设有竖直气缸，该竖直气缸的活塞杆穿过下盘体的中央处向下延

伸，并且该活塞杆的端部套设有轴套，每个挂钩件的一侧壁连接有一倾斜杆，每个倾斜杆的

一端与对应的一个挂钩件的一侧壁活动连接，每个倾斜杆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所述轴套的

外侧壁上，该若干个挂钩件通过竖直气缸的活塞杆的上下运动而实现对脱水桶的桶口进行

松开和抓紧动作；所述挂钩件的数目为三个，该三个挂钩件呈三角布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池钢壳自动脱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位于轨

道的一端部的上方，该电池钢壳下料斗包括下料斗本体，该下料斗本体的顶部为用于承接

电镀生产线上滚笼内电池钢壳的上开口，该下料斗本体的底部为由依次排布的若干个单元

排出口组成，所述载料小车上的每个脱水桶的桶口可位于每个单元排出口的正下方用于接

料配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池钢壳自动脱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为间隔布置的两条

直轨道，所述载料小车的左、右车轮分别置于两条直轨道上，该载料小车在两条直轨道上移

动，所述载料小车设有顶面敞开并用于容纳多个脱水桶的容纳腔室，该多个脱水桶依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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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容纳腔室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池钢壳自动脱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水容器一侧设有向其

内通入热风的烘干装置，该烘干装置包括生产热风的热风机以及连接在热风机排出口并呈

封闭结构的热风室，该热风室设有对脱水容器内供热风的排风口，该排风口上装设有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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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钢壳自动脱水方法以及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池钢壳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指电池钢壳自动脱水方法以

及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滚镀分为三类，其为卧式滚镀、倾斜式滚镀和振动电镀，以卧式滚镀为例，现有卧

式滚镀又称滚筒电镀，它是将一定数量的小零件（如电池钢壳等）置于专用滚筒（通常呈六

棱柱状的滚笼，其侧壁呈网状）内、在滚动状态下以间接导电的方式使零件表面沉积上各种

金属或合金镀层、以达到表面防护装饰及各种功能性目的一种电镀加工方式。现有电池钢

壳进行电镀清洗完成后，还需要对电池钢壳进行脱水作业。现有电池钢壳脱水方式是采用

人工将滚筒内的电池钢壳取出置于带有网孔的盛料桶内，然后将盛料桶放置于在脱水机

内，通过脱水机上的旋转电机带动盛料桶旋转进行甩干，确保盛料桶内各个电池钢壳上的

水分被甩出，以达到对电池钢壳进行脱水的目的。现有电池钢壳脱水方式脱水效果不够理

想，影响产品品质，而且脱水效率低，工人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不能实现连续式作业，

难以实现规模化一体式的生产模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电池钢壳自动脱水方法以及其系统，其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电池钢

壳脱水方式脱水效果不够理想，影响产品品质，而且脱水效率低，工人劳动强度大，人工成

本高，不能实现连续式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一体式的生产模式等缺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电池钢壳自动脱水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1）自动供料、将电镀生产线上滚笼内电

池钢壳转送至自动供料装置上的脱水桶内进行自动供料作业；2）自动上料，通过机械手将

脱水桶吊送至脱水机内进行自动上料作业；3）脱水作业，采用脱水机上的旋转装置带动其

上的脱水桶进行高速旋转而将电池钢壳进行脱水甩干；4）自动卸料，通过机械手将脱水桶

从脱水机上取出并转送至卸料台的卸料工位上，通过卸料台上的翻转装置将卸料工位上脱

水桶进行翻转倾倒至排料通道，电池钢壳会顺着排料通道输送至排出输送带上；5）自动排

出，通过排出输送带将其上脱水后的电池钢壳排出收集。

[0006] 所述步骤1）中所述脱水桶置于所述自动供料装置的载料小车上，该载料小车往返

于所述电镀生产线的滚笼下料工位和所述脱水机的脱水桶上料工位之间。

[0007] 所述步骤2）中所述脱水机的数目为多个，并且该多个脱水机依次排列形成多级脱

水线，通过机械手将所述脱水机的脱水桶上料工位上的脱水桶吊送至多级脱水线上进行多

级脱水作业。

[0008] 所述步骤3）中所述脱水机还具有烘干功能，通过脱水机上的烘干装置产生的热风

对其上脱水桶内的电池钢壳进行烘干作业。

[0009] 电池钢壳自动脱水系统，包括对电池钢壳进行脱水甩干作业的脱水机、用于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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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生产线上滚笼内电池钢壳并给脱水机进行供料的自动供料装置、承接脱水机上的脱水

后电池钢壳的卸料台、承接卸料台上电池钢壳的排出输送带以及用于自动供料装置、脱水

机和卸料台之间自动供料衔接配合的机械手；所述自动供料装置包括位于电镀生产线的滚

笼下料工位上的电池钢壳下料斗、位于所述脱水机的脱水桶上料工位上并与机械手配合的

脱水桶上料斗、位于电池钢壳下料斗和脱水桶上料斗之间的轨道以及在轨道上移动并且往

返于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和所述脱水桶上料斗之间的载料小车，该载料小车内设有机械手

可将其吊起并用于承接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掉落的电池钢壳的脱水桶；所述脱水机包括脱

水机架以及装设在脱水机架上并可左、右摆动的脱水容器，该脱水容器内设有用于放置脱

水桶的脱水转盘以及带动脱水转盘高速旋转的脱水电机，该脱水电机装设在脱水容器的底

部；所述卸料台包括卸料架体、装设在卸料架体上并用于承接机械手从脱水机上取出脱水

桶的卸料工位、位于卸料工位一侧并给排出输送带进行供料的排料通道以及将卸料工位上

的脱水桶进行翻转倾倒至排料通道上的翻转装置。

[0010] 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位于轨道的一端部的上方，该电池钢壳下料斗包括下料斗本

体，该下料斗本体的顶部为用于承接电镀生产线上滚笼内电池钢壳的上开口，该下料斗本

体的底部为由依次排布的若干个单元排出口组成，所述载料小车上的每个脱水桶的桶口可

位于每个单元排出口的正下方用于接料配合。

[0011] 所述轨道为间隔布置的两条直轨道，所述载料小车的左、右车轮分别置于两条直

轨道上，该载料小车在两条直轨道上移动，所述载料小车设有顶面敞开并用于容纳多个脱

水桶的容纳腔室，该多个脱水桶依次排布在容纳腔室内。

[0012] 所述脱水容器一侧设有向其内通入热风的烘干装置，该烘干装置包括生产热风的

热风机以及连接在热风机排出口并呈封闭结构的热风室，该热风室设有对脱水容器内供热

风的排风口，该排风口上装设有网格。

[0013] 所述机械手包括位于脱水机一侧的横向导杆、在横向导杆上水平移动的纵向竖杆

以及装设在纵向竖杆上并可在其上竖直移动的机械头。

[0014] 所述翻转装置包括装设在卸料工位上的摆动框以及驱动摆动框进行翻转倾倒的

翻转电机，所述摆动框包括用于脱水桶底部置于其上的框底部以及围设在框底部四周并对

脱水桶起到限位作用的若干个限位竖杆，并且每个限位竖杆一侧壁可抵触在脱水桶的侧壁

上；所述翻转装置还包括顶部可搭设在脱水桶桶口上的搭杆，该搭杆的底部可活动地连接

在所述框底部外侧壁上。

[0015] 由上述对本发明结构的描述可知，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本电池

钢壳自动脱水方法以及系统结构设计理想，自动化生产线连续式作业，脱水效率得到大大

地提高，大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实现了规模化一体式的生产模

式，能平稳有序地将电镀生产线上滚笼内电池钢壳依次经过自动供料装置将其装入脱水桶

内进行自动供料作业→将脱水桶通过机械手吊起转送至脱水机内→脱水机对脱水桶进行

脱水甩干作业→将脱水机内脱水桶通过机械手吊起转送至卸料台上→卸料台将脱水桶内

电池钢壳自动倒出进行卸料作业→排出输送带将脱水后的电池钢壳排出收集。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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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2为本发明中自动供料装置的示意图，其中载料小车处于向前移动的状态。

[0018] 图3为本发明中自动供料装置的示意图，其中载料小车处于脱水桶上料斗下方的

状态。

[0019] 图4为本发明中自动供料装置侧向的示意图，其中载料小车处于电池钢壳下料斗

下方的状态。

[0020] 图5为本发明中自动供料装置侧向的示意图，其中载料小车处于脱水桶上料斗下

方的状态。

[0021] 图6为本发明中机械手的示意图，其中三个挂钩件处于合拢状态。

[0022] 图7为本发明中机械手的示意图，其中机械头处于下降状态，并且三个挂钩件处于

张开状态。

[0023] 图8为本发明中一个脱水机的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发明中一个脱水机的示意图，其中容器盖子处于打开状态。

[0025] 图10为本发明中一个脱水机侧向的示意图。

[0026] 图11为本发明中排水尾管和脱水容器之间配合的示意图。

[0027] 图12为本发明中卸料台和排出输送带之间配合的示意图，其中脱水桶有画出。

[0028] 图13为本发明中卸料台和排出输送带之间配合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参照附图1、图2、图6、图7和图10。电池钢壳自动脱水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1）自

动供料、将电镀生产线1上滚笼10内电池钢壳转送至自动供料装置2上的脱水桶3内进行自

动供料作业，该脱水桶3置于所述自动供料装置2的载料小车20上，该载料小车20往返于所

述电镀生产线1的滚笼下料工位和所述脱水机4的脱水桶上料工位之间。

[0031] 2）自动上料，通过机械手5将脱水桶3吊送至脱水机4内进行自动上料作业；所述脱

水机4的数目为四个，并且该四个脱水机4依次排列形成多级脱水线，通过机械手5将所述脱

水机4的脱水桶上料工位上的脱水桶3吊送至多级脱水线上进行多级脱水作业。

[0032] 3）脱水作业，采用脱水机4上的旋转装置带动其上的脱水桶3进行高速旋转而将电

池钢壳进行脱水甩干；所述脱水机4还具有烘干功能，通过脱水机4上的烘干装置产生的热

风对其上脱水桶3内的电池钢壳进行烘干作业。

[0033] 4）自动卸料，通过机械手5将脱水桶3从脱水机4上取出并转送至卸料台6的卸料工

位上，通过卸料台6上的翻转装置61将卸料工位上脱水桶3进行翻转倾倒至排料通道62，电

池钢壳会顺着排料通道62输送至排出输送带7上。

[0034] 5）自动排出，通过排出输送带7将其上脱水后的电池钢壳排出收集。

[0035] 另外，所述脱水机4的数目也可以为三个或五个等其他合适的数目。

[0036] 参照附图1、图2和图3。电池钢壳自动脱水系统，包括对电池钢壳进行脱水甩干作

业的脱水机4、用于承接电镀生产线1上滚笼10内电池钢壳并给脱水机进行供料的自动供料

装置2、承接脱水机4上的脱水后电池钢壳的卸料台6、承接卸料台6上电池钢壳的排出输送

带7以及用于自动供料装置2、脱水机4和卸料台6之间自动供料衔接配合的机械手5。本电池

钢壳自动脱水系统结构设计理想，自动化生产线连续式作业，脱水效率得到大大地提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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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实现了规模化一体式的生产模式，能平稳有

序地将电镀生产线1上滚笼10内电池钢壳依次经过自动供料装置2将其装入脱水桶3内进行

自动供料作业→将脱水桶3通过机械手5吊起转送至脱水机4内→脱水机4对脱水桶3进行脱

水甩干作业→将脱水机4内脱水桶3通过机械手5吊起转送至卸料台6上→卸料台6将脱水桶

3内电池钢壳自动倒出进行卸料作业→排出输送带7将脱水后的电池钢壳排出收集。

[0037] 参照附图1、图2和图3。所述自动供料装置2包括位于电镀生产线1的滚笼下料工位

上的电池钢壳下料斗21、位于所述脱水机4的脱水桶上料工位上并与机械手5配合的脱水桶

上料斗22、位于电池钢壳下料斗21和脱水桶上料斗22之间的轨道23以及在轨道23上移动并

且往返于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21和所述脱水桶上料斗22之间的载料小车20，该载料小车20

内设有机械手5可将其吊起并用于承接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21掉落的电池钢壳的脱水桶3。

本自动供料装置2的设计理想，电池钢壳落到脱水桶3内更加的方便，采用轨道式输送，输送

更加的平稳而且供料也方便。

[0038] 参照附图2、图3、图4和图5。所述电池钢壳下料斗21位于轨道23的一端部的上方，

该电池钢壳下料斗21包括下料斗本体，该下料斗本体的顶部为用于承接电镀生产线1上滚

笼10内电池钢壳的上开口210，该下料斗本体的底部为由依次排布的若干个单元排出口211

组成，所述载料小车20上的每个脱水桶3的桶口30可位于每个单元排出口211的正下方，用

于接料配合。所述下料斗本体内设有多个浅隔板212，并且每个浅隔板212位于相邻的两个

单元排出口211之间。采用浅隔板212的设计，电镀生产线1上滚笼10内电池钢壳掉落到电池

钢壳下料斗21上，每个浅隔板212具有隔档作用，使得滚笼10内不同区域的电池钢壳自动落

入到对应的一个单元排出口211内，这样对多个电池钢壳具有初步分料效果，便于分料操

作。每个脱水桶3为侧边带有网孔的圆柱桶，并且该圆柱桶的桶口呈逐步缩小状的圆形口。

[0039] 参照附图2和图3。所述轨道23为间隔布置的两条直轨道，所述载料小车20的左、右

车轮201分别置于两条直轨道上，该载料小车20在两条直轨道上移动，所述载料小车20设有

顶面敞开并用于容纳三个脱水桶3的容纳腔室200，该三个脱水桶3依次排布在容纳腔室200

内。

[0040] 另外，根据容纳腔室200规格大小的设计，所述载料小车20内也可以容纳二个或四

个脱水桶3等其他合适的数目。

[0041] 参照附图2、图5和图6。所述容纳腔室200内设有流动液体（如清水），所述三个脱水

桶3浸泡在流动液体内，并且其露出桶口30，所述容纳腔室200的一侧壁设有上、下间隔布置

的出液管202和进液管203，并且该出液管202和进液管203之间设有带动所述容纳腔室200

内的上层液和下层液之间进行循环形成流动液体的抽液泵204。采用流动液体设计，电镀生

产线1上滚笼10内电池钢壳掉落到脱水桶3内不易受损，起到保护电池钢壳的效果。而且采

用流动液体逆向流动（即对电池钢壳起到反作用力），大大地降低了电池钢壳掉落而受到的

冲击力对其影响，进一步地起到保护电池钢壳的作用。

[0042] 参照附图2、图3、图4和图5。所述脱水桶上料斗22位于轨道23的另一端部的上方，

该脱水桶上料斗22包括上料斗支架221以及装设在上料斗支架221上并且带有上、下开口的

斗口体222，该斗口体222的上开口和下开口之间形成机械手5将其下方的单个脱水桶3吊起

穿过的上料通道223。所述斗口体222的一侧向外延伸有防止机械手5将单个脱水桶3吊起转

移至所述脱水机4内时液体外漏的防漏档板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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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参照附图1、图3、图6和图7。所述机械手5包括位于脱水机4一侧的横向导杆51、在

横向导杆51上水平移动的纵向竖杆52以及装设在纵向竖杆52上并可在其上竖直移动的机

械头50。所述横向导杆51上装设有带有齿条的横向条形导轨53，所述纵向竖杆52的后部设

有与横向条形导轨53滑动配合的横向滑块54，该横向滑块54通过驱动电机55驱动其在横向

条形导轨53上水平移动。所述纵向竖杆52上设有纵向条形轨道520，所述机械头50的端部设

有在纵向条形轨道520上竖直滑动的纵向滑块56。

[0044] 参照附图1、图3、图6和图7。所述机械头50包括可在纵向竖杆52上竖直移动的延伸

水平杆501、装设在延伸水平杆501上的上、下盘体502、503以及连接在上、下盘体502、503之

间的第一连接杆504，所述上盘体502通过第二连接件505连接在延伸水平杆501上，所述下

盘体503的盘面底部活动地设有呈三角布置的三个挂钩件506，该三个挂钩件506的顶部沿

下盘体503的中心处呈径向布置。所述上、下盘体502、503之间还设有竖直气缸507，该竖直

气缸507的活塞杆穿过下盘体503的中央处向下延伸，并且该活塞杆的端部套设有轴套508，

每个挂钩件506的一侧壁连接有一倾斜杆509，每个倾斜杆509的一端与对应的一个挂钩件

506的一侧壁活动连接，每个倾斜杆509的另一端固定在所述轴套508的外侧壁上，该三个挂

钩件506通过竖直气缸507的活塞杆的上下运动而实现对脱水桶3的桶口30进行松开和抓紧

动作（即张开或合拢）。本机械头50的结构设计理想和巧妙，采用竖直气缸507带动若干个挂

钩件506做张开和合拢的动作，便于对脱水桶3进行吊起和放下，运行平稳而且操作方便。

[0045] 另外，所述挂钩件506的数目也是为二个或四个等其他合适的数目。

[0046] 参照附图1、图8、图9和图10。所述脱水机4的数目为四个，并且该四个脱水机4依次

排列形成多级脱水线，通过机械手5将所述脱水机4的脱水桶上料工位上的脱水桶3吊送至

多级脱水线上进行多级脱水作业。每个脱水机4包括脱水机架41以及装设在脱水机架41上

并可左、右摆动的脱水容器42，该脱水容器42内设有用于放置脱水桶3的脱水转盘420以及

带动脱水转盘420高速旋转的脱水电机421，该脱水电机421装设在脱水容器42的底部。所述

脱水转盘420和所述脱水电机421构成旋转装置。所述脱水容器42的一端部通过摆动电机43

带动其在脱水机架41上左右摆动，该摆动电机43的输出轴位于所述脱水机架41一端部的中

央处，所述脱水容器42的另一端部通过一轴承44可转动地连接在脱水机架41上的另一端部

的中央处。

[0047] 另外，所述脱水机4的数目也可以为三个或五个等其他合适的数目。

[0048] 参照附图1、图8和图9。所述脱水容器42包括容器本体、盖设在容器本体顶部的容

器盖子422以及带动容器盖子422打开和关合的第一气缸423，该第一气缸423的底部固定连

接在容器本体一侧壁底部，该第一气缸423的活塞杆端部连接在容器盖子422的一侧壁上。

所述容器盖子422的底面设有可抵触在脱水转盘420上脱水桶3的桶口30上的内盖子424。采

用第一气缸423的设计，方便容器盖子422打开和关合，避免人工打开和关合带来的各种缺

陷（如繁琐、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便于自动化操作。采用内盖子424的设计，使得脱水机4对

脱水桶3进行脱水甩干作业时，更加的平稳，不容出现上下窜动等问题。

[0049] 参照附图1和图9。所述脱水转盘420包括用于放置脱水桶3的底盘座以及围设在底

盘座四周的环形围栏425。所述脱水桶3的底部设有若干个凸块，并且该若干个凸块沿脱水

桶底部中心点呈径向布置，所述底盘座上设有与若干个凸块相配合的若干个凹槽体426，该

若干个凹槽体426和若干个凸块一一对应，并且该若干个凹槽体426沿底盘座中心点呈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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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采用若干个凹槽体426的设计，使得所述脱水桶3的底部摆放在所述底盘座上更加的

平稳，起到限位的作用。

[0050] 参照附图10和图11。所述脱水容器42的底部设有用于将其内积水排出的排水尾管

45，所述脱水机架41一侧设有用于收集积水的收集容器46，所述排水尾管45的末端部延伸

至收集容器46的顶口部上。所述收集容器46顶口部的内口沿461固定在脱水机架41一侧壁

上，该收集容器顶口部的外口沿为弧形沿462，所述排水尾管45的末端部延伸至所述弧形沿

462的内侧，该排水尾管45随着所述脱水容器42的左、右摆动，其上末端部的外壁也沿着所

述弧形沿462可左、右移动。

[0051] 参照附图1、图9和图10。所述脱水容器42一侧设有向其内通入热风的烘干装置，该

烘干装置包括生产热风的热风机47以及连接在热风机47排出口并呈封闭结构的热风室48，

该热风室48设有对脱水容器42内供热风的排风口，该排风口上装设有网格481。采用烘干装

置的设计，使得本脱水机4具有烘干功能，提高了对脱水桶3进行脱水甩干效果，并且缩短了

脱水甩干的时间。

[0052] 参照附图1、图12和图13。所述卸料台6包括卸料架体60、装设在卸料架体60上并用

于承接机械手5从脱水机4上取出脱水桶3的卸料工位63、位于卸料工位63一侧并给排出输

送带7进行供料的排料通道62以及将卸料工位63上的脱水桶3进行翻转倾倒至排料通道62

上的翻转装置61。所述排出输送带7为网格输送带，该网格输送带上装设有用于对其上的电

池钢壳进行吹风的吹风机8。所述翻转装置61包括装设在卸料工位63上的摆动框610以及驱

动摆动框610进行翻转倾倒的翻转电机611，所述摆动框610包括用于脱水桶3底部置于其上

的框底部612以及围设在框底部612四周并对脱水桶3起到限位作用的若干个限位竖杆613，

并且每个限位竖杆613一侧壁可抵触在脱水桶3的侧壁上。所述翻转装置61还包括顶部可搭

设在脱水桶3桶口30上的搭杆64，该搭杆64的底部可活动地连接在所述框底部612外侧壁

上。所述搭杆64呈L形状，该搭杆64的顶部向外凸出形成挡块65，该挡块65可搭设在脱水桶3

桶口30的外沿上。

[0053]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凡利用此

构思对本发明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发明保护范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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