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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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312759.2

(22)申请日 2019.12.18

(71)申请人 安徽正熹标王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 233600 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城西工

业园B区

(72)发明人 曹劲梵　曹然超　王素侠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风雅颂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11403

代理人 张聪聪

(51)Int.Cl.

B02C 17/10(2006.01)

B02C 17/18(2006.01)

B02C 17/24(2006.01)

G10K 11/168(2006.01)

B02C 23/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

设备，包括机架、筒体、加固板、第一轴承、第一立

柱、输料管、第二轴承和第二立柱组成，所述机架

顶部一侧设有筒体，所述筒体右侧壁表面焊接有

加固板，所述所述筒体左侧壁通过转轴与第一轴

承转动相连，且第一轴承底部通过第一立柱相

连，所述筒体右侧壁表面导通连接有输料管，所

述输料管表面安装有第二轴承，且第二轴承底部

通过第二立柱与机架顶部表面相连，本发明通过

电机，可经驱动齿轮和大齿圈带动筒体转动，进

而能够对原料进行球磨，通过将拉簧另一端从挂

扣取下，然后旋转锁扣即可打开取料门取出筒体

的原料，同时降噪机构，又能降低工作环境的噪

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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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筒体(2)、加固板

(201)、第一轴承(3)、第一立柱(301)、输料管(4)、第二轴承(5)和第二立柱(501)组成，所述

机架(1)顶部一侧设有筒体(2)，所述筒体(2)右侧壁表面焊接有加固板(201)，所述所述筒

体(2)左侧壁通过转轴与第一轴承(3)转动相连，且第一轴承(3)底部通过第一立柱(301)相

连，所述筒体(2)右侧壁表面导通连接有输料管(4)，所述输料管(4)表面安装有第二轴承

(5)，且第二轴承(5)底部通过第二立柱(501)与机架(1)顶部表面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立柱

(501)一侧焊接有固定架(6)，所述固定架(6)表面安装有进料斗(7)，且进料斗(7)底部通过

导管(8)与输料管(4)输入端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2)

表面安装有取料门(9)，所述取料门(9)表面一侧安装有锁扣(901)，所述锁扣(901)一端安

装有挂扣(902)，所述取料门(9)一侧安装有固定片(10)，所述固定片(10)表面安装有拉簧

(1001)，且拉簧(1001)另一端与挂扣(902)拆卸相连，所述固定片(10)顶部一侧安装有锁柱

(1002)，且锁柱(1002)位于筒体(2)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2)

表面一侧安装有大齿圈(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

顶部表面一侧安装有电机(12)，所述电机(12)输出端一侧安装有减速机(13)，所述减速机

(13)一侧安装有驱动齿轮(14)，且驱动齿轮(14)通过轴杆(1401)与减速机(13)输出端相

连，所述驱动齿轮(14)顶部表面与大齿圈(11)齿合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轴杆

(1401)表面安装有第三轴承(15)，且第三轴承(15)通过第三立柱(1501)与机架(1)顶部表

面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2)

表面安装有降噪机构(16)，所述降噪机构(16)由离心玻璃棉卷毡层(1601)、铝箔保温棉

(1602)和PET保护膜(1603)组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心玻璃

棉卷毡层(1601)顶部表面粘接有铝箔保温棉(1602)，所述铝箔保温棉(1602)顶部表面粘接

有PET保护膜(160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

顶部表面一端安装有控制机构(17)，所述控制机构(17)由控制箱(1701)、速度调节钮

(1702)和开关(1703)组成，所述控制箱(1701)表面安装有速度调节钮(1702)，且速度调节

钮(1702)通过导线与电机(12)电性相连，所述速度调节钮(1702)底部一侧安装有开关

(1703)，且开关(1703)通过导线与速度调节钮(1702)电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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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球磨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锂电池”，是一类由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使用非水电解质溶液的电池。

1912年锂金属电池最早由GilbertN.Lewis提出并研究。20世纪70年代时，M.S.Whittingham

提出并开始研究锂离子电池。由于锂金属的化学特性非常活泼，使得锂金属的加工、保存、

使用，对环境要求非常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锂电池已经成为了主流。

[0003] 但是，现有的用于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存在以下缺点：

[0004] 1、现有的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在使用时，不便于工作人将球磨后的原料导

出，并且现有的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工作时，声音较大，进而产生噪音污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现有的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在使用时，不便于工作人将球磨后的原料导出，并且现

有的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工作时，声音较大，进而产生噪音污染。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包

括机架、筒体、加固板、第一轴承、第一立柱、输料管、第二轴承和第二立柱组成，所述机架顶

部一侧设有筒体，所述筒体右侧壁表面焊接有加固板，所述所述筒体左侧壁通过转轴与第

一轴承转动相连，且第一轴承底部通过第一立柱相连，所述筒体右侧壁表面导通连接有输

料管，所述输料管表面安装有第二轴承，且第二轴承底部通过第二立柱与机架顶部表面相

连。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二立柱一侧焊接有固定架，所述固定架表面安装有进料斗，且进料

斗底部通过导管与输料管输入端相连，通过进料斗，可便于工作人员将锂电池生产用原料

加入至输料管中，同时固定架又能加强进料斗处的结构强度，保护了进料斗的使用安全，通

过输料管，又能将输送过来的原料导入至筒体中。

[0008] 优选的，所述筒体表面安装有取料门，所述取料门表面一侧安装有锁扣，所述锁扣

一端安装有挂扣，所述取料门一侧安装有固定片，所述固定片表面安装有拉簧，且拉簧另一

端与挂扣拆卸相连，所述固定片顶部一侧安装有锁柱，且锁柱位于筒体表面，由于筒体表面

安装有取料门，并且取料门表面一侧安装有锁扣，从而能够使得锁扣卡在固定片顶部一侧

安装的锁柱上，同时由于固定片表面安装有拉簧，且拉簧另一端与挂扣拆卸相连，从而能够

起到对锁扣限位的功能，进而能够防止取料门在筒体转动时自动开启，当需要将球磨完成

后的锂电池生产用原料导出时，只要将拉簧另一端从挂扣取下，然后旋转锁扣即可打开取

料门，以便于能够工作人员取出筒体的原料。

[0009] 优选的，所述筒体表面一侧安装有大齿圈，通过大齿圈，可便于驱动齿轮带动大齿

圈转动，进而带动筒体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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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机架顶部表面一侧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输出端一侧安装有减速机，

所述减速机一侧安装有驱动齿轮，且驱动齿轮通过轴杆与减速机输出端相连，所述驱动齿

轮顶部表面与大齿圈齿合相连，从而能够使得电机经减速机带动驱动齿轮转动，由于驱动

齿轮顶部表面与大齿圈齿合相连，进而能在驱动齿轮转动下带动大齿圈转动，以便于能够

带动筒体转动，通过筒体的旋转，从而能够使得筒体内的球磨石不断的粉碎电池生产用原

料，进而起到了球磨的效果。

[0011] 优选的，所述轴杆表面安装有第三轴承，且第三轴承通过第三立柱与机架顶部表

面相连，既能提高驱动齿轮转动的平稳性，又能加强驱动齿轮与大齿圈动力传递的稳定性。

[0012] 优选的，所述筒体表面安装有降噪机构，所述降噪机构由离心玻璃棉卷毡层、铝箔

保温棉和PET保护膜组成。

[0013] 优选的，所述离心玻璃棉卷毡层顶部表面粘接有铝箔保温棉，所述铝箔保温棉顶

部表面粘接有PET保护膜，从而能够起到双层吸音隔音的作用，进而能够降低工作的噪音，

提高了使用环境的舒适性，并且PET保护膜又能保护内部隔音层的使用安全。

[0014] 优选的，所述机架顶部表面一端安装有控制机构，所述控制机构由控制箱、速度调

节钮和开关组成，所述控制箱表面安装有速度调节钮，且速度调节钮通过导线与电机电性

相连，所述速度调节钮底部一侧安装有开关，且开关通过导线与速度调节钮电性相连，通过

控制机构中的控制箱，可保护速度调节钮和开关使用安全，通过速度调节钮，可灵活的调节

电机的转速，进而能够控制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的效率，通过开关，可开启或关闭速度调

节钮运行，进而开启或关闭电机运行。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本发明通过在电机输出端一侧安装有减速机，同时减速机一侧安装有驱动齿

轮，且驱动齿轮通过轴杆与减速机输出端相连，从而能够使得电机经减速机带动驱动齿轮

转动，由于驱动齿轮顶部表面与大齿圈齿合相连，进而能在驱动齿轮转动下带动大齿圈转

动，以便于能够带动筒体转动，通过筒体的旋转，从而能够使得筒体内的球磨石不断的粉碎

电池生产用原料，进而起到了球磨的效果。

[0017] (2)本发明由于筒体表面安装有取料门，并且取料门表面一侧安装有锁扣，从而能

够使得锁扣卡在固定片顶部一侧安装的锁柱上，同时由于固定片表面安装有拉簧，且拉簧

另一端与挂扣拆卸相连，从而能够起到对锁扣限位的功能，进而能够防止取料门在筒体转

动时自动开启，当需要将球磨完成后的锂电池生产用原料导出时，只要将拉簧另一端从挂

扣取下，然后旋转锁扣即可打开取料门，以便于能够工作人员取出筒体的原料。

[0018] (3)本发明通过在筒体表面安装有降噪机构，且降噪机构由离心玻璃棉卷毡层、铝

箔保温棉和PET保护膜组成，从而能够起到双层吸音隔音的作用，进而能够降低工作的噪

音，提高了使用环境的舒适性，并且PET保护膜又能保护内部隔音层的使用安全。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局部A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的局部B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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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5为本发明的局部C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的降噪机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的控制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机架；2、筒体；201、加固板；3、第一轴承；301、第一立柱；4、输料管；5、第二

轴承；501、第二立柱；6、固定架；7、进料斗；8、导管；9、取料门；901、锁扣；902、挂扣；10、固定

片；1001、拉簧；1002、锁柱；11、大齿圈；12、电机；13、减速机；14、驱动齿轮；1401、轴杆；15、

第三轴承；1501、第三立柱；16、降噪机构；1601、离心玻璃棉卷毡层；1602、铝箔保温棉；

1603、PET保护膜；17、控制机构；1701、控制箱；1702、速度调节钮；1703、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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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如图1-7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包括

机架1、筒体2、加固板201、第一轴承3、第一立柱301、输料管4、第二轴承5和第二立柱501组

成，所述机架1顶部一侧设有筒体2，所述筒体2右侧壁表面焊接有加固板201，所述所述筒体

2左侧壁通过转轴与第一轴承3转动相连，且第一轴承3底部通过第一立柱301相连，所述筒

体2右侧壁表面导通连接有输料管4，所述输料管4表面安装有第二轴承5，且第二轴承5底部

通过第二立柱501与机架1顶部表面相连。

[0029] 所述第二立柱501一侧焊接有固定架6，所述固定架6表面安装有进料斗7，且进料

斗7底部通过导管8与输料管4输入端相连，通过进料斗7，可便于工作人员将锂电池生产用

原料加入至输料管4中，同时固定架6又能加强进料斗7处的结构强度，保护了进料斗7的使

用安全，通过输料管4，又能将输送过来的原料导入至筒体2中。

[0030] 所述筒体2表面安装有取料门9，所述取料门9表面一侧安装有锁扣901，所述锁扣

901一端安装有挂扣902，所述取料门9一侧安装有固定片10，所述固定片10表面安装有拉簧

1001，且拉簧1001另一端与挂扣902拆卸相连，所述固定片10顶部一侧安装有锁柱1002，且

锁柱1002位于筒体2表面，由于筒体2表面安装有取料门9，并且取料门9表面一侧安装有锁

扣901，从而能够使得锁扣901卡在固定片10顶部一侧安装的锁柱1002上，同时由于固定片

10表面安装有拉簧1001，且拉簧1001另一端与挂扣902拆卸相连，从而能够起到对锁扣901

限位的功能，进而能够防止取料门9在筒体2转动时自动开启，当需要将球磨完成后的锂电

池生产用原料导出时，只要将拉簧1001另一端从挂扣902取下，然后旋转锁扣901即可打开

取料门9，以便于能够工作人员取出筒体2的原料。

[0031] 所述筒体2表面一侧安装有大齿圈11，通过大齿圈11，可便于驱动齿轮14带动大齿

圈11转动，进而带动筒体2旋转。

[0032] 所述机架1顶部表面一侧安装有电机12，所述电机12输出端一侧安装有减速机13，

所述减速机13一侧安装有驱动齿轮14，且驱动齿轮14通过轴杆1401与减速机13输出端相

连，所述驱动齿轮14顶部表面与大齿圈11齿合相连，从而能够使得电机12经减速机13带动

驱动齿轮14转动，由于驱动齿轮14顶部表面与大齿圈11齿合相连，进而能在驱动齿轮14转

动下带动大齿圈11转动，以便于能够带动筒体2转动，通过筒体2的旋转，从而能够使得筒体

2内的球磨石不断的粉碎电池生产用原料，进而起到了球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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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轴杆1401表面安装有第三轴承15，且第三轴承15通过第三立柱1501与机架1

顶部表面相连，既能提高驱动齿轮14转动的平稳性，又能加强驱动齿轮14与大齿圈11动力

传递的稳定性。

[0034] 所述筒体2表面安装有降噪机构16，所述降噪机构16由离心玻璃棉卷毡层1601、铝

箔保温棉1602和PET保护膜1603组成。

[0035] 所述离心玻璃棉卷毡层1601顶部表面粘接有铝箔保温棉1602，所述铝箔保温棉

1602顶部表面粘接有PET保护膜1603，从而能够起到双层吸音隔音的作用，进而能够降低工

作的噪音，提高了使用环境的舒适性，并且PET保护膜1603又能保护内部隔音层的使用安

全。

[0036] 所述机架1顶部表面一端安装有控制机构17，所述控制机构17由控制箱1701、速度

调节钮1702和开关1703组成，所述控制箱1701表面安装有速度调节钮1702，且速度调节钮

1702通过导线与电机12电性相连，所述速度调节钮1702底部一侧安装有开关1703，且开关

1703通过导线与速度调节钮1702电性相连，通过控制机构17中的控制箱1701，可保护速度

调节钮1702和开关1703使用安全，通过速度调节钮1702，可灵活的调节电机12的转速，进而

能够控制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的效率，通过开关1703，可开启或关闭速度调节钮1702运

行，进而开启或关闭电机12运行。

[0037] 需要说明的是，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在工作时，首先通过第一轴承3

和第一立柱301与第二轴承5和第二立柱501，可有效的为筒体2提供坚实的支撑，从而能够

便于筒体2的平稳的转动，同时加固板201又能加强输料管4与筒体2连接强度，由于第二立

柱501一侧焊接有固定架6，并且固定架6表面安装有进料斗7，且进料斗7底部通过导管8与

输料管4输入端相连，从而能够便于工作人员将锂电池生产用原料加入至输料管4中，同时

固定架6又能加强进料斗7处的结构强度，保护了进料斗7的使用安全，通过输料管4，又能将

输送过来的原料导入至筒体2中，通过在筒体2表面一侧安装有大齿圈11，同时机架1顶部表

面一侧安装有电机12，电机12输出端一侧安装有减速机13，减速机13一侧安装有驱动齿轮

14，且驱动齿轮14通过轴杆1401与减速机13输出端相连，从而能够使得电机12经减速机13

带动驱动齿轮14转动，由于驱动齿轮14顶部表面与大齿圈11齿合相连，进而能在驱动齿轮

14转动下带动大齿圈11转动，以便于能够带动筒体2转动，通过筒体2的旋转，从而能够使得

筒体2内的球磨石不断的粉碎电池生产用原料，进而起到了球磨的效果，由于筒体2表面安

装有取料门9，并且取料门9表面一侧安装有锁扣901，从而能够使得锁扣901卡在固定片10

顶部一侧安装的锁柱1002上，同时由于固定片10表面安装有拉簧1001，且拉簧1001另一端

与挂扣902拆卸相连，从而能够起到对锁扣901限位的功能，进而能够防止取料门9在筒体2

转动时自动开启，当需要将球磨完成后的锂电池生产用原料导出时，只要将拉簧1001另一

端从挂扣902取下，然后旋转锁扣901即可打开取料门9，以便于能够工作人员取出筒体2的

原料，由于轴杆1401表面安装有第三轴承15，且第三轴承15通过第三立柱1501与机架1顶部

表面相连，既能提高驱动齿轮14转动的平稳性，又能加强驱动齿轮14与大齿圈11动力传递

的稳定性，通过在筒体2表面安装有降噪机构16，且降噪机构16由离心玻璃棉卷毡层1601、

铝箔保温棉1602和PET保护膜1603组成，从而能够起到双层吸音隔音的作用，进而能够降低

工作的噪音，提高了使用环境的舒适性，并且PET保护膜1603又能保护内部隔音层的使用安

全，通过控制机构17中的控制箱1701，可保护速度调节钮1702和开关1703使用安全，通过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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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节钮1702，可灵活的调节电机12的转速，进而能够控制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的效率，

通过开关1703，可开启或关闭速度调节钮1702运行，进而开启或关闭电机12运行。

[0038]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一种锂电池生产用原料球磨设备，包括机架1、筒体2、加

固板201、第一轴承3、第一立柱301、输料管4、第二轴承5、第二立柱501、固定架6、进料斗7、

导管8、取料门9、锁扣901、挂扣902、固定片10、拉簧1001、锁柱1002、大齿圈11、型号为

Y280M-4的电机12、减速机13、驱动齿轮14、轴杆1401、第三轴承15、第三立柱1501、降噪机构

16、离心玻璃棉卷毡层1601、铝箔保温棉1602、PET保护膜1603、控制机构17、控制箱1701、型

号为FIKO-M002的速度调节钮1702和开关1703，部件均为通用标准件或本领域技术人员知

晓的部件，其结构和原理都为本技术人员均可通过技术手册得知或通过常规实验方法获

知，并且上述电器元件由本领域技术人员灵活的选取、安装并完成电路调试，保证各设备能

正常运行，在这里不做过多的限制要求。

[0039]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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