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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

包括自上料端起至下料端依次设置的校正机构、

测试机构、坏品分选机构、极耳上料机构、极耳焊

接机构、焊点整形机构、贴胶机构以及胶带整形

与下料机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还包括移

动机构，移动机构上依次设有校正工位、测试工

位、坏品分选工位、极耳上料工位、极耳焊接工

位、焊点整形工位、贴胶工位以及胶带整形工位，

移动机构用于连通上料端与下料端并在各工位

之间输送电芯。本发明通过将测试、焊接、贴胶等

工序集中生产，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保证产品

的质量；同时通过移动机构将电芯传输至各个工

位，传动效率高，其结构简单且生产成本低，有利

于大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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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自上料端起至下料端依次设置的

校正机构、测试机构、坏品分选机构、极耳上料机构、极耳焊接机构、焊点整形机构、贴胶机

构以及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所述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还包括移动机构，所述移动机

构上依次设有校正工位、测试工位、坏品分选工位、极耳上料工位、极耳焊接工位、焊点整形

工位、贴胶工位以及胶带整形工位，所述移动机构用于连通上料端与下料端并在各工位之

间输送电芯；所述校正机构用于在所述校正工位对上料端输送的电芯位置进行校正，所述

测试机构用于在所述测试工位对电芯进行短路检测，所述坏品分选机构用于在所述坏品分

选工位对经过所述测试机构检测的电芯进行分选且筛选出不合格的电芯，所述极耳上料机

构用于对极耳自动上料并将极耳放置在处于所述极耳上料工位的电芯上，所述极耳焊接机

构用于在极耳焊接工位将极耳焊接于电芯上，所述焊点整形机构用于在所述焊点整形工位

对焊接后的电芯进行焊点整形，所述贴胶机构用于在所述贴胶工位对焊点整形后的电芯进

行贴胶处理，所述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用于在所述胶带整形工位对贴胶后的电芯进行胶带

整形并输送下料；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主移动组件以及与所述主移动组件配合且用于托举电芯的托举组

件，所述主移动组件包括基座、与所述基座活动连接的滑移组件、设于所述基座上且用于驱

动所述滑移组件水平移动的主移动驱动部，所述滑移组件上设有多个托板且每个托板用于

放置一个电芯；所述托举组件包括多个托举单元，所述托举单元包括托举板及用于驱动所

述托举板上下移动的托举驱动部，所述托举板上设有多个托架，每个托架与一个托板对应

配合且所述托板上开设有可供所述托架穿过的通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校正机构包括设

于所述校正工位一侧的横向矫正气缸、设于所述校正工位上方的第一纵向矫正气缸和第二

纵向矫正气缸；所述横向矫正气缸与横向矫正块连接，所述第一纵向矫正气缸与所述第二

纵向矫正气缸连接且所述第二纵向矫正气缸与纵向矫正块连接；所述横向矫正气缸用于推

动所述横向矫正块沿水平方向朝向靠近或远离校正工位的方向移动，所述第一纵向矫正气

缸用于推动所述第二纵向矫正气缸沿水平方向移动且所述第二纵向矫正气缸用于推动所

述纵向矫正块沿竖直方向移动，以共同对处于所述校正工位的托板上电芯的位置进行校

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机构包括测

试仪、位于所述测试工位上方的下压板、与所述下压板连接的下压气缸、位于所述测试工位

一侧的抬升板以及与所述抬升板连接的抬升气缸；所述下压板与所述抬升板相对的一侧设

有探针安装板，所述探针安装板上固定有与所述测试仪电性连接的测试探针；所述抬升气

缸用于驱动所述抬升板上移支撑电芯的假极耳，所述下压气缸用于驱动所述下压板下移压

紧电芯且带动所述探针安装板下移使所述测试探针接触电芯的假极耳进行测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坏品分选机构包

括推料气缸、与所述推料气缸连接且靠近所述坏品分选工位一侧的抓取气缸、与所述抓取

气缸连接且设于所述抓取气缸下方的抓取板以及设于所述抓取板上的多个坏品抓取吸盘；

所述推料气缸用于驱动所述抓取气缸移动至所述坏品分选工位的上方，所述抓取气缸用于

驱动所述抓取板下移使所述坏品抓取吸盘抓取不合格电芯，所述推料气缸还用于驱动所述

抓取气缸远离所述坏品分选工位以将不合格电芯输送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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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极耳上料机构包

括设于极耳上料工位一侧的极耳上料台、极耳备料台及极耳抓取架，所述极耳上料台用于

收容多个极耳，所述极耳备料台用于对极耳的位置进行调整，所述极耳抓取架上设有极耳

送料气缸、与所述极耳送料气缸连接的抓取组件，所述极耳送料气缸用于驱动所述抓取组

件沿水平方向靠近或远离极耳上料工位；所述抓取组件包括第一抓取气缸、第二抓取气缸、

与所述第一抓取气缸连接的第一极耳吸盘以及与所述第二抓取气缸连接的第二极耳吸盘；

所述第一抓取气缸和所述第二抓取气缸用于同时驱动所述第一极耳吸盘和所述第二极耳

吸盘下移并分别抓取所述极耳备料台和所述极耳上料台上的极耳，当极耳送料气缸驱动所

述抓取组件向极耳上料工位移动后，所述第一抓取气缸和所述第二抓取气缸还用于同时驱

动所述第一极耳吸盘和所述第二极耳吸盘移动并分别将极耳放置于电芯位置和所述极耳

备料台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极耳焊接机构包

括一对上焊头、底板、固定于所述底板上且与所述上焊头配合的一对下焊头、设于所述底板

与下焊头相背一侧的上移驱动部及下移驱动部；所述上移驱动部与所述底板连接且用于驱

动底板上移使所述下焊头支撑电芯极耳，所述下移驱动部的一端穿过所述底板与所述上焊

头连接且所述下移驱动部用于驱动上焊头下移接触电芯极耳并进行焊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焊点整形机构包

括焊点整形气缸、与所述焊点整形气缸连接的焊点整形上压板以及与所述焊点整形上压板

相对设置的焊点整形下压板，所述焊点整形下压板用于支撑处于所述焊点整形工位的电芯

的极耳，所述焊点整形气缸用于驱动所述整形上压板向所述焊点整形下压板移动对电芯极

耳处的焊点进行整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贴胶机构包括机

架、设于所述机架上的左侧胶盘放卷组件、右侧胶盘放卷组件、左侧送胶组件、右侧送胶组

件、压胶组件、切胶组件、上侧贴胶组件以及下侧贴胶组件；所述压胶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

的中部，所述压胶组件包括上侧压胶组件及下侧压胶组件；所述上侧贴胶组件与所述下侧

贴胶组件设置于压胶组件的上下两侧，所述左侧送胶组件与所述右侧送胶组件设置于所述

压胶组件的左右两侧，所述左侧胶盘放卷组件设置于所述左侧送胶组件的一侧，所述右侧

胶盘放卷组件设置于所述右侧送胶组件的一侧；所述切胶组件包括切胶驱动部及切胶刀片

且分别设于上侧贴胶组件的两侧及下侧贴胶组件的两侧，所述切胶驱动部与所述切胶刀片

连接且所述切胶驱动部用于驱动切胶刀片沿竖直方向升降来切断胶带。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侧压胶组件与

所述下侧压胶组件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所述上侧贴胶组件与所述下侧贴胶组件的结构

相同且对称设置，所述左侧送胶组件与所述右侧送胶组件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所述左

侧胶盘放卷组件与所述右侧胶盘放卷组件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胶带整形与下

料机构包括上整形气缸、与所述上整形气缸连接的胶带整形上板、下整形气缸以及与所述

下整形气缸连接的胶带整形下板，所述上整形气缸用于驱动胶带整形上板下移且所述下整

形气缸用于驱动胶带整形下板上移，使电芯极耳处位于胶带整形上板与胶带整形下板之

间；所述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还包括位于胶带整形工位一侧的送料气缸、与所述送料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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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下料气缸及与下料气缸连接的下料吸盘，所述送料气缸用于驱动下料气缸沿水平方

向朝向胶带整形工位移动，所述下料气缸用于驱动所述下料吸盘沿竖直方向移动并吸取所

述胶带整形工位处的电芯，所述送料气缸还用于在所述下料吸盘吸取电芯后驱动所述下料

气缸沿水平方向远离所述胶带整形工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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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软包电芯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软包电芯的焊接设备主要为单机单工位的模式，功能及结构比较单一，人工

工作强度大，同时单机设备结构过于简单等缺点不易满足产品的多元化，可重复利用率不

高，且电芯制作工序流程繁琐，在后工序中极耳整平和贴胶等工序多由人工进行，工作效率

低下，且定位精度差，导致产品的不良率增加，不利于大规模生产。鉴于此，实有必要提供一

种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以克服上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自动完成检测、焊接、贴胶等

工序，且结构简单，生产效率和精度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包括自上料端起

至下料端依次设置的校正机构、测试机构、坏品分选机构、极耳上料机构、极耳焊接机构、焊

点整形机构、贴胶机构以及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所述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还包括移

动机构，所述移动机构上依次设有校正工位、测试工位、坏品分选工位、极耳上料工位、极耳

焊接工位、焊点整形工位、贴胶工位以及胶带整形工位，所述移动机构用于连通上料端与下

料端并在各工位之间输送电芯；所述校正机构用于在所述校正工位对上料端输送的电芯位

置进行校正，所述测试机构用于在所述测试工位对电芯进行短路检测，所述坏品分选机构

用于在所述坏品分选工位对经过所述测试机构检测的电芯进行分选且筛选出不合格的电

芯，所述极耳上料机构用于对极耳自动上料并将极耳放置在处于所述极耳上料工位的电芯

上，所述极耳焊接机构用于在极耳焊接工位将极耳焊接于电芯上，所述焊点整形机构用于

在所述焊点整形工位对焊接后的电芯进行焊点整形，所述贴胶机构用于在所述贴胶工位对

焊点整形后的电芯进行贴胶处理，所述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用于在所述胶带整形工位对贴

胶后的电芯进行胶带整形并输送下料；

[0005]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主移动组件以及与所述主移动组件配合且用于托举电芯的托

举组件，所述主移动组件包括基座、与所述基座活动连接的滑移组件、设于所述基座上且用

于驱动所述滑移组件水平移动的主移动驱动部，所述滑移组件上设有多个托板且每个托板

用于放置一个电芯；所述托举组件包括多个托举单元，所述托举单元包括托举板及用于驱

动所述托举板上下移动的托举驱动部，所述托举板上设有多个托架，每个托架与一个托板

对应配合且所述托板上开设有可供所述托架穿过的通孔。

[0006]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校正机构包括设于所述校正工位一侧的横向矫正气

缸、设于所述校正工位上方的第一纵向矫正气缸和第二纵向矫正气缸；所述横向矫正气缸

与横向矫正块连接，所述第一纵向矫正气缸与所述第二纵向矫正气缸连接且所述第二纵向

矫正气缸与纵向矫正块连接；所述横向矫正气缸用于推动所述横向矫正块沿水平方向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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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或远离校正工位的方向移动，所述第一纵向矫正气缸用于推动所述第二纵向矫正气缸

沿水平方向移动且所述第二纵向矫正气缸用于推动所述纵向矫正块沿竖直方向移动，以共

同对处于所述校正工位的托板上电芯的位置进行校正。

[0007]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测试机构包括测试仪、位于所述测试工位上方的下

压板、与所述下压板连接的下压气缸、位于所述测试工位一侧的抬升板以及与所述抬升板

连接的抬升气缸；所述下压板与所述抬升板相对的一侧设有探针安装板，所述探针安装板

上固定有与所述测试仪电性连接的测试探针；所述抬升气缸用于驱动所述抬升板上移支撑

电芯的假极耳，所述下压气缸用于驱动所述下压板下移压紧电芯且带动所述探针安装板下

移使所述测试探针接触电芯的假极耳进行测试。

[0008]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坏品分选机构包括推料气缸、与所述推料气缸连接

且靠近所述坏品分选工位一侧的抓取气缸、与所述抓取气缸连接且设于所述抓取气缸下方

的抓取板以及设于所述抓取板上的多个坏品抓取吸盘；所述推料气缸用于驱动所述抓取气

缸移动至所述坏品分选工位的上方，所述抓取气缸用于驱动所述抓取板下移使所述坏品抓

取吸盘抓取不合格电芯，所述推料气缸还用于驱动所述抓取气缸远离所述坏品分选工位以

将不合格电芯输送下料。

[0009]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极耳上料机构包括设于极耳上料工位一侧的极耳上

料台、极耳备料台及极耳抓取架，所述极耳上料台用于收容多个极耳，所述极耳备料台用于

对极耳的位置进行调整，所述极耳抓取架上设有极耳送料气缸、与所述极耳送料气缸连接

的抓取组件，所述极耳送料气缸用于驱动所述抓取组件沿水平方向靠近或远离极耳上料工

位；所述抓取组件包括第一抓取气缸、第二抓取气缸、与所述第一抓取气缸连接的第一极耳

吸盘以及与所述第二抓取气缸连接的第二极耳吸盘；所述第一抓取气缸和所述第二抓取气

缸用于同时驱动所述第一极耳吸盘和所述第二极耳吸盘下移并分别抓取所述极耳备料台

和所述极耳上料台上的极耳，当极耳送料气缸驱动所述抓取组件向极耳上料工位移动后，

所述第一抓取气缸和所述第二抓取气缸还用于同时驱动所述第一极耳吸盘和所述第二极

耳吸盘移动并分别将极耳放置于电芯位置和所述极耳备料台上。

[0010]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极耳焊接机构包括一对上焊头、底板、固定于所述底

板上且与所述上焊头配合的一对下焊头、设于所述底板与下焊头相背一侧的上移驱动部及

下移驱动部；所述上移驱动部与所述底板连接且用于驱动底板上移使所述下焊头支撑电芯

极耳，所述下移驱动部的一端穿过所述底板与所述上焊头连接且所述下移驱动部用于驱动

上焊头下移接触电芯极耳并进行焊接。

[0011]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焊点整形机构包括焊点整形气缸、与所述焊点整形

气缸连接的焊点整形上压板以及与所述焊点整形上压板相对设置的焊点整形下压板，所述

焊点整形下压板用于支撑处于所述焊点整形工位的电芯的极耳，所述焊点整形气缸用于驱

动所述整形上压板向所述焊点整形下压板移动对电芯极耳处的焊点进行整形。

[0012]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贴胶机构包括机架、设于所述机架上的左侧胶盘放

卷组件、右侧胶盘放卷组件、左侧送胶组件、右侧送胶组件、压胶组件、切胶组件、上侧贴胶

组件以及下侧贴胶组件；所述压胶组件设置于所述机架的中部，所述压胶组件包括上侧压

胶组件及下侧压胶组件；所述上侧贴胶组件与所述下侧贴胶组件设置于压胶组件的上下两

侧，所述左侧送胶组件与所述右侧送胶组件设置于所述压胶组件的左右两侧，所述左侧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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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放卷组件设置于所述左侧送胶组件的一侧，所述右侧胶盘放卷组件设置于所述右侧送胶

组件的一侧；所述切胶组件包括切胶驱动部及切胶刀片且分别设于上侧贴胶组件的两侧及

下侧贴胶组件的两侧，所述切胶驱动部与所述切胶刀片连接且所述切胶驱动部用于驱动切

胶刀片沿竖直方向升降来切断胶带。

[0013]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上侧压胶组件与所述下侧压胶组件的结构相同且对

称设置，所述上侧贴胶组件与所述下侧贴胶组件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所述左侧送胶组

件与所述右侧送胶组件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所述左侧胶盘放卷组件与所述右侧胶盘放

卷组件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

[0014]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包括上整形气缸、与所述上整

形气缸连接的胶带整形上板、下整形气缸以及与所述下整形气缸连接的胶带整形下板，所

述上整形气缸用于驱动胶带整形上板下移且所述下整形气缸用于驱动胶带整形下板上移，

使电芯极耳处位于胶带整形上板与胶带整形下板之间；所述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还包括位

于胶带整形工位一侧的送料气缸、与送料气缸连接的下料气缸及与下料气缸连接的下料吸

盘，所述送料气缸用于驱动下料气缸沿水平方向朝向胶带整形工位移动，所述下料气缸用

于驱动所述下料吸盘沿竖直方向移动并吸取所述胶带整形工位处的电芯，所述送料气缸还

用于在所述下料吸盘吸取电芯后驱动所述下料气缸沿水平方向远离所述胶带整形工位移

动。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将测试、焊接、贴胶等工序集中生产，有

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生产线中通过移动机构将电芯传输至各个工

位，传动效率高，其结构简单且生产成本低，有利于大规模生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的立体结构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移动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托举单元的立体结构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校正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测试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1] 图6为图5所示的测试机构的侧视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坏品分选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极耳上料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4] 图9为图8所示的极耳上料机构的侧视图；

[0025] 图10为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的极耳焊接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6] 图11为图10所示的极耳焊接机构的侧视图；

[0027] 图12为图10所示的极耳焊接机构的正视图；

[0028] 图1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焊点整形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9] 图14为图13所示的焊点整形机构的侧视图；

[0030] 图1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贴胶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0031] 图16为图15所示的贴胶机构另一视角的结构图；

[0032] 图17为图15所示区域A的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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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18为图15中所示靠近区域A左侧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0034] 图19为图15中所示靠近区域A右侧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0035] 图20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的立体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技术效果更加清晰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和

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本说明书中描述的具体实施

方式仅仅是为了解释本发明，并不是为了限定本发明。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

“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38]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1000，包括自上料端起至下

料端依次设置的校正机构100、测试机构200、坏品分选机构300、极耳上料机构400、极耳焊

接机构500、焊点整形机构600、贴胶机构700以及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800。上述的软包电芯

自动焊接生产线还包括移动机构900，移动机构900上依次设有校正工位901、测试工位902、

坏品分选工位903、极耳上料工位904、极耳焊接工位905、焊点整形工位906、贴胶工位907以

及胶带整形工位908，且移动机构900用于连通上料端与下料端并在各工位之间输送电芯。

具体的，校正机构100用于在校正工位901对上料端输送的电芯位置进行校正，测试机构200

用于在测试工位902对电芯进行短路检测，坏品分选机构300用于在坏品分选工位903对经

过测试机构200检测的电芯进行分选且筛选出不合格的电芯，极耳上料机构400用于对极耳

自动上料并将极耳放置在处于极耳上料工位904的电芯上，极耳焊接机构500用于在极耳焊

接工位905将极耳焊接于电芯上，焊点整形机构600用于在焊点整形工位906对焊接后的电

芯进行焊点整形，贴胶机构700用于在贴胶工位907对焊点整形后的电芯进行贴胶处理，胶

带整形与下料机构800用于在胶带整形工位908对贴胶后的电芯进行胶带整形并输送下料。

[0039] 请一并参阅图2及图3，移动机构900包括主移动组件910以及与主移动组件910配

合的托举组件920，主移动组件910包括基座911、与基座911活动连接的滑移组件912、设于

基座911上且用于驱动滑移组件912水平移动的主移动驱动部913，滑移组件912上设有多个

托板9121且每个托板9121用于放置一个电芯；托举组件920包括多个托举单元921，托举单

元921包括托举板9211及用于驱动托举板9211上下移动的托举驱动部9212，托举板9211上

设有多个托架9213，每个托架9213与一个托板9121对应配合且托板9121上开设有可供托架

9213穿过的通孔9122。本实施方式中，托举单元921的数量为三个，托架9213由三个直杆形

成。

[0040] 优选的，基座911包括相互垂直连接的横向基板9111与竖向基板9112，主移动驱动

部913与托举驱动部9212固定于横向基板9111上，且主移动驱动部913与托举驱动部9212分

别位于竖向基板9112的两侧，托板9121与托架9213位于竖向基板9112背离横向基板9111一

端的上方，方便托架9213上下移动，且整体结构稳定。

[0041] 竖向基板9112上靠近主移动驱动部913的一侧设有第一滑轨9113，滑移组件912包

括滑动板9123及滑动块(图未示)，滑动板9123与竖向基板9112平行设置，滑动块固定于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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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板9123靠近竖向基板9112的一侧且与第一滑轨9113滑动配合，使得滑移组件912的滑动

更加稳定。本实施方式中，主移动驱动部913的数量为一个且为气缸结构，传动效率高且成

本小。

[0042] 多个托板9121依次排列在滑动板9123上背离横向基板9111的一端，多个托举单元

921依次排列于横向基板9111上。具体的，托举单元921还包括底座9214，托举驱动部9212固

定于底座9214上，底座9214固定于横向基板9111上。

[0043] 底座9214呈“L”型且底座9214靠近竖向基板9112的一侧设有滑槽(图未示)，托举

板9211上设有与滑槽滑动配合的第二滑轨9215。

[0044] 横向基板9111上设有油压缓冲器914，油压缓冲器914与滑动板9123连接，油压缓

冲器914具有缓冲平稳的特点，有良好的缓冲性能。

[0045] 本实施方式中，滑移组件912上对应每个工位均设有托板9121，以便于对电芯进行

加工。与极耳焊接工位905对应的托板9121上还设有定位吸盘9124，定位吸盘9124为真空吸

盘结构且用于对处于极耳焊接工位905的电芯极耳进行固定，保证焊接的精确性。

[0046] 移动机构900的动作原理为：当主移动驱动部913驱动滑移组件912朝向下料端移

动使托板9121带动电芯移动，托举驱动部9212在托板9121移动后驱动托举板9211上移带动

托架9213穿过托板9121将电芯托举起来，然后主移动驱动部913驱动使滑移组件912朝向上

料端移动使托板9121复位，托举驱动部9212驱动使托举板9211下移带动托架9213穿过托板

9121将电芯放置于托板9121上，从而完成电芯向下一工位的一次输送过程。

[0047] 请参阅图4，校正机构100包括设于校正工位901一侧的横向矫正气缸110、设于校

正工位901上方的第一纵向矫正气缸120和第二纵向矫正气缸130。横向矫正气缸110与横向

矫正块111连接，第一纵向矫正气缸120与第二纵向矫正气缸130连接且第二纵向矫正气缸

130与纵向矫正块131连接。横向矫正气缸110用于推动横向矫正块111沿水平方向朝向靠近

或远离校正工位901的方向移动，第一纵向矫正气缸120用于推动第二纵向矫正气缸130沿

水平方向移动且第二纵向矫正气缸130用于推动纵向矫正块131沿竖直方向移动，以共同对

处于校正工位901的托板9121上电芯的位置进行校正，使后工序中电芯的位置均保持一致。

[0048] 请参阅图5及图6，测试机构200包括测试仪210、位于测试工位902上方的下压板

220、与下压板220连接的下压气缸230、位于测试工位902一侧的抬升板240以及与抬升板

240连接的抬升气缸250。下压板220与抬升板240相对的一侧设有探针安装板260，探针安装

板260上固定有与测试仪210电性连接的测试探针211，具体的，测试探针211的数量为两个

且与电芯的假极耳位置对应。抬升气缸250用于驱动抬升板240上移支撑电芯的假极耳，下

压气缸230用于驱动下压板220下移压紧电芯且带动探针安装板260下移使测试探针211接

触电芯的假极耳进行测试。本实施方式中，抬升板240为绝缘板，测试仪210为内阻测试仪，

通过测试探针211接触电芯的正极假极耳与负极假极耳来测试电芯内部的阻值，从而判断

是否存在短路情况，当判断存在短路情况则判定该电芯为不合格电芯，在下一工位进行分

选。进一步的，下压气缸230设于固定板270上，下压气缸230的伸出端穿过固定板270并与下

压板220连接。

[0049] 请参阅图7，坏品分选机构300包括推料气缸310、与推料气缸310连接且靠近坏品

分选工位903一侧的抓取气缸320、与抓取气缸320连接且设于抓取气缸320下方的抓取板

330以及设于抓取板330上的多个坏品抓取吸盘340。当测试机构200检测到不合格电芯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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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到坏品分选工位903后，坏品分选机构300开始运作，推料气缸310用于驱动抓取气缸

320移动至坏品分选工位903的上方，抓取气缸330用于驱动抓取板330下移使坏品抓取吸盘

340抓取不合格电芯，推料气缸310还用于驱动抓取气缸320远离坏品分选工位903，从而将

不合格电芯输送下料。

[0050] 请参阅图8及图9，极耳上料机构400包括设于极耳上料工位904一侧的极耳上料台

410、极耳备料台420及极耳抓取架430。极耳上料台410用于收容多个极耳，极耳备料台420

用于对极耳的位置进行调整，极耳抓取架430上设有极耳送料气缸440、与极耳送料气缸440

连接的抓取组件450，极耳送料气缸440用于驱动抓取组件450沿水平方向靠近或远离极耳

上料工位904的电芯。

[0051] 抓取组件450包括第一抓取气缸451、第二抓取气缸452、与第一抓取气缸451连接

的第一极耳吸盘453以及与第二抓取气缸452连接的第二极耳吸盘454。第一抓取气缸451和

第二抓取气缸452用于驱动第一极耳吸盘453和第二极耳吸盘454同时靠近或远离极耳备料

台420和极耳上料台410，使第一极耳吸盘453和第二极耳吸盘454抓取或释放极耳备料台

420和极耳上料台410上的极耳。当极耳送料气缸440驱动抓取组件450向电芯移动后，第一

抓取气缸451和第二抓取气缸452还用于同时驱动第一极耳吸盘453和第二极耳吸盘454移

动并分别将极耳放置于电芯位置上和极耳备料台420上。本实施例中通过第一极耳吸盘453

和第二极耳吸盘454同时抓取极耳备料台420和极耳上料台410上的极耳，且能够同时将极

耳放置于电芯位置上和极耳备料台420上，节省了来回取放的步骤，能够提升上料效率。

[0052] 具体的，第一极耳吸盘453和第二极耳吸盘454均为真空吸盘且均用于同时吸附或

释放两个极耳，即正负极耳。本实施例中，软包电芯上设有假极耳，即用于将正负极引出来

的金属导电体，第一极耳吸盘453释放的极耳具体放置于电芯的假极耳位置。

[0053] 极耳上料台410内设有极耳料盒411及步进直线电机412，步进直线电机412用于驱

动极耳料盒411升降，从而使极耳料盒411内的极耳达到需要的高度位置。优选的，极耳上料

台410上还设有光电传感器413，光电传感器413用于感应极耳的位置，在极耳料盒411中的

极耳到达光电传感器413感应的高度时步进直线电机412停止驱动，完成送料过程。

[0054] 进一步的，极耳上料台410底部还设有下限位接近传感器414，用于感应极耳料盒

411内是否储存有极耳，当下限位接近传感器414感应到极耳料盒411为空时，发送信号至系

统从而发出警报或提示。

[0055] 优选的，极耳备料台420上设有极耳矫正组件421，用于对极耳的位置进行校正。本

实施例中，极耳矫正组件421的数量为两个且分别用于对两个极耳进行位置校正。极耳矫正

组件421包括第一极耳矫正气缸4211、与第一极耳矫正气缸4211连接的第一极耳矫正块

4212、第二极耳矫正气缸4213以及与第二极耳矫正气缸4213连接的第二极耳矫正块4214，

第一极耳矫正气缸4211用于驱动第一极耳矫正块4212移动从而对极耳的横向位置进行调

整，第二极耳矫正气缸4213用于驱动第二极耳矫正块4214移动从而对极耳的纵向位置进行

调整，使第一极耳吸盘453释放在电芯的假极耳位置上极耳的位置保持一致。

[0056] 进一步的，极耳上料机构400还包括底座460，极耳抓取架430包括相互垂直连接的

竖直架431和水平架432，竖直架431固定于底座460上，水平架432与底座460平行。极耳上料

台410与极耳备料台420均固定于底座460上且间隔设置，水平架432位于极耳上料台410与

极耳备料台420的上方，结构稳定且节省装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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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优选的，极耳上料机构400还包括拖链470，拖链470设于水平架432上且用于将极

耳送料气缸440及抓取组件460连接的传输线缆收容在内，起到保护作用。

[0058] 请参阅图10至图12，极耳焊接机构500包括一对下焊头530、设于底板520与下焊头

530相背一侧的上移驱动部540及下移驱动部550；上移驱动部540与底板520连接且用于驱

动底板520上移使下焊头530支撑电芯极耳，下移驱动部550的一端穿过底板520与上焊头

510连接且下移驱动部550用于驱动上焊头510下移接触电芯极耳并进行焊接。本实施例中，

极耳焊接机构500为双头超声波焊接机，其焊接深度可根据需要进行调节。

[0059] 优选的，极耳焊接机构500包括设置于底板520上的框架560，上焊头510收容于框

架560内，上焊头510设有用于焊接的端部511且端部511从框架560伸出。本实施例中，端部

511与下焊头530均为扁平形状，一对上焊头510的端部511的焊接面相平齐，一对下焊头530

的焊接面相平齐，以保证焊接质量。框架560包括横板561与一对侧板562，一对侧板562竖直

固定于底板520上，横板561固定连接于一对侧板562远离底板520的一侧，从而形成收容所

述上焊头510的收容空间。

[0060] 进一步的，上焊头510的一侧与滑块512固定连接，一对侧板562上设有与滑块512

滑动配合的滑轨563，在下移驱动部550驱动上焊头510下移时，能够保持上焊头510的结构

稳定性。本实施方式中，滑轨563沿上焊头510向下焊头530运动的方向设置，亦即垂直于底

板520设置。

[0061] 具体的，上移驱动部540的数量为两个且分别设于下移驱动部550的两侧，提高底

板520运动的稳定性。极耳焊接机构500还包括底座570，上移驱动部540及下移驱动部550固

定于底座570上，底板520与底座570平行设置。

[0062] 优选的，底板520与底座570之间还通过至少一个升降柱580连接。本实施例中，升

降柱580的数量为4个且分别设于底座570的四角上，用于支撑底板520运动且对应调节底板

520与底座570之间的距离，保证整体结构牢靠。

[0063] 本实施例中，上移驱动部540及下移驱动部550均为气缸结构，上述的极耳焊接机

构500还包括调压阀590。调压阀590固定于底板520上且与下移驱动部550通过连通管相连，

调压阀590用于驱动气缸的活塞动作从而调节下移驱动部550的输出动力。

[0064] 极耳焊接机构500还设有内吸风装置，在焊接后可及时吸附焊接时产生的粉尘及

气体，保证设备焊接精准度及工作环境。本实施例中，极耳焊接机构500还包括防尘罩564，

防尘罩564设于框架560背离端部511的一侧，用于将焊接造成的粉尘与外界隔离。

[0065] 请参阅图13及图14，焊点整形机构600包括焊点整形气缸610、与焊点整形气缸610

连接的焊点整形上压板620以及与焊点整形上压板620相对设置的焊点整形下压板630，焊

点整形下压板630用于支撑处于焊点整形工位906的电芯的极耳，焊点整形气缸610用于驱

动整形上压板620向焊点整形下压板630移动对电芯极耳处的焊点进行整形，使焊点处平整

可靠。

[0066] 为了防止极耳与其它导电体接触而发生短路，需要在焊接后的极耳上贴附一层绝

缘胶，电芯具有正极耳和负极耳，每个极耳又有两个侧面，因此贴胶机构700用于对电芯的

两个极耳的两个侧面同时贴胶。请参阅图15、图16及图17，贴胶机构700包括机架710、设于

机架710上的左侧胶盘放卷组件720、右侧胶盘放卷组件730、左侧送胶组件740、右侧送胶组

件750、压胶组件760、切胶组件770、上侧贴胶组件780以及下侧贴胶组件790。具体的，压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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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760设置于机架710的中部，压胶组件760包括上侧压胶组件761及下侧压胶组件762，上

侧压胶组件761与下侧压胶组件762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上侧贴胶组件780与下侧贴胶

组件790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于压胶组件760的上下两侧，左侧送胶组件740与右侧送胶

组件750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于压胶组件760的左右两侧，左侧胶盘放卷组件720与右侧

胶盘放卷组件730的结构相同且对称设置，左侧胶盘放卷组件720设置于左侧送胶组件740

的一侧，右侧胶盘放卷组件730设置于右侧送胶组件750的一侧。切胶组件770包括切胶驱动

部771及切胶刀片772且分别设于上侧贴胶组件780的两侧及下侧贴胶组件790的两侧，也即

切胶组件770的数量为四个可同时实现对胶带的四次切割，切胶驱动部771与切胶刀片772

连接且切胶驱动部771用于驱动切胶刀片772沿竖直方向升降来切断胶带。本实施方式中，

切胶刀片772采用手术刀片，锋利且切割迅速。

[0067] 进一步的，左侧胶盘放卷组件720包括上侧胶盘涨紧部721、下侧胶盘涨紧部722、

开胶驱动部723、上侧开胶滑块724及下侧开胶滑块725。上侧胶盘涨紧部721与下侧胶盘涨

紧部722均用于套设胶盘，上侧开胶滑块724与下侧开胶滑块725上均设有拖轮726，上侧开

胶滑块724与左侧送胶组件740之间、下侧开胶滑块725与左侧送胶组件740之间均设有多个

依次排列的拖轮726，胶带由胶盘伸出并依次绕设于拖轮726的侧面上，便于将胶带输送至

左侧送胶组件740。上侧开胶滑块724的一端及下侧开胶滑块725的一端均与开胶驱动部723

连接，开胶驱动部723用于驱动上侧开胶滑块724及下侧开胶滑块725沿竖直方向往复升降，

当上侧开胶滑块724及下侧开胶滑块725沿竖直方向下降时拉动胶带从而带动上侧胶盘涨

紧部721及下侧胶盘涨紧部722转动。本实施方式中，拖轮726的侧面为三角齿形设计且采用

铁氟龙材料制成，可有效避免输送时出现粘胶问题。

[0068] 如图15及图17所示，左侧送胶组件740包括送胶滑块741、送胶驱动部742以及设于

送胶滑块741上的上侧夹胶驱动部743、下侧夹胶驱动部744、上侧转动片745与下侧转动片

746。送胶驱动部742与送胶滑块741连接且送胶驱动部742用于驱动送胶滑块741沿水平方

向靠近或远离压胶组件760，具体的，送胶驱动部742设于机架710上与送胶滑块741相背的

一侧，以便于节省安装空间。送胶滑块741还设有可供胶带通过的上限位块7411及下限位块

7412，上侧转动片745及下侧转动片746可转动地安装于送胶滑块741上且分别与上限位块

7411及下限位块7412配合。上侧夹胶驱动部743用于驱动上侧转动片745转动使上侧转动片

745的一端抵靠上限位块7411，从而将位于上限位块7411与上侧转动片745之间的胶带夹

住；下侧夹胶驱动部744用于驱动下侧转动片746转动使下侧转动片746的一端抵靠下限位

块7412，从而将位于下限位块7412与下侧转动片746之间的胶带夹住。本实施方式中，上侧

转动片745靠近上限位块7411的一端及下侧转动片746靠近下限位块7412的一端呈锯齿状，

便于夹紧胶带。

[0069] 如图15及图18所示，上侧压胶组件761与下侧压胶组件762均包括压胶固定块

7611、压胶驱动部7612及压胶活动块7613，压胶驱动部7612固定于压胶固定块7611的一侧，

压胶驱动部7612用于驱动压胶活动块7613沿竖直方向靠近或远离压胶固定块7611。当送胶

驱动部742驱动送胶滑块741沿水平方向靠近压胶组件761时，将位于上限位块7411与上侧

转动片745之间的胶带的一端送至上侧压胶组件761的压胶活动块7613与压胶固定块7611

之间，同时将下限位块7412与下侧转动片746之间的胶带的一端送至下侧压胶组件762的压

胶活动块7613与压胶固定块7611之间，然后压胶驱动部7612驱动压胶活动块7613靠近压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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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块7611使上侧压胶组件761及下侧压胶组件762分别将胶带夹住。

[0070] 如图15及图19所示，上侧贴胶组件780包括贴胶活动台781、贴胶水平驱动部782、

设于贴胶活动台781上的贴胶升降块783与升降驱动部784、设于贴胶升降块783上的固胶吸

盘785与固胶驱动部786。贴胶水平驱动部782与贴胶活动台781连接且贴胶水平驱动部782

用于驱动贴胶活动台781沿水平方向靠近或远离贴胶工位907，升降驱动部784与贴胶升降

块783连接且升降驱动部784用于驱动贴胶升降块783沿竖直方向往复运动，固胶吸盘785用

于吸附胶带且固胶吸盘785上设有多个真空吸附孔，固胶驱动部786与固胶吸盘785连接且

固胶驱动部786用于驱动固胶吸盘785沿竖直方向往复运动来吸附或释放胶带。需要说明的

是，上侧贴胶组件780具有一对固胶吸盘785与固胶驱动部786，分别用于对处于贴胶工位

907的两个极耳的上侧面同时贴胶，具体的，贴胶升降块783呈“U”型且一对固胶吸盘785与

固胶驱动部786分别设于贴胶升降块783上的左右两侧；下侧贴胶组件790与上侧贴胶组件

780结构对称且分别用于对处于贴胶工位907的两个极耳的下侧面同时贴胶。

[0071] 本实施方式中，切胶驱动部771、开胶驱动部723、送胶驱动部742、上侧夹胶驱动部

743、下侧夹胶驱动部744、压胶驱动部7612、贴胶水平驱动部782、升降驱动部784、固胶驱动

部786均为气缸驱动结构，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后期维护方便。

[0072] 贴胶机构700的工作原理为：开胶驱动部723驱动上侧开胶滑块724及下侧开胶滑

块725沿竖直方向下降，带动上侧胶盘涨紧部721及下侧胶盘涨紧部722转动输送一定长度

的胶带，上侧开胶滑块724及下侧开胶滑块725复位。上侧夹胶驱动部743及下侧夹胶驱动部

744分别驱动上侧转动片745和下侧转动片746转动将上侧胶带和下侧胶带夹住；送胶驱动

部742驱动送胶滑块741沿水平方向靠近压胶组件760，将上侧胶带的一端和下侧胶带的一

端分别送至上侧压胶组件761和下侧压胶组件762。上侧压胶组件761及下侧压胶组件762的

压胶驱动部7612驱动压胶活动块7613靠近压胶固定块7611分别将上侧胶带和下侧胶带夹

住，送胶驱动部742驱动送胶滑块741复位。切胶驱动部771驱动切胶刀片772沿竖直方向运

动切断胶带，同时固胶驱动部786驱动固胶吸盘785沿竖直方向运动吸附胶带，压胶组件760

复位松开胶带。贴胶水平驱动部782驱动贴胶活动台781沿水平方向靠近贴胶工位907，升降

驱动部784驱动贴胶升降块783沿竖直方向运动靠近贴胶工位907，固胶驱动部786驱动固胶

吸盘785沿竖直方向运动将上侧胶带和下侧胶带分别粘贴至处于贴胶工位907的电芯的极

耳两侧，固胶吸盘785关闭吸附功能，各个动作部件复位，完成电芯的贴胶工序。

[0073] 请参阅图20，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800包括上整形气缸810、与上整形气缸810连接

的胶带整形上板820、下整形气缸830以及与下整形气缸830连接的胶带整形下板840，胶带

整形上板820与胶带整形下板840均设于胶带整形工位908的一侧且与电芯的极耳位置。上

整形气缸810用于驱动胶带整形上板820下移且下整形气缸830用于驱动胶带整形下板840

上移，夹住位于胶带整形上板820与胶带整形下板840之间电芯的极耳，保证贴附在极耳处

胶带的平整度和可靠性。在胶带整形完成后，上整形气缸810用于驱动胶带整形上板820上

移且下整形气缸830用于驱动胶带整形下板840下移，松开位于胶带整形上板820与胶带整

形下板840之间电芯的极耳。

[0074] 进一步的，胶带整形与下料机构800还包括位于胶带整形工位908一侧的电芯送料

气缸850、与电芯送料气缸850连接的电芯下料气缸860及与电芯下料气缸860连接的下料吸

盘870，电芯送料气缸850用于驱动电芯下料气缸860沿水平方向朝向胶带整形工位908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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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芯下料气缸860用于驱动下料吸盘870沿竖直方向移动并抓取胶带整形工位908处的

电芯，电芯送料气缸850还用于在下料吸盘870抓取电芯后驱动电芯下料气缸860沿水平方

向移动以远离胶带整形工位908，从而对电芯进行下料，完成电芯的焊接生产过程。

[0075] 本发明提供的软包电芯自动焊接生产线1000，对叠片后电芯的测试、焊接、贴胶等

工序进行集中生产，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生产线中通过移动机构

900将电芯传输至各个工位，传动效率高，其结构简单且生产成本低，有利于大规模生产。

[0076] 本发明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描述，因此对于熟悉领域的人员而言

可容易地实现另外的优点和修改，故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一般概念的精

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本发明并不限于特定的细节、代表性的设备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图示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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