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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

置，涉及蓄电池生产设备领域，用于输送装载待

焊接极群板的模具，该模具侧部设有侧耳，包括：

送料支架，送料支架上设有送料滑道，送料滑道

设有两条，模具位于两条送料滑道之间，模具侧

部的侧耳搭靠在送料滑道上部，送料滑道固定在

第二液压推杆，两个送料滑道之间的送料支架上

固定有吸尘箱，吸尘箱上端口敞口，吸尘箱位于

送料滑道下部；利用吸尘箱在送料过程中对极群

的板耳进行清理除尘，无需人工操作，提高了生

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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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置，用于输送装载待焊接极群板的模具，

该模具侧部设有侧耳，其特征在于，包括：

换料支架；

送料支架，所述送料支架上设有送料滑道，所述送料滑道远离换料支架一端的送料支

架上安装有转轴，所述转轴一端连接步进电机输出轴，所述转轴上固定安装有翻板，所述翻

板上端面固定有电磁铁；

拦板，所述拦板设有两块，分别设置在送料支架两侧，所述送料滑道位于两个拦板之

间，所述拦板上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液压推杆，所述第一液压推杆平行于送料滑道，所述液压

推杆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推料架，所述推料架下部固定有拨料杆，所述拨料杆底端铰接有拨

块，所述拨料杆下端靠近翻板一侧固定安装有限位块；

所述送料滑道设有两条，所述模具位于两条送料滑道之间，模具侧部的侧耳搭靠在送

料滑道上部，所述送料滑道固定在第二液压推杆上，两个送料滑道之间的送料支架上固定

有吸尘箱，所述吸尘箱上端口敞口，所述吸尘箱位于送料滑道下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液压推杆与第二液压推杆的液压管路上分别安装有电磁阀，两个电磁阀的连接电路

中分别安装有时间继电器，所述时间继电器连接在PLC控制箱的输出端上，所述第二液压推

杆收缩时，第一液压推杆停止工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吸尘箱底部连接有吸尘管，所述吸尘管连接风机的吸风口，所述风机的出风口连接布袋

除尘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吸尘箱上安装有转杆，所述转杆一端穿出吸尘箱通过齿轮连接驱动轴，所述驱动轴安装

在装置支架上，所述驱动轴一端连接驱动电机，所述转杆上安装有毛刷，所述毛刷位于吸尘

箱内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吸尘箱上端口处设有橡胶密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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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蓄电池生产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

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常用的充电电池除了锂电池之外，铅蓄电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池系统。铅蓄

电池的优点是放电时电动势较稳定，缺点是比能量小，对环境腐蚀性强。铅蓄电池的工作电

压平稳、使用温度及使用电流范围宽、能充放电数百个循环、贮存性能好、造价较低，因而应

用广泛。

[0003] 铅蓄电池由极板、隔板、壳体、电解液、铅连接条、极柱等组成，为增大蓄电池的容

量，将多片正、负极板分别并联焊接，组成正、负极板群组，称为铅蓄电池极群，极群在进行

焊接时，将单个极板多片堆叠在一起，放入至模具中，极板上的板耳裸露出来，焊接的过程

也是针对多个极板的板耳之间进行焊接，在装载极群的模具进入焊接装置时，需要对极群

伸出模具的板耳进行清理，出去其中的灰尘，传统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职业危害性大，且

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克服的是现有技术中的不足，目的是提供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

耳铸焊送料装置。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置，用于输送装载待焊接极群板的模

具，该模具侧部设有侧耳，包括：

[0007] 换料支架；

[0008] 送料支架，所述送料支架上设有送料滑道，所述送料滑道远离换料支架一端的送

料支架上安装有转轴，所述转轴一端连接步进电机输出轴，所述转轴上固定安装有翻板，所

述翻板上端面固定有电磁铁；

[0009] 拦板，所述拦板设有两块，分别设置在送料支架两侧，所述送料滑道位于两个拦板

之间，所述拦板上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液压推杆，所述第一液压推杆平行于送料滑道，所述液

压推杆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推料架，所述推料架下部固定有拨料杆，所述拨料杆底端铰接有

拨块，所述拨料杆下端靠近翻板一侧固定安装有限位块；

[0010] 所述送料滑道设有两条，所述模具位于两条送料滑道之间，模具侧部的侧耳搭靠

在送料滑道上部，所述送料滑道固定在第二液压推杆上，两个送料滑道之间的送料支架上

固定有吸尘箱，所述吸尘箱上端口敞口，所述吸尘箱位于送料滑道下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液压推杆与第二液压推杆的液压管路上分别安装有电磁阀，

两个电磁阀的连接电路中分别安装有时间继电器，所述时间继电器连接在PLC控制箱的输

出端上，所述第二液压推杆收缩时，第一液压推杆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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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吸尘箱底部连接有吸尘管，所述吸尘管连接风机的吸风口，所述风

机的出风口连接布袋除尘器。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吸尘箱上安装有转杆，所述转杆一端穿出吸尘箱通过齿轮连接驱

动轴，所述驱动轴安装在装置支架上，所述驱动轴一端连接驱动电机，所述转杆上安装有毛

刷，所述毛刷位于吸尘箱内部。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吸尘箱上端口处设有橡胶密封条。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结构简单，通过第一液压推杆推动装载极群的模具在送料滑道上移动，移

动过程中，通过第二液压推杆推动送料滑道升降，使滑道上的极群板伸入至吸尘箱中，利用

吸尘箱在送料过程中对极群的板耳进行清理除尘，无需人工操作，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送料支架剖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送料支架俯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吸尘箱与风机连接结构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毛刷安装结构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铸焊装置结构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铸焊装置中电动滑道安装结构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的铸焊单元中电动滑道安装机构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的第一红外发射器与第二红外发射器安装结构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的第一红外感应传感器与第二红外传感器安装结构图；

[0026] 图中：1、送料支架；2、换料支架；3、铸焊单元；12、送料滑道；13、换料滑道；14、物料

架；15、隔板；16、推板；17、电动推杆；31、仓门；32、电动升降滑轨；33、铸焊座；34、焊接架；

35、伸缩推杆；36、电磁吸块；37、铸焊槽；41、辅助撑板；51、电动滑道；52、固定杆；53、刮板；

61、转轴；62、步进电机；63、翻板；64、电磁铁；65、拦板；66、第一液压推杆；67、推料架；68、拨

料杆；69、拨块；601、限位块；71、第二液压推杆；72、吸尘箱；73、吸尘管；74、风机；75、布袋除

尘器；81、转杆；82、驱动轴；83、驱动电机；84、毛刷；91、PLC控制箱；92、第一红外发射器；93、

第二红外发射器；94、红外接收器；95、第一红外感应传感器；96、第二红外感应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图2、图3所示；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板耳铸焊送料装置，用于输送装载

待焊接极群板的模具，该模具侧部设有侧耳，包括：

[0030] 换料支架2；

[0031] 送料支架1，送料支架1上设有送料滑道12，送料滑道1远离换料支架2一端的送料

支架1上安装有转轴61，转轴61一端连接步进电机62输出轴，转轴61上固定安装有翻板63，

翻板63上端面固定有电磁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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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拦板65，拦板65设有两块，分别设置在送料支架1两侧，送料滑道12位于两个拦板

65之间，拦板65上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液压推杆66，第一液压推杆66平行于送料滑道12，第一

液压推杆66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推料架67，推料架67下部固定有拨料杆68，拨料杆68底端铰

接有拨块69，拨料杆68下端靠近翻板63一侧固定安装有限位块601；

[0033] 送料滑道12设有两条，模具位于两条送料滑道12之间，模具侧部的侧耳搭靠在送

料滑道12上部，送料滑道12固定在第二液压推杆71上，两个送料滑道12之间的送料支架1上

固定有吸尘箱72，吸尘箱72上端口敞口，吸尘箱72位于送料滑道12下部。

[0034] 吸尘箱72底部连接有吸尘管73，吸尘管73连接风机74的吸风口，风机74的出风口

连接布袋除尘器75。

[0035] 吸尘箱72上端口处设有橡胶密封条。

[0036] 人工在将极群插入至模具中固定时，为保证极群的有序排布，通常会使极群向上

插入至模具中，而极群向上放置，不便于对极群进行焊接，采用将插入蓄电池极群的模具极

群向上放置在翻板63上，翻板63上的电磁铁64吸附模具对模具进行固定，步进电机62带动

转轴61转动，进而带动翻板63翻转，翻板63携带模具翻转后将模具放置在送料滑道12上，第

一液压推杆66推动推料架67移动，推料架67上的拨料杆68下端的拨块69接触模具，当第一

液压推杆66伸出时，拨块69受限位块601限制，不能发生转动，第一液压推杆66伸长时，拨块

69由模具侧部推动模具向换料支架2一侧移动，由此实现插入至模具中的极群倒置送料，便

于对极群焊接。

[0037] 装载极群的模具在送料滑道12上移动，移动过程中，由于模具上的极群是朝下放

置的，通过在送料滑道12下部的送料支架1上设置吸尘箱72，利用第二液压推杆71推动送料

滑道12上下移动，当送料滑道12下移时，模具上的极群插入至吸尘箱72中，利用吸尘箱72对

极群上的灰尘进行清理，降低灰尘对极群焊接的影响。

[0038] 实施例2

[0039]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4所示；灰尘沾附极群上不易掉落，通过吸尘箱72上安装

有转杆81，转杆81一端穿出吸尘箱72通过齿轮连接驱动轴82，驱动轴82安装在送料支架1

上，驱动轴82一端连接驱动电机83，转杆81上安装有毛刷84，毛刷84位于吸尘箱72内部。

[0040] 利用驱动电机83带动驱动轴82转动，驱动轴82带动转杆81转动，进而使毛刷84转

动，当极群插入至吸尘箱72中时，毛刷84转动对极群进行刮刷，清除极群表面沾附的灰尘。

[0041] 实施例3

[0042] 如图5、图6所示；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铸焊装置，用于焊接模具装载的极群

板，该模具侧部设有侧耳，其特征在于，包括：

[0043] 送料支架1，送料支架上设有送料滑道12；

[0044] 换料支架2，换料支架上设有换料滑道13，换料滑道13垂直于送料滑道12，换料滑

道13上安装有物料架14，物料架14上部设有隔板15，隔板15将物料架14上部平分为两个单

元格，一侧单元格与隔板15相对一边设有推板16，另一侧单元格侧部连接有电动推杆17输

出端，电动推杆17固定在换料支架2上，电动推杆17推动物料架14在在换料滑道13上滑动；

[0045] 铸焊单元3，铸焊单元3设有仓门31，仓门31与送料滑道12对称设置在换料支架2两

侧，铸焊单元3内部设有电动升降滑轨32，电动升降滑轨32上安装有铸焊座33，铸焊座33上

固定有焊接架34，焊接架34呈U形结构，U形结构开口端朝向换料支架2，U结构中部固定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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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推杆35，伸缩推杆35输出端头固定有电磁吸块36，焊接架34下部设有铸焊槽37。

[0046] 送料支架1上设有送料滑道12，送料滑道1远离换料支架2一端的送料支架1上安装

有转轴61，转轴61一端连接步进电机62输出轴，转轴61上固定安装有翻板63，翻板63上端面

固定有电磁铁64；

[0047] 拦板65，拦板65设有两块，分别设置在送料支架1两侧，送料滑道12位于两个拦板

65之间，拦板65上部固定安装有第一液压推杆66，第一液压推杆66平行于送料滑道12，第一

液压推杆66输出端固定安装有推料架67，推料架67下部固定有拨料杆68，拨料杆68底端铰

接有拨块69，拨料杆68下端靠近翻板63一侧固定安装有限位块601；

[0048] 送料滑道12设有两条，模具位于两条送料滑道12之间，模具侧部的侧耳搭靠在送

料滑道12上部，送料滑道12固定在第二液压推杆71，两个送料滑道12之间的送料支架1上固

定有吸尘箱72，吸尘箱72上端口敞口，吸尘箱72位于送料滑道12下部。

[0049] 吸尘箱72底部连接有吸尘管73，吸尘管73连接风机74的吸风口，风机74的出风口

连接布袋除尘器75。

[0050] 吸尘箱72上端口处设有橡胶密封条。

[0051] 第二液压推杆71的推动送料滑道12上升的最大高度与辅助撑板41水平。

[0052] 物料架14上的两个单元格上分别设有辅助撑板41，辅助撑板41平行于送料滑道

12。

[0053] 电动推杆17的最大行程距离等于物料架14上的一个单元格的宽度。

[0054] 工作原理：装载极板的模具放置在送料滑道1上，沿送料滑道12向换料支架2一侧

移动，送料滑道12尾端的换料支架2上设置物料架14，模具进入至物料架14上的单元格中，

铸焊单元上的电动升降滑轨32带动焊接架34升降，使焊接架34与辅助撑板41水平，焊接架

34上的伸缩推杆35伸长，伸缩推杆35端头的电磁吸块36吸附模具后，伸缩推杆35回缩，拉动

模具移动至焊接架34上，电动升降滑轨32下降，使模具上的极群板的板耳插入至下部的铸

焊槽37中，实现对极群耳板的焊接，焊接完成后，电动升降滑轨32带动焊接架34上升至辅助

撑板41水平位置，伸缩推杆35伸出，将模具推入至物料架14上的单元格中，换料支架2上的

电动推杆17推动物料架14移动，将单元格中焊接完成的模具带出，而另一个单元格中进入

新的待焊模具；在铸焊单元上电磁吸块36以及伸缩推杆35作用下进入至焊接单元中，进行

再次焊接。

[0055] 实施例4

[0056] 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如图7所示；焊接单元3内部固定有电动滑道51，

电动滑道51设有两个分别位于铸焊槽37两侧，两个电动滑道51间安装有固定杆52，固定杆

52上固定安装有刮板53，刮板53位于铸焊槽37内部。铸焊槽37中放置铅液，刮板53底端位于

铅液液面下部。

[0057] 电磁吸块36在吸附模具后，伸缩推杆35回缩，此时需要装载需要焊接极群的模具

位于焊接架34上，电动升降滑轨32带动焊接架34下移时，电动滑道51带动固定杆52水平移

动，移动过程中固定板52上的刮板53对铸焊槽37中铅液上层的铅渣进行刮取，防止铅渣影

响极群焊接，提高焊接质量。

[0058] 实施例5

[0059] 在实时例3的基础上，如图8、图9所示；铸焊单元3外侧设有PLC控制箱91，铸焊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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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部设有第一红外发射器92与第二红外发射器93，第一红外发射器92与辅助撑板41水平

设置，第二红外发射器93与铸焊槽37上端口水平设置，焊接架34在第一红外发射器92与第

二红外发射器93之间移动，焊接架34上设置有红外接收器94，红外接收器94电性连接PLC控

制箱91输入端，PLC控制箱91输出端连接伸缩推杆35与电磁吸块36。

[0060] 隔板15以及焊接架34分别上设有第一红外感应传感器95与第二红外传感器96，第

一红外感应传感器95与第二红外传感器96分别连接PLC控制箱91输入端，第一红外感应传

感器95用于感应物料架14上远离电动推杆17一侧的单元格中是否存有模具，第二红外感应

传感器96用于感应焊接架34上是否存在模具。

[0061] 第一液压推杆66与第二液压推杆71的液压管路上分别安装有电磁阀，两个电磁阀

的连接电路中分别安装有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连接在PLC控制箱91的输出端上，第二液

压推杆71收缩时，第一液压推杆66停止工作。

[0062] 一种铅蓄电池生产用极群铸焊方法，步骤如下：

[0063] 1)操作人员将蓄电池极群插入至模具中，再将装载后的模具极群朝上放置在翻板

上，步进电机驱动翻板转动，使模具上极群朝下放置到送料滑道上，送料支架上的第一液压

推杆推动推料架移动，此时，电动推杆回缩，物料架上远离电动推杆一侧的单元格与送料滑

道对齐，模具在推料架上的拨块推动下进入到物料架上的单元格中；

[0064] 2)第二红外传感器检测焊接架上是否存在模具，并将信号传输至PLC控制箱，焊接

架上存在模具时，PLC控制箱控制电动推杆伸出，并控制第一液压推杆停止工作，使靠近物

料架上电动推杆一侧的单元格与焊接单元的仓门对齐，焊接架上升至第一红外发射器位置

处，伸缩推杆伸出将模具推入至单元格中后，焊接架上没有模具时，PLC控制箱控制电动推

杆回缩，此时物料架上远离电动推杆一侧的单元格与送料滑道对齐，PLC控制箱控制第一液

压推杆工作，将送料滑道上的模具推入至单元格中；

[0065] 3)第一红外传感器感应到物料架上存在模具，将信号传输至PLC控制箱中，PLC控

制箱控制第一液压推杆停止工作，并控制焊接架上升至第一红外发射器位置，伸缩推杆伸

出且电磁吸块工作吸附单元格中的模具，完成后，伸缩推杆回缩，将模具拉入至焊接架中，

焊接架下移至铸焊槽中对模具上的极群进行焊接。

[006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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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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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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