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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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55408.3

(22)申请日 2021.03.09

(71)申请人 东莞市超业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上甲汾

溪一路83号实验检测中心技研楼

(72)发明人 林万盛　贺于波　欧阳周全　

(74)专利代理机构 东莞市华南专利商标事务所

有限公司 44215

代理人 何冠威

(51)Int.Cl.

G01N 21/88(2006.01)

G01N 21/01(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指

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包括极片抽检上

料装置、极片输送装置、视觉定位装置、极片转移

装置、检测调整工作台及毛刺检测装置，极片抽

检上料装置用于将极片供应至极片输送装置，视

觉定位装置用于对极片输送装置所输送的极片

进行视觉定位，视觉定位装置与检测调整工作台

电连接，极片转移装置用于将视觉定位后的极片

转移至检测调整工作台，毛刺检测装置用于对检

测调整工作台所承载的极片进行毛刺检测。本发

明能够在线式对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所输出的

极片进行抽检，抽检时不会干扰锂电池极片成型

设备正常工作，自动化程度高，毛刺检测效率高、

质量好，且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和人工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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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极片抽检上料装置、极片输送装

置、视觉定位装置、极片转移装置、检测调整工作台及毛刺检测装置，所述极片抽检上料装

置用于将极片供应至极片输送装置，所述视觉定位装置用于对极片输送装置所输送的极片

进行视觉定位，所述视觉定位装置与检测调整工作台电连接，所述极片转移装置用于将视

觉定位后的极片转移至检测调整工作台，所述毛刺检测装置用于对检测调整工作台所承载

的极片进行毛刺检测，所述极片抽检上料装置位于极片输送装置的进料端，所述极片转移

装置和视觉定位装置均位于极片输送装置的出料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极片抽检上

料装置包括机架、装设于机架的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和装设于机架的负极片抽检上料机

构，所述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和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均位于极片输送装置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极片输送装

置包括输送机构及与输送机构的输出端连接的输送载具，所述输送载具的承载面设置有一

个或多个吸料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调整工

作台包括纵移驱动机构、连接于纵移驱动机构的输出端的转动驱动机构及连接于转动驱动

机构的输出端的检测载具，所述检测载具的承载面设置有一个或多个真空吸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在线式极片

毛刺抽检设备还包括储料箱，所述储料箱位于检测调整工作台的一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料箱设置

有正极片腔体和负极片腔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刺检测装

置包括与纵移驱动机构夹角设置的横移驱动机构、与横移驱动机构的输出端连接的检测移

动座及均装设于检测移动座的第一拍摄检测器和第二拍摄检测器，所述第一拍摄检测器与

第二拍摄检测器夹角设置，所述第一拍摄检测器的拍摄端与第二拍摄检测器的拍摄端彼此

靠近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移动座

设置有除尘机构，所述除尘机构包括连接于检测移动座的除尘腔体、转动设置于除尘腔体

内的毛刷及装设于除尘腔体并用于驱动毛刷转动的清扫电机，所述除尘腔体设置有真空接

口和过槽，所述毛刷能够突伸至过槽内，所述过槽用于供极片穿过。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机构的

数量为两个，两个除尘机构分别位于第二拍摄检测器的两侧。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动驱动

机构包括与纵移驱动机构的输出端连接的基座、转动设置于基座的中空转轴及装设于基座

并用于驱动中空转轴转动的转动驱动器，所述检测载具装设中空转轴，所述检测载具的底

部设置有真空转接头，所述真空转接头位于中空转轴内，所述真空转接头的一端与真空吸

孔连通，所述真空转接头的另一端经由管道与抽真空装置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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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锂电池生产过程中，极片在模切成型和分切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毛刺缺陷，倘若

毛刺扎破用于分隔正负极片的隔膜，会造成严重后果，轻则导致电池漏电，重则发生电池爆

炸。目前极片毛刺的检测一般采用人工抽检，检测效率较低，此外，抽检很可能导致部分毛

刺缺陷漏检而造成严重后果，检测质量差。因此，缺陷十分明显，亟需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包括极片抽检上料装置、极片输送装置、视觉定

位装置、极片转移装置、检测调整工作台及毛刺检测装置，所述极片抽检上料装置用于将极

片供应至极片输送装置，所述视觉定位装置用于对极片输送装置所输送的极片进行视觉定

位，所述视觉定位装置与检测调整工作台电连接，所述极片转移装置用于将视觉定位后的

极片转移至检测调整工作台，所述毛刺检测装置用于对检测调整工作台所承载的极片进行

毛刺检测，所述极片抽检上料装置位于极片输送装置的进料端，所述极片转移装置和视觉

定位装置均位于极片输送装置的出料端。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极片抽检上料装置包括机架、装设于机架的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

和装设于机架的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所述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和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均

位于极片输送装置的上方。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极片输送装置包括输送机构及与输送机构的输出端连接的输送载

具，所述输送载具的承载面设置有一个或多个吸料孔。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检测调整工作台包括纵移驱动机构、连接于纵移驱动机构的输出

端的转动驱动机构及连接于转动驱动机构的输出端的检测载具，所述检测载具的承载面设

置有一个或多个真空吸孔。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还包括储料箱，所述储料箱位于检测调

整工作台的一侧。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储料箱设置有正极片腔体和负极片腔体。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毛刺检测装置包括与纵移驱动机构夹角设置的横移驱动机构、与

横移驱动机构的输出端连接的检测移动座及均装设于检测移动座的第一拍摄检测器和第

二拍摄检测器，所述第一拍摄检测器与第二拍摄检测器夹角设置，所述第一拍摄检测器的

拍摄端与第二拍摄检测器的拍摄端彼此靠近设置。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检测移动座设置有除尘机构，所述除尘机构包括连接于检测移动

座的除尘腔体、转动设置于除尘腔体内的毛刷及装设于除尘腔体并用于驱动毛刷转动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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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电机，所述除尘腔体设置有真空接口和过槽，所述毛刷能够突伸至过槽内，所述过槽用于

供极片穿过。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除尘机构的数量为两个，两个除尘机构分别位于第二拍摄检测器

的两侧。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转动驱动机构包括与纵移驱动机构的输出端连接的基座、转动设

置于基座的中空转轴及装设于基座并用于驱动中空转轴转动的转动驱动器，所述检测载具

装设中空转轴，所述检测载具的底部设置有真空转接头，所述真空转接头位于中空转轴内，

所述真空转接头的一端与真空吸孔连通，所述真空转接头的另一端经由管道与抽真空装置

连通。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实际应用中，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不断地对极片进行加工

成型，并将成型后的极片输送至下一个加工工位，当需要对极片进行抽检时，极片抽检上料

装置拾取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所输出的成型后的极片并将该极片放置在极片输送装置上，

极片输送装置将极片输送至预设的位置，与此同时，视觉定位装置对该极片进行视觉定位，

并将视觉定位后的结果反馈给检测调整工作台，使得检测调整工作台自动调整合适的角度

和位置，然后极片转移装置将极片输送装置所输送并经过视觉定位后的极片拾取至调整后

的检测调整工作台上，极片的边缘突伸出检测调整工作台外，毛刺检测装置对极片的四周

边缘进行毛刺检测，在对极片的四周边缘进行毛刺检测的过程中，检测调整工作台会自动

进行角度和位置的调整，使得毛刺检测装置能够依次对极片的四周边缘进行毛刺检测，最

后极片转移装置将毛刺检测后的极片输送至预设的位置或经由极片输送装置回送至极片

输送装置，并经由极片抽检上料装置将极片输送装置所输送的经过毛刺检测后的极片拾取

至下一个加工工位。本发明能够在线式对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所输出的极片进行抽检，抽

检时不需要将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停机，也不会干扰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正常工作，自动

化程度高，毛刺检测效率高、质量好，且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和人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另一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检测调整工作台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除尘机构和毛刺检测装置隐藏横移驱动机构后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

[0021] 10、极片抽检上料装置；101、机架；102、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3、负极片抽检上

料机构；104、过孔；20、极片输送装置；201、输送机构；202、输送载具；203、吸料孔；30、视觉

定位装置；40、极片转移装置；50、检测调整工作台；501、纵移驱动机构；502、转动驱动机构；

503、检测载具；504、真空吸孔；505、基座；506、中空转轴；507、转动驱动器；508、真空转接

头；60、毛刺检测装置；601、横移驱动机构；602、检测移动座；603、第一拍摄检测器；604、第

二拍摄检测器；70、储料箱；80、除尘机构；801、除尘腔体；802、毛刷；803、清扫电机；804、真

空接口；805、过槽；806、升降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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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实施例与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

明，实施方式提及的内容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3]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其包括极片抽检

上料装置10、极片输送装置20、视觉定位装置30、极片转移装置40、检测调整工作台50及毛

刺检测装置60，所述极片抽检上料装置10用于将极片供应至极片输送装置20，所述视觉定

位装置30用于对极片输送装置20所输送的极片进行视觉定位，所述视觉定位装置30与检测

调整工作台50电连接，所述极片转移装置40用于将视觉定位后的极片转移至检测调整工作

台50，所述毛刺检测装置60用于对检测调整工作台50所承载的极片进行毛刺检测，所述极

片抽检上料装置10位于极片输送装置20的进料端，所述极片转移装置40和视觉定位装置30

均位于极片输送装置20的出料端。

[0024] 在实际应用中，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不断地对极片进行加工成型，并将成型后的

极片输送至下一个加工工位，当需要对极片进行抽检时，极片抽检上料装置10拾取锂电池

极片成型设备所输出的成型后的极片并将该极片放置在极片输送装置20上，极片输送装置

20将极片输送至预设的位置，与此同时，视觉定位装置30对该极片进行视觉定位，并将视觉

定位后的结果反馈给检测调整工作台50，使得检测调整工作台50自动调整合适的角度和位

置，然后极片转移装置40将极片输送装置20所输送并经过视觉定位后的极片拾取至调整后

的检测调整工作台50上，极片的边缘突伸出检测调整工作台50外，毛刺检测装置60对极片

的四周边缘进行毛刺检测，在对极片的四周边缘进行毛刺检测的过程中，检测调整工作台

50会自动进行角度和位置的调整，使得毛刺检测装置60能够依次对极片的四周边缘进行毛

刺检测，最后极片转移装置40将毛刺检测后的极片输送至预设的位置或经由极片输送装置

20回送至极片输送装置20，并经由极片抽检上料装置10将极片输送装置20所输送的经过毛

刺检测后的极片拾取至下一个加工工位。本发明能够在线式对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所输出

的极片进行抽检，抽检时不需要将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停机，也不会干扰锂电池极片成型

设备正常工作，自动化程度高，毛刺检测效率高、质量好，且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和

人工成本。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极片抽检上料装置10包括机架101、装设于机架101的正极片抽

检上料机构102和装设于机架101的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3，所述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2

和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3均位于极片输送装置20的上方，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2和负极

片抽检上料机构103分别与锂电池极片成型设备的正极片加工流水线和负极片加工流水线

对应设置。

[0026]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实际所需抽检的情况，当需要抽检正极片时，正极片抽检上料

机构102将正极片拾取至极片输送装置20上，极片输送装置20将正极片输送至预设的位置，

使得该正极片完成边缘的毛刺检测；当需要抽检负极片时，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3将负极

片拾取至极片输送装置20上，极片输送装置20将负极片输送至预设的位置，使得该负极片

完成边缘的毛刺检测。该结构设计，能够在线式地分别对正极片和负极片进行抽检，一个设

备对应两个极片加工流水线进行抽检工作，结构紧凑，使用和成本低，且抽检的效率高。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极片输送装置20包括输送机构201及与输送机构201的输出端连

接的输送载具202，所述输送载具202的承载面设置有一个或多个吸料孔203，所述吸料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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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与抽真空装置连通。在实际应用中，当需要抽检正极片时，输送载具202位于正极片抽检

上料机构102的下方，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2将正极片加工流水线所输出的正极片拾取至

输送载具202上，输送载具202上的吸料孔203将正极片吸紧在输送载具202的承载面上，然

后输送机构201将输送载具202连带正极片输送至预设的位置。当需要抽检负极片时，与抽

检正极片的操作步骤一致，在此不再赘述。通过吸料孔203将极片吸紧在输送载具202上，保

证了极片在输送载具202上的位置精度和稳定性，有利于后续对极片进行毛刺检测。

[0028] 具体地，所述机架101的中部开设有过孔104，所述输送机构201贯穿过孔104，所述

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2和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3分别位于过孔104的两侧，所述正极片

抽检上料机构102和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3均位于输送载具202的上方。该结构设计，不但

有利于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2和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3共用一个输送机构201，节能环

保，降低了制造和使用的成本，还有利于正极片抽检上料机构102和负极片抽检上料机构

103分别与正极片加工流水线和负极片加工流水线对应。另外，过孔104为输送机构201提供

避让的空间，使得输送机构201和机架101的结构紧凑，便于输送机构201将极片输出。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检测调整工作台50包括纵移驱动机构501、连接于纵移驱动机构

501的输出端的转动驱动机构502及连接于转动驱动机构502的输出端的检测载具503，所述

检测载具503的承载面设置有一个或多个真空吸孔504，多个真空吸孔504呈矩形阵列设置

于检测载具503，所述真空吸孔504与抽真空装置连通。当视觉定位装置30对输送载具202所

承载的极片进行视觉定位后，视觉定位装置30向检测调整工作台50反馈信号，使得纵移驱

动机构501和转动驱动机构502协同工作以调整检测载具503的角度和位置，然后极片转移

装置40将输送载具202所承载的极片拾取至调整后的检测载具503上，真空吸孔504将极片

吸紧在检测载具503的承载面上，保证了极片在检测载具503上的位置精度和稳定性，有利

于对极片的边缘进行毛刺检测的准确性，最后通过纵移驱动机构501和转动驱动机构502协

同工作以使得毛刺检测装置60分别对极片的每个边缘进行毛刺检测。该结构设计，能够一

次性对极片的所有边缘进行毛刺检测，且毛刺检测的效率高、质量好。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在线式极片毛刺抽检设备还包括储料箱70，所述储料箱70位于

检测调整工作台50的一侧。当毛刺检测装置60完成对检测载具503所承载的极片的毛刺检

测后，极片转移装置40将检测载具503上的极片拾取至储料箱70出，通过储料箱70对抽检后

的极片进行储存，有利于对极片进行储放和回收利用等。

[0031] 具体地，所述纵移驱动机构501和输送机构201均为直线驱动模组，且两者的输送

方向平行，所述纵移驱动机构501位于输送机构201的输出端一侧，所述极片转移装置40架

设在输送机构201、纵移驱动机构501和储料箱70的上方；所述检测调整工作台50位于储料

箱70与输送机构201之间，所述视觉定位装置30架设在输送机构201的输出端的上方。该结

构设计，不但使得本设备的结构紧凑，还提高了对极片进行毛刺检测的效率。

[0032] 具体地，所述视觉定位装置30包括两组视觉定位机构，所述极片转移装置40位于

两组视觉定位机构之间，两组视觉定位机构均包括摄像机，两组视觉定位机构分别用于对

输送载具202所承载的极片的两端进行视觉定位。通过两组视觉定位机构分别对输送载具

202所承载的极片进行视觉定位，定位的准确性好，有利于提高极片转移装置40拾取极片的

准确性。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储料箱70设置有正极片腔体和负极片腔体。极片转移装置40将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13049597 A

6



检测后的正极片拾取至正极片腔体，正极片腔体对正极片进行储存；极片转移装置40将检

测后的负极片拾取至负极片腔体，负极片腔体对负极片进行储存；通过正极片腔体和负极

片腔体分别对正极片和负极片进行分类储存，便于对正极片和负极片进行储存，有利于对

正极片和负极片进行回收利用。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毛刺检测装置60包括与纵移驱动机构501夹角设置的横移驱动

机构601、与横移驱动机构601的输出端连接的检测移动座602及均装设于检测移动座602的

第一拍摄检测器603和第二拍摄检测器604，所述第一拍摄检测器603与第二拍摄检测器604

夹角设置，所述第一拍摄检测器603的拍摄端与第二拍摄检测器604的拍摄端彼此靠近设

置，所述纵移驱动机构501与横移驱动机构601垂直设置。具体地，所述第一拍摄检测器603

和第二拍摄检测器604均为摄像机，所述第一拍摄检测器603竖直向下设置，且第一拍摄检

测器603的拍摄端朝下，所述第二拍摄检测器604水平设置，第一拍摄检测器603的拍摄范围

与第二拍摄检测器604的拍摄范围交汇。

[0035] 当极片放置在检测载具503上后，极片的边缘处于待检测的位置，横移驱动机构

601驱动检测移动座602连带第一拍摄检测器603和第二拍摄检测器604同步横向移动，使得

第一拍摄检测器603和第二拍摄检测器604配合以对极片的边缘进行毛刺检测；为了提高毛

刺检测的准确性，横移驱动机构601可以驱动检测移动座602连带第一拍摄检测器603和第

二拍摄检测器604往复移动以实现往复地对极片的边缘进行毛刺检测，提高了毛刺检测的

质量和准确性。当毛刺检测装置60每对极片的一边缘完成毛刺检测后，检测调整工作台50

会自动调整一次，以将极片的待检测边缘调整至待检测的位置，以便于毛刺检测装置60对

极片的所有边缘进行毛刺检测。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检测移动座602设置有除尘机构80，所述除尘机构80包括连接于

检测移动座602的除尘腔体801、转动设置于除尘腔体801内的毛刷802及装设于除尘腔体

801并用于驱动毛刷802转动的清扫电机803，所述除尘腔体801设置有真空接口804和过槽

805，所述毛刷802能够突伸至过槽805内，所述过槽805用于供极片穿过，所述除尘腔体801

经由真空接口804与除尘装置连通。

[0037] 在毛刺检测装置60对极片的边缘进行检测的过程中，极片的边缘会穿经过槽805，

同时，清扫电机803驱动毛刷802在除尘腔体801内转动，转动的毛刷802对穿经过槽805的极

片的边缘进行清扫，且除尘腔体801对尘埃或异物进行除尘处理，以提高了毛刺检测的精度

和准确性。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除尘机构80的数量为两个，两个除尘机构80分别位于第二拍摄

检测器604的两侧，且两个除尘机构80对称设置。两个除尘机构80同时对极片的边缘进行清

扫和除尘，进一步提高了毛刺检测的精度和准确性。

[0039] 具体地，所述除尘机构80还包括装设于检测移动座602的升降驱动器806，所述除

尘腔体801与检测移动座602滑动连接，所述升降驱动器806的输出端与除尘腔体801连接；

所述升降驱动器806为气缸。通过升降驱动器806驱动除尘腔体801升降移动，以便于对除尘

腔体801的高度位置进行调节，从而便于对不同厚度的极片进行毛刺检测，提高了除尘腔体

801的灵动性，实用性强。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转动驱动机构502包括与纵移驱动机构501的输出端连接的基座

505、转动设置于基座505的中空转轴506及装设于基座505并用于驱动中空转轴506转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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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驱动器507，所述转动驱动器507包括电机和减速器，所述检测载具503装设中空转轴

506，所述检测载具503的底部设置有真空转接头508，所述真空转接头508位于中空转轴506

内，且真空转接头508与中空转轴506同轴设置，所述真空转接头508的一端与真空吸孔504

连通，所述真空转接头508的另一端经由管道与抽真空装置连通，所述真空转接头508与管

道连接的一端能够相对检测载具503转动，所述管道贯穿中空转轴506的底部和基座505。

[0041] 在实际应用中，当需要调整检测载具503的纵移位置时，纵移驱动机构501驱动基

座505连带检测载具503纵向移动；当需要调整检测载具503的角度时，转动驱动器507驱动

中空转轴506转动，转动的中空转轴506带动检测载具503转动，使得检测载具503转动预设

的角度，以实现对检测载具503的角度和位置进行调节。在此过程中，由于真空转接头508位

于中空转轴506内，真空转接头508与中空转轴506同轴设置，真空转接头508与管道连接的

一端能够相对检测载具503转动，管道贯穿中空转轴506的底部和基座505，所以随着中空转

轴506和检测载具503的同步转动，管道不会跟随中空转轴506和检测载具503转动，提高了

管道的稳定性，避免了管道转动而发生打结、絮乱等现象，且真空转接头508位于中空转轴

506内，使得真空转接头508与中空转轴506的结构紧凑，外形美观。

[0042] 本实施例中的所有技术特征均可根据实际需要而进行自由组合。

[004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现方案，除此之外，本发明还可以其它方式实现，在

不脱离本技术方案构思的前提下任何显而易见的替换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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