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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

测系统及检测方法，一种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

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传送装置、上下料装

置以及X-Ray检测装置，锂电池芯包通过传送装

置进行转移、运输到上下料装置，X-Ray检测装置

将从上下料装置运输过来的锂电池芯包进行结

构检测，检测完成后由上下料装置运输到已检测

区；所述X检测装置包括机架、自动门、显示装置、

操作台以及检测部件，所述显示装置和操作台设

置在机架的侧面，所述自动门设置在机架的正

面，所述检测部件设置在机架的下端。本发明可

以实现锂电池芯包的自动输送、自动上下料、自

动检测等一系列自动化工艺过程，本发明的上下

料装置区域采用了防护网结构，保护了系统、人

员的安全，此外本发明的X-Ray检测装置采用了

全封闭式防护外罩，能够有效地隔绝X-Ray的辐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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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传送装置、上下料装置以及

X-Ray检测装置，锂电池芯包通过传送装置进行转移、运输到上下料装置，X-Ray检测装置将

从上下料装置运输过来的锂电池芯包进行结构检测，检测完成后由上下料装置运输到已检

测区；所述X-Ray检测装置包括机架、自动门、显示装置、操作台以及检测部件，所述显示装

置和操作台设置在机架的侧面，所述自动门设置在机架的正面，所述检测部件设置在机架

的下端；

所述检测部件包括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物料放置台、物料放置台电机、升降板、

导向销、直线轴承、锁紧螺钉、滑台、滑轨、滑块、连接板、以及固定手柄；X-Ray产生装置、影

像装置安装在机架上的安装板上；连接板设置在机架上，在连接板上设有滑轨，滑台位于连

接板上方，通过滑块、滑轨与连接板连接，滑台的侧端装有固定把手，用于将滑台固定在合

适的位置；升降板设置在滑台上方，通过连接块与滑台连接，升降板的两端设有导向销、直

线轴承、锁紧螺钉，升降板沿着导向销的方向移动，待升降到合适位置后，用锁紧螺钉锁定

位置；物料放置台设置在升降板上，通过物料放置台电机驱动其旋转；

所述传送装置包括搬运机器人、磁条、上料输送带以及下料输送带，所述磁条设置在地

面上，搬运机器人沿着磁条行走，上料输送带的末端、下料输送带的始端设置有定位座和定

位开关，用于精确定位物料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料装

置包括上料机器人和抓取装置，抓取装置设置在上料机器人的机械臂末端，抓取装置采用

吸盘方式，通过连接轴与上料机器人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机架为框架式

结构，在机架的底部安装有可调节的脚杯，机架的四周设置有防护板，在一侧的防护板上设

有自动门，用于锂电池芯包的上料、下料输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检测

的内容包括结构检测内容包括褶皱、扭曲、极片层数以及极耳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的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S1、搬运机器人将待检区的物料箱输送至上料输送带，物料箱达到上料输送带的定位

座后，上料输送带停止工作，机器人上的抓取装置吸取待检测的锂电池芯包；

S2、X-Ray检测装置的自动门打开，搬运机器人将锂电池芯包放置在物料放置台上，X-

Ray检测装置的自动门关闭，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物料放置台电机工作，锂电池芯包

跟随物料放置台进行平稳旋转，影像装置将采集到的图像传送给控制系统；

S3、控制系统从多个图像中，根据评价函数，自动选择最优图像进行测量计算，给出检

测结果；

S4、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物料放置台停止工作，自动门打开，搬运机器人将检测

完毕的锂电池芯包取出放入下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内，再从上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中吸取

下一个锂电池芯包送入X-Ray检测装置内进行检测；

S5、待下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装满后，下料输送带工作，将物料箱转移至搬运机器人，

搬运机器人将物料箱搬运至已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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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生产制造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

及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行业的迅速发展，电池行业受益匪浅，产能和供能都呈高速增长态势，锂

电池因存储电量大，且寿命较长等特点是现有的电池使用总最广泛的一种。

[0003] 锂电池在极片在入壳后需对其芯包结构进行全面检查，以分拣出不合格的产品。

目前，锂电池生产制造行业采用人工抽检的方式对芯包结构进行检查，手工检查的方法准

确度不能很好的保证，由于人为因素容易出现判断失误，进而造成不良品的存在，同时，随

机抽样检查不能全面反应锂电池生产过程中芯包的质量，存在检查漏洞。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提供一种锂电池芯包结构X-

Ray检测系统，该系统可实现锂电池芯包的自动输送、自动上下料、自动检测等一系列自动

化工艺过程，具有操作便捷、检测效率高、检测全面可靠、安全性高等特点。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的检测方法。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第一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的一种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包括传送装置、上下料装置以及X-

Ray检测装置，锂电池芯包通过传送装置进行转移、运输到上下料装置，X-Ray检测装置将从

上下料装置运输过来的锂电池芯包进行结构检测，检测完成后由上下料装置运输到已检测

区；所述X检测装置包括机架、自动门、显示装置、操作台以及检测部件，所述显示装置和操

作台设置在机架的侧面，所述自动门设置在机架的正面，所述检测部件设置在机架的下端。

[000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检测部件包括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物料放置台、

物料放置台电机、升降板、导向销、直线轴承、锁紧螺钉、滑台、滑轨、滑块、连接板、以及固定

手柄；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安装在机架上的安装板上；连接板设置在机架上，在连接板

上设有滑轨，滑台位于连接板上方，通过滑块、滑轨与连接板连接，滑台的侧端装有固定把

手，用于将滑台固定在合适的位置；升降板设置在滑台上方，通过连接块与滑台连接，升降

板的两端设有导向销、直线轴承、锁紧螺钉，升降板沿着导向销的方向移动，待升降到合适

位置后，用锁紧螺钉锁定位置；物料放置台设置在升降板上，通过物料放置台电机驱动其旋

转。

[0009]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传送装置包括搬运机器人、磁条、上料输送带、以及下

料输送带，所述磁条设置在地面上，搬运机器人沿着磁条行走，上料输送带的末端、下料输

送带的始端设置有定位座、和定位开关，用于精确定位物料箱。

[0010]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上下料装置包括上料机器人和抓取装置，抓取装置设

置在上料机器人的机械臂末端，抓取装置采用吸盘方式，通过连接轴与上料机器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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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机架为框架式结构，在机架的底部安装有可调节的脚杯，机

架的四周设置有防护板，在一侧的防护板上设有自动门，用于锂电池芯包的上料、下料输

送。

[0012]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结构检测的内容包括结构检测内容包括褶皱、扭曲、极

片层数以及极耳高度。

[0013] 为了达到上述第二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4] 本发明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的检测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15] S1、搬运机器人将待检区的物料箱输送至上料输送带，物料箱达到上料输送带的

定位座后，上料输送带停止工作，机器人上的抓取装置吸取待检测的锂电池芯包；

[0016] S2、X-Ray检测装置的自动门打开，搬运机器人将锂电池芯包放置在物料放置台

上，X-Ray检测装置的自动门关闭，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物料放置台电机工作，锂电池

芯包跟随物料放置台进行平稳旋转，影像装置将采集到的图像传送给控制系统；

[0017] S3、控制系统从多个图像中，根据评价函数，自动选择最优图像进行测量计算，给

出检测结果；

[0018] S4、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物料放置台停止工作，自动门打开，搬运机器人将

检测完毕的锂电池芯包取出放入下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内，再从上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中

吸取下一个锂电池芯包送入X-Ray检测装置内进行检测；

[0019] S5、待下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装满后，下料输送带工作，将物料箱转移至搬运机器

人，搬运机器人将物料箱搬运至已检区。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通过传送装置、上下料装置将锂电池芯包送入X-Ray检测装置，流水线式

的传送系统并和感应开关结合，增加了检测效率。

[0022] 2、本发明的X-Ray检测装置采用平稳旋转放置架，可实现锂电池芯包360度无死角

连续检测，增加了检测数据的准确率。

[0023] 3、本发明设置了不同功能区域，使用灵活快捷，可有效地提升锂电池整个生产工

艺流程效率。

[0024] 4、本发明的X-Ray检测装置采用了全封闭式防护外罩，有效地隔绝了X-Ray的辐

射。

[0025] 5、本发明的锂电池芯包结构检测包括褶皱、扭曲、极片层数、极耳高度等。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系统的第一视角整体布局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系统的第二视角整体布局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X-Ray检测装置的立体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X-Ray检测装置的检测部件结构图。

[0030] 其中：

[0031] 图1、图2中：1为搬运机器人，2为磁条，3为上料输送带，4为下料输送带，5为物料

箱，6为上料机器人，7为抓取装置，8为X-Ray检测装置，9为防护网。

[0032] 图3：801为机架，802为自动门，803为显示装置，804为操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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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4：805为X-Ray产生装置，806为影像装置，807为物料放置台，808为物料放置台

电机，809为升降板，810为导向销，811为直线轴承，812为锁紧螺钉，813为滑台，814为滑轨，

815为滑块，816为连接板，817为固定手柄，20为锂电池芯包。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

于此。

[0035]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该系统包括传送装置、X-Ray

检测装置、上下料装置，所述传送装置由上料输送带、下料输送带、搬运机器人组成，所述上

下料装置由机器人、抓取装置组成。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可以实现锂电池芯包的

自动输送、自动上下料、自动检测等一系列自动化工艺过程，本发明的上下料装置区域采用

了防护网结构，保护了系统、人员的安全，此外本发明的X-Ray检测装置采用了全封闭式防

护外罩，能够有效地隔绝X-Ray的辐射。

[0036] 如图1-图4所示，本实施例锂电池芯包结构X-Ray检测系统，由传送装置、上下料装

置、X-Ray检测装置组成，传送装置实现锂电池芯包的转移、输送，传送装置包括搬运机器人

1、磁条2、上料输送带3、下料输送带4，磁条2设置在地面上，搬运机器人1沿着磁条行走，上

料输送带3的末端、下料输送带4的始端设置有定位座、定位开关，用于精确定位物料箱5。上

下料装置实现锂电池芯包的上料、下料，上下料装置包括机器人6、抓取装置7，抓取装置设

置在机器人的机械臂末端，抓取装置采用吸盘方式，通过连接轴与机器人连接。

[0037] 如图3所示，X-Ray检测装置用于实现锂电池芯包的检测，X-Ray检测装置包括机架

801、自动门802、显示装置803、操作台804、检测部件。机架为框架式结构，在机架的底部安

装有可调节的脚杯，机架的四周设置有防护板，在一侧的防护板上设有自动门，用于锂电池

芯包的上料、下料。在机架的侧端设有显示装置和操作台。在机架的下端设置有控制系统。

[0038] 如图4所示，检测部件包括X-Ray产生装置805、影像装置806、物料放置台807、物料

放置台电机808、升降板809、导向销810、直线轴承811、锁紧螺钉812、滑台813、滑轨814、滑

块815、连接板816、固定手柄817、锂电池芯包20。X-Ray产生装置805、影像装置806安装在机

架801上的安装板上。连接板816设置在机架801上，在连接板上设有滑轨814，滑台813位于

连接板上方，通过滑块815、滑轨814与连接板连接，滑台的侧端装有固定把手817，用于将滑

台固定在合适的位置。升降/809在滑台上方，通过连接块与滑台连接，升降板的两端设有导

向销810、直线轴承811、锁紧螺钉812，升降板沿着导向销的方向移动，待升降到合适位置

后，用锁紧螺钉锁定位置。物料放置台807设置在升降板上，通过物料放置台电机808驱动其

旋转。

[0039] 本实施例的工作过程是：

[0040] 一、检测位置标定

[0041] 人工从一批锂电池芯包中取一件锂电池芯包放置在物料放置台上，调整滑台、升

降板的位置，并用固定手柄、锁紧螺钉锁死，该位置即为该批锂电池芯包的检测位置。

[0042] 二、自动检测

[0043] 搬运机器人将待检区的物料箱输送至上料输送带，物料箱达到上料输送带的定位

座后，上料输送带停止工作，机器人上的抓取装置吸取待检测的锂电池芯包，X-Ray检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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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自动门打开，机器人将锂电池芯包放置在物料放置台上，X-Ray检测装置的自动门关

闭，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物料放置台电机工作，锂电池芯包跟随物料放置台进行平稳

旋转，影像装置将采集到的图像传送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从多个图像中，根据评价函数，

自动选择最优图像进行测量计算，给出检测结果。X-Ray产生装置、影像装置、物料放置台停

止工作，自动门打开，机器人将检测完毕的锂电池芯包取出放入下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内，

再从上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中吸取下一个锂电池芯包送入X-Ray检测装置内进行检测。待

下料输送带上的物料箱装满后，下料输送带工作，将物料箱转移至搬运机器人，搬运机器人

将物料箱搬运至已检区。

[0044]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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