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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汽车滑动内衬板本

体注塑模具，包括定模板座、动模板座，定模板座

连接热流道支架，热流道支架连接定模板，定模

板内设置有定模板腔块，动模板座上安装模脚，

两模脚上安装动模板缓冲块，动模板缓冲块上安

装有动模板支架，动模板支架上部设置有动模板

固定块，动模板固定块中间固定有两块拼接的动

模板，两块模脚之间设置有下顶板和上顶板，热

流道支架上部设置有凹槽，凹槽内设置有热流道

腔管，热流道腔管下部设置有与模腔连通的若干

料嘴，下顶板上设置有固定杆一，固定杆一上设

置有连接动模板缓冲块与上顶板的缓冲弹簧，采

用热流道多点进浇，使产品注塑充足，抗震效果

好，采用拼接式的双片动模板设置，安装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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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定模板座、动模板座，所述定

模板座连接热流道支架，热流道支架连接定模板，所述定模板内设置有定模板腔块，所述动

模板座上安装两块模脚，两模脚上安装动模板缓冲块，所述动模板缓冲块上安装有动模板

支架，所述动模板支架上部设置有动模板固定块，所述动模板固定块中间固定有两块拼接

的动模板，所述两块模脚之间设置有下顶板和上顶板，上顶板上连接顶针，动模板与定模扳

腔块之间的间隙构成模腔，所述热流道支架上部设置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置有热流道腔

管，所述热流道腔管与设置在定模板座上部的注塑口以及设置在定模板座侧面的进料口连

通，所述热流道腔管下部设置有与模腔连通的若干料嘴，模腔中注塑产品，顶针穿过动模板

上的通孔与产品相接触，所述下顶板上设置有穿过上顶板与动模板缓冲块固定的固定杆

一，所述固定杆一上设置有连接动模板缓冲块与上顶板的缓冲弹簧，所述动模板座侧面设

置有与上顶板连接的脱模气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连通有

导流口，所述导流口与进料口连通，所述热流道腔管设置有与导流口对应的导流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流道腔管

上部设置有与注塑口连通的注塑口管，所述注塑口管的两侧设置有与定模板座对应的支撑

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定模扳腔块

内设置有若干冷却水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板固定

块安装在动模板支架的侧边凹槽二内，所述动模板固定块内侧设置有与动模板对应的弧形

固定凹槽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流道腔管

下部设置有两个与两块动模板对应的料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顶板上设

置有若干与动模板下部对应的支撑杆，所述动模板上设置有与支撑杆对应的通孔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板安装

座、下顶板上的侧面对应设置有与上顶板对应的凹槽四，所述凹槽四内设置有脱模气缸，所

述脱模气缸的伸缩端与上顶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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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模具，尤其涉及一种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用塑料模具生产塑料产品，如汽车前滑动内衬板本体，滑动内衬板本体呈弧状机

构设置，并且滑动内衬板本体上制有对应的通孔，传统模具注塑时采用单点进浇，不易控制

单点料流量，造成浇流不平衡，注塑不足，容易产生熔接痕和收缩痕，使产品表面光洁度差，

甚至造成产品变形报废；而且传统模具的抗震效果差，进料注塑口也大都是一个，进料效率

低，且动模板大都采用整体结构形式，比较浪费材料，而且不利于拆卸，脱模。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采用热

流道多点进浇，使产品注塑充足，减少熔接痕和收缩痕，产品外形光洁、美观，档次高，脱模

容易、冷却效果好，设置有缓冲弹簧和动模板缓冲块可以起到很好的抗震效果，采用拼接式

的双片动模板设置，安装方便，有利于更好的进行脱模，采用侧面和上面浇注口的多进料模

式，有利于提高进料效率。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手段：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包括定模板座、动模板座，所

述定模板座连接热流道支架，热流道支架连接定模板，所述定模板内设置有定模板腔块，所

述动模板座上安装两块模脚，两模脚上安装动模板缓冲块，所述动模板缓冲块上安装有动

模板支架，所述动模板支架上部设置有动模板固定块，所述动模板固定块中间固定有两块

拼接的动模板，所述两块模脚之间设置有下顶板和上顶板，上顶板上连接顶针，动模板与定

模扳腔块之间的间隙构成模腔，所述热流道支架上部设置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置有热流

道腔管，所述热流道腔管与设置在定模板座上部的注塑口以及设置在定模板座侧面的进料

口连通，所述热流道腔管下部设置有与模腔连通的若干料嘴，模腔中注塑产品，顶针穿过动

模板上的通孔与产品相接触，所述下顶板上设置有穿过上顶板与动模板缓冲块固定的固定

杆一，所述固定杆一上设置有连接动模板缓冲块与上顶板的缓冲弹簧，所述动模板座侧面

设置有与上顶板连接的脱模气缸。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凹槽连通有导流口，所述导流口与进料口连通，所述热流道腔管设

置有与导流口对应的导流管，有利于更好的进料，提高进料效率。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热流道腔管上部设置有与注塑口连通的注塑口管，所述注塑口管

的两侧设置有与定模板座对应的支撑座，有利于更好的支撑定模板座，有利于更好的保护

注塑口管。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定模扳腔块内设置有若干冷却水管，有利于模具的快速冷却成形。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动模板固定块安装在动模板支架的侧边凹槽二内，所述动模板固

定块内侧设置有与动模板对应的弧形固定凹槽三，有利于更好的固定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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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热流道腔管下部设置有两个与两块动模板对应的料嘴，采用热流

道多点进浇，使产品注塑充足，减少熔接痕和收缩痕，产品外形光洁、美观，档次高。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下顶板上设置有若干与动模板下部对应的支撑杆，所述动模板上

设置有与支撑杆对应的通孔二，有利于更好的支撑动模板。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动模板安装座、下顶板上的侧面对应设置有与上顶板对应的凹槽

四，所述凹槽四内设置有脱模气缸，所述脱模气缸的伸缩端与上顶板连接，脱模气缸带动上

顶板运动，上顶板上的顶针与注塑产品接触，顶着注塑产品进行脱模。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采用热流道多点进浇，使产品注塑充足，减少熔接痕和收缩

痕，产品外形光洁、美观，档次高，脱模容易、冷却效果好，设置有缓冲弹簧和动模板缓冲块

可以起到很好的抗震效果，采用拼接式的双片动模板设置，安装方便，有利于更好的进行脱

模，采用侧面和上面浇注口的多进料模式，有利于提高进料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热流道支架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冷却水管与定模扳腔块连接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内部动模板与顶针连接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上顶板、下顶板以及缓冲弹簧与动模板缓冲块的连接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动模板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定模板腔块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定模板结构示意图；

[0023]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动模板固定块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9所示，一种汽车滑动内衬板本体注塑模具，包括定模板座1、动模板座2，所

述定模板座连接热流道支架3，热流道支架连接定模板4，所述定模板内设置有定模板腔块

5，所述动模板座上安装两块模脚6，两模脚上安装动模板缓冲块7，所述动模板缓冲块上安

装有动模板支架8，所述动模板支架上部设置有动模板固定块9，所述动模板固定块中间固

定有两块拼接的动模板10，所述两块模脚之间设置有下顶板11和上顶板12，上顶板上连接

顶针13，动模板与定模扳腔块之间的间隙构成模腔，所述热流道支架上部设置有凹槽14，所

述凹槽内设置有热流道腔管15，所述热流道腔管与设置在定模板座上部的注塑口16以及设

置在定模板座侧面的进料口17连通，所述热流道腔管下部设置有与模腔连通的若干料嘴

18，模腔中注塑产品，顶针穿过动模板上的通孔10-1与产品相接触，所述下顶板上设置有穿

过上顶板与动模板缓冲块固定的固定杆一19，所述固定杆一上设置有连接动模板缓冲块与

上顶板的缓冲弹簧20，所述动模板座侧面设置有与上顶板连接的脱模气缸21。

[0026] 其中，所述凹槽连通有导流口22，所述导流口与进料口连通，所述热流道腔管设置

有与导流口对应的导流管23，有利于更好的进料，提高进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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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热流道腔管上部设置有与注塑口连通的注塑口管24，所述注塑口管的两侧设

置有与定模板座对应的支撑座25，有利于更好的支撑定模板座，有利于更好的保护注塑口

管。

[0028] 所述定模扳腔块内设置有若干冷却水管26，有利于模具的快速冷却成形。

[0029] 所述动模板固定块安装在动模板支架的侧边凹槽二27内，所述动模板固定块内侧

设置有与动模板对应的弧形固定凹槽三28，有利于更好的固定动模板。

[0030] 所述热流道腔管下部设置有两个与两块动模板对应的料嘴，采用热流道多点进

浇，使产品注塑充足，减少熔接痕和收缩痕，产品外形光洁、美观，档次高。

[0031] 所述下顶板上设置有若干与动模板下部对应的支撑杆29，所述动模板上设置有与

支撑杆对应的通孔二，有利于更好的支撑动模板。

[0032] 所述动模板安装座、下顶板上的侧面对应设置有与上顶板对应的凹槽四30，所述

凹槽四内设置有脱模气缸，所述脱模气缸的伸缩端与上顶板连接，脱模气缸带动上顶板运

动，上顶板上的顶针与注塑产品接触，顶着注塑产品进行脱模。

[0033] 本实施例结构简单，采用热流道多点进浇，使产品注塑充足，减少熔接痕和收缩

痕，产品外形光洁、美观，档次高，脱模容易、冷却效果好，设置有缓冲弹簧和动模板缓冲块

可以起到很好的抗震效果，采用拼接式的双片动模板设置，安装方便，有利于更好的进行脱

模，采用侧面和上面浇注口的多进料模式，有利于提高进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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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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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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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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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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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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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9 页

11

CN 209552319 U

11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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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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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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