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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

模具，包括多个一体成型的型芯，每个所述型芯

内部设置有3D打印成型的随形冷却通道，每个所

述随形冷却通道包括进水端和出水端，所述进水

端和所述出水端设置在所述型芯的底部一端；每

个所述随形冷却通道连通有主冷却通道；每个所

述主冷却通道包括主进水通道和主出水通道，其

中一个所述主进水通道与非负压模温机连接；本

实用新型改变了传统的直上直下的冷却通道，保

证了冷却的质量，也避免了渗水的问题，保证了

模具的使用寿命，且采用非负压模温机即可实现

冷却，结合密封圈的使用，进一步防止渗水的发

生，延长了模具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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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配合的上模和下模，所述下模上

设置有多个型芯，所述型芯为一体成型结构，每个所述型芯内部设置有3D打印成型的随形

冷却通道，每个所述随形冷却通道包括进水端和出水端，所述进水端和所述出水端设置在

所述型芯的底部一端；每个所述随形冷却通道连通有一个主冷却通道；每个所述主冷却通

道包括主进水通道和主出水通道，所述主进水通道的一端与相应的型芯的随形冷却通道的

进水端连接，所述主出水通道的一端与相应的型芯的随形冷却通道的出水端连接；所述下

模的一侧设置有主进水口和主出水口；其中一个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通过所述主进水

口与非负压模温机连接，其余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非负压模温机连接或者与另一所

述主冷却通道的所述主出水通道的另一端连接；所述主出水口与其中一个所述主冷却通道

的所述主出水通道的另一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随形冷却通道

包括沿所述型芯高度方向延伸的第一进水通道和第二进水通道、沿所述型芯长度方向延伸

的第三进水通道和第四进水通道以及沿所述型芯宽度方向延伸的随形连接通道、沿所述型

芯高度方向延伸的第一出水通道和第二出水通道、沿所述型芯长度方向延伸的第三出水通

道和第四出水通道；所述进水端与所述第一进水通道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进水通道的另

一端与所述第三进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四进水通道的一端与所述第三进水通道的另

一端连通，所述第四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进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二进水通

道的另一端与所述随形连接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随形连接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出水

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一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三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三

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四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四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

二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二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出水端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随形冷却通道

还包括沿高度方向延伸的进水连接通道和出水连接通道；所述第三进水通道的另一端通过

所述进水连接通道与所述第四进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三出水通道的另一端通过所述

出水连接通道与所述第四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模的一侧还

设置有从进水口和从出水口，所述型芯包括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与所述第一型芯的进水

端连接的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非负压模温机连接，与所述第一型芯的出水端连

接的所述主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从出水口连接；与所述第二型芯的进水端连接的所述

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从进水口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主过渡通

道，与所述第一型芯的出水端连接的所述主出水通道的另一端通过所述主过渡通道和与所

述第二型芯的进水端连接的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的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若

干垫板，若干所述型芯通过所述垫板设置在所述下模上；所述垫板内设置有第一主连接通

道和第二主连接通道，所述主进水通道通过所述第一主连接通道与所述进水端连接；所述

主出水通道通过所述第二主连接通道与所述出水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的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密

封圈，所述密封圈设置在各个型芯的所述进水端和出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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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注塑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常规的模具冷却水路是用普通机床加工，只能加工直孔或斜孔，不能加工异

形水孔，该塑料制品因壁厚不均匀，外形呈U型，成型后如果冷却不均衡，则会导致制品内

凹，达不到制品图要求。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现有的做法是在模具设计时将型芯分割成3块，

分别加工水孔，然后采用负压水温机冷却，以形成冷却回路，从而达到冷却模芯的效果；现

有做法的缺点是加工成本高，模具保养繁琐，且3块型芯间没不能安装密封圈，容易渗水，造

成型芯生锈，模具寿命缩短。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0005] 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包括相互配合的上模和下模，所述下模上设置有多

个型芯，所述型芯为一体成型结构，每个所述型芯内部设置有3D打印成型的随形冷却通道，

每个所述随形冷却通道包括进水端和出水端，所述进水端和所述出水端设置在所述型芯的

底部一端；每个所述随形冷却通道连通有主冷却通道；每个所述主冷却通道包括主进水通

道和主出水通道，所述主进水通道的一端与相应的型芯的随形冷却通道的进水端连接，所

述主出水通道的一端与相应的型芯的随形冷却通道的出水端连接；所述下模的一侧设置有

主进水口和主出水口；其中一个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通过所述主进水口与非负压模温

机连接，其余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非负压模温机连接或者与另一所述主冷却通道的

所述主出水通道的另一端连接；所述主出水口与其中一个所述主冷却通道的所述主出水通

道的另一端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随形冷却通道包括沿所述型芯高度方向延伸的第一进水通道和第二

进水通道、沿所述型芯长度方向延伸的第三进水通道和第四进水通道以及沿所述型芯宽度

方向延伸的随形连接通道、沿所述型芯高度方向延伸的第一出水通道和第二出水通道、沿

所述型芯长度方向延伸的第三出水通道和第四出水通道；所述进水端与所述第一进水通道

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三进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四进水

通道的一端与所述第三进水通道的另一端连通，所述第四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进

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二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随形连接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随

形连接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一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

第三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三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四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

所述第四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二出水通道的另一端

与所述出水端连通。

[0007] 优选的，所述随形冷却通道还包括沿高度方向延伸的进水连接通道和出水连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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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述第三进水通道的另一端通过所述进水连接通道与所述第四进水通道的一端连通；

所述第三出水通道的另一端通过所述出水连接通道与所述第四出水通道的一端连通。

[0008] 优选的，所述下模的一侧还设置有从进水口和从出水口，所述型芯包括第一型芯

和第二型芯，与所述第一型芯的进水端连接的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非负压模温

机连接，与所述第一型芯的出水端连接的所述主出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从出水口连接；

与所述第二型芯的进水端连接的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与所述从进水口连接。

[0009] 优选的，还包括主过渡通道，与所述第一型芯的出水端连接的所述主出水通道的

另一端通过所述主过渡通道和与所述第二型芯的进水端连接的所述主进水通道的另一端

连接。

[0010] 优选的，还包括若干垫板，若干所述型芯通过所述垫板设置在所述下模上；所述垫

板内设置有第一主连接通道和第二主连接通道，所述主进水通道通过所述第一主连接通道

与所述进水端连接；所述主出水通道通过所述第二主连接通道与所述出水端连接。

[0011] 优选的，还包括密封圈，所述密封圈设置在各个型芯的所述进水端和出水端。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采

用一体成型的型芯，且该型芯内具有3D打印成型的随形冷却通道，改变了传统的直上直下

的冷却通道，保证了冷却的质量，也避免了渗水的问题，保证了模具的使用寿命，且采用非

负压模温机即可实现冷却，结合密封圈的使用，进一步防止渗水的发生，延长了模具的使用

寿命。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型芯的俯视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型芯的侧视图；

[0017] 附图说明：1‑下模；100‑主进水口；101‑主出水口；102‑从进水口；103‑从出水口；

[0018] 11‑主进水通道；12‑主出水通道；2‑型芯；21‑第一型芯；22‑第二型芯；3‑随形冷却

通道；31‑进水端；311‑第一进水通道；312‑第二进水通道；313‑第三进水通道；314‑第四进

水通道；315‑随形连接通道；316‑进水连接通道；32‑出水端；320‑主过渡通道；

[0019] 323‑第三出水通道；324‑第四出水通道；326‑出水连接通道；4‑垫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技术方案做具体说明。

[0021] 请结合图1至图4。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使用寿命长的注塑模具，包括相互配合

的上模和下模1，所述下模上设置有多个型芯2，其中，所述型芯2为一体成型结构，每个所述

型芯2内部设置有3D打印成型的随形冷却通道3，每个所述随形冷却通道3包括进水端31和

出水端32，所述进水端31和所述出水端32设置在所述型芯2的底部一端；每个所述随形冷却

通道3连通有主冷却通道；每个所述主冷却通道包括主进水通道11和主出水通道12，所述主

进水通道11的一端与相应的型芯2的随形冷却通道3的进水端31连接，所述主出水通道11的

一端与相应的型芯2的随形冷却通道3的出水端32连接；所述下模1的一侧设置有主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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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和主出水口101；其中一个所述主进水通道11的另一端通过所述主进水口100与非负压

模温机连接，其余所述主进水通道11的另一端与非负压模温机连接或者与另一所述主冷却

通道的所述主出水通道12的另一端连接；所述主出水口100与其中一个所述主冷却通道的

所述主出水通道12的另一端连接。

[002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型芯2共有两个，所述型芯2包括第一型芯21和第二型

芯22，所述下模1的一侧还设置有从进水口102和从出水口103，与所述第一型芯21的进水端

连接的所述主进水通道11的另一端与所述非负压模温机连接，与所述第一型芯21的出水端

连接的所述主出水通道12的另一端与所述从出水口103连接；与所述第二型芯21的进水端

连接的所述主进水通道11的另一端与所述从进水口102连接。

[002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从进水口102还可以连接另一个非负压模温机，而所述

第二型芯22的出水端由所述主出水口101流出；所述第一型芯21的出水端由所述从出水口

102流出。

[002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从出水口103通过主过渡通道320与所述从进水口102

进入所述第二型芯22内，即与所述第一型芯21的出水端连接的所述主出水通道12的另一端

通过所述主过渡通道320和与所述第二型芯22的进水端连接的所述主进水通道11的另一端

连接。

[002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若干垫板4，若干所述型芯2通过所述垫板4设置在所

述下模1上；所述垫板4内设置有第一主连接通道和第二主连接通道，所述主进水通道通过

所述第一主连接通道与所述进水端31连接；所述主出水通道通过所述第二主连接通道与所

述出水端32连接；即所述主进水通道11和所述主出水通道12均设置在所述下模1内。

[0026] 更进一步地，所述随形冷却通道3包括沿所述型芯高度方向延伸的第一进水通道

311和第二进水通道312、沿所述型芯长度方向延伸的第三进水通道313和第四进水通道314

以及沿所述型芯宽度方向延伸的随形连接通道315、沿所述型芯高度方向延伸的第一出水

通道321和第二出水通道322、沿所述型芯长度方向延伸的第三出水通道323和第四出水通

道324；所述进水端31与所述第一进水通道311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进水通道311的另一端

与所述第三进水通道313的一端连通；所述第四进水通道314的一端与所述第三进水通道

313的另一端连通，所述第四进水通道314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进水通道312的一端连通，所

述第二进水通道312的另一端与所述随形连接通道315的一端连通；所述随形连接通道315

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出水通道321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一出水通道321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三

出水通道323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三出水通道323的另一端与所述第四出水通道324的一端

连通，所述第四出水通道424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出水通道322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二出水

通道322的另一端与所述出水端32连通。

[002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随形冷却通道3还包括沿高度方向延伸的进水连接通

道316和出水连接通道326；所述第三进水通道313的另一端通过所述进水连接通道316与所

述第四进水通道314的一端连通；所述第三出水通道323的另一端通过所述出水连接通道

326与所述第四出水通道324的一端连通。

[0028] 优选的，在各个型芯2的所述进水端31和出水端32处还设置有密封圈，避免了渗水

问题的发生，防止型芯生锈，延长了模具的使用寿命。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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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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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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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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