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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异型耐磨刀模具，其包括上冲头、下冲

头及模芯，所述上冲头包括第一上端面、第一下

端面、第一左端面、第一右端面、第一前端面及第

一后端面，所述下冲头包括第二上端面、第二下

端面、第二前端面、第二后端面、第二左端面、第

二右端面、第二后内端面、第二右内端面及内底

面，所述模芯内设有第一型腔，所述上冲头下端

与下冲头上端置于第一型腔内，所述下冲头上端

设有一第二型腔，所述第二型腔形成在第一型腔

内壁与下冲头的后第二内端面、第二右内端面、

内底面之间，所述第二型腔被包含于第一型腔，

所述上冲头的下端同时置于第二型腔内，防止下

冲头出现缺角损坏的现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同时改善了产品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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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异型耐磨刀模具，其包括上冲头、下冲头及模芯，所述上冲头包括第一上端面、

第一下端面、第一左端面、第一右端面、第一前端面及第一后端面，所述下冲头包括第二上

端面、第二下端面、第二前端面、第二后端面、第二左端面、第二右端面、第二后内端面、第二

右内端面及内底面，所述模芯内设有第一型腔，所述上冲头下端与下冲头上端置于第一型

腔内，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冲头上端凹设有一第二型腔，所述第二型腔形成在第一型腔内壁

与下冲头的后第二内端面、第二右内端面、内底面之间，所述第二型腔被包含于第一型腔，

所述上冲头的下端同时置于第二型腔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耐磨刀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冲头的第一下端面为水

平面，用于向下压制位于第二型腔的物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耐磨刀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冲头的第二后内端面和

第二右内端面与上冲头的第一后端面和第一右端面轮廓一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耐磨刀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型腔内壁与下冲头的

第二前端面、第二后端面、第二左端面、第二右端面的轮廓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耐磨刀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型腔是从第二上端面

凹陷形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耐磨刀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冲头的内底面与第二右

内端面的邻接处设有圆弧拐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耐磨刀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型耐磨刀模具还包括限

位器，所述上冲头上端置于限位器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耐磨刀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型耐磨刀模具还包括底

垫及双向加压垫块，所述双向加压垫块垫在模芯与底垫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异型耐磨刀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模芯嵌套于一模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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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型耐磨刀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模具，尤其涉及一种异型耐磨刀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耐磨刀产品的右端面从中间开始有一个圆角向下往左一直延伸，直到产品的左端

面，而产品从右端面到左端面的厚度方向是越来越薄。

[0003] 请参阅图8至图9所示，现用的耐磨刀模具包括模芯91、上冲头92、下冲头93、限位

器94、双向垫块95及底垫96等，模芯91设有模腔，上冲头92的下端与下冲头93的上端置于该

膜腔内，并且上下相对，下冲头93上端具有圆弧拐角930，生产流程如下：（1）把底垫96对称

放好；（2）把模芯91放在底垫96上；（3）下冲头93从模芯91的上方放入直到最底部；（4）装料；

（5）放入双向垫块95；（6）上冲头92从模芯91上方放入进模腔；（7）放入限位器94；（8）用压力

机从上往下压上冲头92，直到压住限位器94后再松开压力机；（9）拔出双向垫块95；（10）再

用压力机从上往下压，直到模芯91压到底垫96后再松开压力机；（11）拿开限位器94和底垫

96；（12）用脱模器压住模芯91往下脱模直至产品97脱出模腔。

[0004] 使用上述模具生产有如下几个缺点：（1）因下冲头93上端太尖，在操作作业时容易

碰坏；（2）在作业时，下冲头93没有缺，在生产压制过程中圆弧拐角930位置处受压最大，出

现缺冲头的情况非常频繁，生产几件产品后，下冲头93上端圆弧拐角930的位置容易坏；（3）

缺一次下冲头93的维修需要至少三天，生产效率极其低下。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异型耐磨刀产品模具，解决了耐磨刀模具使用过程中容易导

致下冲头尖角缺失，维修更换率高、浪费时间和资源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异型耐磨刀模具，其包括上冲头、下冲头及

模芯，所述上冲头包括第一上端面、第一下端面、第一左端面、第一右端面、第一前端面及第

一后端面，所述下冲头包括第二上端面、第二下端面、第二前端面、第二后端面、第二左端

面、第二右端面、第二后内端面、第二右内端面及内底面，所述模芯内设有第一型腔，所述上

冲头下端与下冲头上端置于第一型腔内，所述下冲头上端设有一第二型腔，所述第二型腔

形成在第一型腔内壁与下冲头的后第二内端面、第二右内端面、内底面之间，所述第二型腔

被包含于第一型腔，所述上冲头的下端同时置于第二型腔内。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上冲头的第一下端面为水平面，用于向下压制位于第二型腔的物

料。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下冲头的第二后内端面和第二右内端面与上冲头的第一后端面和

第一右端面轮廓一致。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型腔内壁与下冲头的第二前端面、第二后端面、第二左端面、

第二右端面的轮廓一致。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型腔是从第二上端面凹陷形成。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08555687 U

3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下冲头的内底面与第二右内端面的邻接处设有圆弧拐角。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异型耐磨刀模具还包括限位器，所述上冲头上端置于限位器内。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异型耐磨刀模具还包括底垫及双向加压垫块，所述双向加压垫块

垫在模芯与底垫之间。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模芯嵌套于一模套内。

[0015] 本实用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的下冲头上端设有一第二型腔，所述第二型腔形成在

第一型腔内壁与下冲头的后第二内端面、第二右内端面、内底面之间，所述第二型腔被包含

于第一型腔，所述上冲头的下端同时置于第二型腔内，防止下冲头出现缺角损坏的现象，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改善了产品外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中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的上冲头的剖视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的上冲头的俯视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的模芯的剖视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的模芯的俯视图。

[0021] 图6 为本实用新型中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的下冲头的剖视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的下冲头的俯视图。

[0023] 图8为现有异型耐磨刀模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现有异型耐磨刀模具的下冲头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的解释说明，但应当理

解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26] 请参阅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揭露一种异型耐磨刀模具，包括模芯4、上冲头1、限位

器2、模套3、模芯4、下冲头6、双向加压垫块7及底垫8，下冲头6置于双向垫块7上，而双向加

压垫块7置于底垫8上。

[0027] 请参阅图2至图3所示，上冲头1包括第一前端面11、第一后端面12、第一左端面13、

第一右端面14、第一上端面15及第一下端面16，第一下端面16为水平面，用于向下压制物

料。

[0028] 请参阅图4至图5所示，模芯4嵌套于模套3内，模芯4设有收容上冲头1下端与下冲

头6上端的第一型腔40。

[0029] 请参阅图6至图7所示，下冲头6包括第二上端面601、第二下端面602、第二前端面

61、第二后端面62、第二左端面63、第二右端面64、第二后内端面621、第二右内端面641及内

底面65，第二后内端面621、第二右内端面641、内底面65与第一型腔40内侧壁之间形成有一

第二型腔60，第二型腔60是从第二上端面601向下凹陷形成，第二型腔60被包含于第一型腔

40，是第一型腔60的一部分，如此设计，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几乎看不到合模线的，产品外观

上的所有直边与圆角或是角度相接处是非常流畅圆滑的。上冲头1上端置于限位器2内，下

端置于第二型腔60内。下冲头6的第二后内端面621和第二右内端面641，与上冲头1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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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面12和第一右端面14轮廓一致。内底面65上靠近第二右内端面641的邻接处设有圆弧

拐角66。

[0030] 第一型腔40内壁与下冲头6的第二前端面61、第二后端面62、第二左端面63、第二

右端面64的轮廓一致。工作时，将物料置于第二型腔60内，下冲头6不动，上冲头1上下运动

远离或靠近下冲头6，实现了物料在第二型腔60内压制成型，最终形成产品5，由于上冲头1

保持在第二型腔60内上下活动，物料低于下冲头6的上端，物料不会对下冲头6上端较尖处

进行压制，防止下冲头6上端被碰坏，延长了下冲头6的使用寿命。

[0031] 本实用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中生产的耐磨刀外形是一个刀尖小、刀尾宽像牛角形

状，而且有分左右两款，按照现有的模具设计方式，一款产品需要一套模具，利用本实用新

型异型耐磨刀模具生产该两款产品可以共用同一个模芯4，只要换上冲头1、下冲头6就行。

[0032] 本实用新型异型耐磨刀模具与现有模具相比在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如

下：

[0033] 1、  本实用新型的下冲头6使用寿命长，可以多次使用，节省成本。

[0034] 2、本实用新型耐磨刀模具两款产品可共用一个模芯，这样就节省了一个模芯的成

本。

[0035] 3、下冲头6不会因经常缺冲头就会影响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交货周

期。

[0036] 4、因为不会缺冲头，就少了维修的时间，一个班可以正常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

[0037] 5、 下冲头6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最少可以生产10万件产品，降低了生产成本。

[0038] 6、因不会出现频繁维修模具，缺冲头的现象，废品也就少，合格率也就会提高，加

上每班的产量上升，交期缩短，生产成本直接就下降了。

[0039] 尽管为示例目的，已经公开了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将意识到，在不脱离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公开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

下，各种改进、增加以及取代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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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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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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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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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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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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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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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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