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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

包括相互扣合的左模和右模，所述左模的右端面

上设有多个成型左模块，所述右模的左端面上设

有多个成型右模块，所述多个成型左模块与所述

多个成型右模块相互扣合形成用于注塑成型浇

铸件的成型模块,所述成型模块内包括多个成型

腔室，所述左模上设有一个主浇道，所述右模上

设有分流所述主浇道的多个分流道，所述多个分

流道将注塑流体材料流至所述多成型模块内，所

述右模上还设有环绕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的外

周壁进行通风的通风气道系统。右模上还设有环

绕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的外周壁进行通风的通

风气道系统，改善了因为困气现象而导致雾点产

品在注塑时出现不饱满和凹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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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包括相互扣合的左模(1)和右模(2)，所述左模(1)

的右端面(100)上设有多个成型左模块(11)，所述右模(2)的左端面(200)上设有多个成型

右模块(21)，所述多个成型左模块(11)与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相互扣合形成用于注塑

成型浇铸件的成型模块(3) ,所述成型模块(3)内包括多个成型腔室，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模

(1)上设有一个主浇道，所述右模(2)上设有分流所述主浇道的多个分流道(22)，所述多个

分流道(22)将注塑流体材料流至所述成型模块(3)内，所述右模(2)上还设有环绕所述多个

成型右模块(21)的外周壁进行通风的通风气道系统(2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其特征是：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

(21)至少包含四块，且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上各设有24个后模型腔(211)，所述通风气

道系统(23)包围所述24个后模型腔(211)的外周壁，且纵向贯穿所述右模(2)的四个外周

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其特征是：所述通风气道系统

(23)包括：

环绕气道(231)，所述24个后模型腔(211)呈阵列分布，所述环绕气道(231)分别设于所

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的外壁，所述环绕气道(231)环绕所述24个后模型腔(211)的周壁一

圈且在所述分流道(22)处断开；

多条直气道(232)，其自所述右模(2)的四个外周面起且贯通至所述环绕气道(231)；

连接气道(233)，其设于相邻的两个所述环绕气道(231)之间且用于连接所述相邻的所

述环绕气道(231)；

辅助气道(234)，其上设有三道辅助分流气道(2341)，分别自所述相邻的两个所述环绕

气道(231)和连接气道(233)起，交汇至辅助主流气道(2342)并贯通所述右模(2)的四个外

周面的中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其特征是：所述多腔式排布的雾

点注塑模具还包括：吹气系统(4)，其设于所述右模(2)的上端面(201)且用于向所述通风气

道系统(23)吹风增压，所述吹气系统(4)包括：

吹气机，其用于向所述吹气系统(4)提供风源；

吹气装置(41)，其固定于所述右模(2)的上端面(201)，所述吹气装置(41)与所述吹气

机连接且用于将所述吹气机吹出的风源引流至所述通风气道系统(23)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其特征是：所述吹气装置(41)为

T字形金属块，所述吹气装置(41)的上端面(4100)上设有两个通风入口(411)，所述吹气装

置(41)的下端面(4101)上设有三个通风出口(412)，所述三个通风出口(412)的中心通风出

口与所述辅助主流气道(2342)对应，剩余两个通风出口分别与所述多条直气道(232)对应；

所述吹气装置(41)的上端面(4100)设有一纵向贯通的第一固定孔(413)，所述右模(2)

的上端面(201)上设有与所述固定孔(413)配合固定所述吹气装置(41)的第二固定孔

(41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其特征是：所述左模(1)的四周

还设有四个导套孔，所述四个导套孔贯通所述左模(1)，并且与设于所述右模(2)上的四个

导柱(24)配合固定所述左模(1)与所述右模(2)，所述左模(1)顶端还设有上模基板(12)，所

述上模基板(12)上设有四个用于溢流产品的产品溢流槽(121)，所述产品溢流槽(121)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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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与所述四个导套孔的顶端连通，所述产品溢流槽(121)的另一端纵向贯通所述上模基板

(12)的四个周面。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其特征是：所述辅助气道(234)

的交汇中心点处设有圆形循环气道(2343)，所述圆形循环气道(2343)以所述交汇中心点为

圆心，且贯通并连接所述三道辅助分流气道(2341)与所述辅助主流气道(234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其特征是：所述多腔式排布的雾

点注塑模具为卧式注塑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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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模具结构领域，具体地说，涉及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雾点注塑模具存在困气现象而导致雾点产品在注塑时出现不饱满和凹孔

的问题，严重影响产品质量，但是改换普通单腔式结构的模具又存在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因

此需要对现有的雾点注塑模具进行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申请所要解决是针对的上述技术问题，提供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

[0004] 一种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包括相互扣合的左模和右模，所述左模的右端

面上设有多个成型左模块，所述右模的左端面上设有多个成型右模块，所述多个成型左模

块与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相互扣合形成用于注塑成型浇铸件的多个成型模块,所述成型模

块内包括多个成型腔室，所述左模上设有一个主浇道，所述右模上设有分流所述主浇道的

多个分流道，所述多个分流道将注塑流体材料流至所述成型模块内，所述右模上还设有环

绕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的外周壁进行通风的通风气道系统。

[0005] 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至少包含四块，且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上各设有个后模型

腔，所述通风气道系统包围所述个后模型腔的外周壁，且纵向贯穿所述右模的四个外周面

的中心。

[0006] 所述通风气道系统包括：

[0007] 环绕气道，所述个后模型腔呈阵列分布，所述环绕气道分别设于所述多个成型右

模块的外壁，所述环绕气道环绕所述个后模型腔的周壁一圈且在所述分流道处断开；

[0008] 多条直气道，其自所述右模的四个外周面起且贯通至所述环绕气道；

[0009] 连接气道，其设于相邻的两个所述环绕气道之间且用于连接所述相邻的所述环绕

气道；

[0010] 辅助气道，其上设有三道辅助分流气道，分别自所述相邻的两个所述环绕气道和

连接气道起，交汇至辅助主流气道并贯通所述右模的四个外周面的中心。

[0011] 所述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还包括：吹气系统，其设于所述右模的上端面且

用于向所述通风气道系统吹风增压，所述吹气系统包括：

[0012] 吹气机，其用于向所述吹气系统提供风源；

[0013] 吹气装置，其固定于所述右模的上端面，所述吹气装置与所述吹气机连接且用于

将所述吹气机吹出的风源引流至所述通风气道系统中。

[0014] 所述吹气装置为T字形金属块，所述吹气装置的上端面上设有两个通风入口，所述

吹气装置的下端面上设有三个通风出口，所述三个通风出口的中心通风出口与所述辅助主

流气道对应，剩余两个通风出口分别与所述多条直气道对应；

[0015] 所述吹气装置的上端面设有一纵向贯通的第一固定孔，所述右模的上端面上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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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固定孔配合固定所述吹气装置的第二固定孔。

[0016] 所述左模的四周还设有四个导套孔，所述四个导套孔贯通所述左模，并且与设于

所述右模上的四个导柱配合固定所述左模与所述右模，所述左模顶端还设有上模基板，所

述上模基板上设有四个用于溢流产品的产品溢流槽，所述产品溢流槽的一端与所述四个导

套孔的顶端连通，所述产品溢流槽的另一端纵向贯通所述上模基板的四个周面。

[0017] 所述辅助气道的交汇中心点处设有圆形循环气道，所述圆形循环气道以所述交汇

中心点为圆心，且贯通并连接所述三道辅助分流气道与所述辅助主流气道。

[0018] 所述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为卧式注塑模具。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上述申请有如下优点：

[0020] 为了解决由于普通单腔式结构的模具又存在生产效率低的问题提供了多个成型

左模块与多个成型右模块相互扣合形成了用于注塑成型浇铸件的成型模块,成型模块内包

括多个成型腔室，使用模块化的成型模块，并在成型模块上设置多个成型腔室，比较普通单

腔式结构的模具，在成型的成型腔室上更多了，并且右模上还设有环绕所述多个成型右模

块的外周壁进行通风的通风气道系统，改善了因为困气现象而导致雾点产品在注塑时出现

不饱满和凹孔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申请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的立体图。

[0022] 图2是本申请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的分解图。

[0023] 图3是图2中A区域的放大图。

[0024] 图4是图2中B区域的放大图。

[0025] 图5是本申请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的另一视角分解图。

[0026] 图6是本申请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的吹气装置的立体图。

[0027] 图7是本申请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的吹气装置的另一视角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如图1至7所述,一种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包括相互扣合的左模1和右模2，

所述左模1的右端面100上设有多个成型左模块11，所述右模2的左端面200上设有多个成型

右模块21，所述多个成型左模块11与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相互扣合形成用于注塑成型浇

铸件的成型模块3,所述成型模块3内包括多个成型腔室，所述左模1上设有一个主浇道，所

述右模2上设有分流所述主浇道的多个分流道22，所述多个分流道22将注塑流体材料流至

所述成型模块3  内，所述右模2上还设有环绕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的外周壁进行通风的

通风气道系统23。

[0030] 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至少包含四块，且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  21上各设有24个

后模型腔211，所述通风气道系统23包围所述24  个后模型腔211的外周壁，且纵向贯穿所述

右模2的四个外周面。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至少设有四块，且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上各

设有24个后模型腔211，所述右模2上至少设有96个后模型腔211，相交现有的单腔式排布的

雾点注塑模具而言，在原本64个后模型腔的基础上增加到了96个，提高了生产的效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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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气道系统4 解决了因为增加了32个后模型腔211而导致出现困气现象。

[0031] 所述通风气道系统23包括：环绕气道231，所述24个后模型腔  211呈阵列分布，所

述环绕气道231分别设于所述多个成型右模块21 的外壁，所述环绕气道231环绕所述24个

后模型腔211的周壁一圈且在所述分流道22处断开；多条直气道232，其自所述右模2的四个

外周面起且贯通至所述环绕气道231；连接气道233，其设于相邻的两个所述环绕气道231之

间且用于连接所述相邻的所述环绕气道  231；辅助气道234，其上设有三道辅助分流气道

2341，分别自所述相邻的两个所述环绕气道231和连接气道233起，交汇至辅助主流气道

2342并贯通所述右模2的四个外周面的中心。所述环绕气道2311  分别设于所述多个成型右

模块21的外壁，所述左模1与右模2扣合后，pl面贴紧，因此所述成型右模块21与所述成型左

模块11内会存留空气，无法排除而出现困气现象，因此可通过将存留空气排除至所述环绕

气道231中，由环绕气道231传送所述至多条直气道232、者连接气道233和辅助气道234排除

至所述右模2的四个周面外。

[0032] 所述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还包括：吹气系统4，其设于所述右模2的上端面

201且用于向所述通风气道系统23吹风增压，所述吹气系统4包括：吹气机，其用于向所述吹

气系统4提供风源；吹气装置41，其固定于所述右模2的上端面201，所述吹气装置41与所述

吹气机连接且用于将所述吹气机吹出的风源引流至所述通风气道系统23中。所述多腔式排

布的雾点注塑模具生产的产品为喷雾雾点，所述喷雾雾点结构较小，因此在顶出时会留在

右模型芯2111上，取出时耗费人力，通过所述吹气系统4将吹风增压至所述通风气道系统23

上，将留在右模型芯2111上的喷雾雾点吹掉，节省人工，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0033] 所述吹气装置41为T字形金属块，所述吹气装置41的上端面  4100上设有两个通风

入口411，所述吹气装置41的下端面4101上设有三个通风出口412，所述三个通风出口412的

中心通风出口与所述辅助主流气道2342对应，剩余两个通风出口分别与所述多条直气道 

232对应；所述吹气装置41的上端面4100设有一纵向贯通的第一固定孔413，所述右模2的上

端面201上设有与所述固定孔413配合固定所述吹气装置41的第二固定孔413。所述两个通

风入口411可增大入风的面积，而三个通风出口412正好对应所述辅助主流气道2342  和多

条直气道232，不仅能吹出所述喷雾雾点，而且也能清洁所述通风气道系统23，结构简单，操

作方便。

[0034] 所述左模1的四周还设有四个导套孔，所述四个导套孔贯通所述左模1，并且与设

于所述右模2上的四个导柱24配合固定所述左模1  与所述右模2，所述左模1顶端还设有上

模基板12，所述上模基板  12上设有四个用于溢流产品的产品溢流槽121，所述产品溢流槽

121 的一端与所述四个导套孔的顶端连通，所述产品溢流槽121的另一端纵向贯通所述上

模基板12的四个周面。由于所述喷雾雾点产品结构小，因此在使用所述吹气系统4时，所述

喷雾雾点有可能会进入所述四个导套孔中，影响所述四个导柱24与所述四个导套孔的配合

的完整，避免出现由于所述四个导套孔中残留所述喷雾雾点而出现所述左模1与右模2扣合

时部分凸起，导致所述喷雾雾点出现精度不良等问题。

[0035] 所述辅助气道234的交汇中心点处设有圆形循环气道2343，所述圆形循环气道

2343以所述交汇中心点为圆心，且贯通并连接所述三道辅助分流气道2341与所述辅助主流

气道2342。所述圆形循环气道2343能够避免存留空气在所述三道辅助分流气道2341中出现

空气回流的问题，结构简单，加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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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多腔式排布的雾点注塑模具为卧式注塑模具。采用卧式注塑模具是为了方便

将所述喷雾雾点从所述右模型芯2111上吹出。

[0037] 工作原理：

[0038] 所述左模1和右模2分离时，所述吹气机提供风源经过所述吹气装置41引入所述通

风气道系统23中，风源通过所述通风气道系统  23中的环绕气道231、多条直气道232、连接

气道233和所述辅助气道234，将留在所述右模型芯2111上的喷雾雾点吹掉。

[0039] 综上所述对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申请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

即使其对本申请作出各种变化，则仍落入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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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8

CN 209289655 U

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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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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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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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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