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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包

括依次进行的如下工艺步骤：原料烘干、上料、原

料加热、开模、螺杆挤出、合模、吹气、排气、开模；

其中，开模、螺杆挤出及合模阶段均对模具进行

蒸汽加温，在排气与开模工序之间还设有对模具

进行冷却的工艺步骤。本发明能实现急冷急热，

可以使挤出的料在模具中成型光滑，并能大大缩

短产品冷却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制成后的产品

表面无印痕凹坑，基本不用打磨，即使需要打磨

需时也极大地缩短，提高打磨效率；高光吹塑这

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产工艺，改善了产品的表

面，减少了后序的加工流程，大幅度降低生产成

本，保护了环境减少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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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进行的如下工艺步骤：原料烘干、

上料、原料加热、开模、螺杆挤出、合模、吹气、排气、开模；其中，开模、螺杆挤出及合模阶段

均对模具进行蒸汽加温，在排气与开模工序之间还设有对模具进行冷却的工艺步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其特征在于，在开模、合模工序中涉及

的模具中设置水路，对模具蒸汽加温时水路中通入饱和蒸汽，对模具进行冷却时通入冷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对模具冷却的工

艺步骤中，冷却完毕后在水路中通入压缩空气将残留水分吹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其特征在于，在原料烘干工序中，将改

性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加入脱水机中烘干，烘干温度设为75℃～100℃；改性丙烯

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的牌号为台湾国乔D-15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其特征在于，吹塑机模腔内各处温度为

180±20℃，螺杆转速550±100r/min、总吹塑时间4min±20s、吹气所用的压缩空气的压力

为1.2±0.3MPa。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对模具冷却的工

艺步骤中，冷却完毕后还设置采用刮水板将水路中残留冷却水刮出的工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每条水路的一个端口设

置圆环状或半圆环状刮水板，刮水板采用铝合金或硅橡胶制备而成，刮水板内固定设置铁

磁性材质的吸块，水路外设置与吸块适配的永磁铁材质制成的滚珠，模具采用马氏体或铁

素体型不锈钢材质制成，模具上设置的水路为U字形或L形，模具上固定设置若干个气缸或

液压缸，每个气缸或液压缸的活塞杆上固定设置推块，每个推块上设置若干个与滚珠适配

的凹槽，凹槽位于推块其靠近模具表面的边缘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其特征在于，水路的外表面设置与滚珠

适配的导向槽，导向槽的高度大于滚珠的半径且小于滚珠的直径，推块其靠近模具表面的

侧面与导向槽的上端设有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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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高光吹塑的工艺可以在多方面运用；传统的做法是采用模温机对模具进行加温，

这种方法不足之处较多，无法满足高光吹塑中快速升温及快速降温，模温机升温幅度较小，

产品表面气痕、凹点、凹槽较多。由于塑料硬度高，流动性差，采用此工艺生产的产品表面很

毛糙，无法满足需求，并且模具升温时受热膨胀，降温时又会收缩使锁模力不稳定。

[0003] 公开号为CN101791843A的专利：控制注塑模具快速变温的蒸汽加热系统，通过实

现蒸汽锅炉、蒸汽储存器以及蒸汽控制器等模块的集成，从而在获得高质量外观的树脂聚

合物注射成型产品。本发明包括由补水箱9和一个或多个并联的电加热蒸汽发生器6和蒸汽

储存器2用管道串联连接组成，每个蒸汽发生器6与蒸汽储存器2均有两个管道连接，其中一

个包含单向阀5的管道直接连接在蒸汽储存器2上。本发明的优点是，由于本发明装置中的

电加热蒸汽发生器能够充分利用蒸汽存储器内冷凝水的热量以及利用系统回水的热量加

热补水箱内换热器，从而提高补水箱内的水温，可以大幅减少能源消耗。比如生产47″液晶

电视前框，与大型锅炉蒸汽发生器比较，使用本发明产品，生产能耗降低50％，成型周期也

有适当的缩短。但其仍为注塑时的蒸汽加温，注塑必须高压，存在热流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

制成后的产品表面无印痕凹坑，基本不用打磨，即使需要打磨需时也极大地缩短，提高打磨

效率。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设计一种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包括依次

进行的如下工艺步骤：原料烘干、上料、原料加热、开模、螺杆挤出、合模、吹气、排气、开模；

其中，开模、螺杆挤出及合模阶段均对模具进行蒸汽加温，在排气与开模工序之间还设有对

模具进行冷却的工艺步骤。相比于注塑采用蒸汽加温的方案，注塑必须高压；而吹塑没有高

压，因此本方案没有热流道。在开合模当中对模模具进行蒸汽加温，合模完成后并保持温度

到一定设定条件。在挤出过程中模具持续维持高温，这样可以使挤出的料在模具中形成光

滑，在到达设定范围后，则对模具进行冷却，大大缩短产品冷却时间，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000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在开模、合模工序中涉及的模具中设置水路，对模具蒸汽加

温时水路中通入饱和蒸汽，对模具进行冷却时通入冷水。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在对模具冷却的工艺步骤中，冷却完毕后在水路中通入压

缩空气将残留水分吹出。此技术在模具中开水路，需要升温时通过蒸汽，需要降温时通过冷

水，冷却完毕后则用压缩空气将残留水分吹出，以确保能实现急冷急热，最大程度的减少产

品气痕、凹点、凹槽，由于是急冷急热要生产出高品质的高光产品，需对高光设备，模具，冷

却装置等多方面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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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在原料烘干工序中，将改性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加

入脱水机中烘干，烘干温度设为75℃～100℃；改性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的牌号为台

湾国乔D-150。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吹塑机模腔内各处温度为180±20℃，螺杆转速550±100r/

min、总吹塑时间4min±20s、吹气所用的压缩空气的压力为1.2±0.3MPa。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在对模具冷却的工艺步骤中，冷却完毕后还设置采用刮水

板将水路中残留冷却水刮出的工序。不采用压缩空气的方式，一是减少压缩空气的使用量

及能耗，二是即使采用压缩空气，仍然会有部分残留的冷却水残留在水路内壁上，这就势必

会逼迫客户使用更多的压缩空气气量，造成巨大的浪费，采用刮水板将水刮出，既除水效果

比压缩空气好，且一次性就能实现，能耗还低。另外，还可以在刮水板刮完水后再通过设置

的常规排风扇向水路中吹风以实现将水路内壁残留的极少部分水膜通过吹风加强蒸发的

方式吹去；可以将每次加温时的蒸汽回收后再通过排风扇向冷却挂水后的水路中吹风，实

现加温蒸汽使用后的回收再利用。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在每条水路的一个端口设置圆环状或半圆环状刮水板，刮

水板采用铝合金或硅橡胶制备而成，刮水板内固定设置铁磁性材质的吸块，水路外设置与

吸块适配的永磁铁材质制成的滚珠，模具采用马氏体或铁素体型不锈钢材质制成，模具上

设置的水路为U字形或L形，模具上固定设置若干个气缸或液压缸，每个气缸或液压缸的活

塞杆上固定设置推块，每个推块上设置若干个与滚珠适配的凹槽，凹槽位于推块其靠近模

具表面的边缘上。更为优选的方案是气缸的尺寸比较小，能够满足每条水路表面的滚珠均

由一个气缸的活塞杆推动，对于U字形的水路，每条水路对应设置三个气缸(沿冷却水流入

方向依次为第一气缸、第二气缸及第三气缸)，完成滚珠从U字形水路的一端移动至另一端

口，并且在第二气缸及第三气缸的推块处设置光电传感器，一旦感应到滚珠到达拐角处控

制器会收到光电传感器传来的信号并控制气泵的驱动器动作使得第二气缸或第三气缸动

作(同时之前动作的气缸停止动作并复位)，这样就完成了刮水板刮水的动作。针对L形水

路，方案与上述方案类似，设置两个气缸，在L形水路的拐角处设置光电传感器，当滚珠被其

中一个气缸推动至拐角时光电传感器发出信号，使得另一个气缸动作(同时之前动作的气

缸停止动作并复位)。采用较为柔软的铝合金或耐热的硅橡胶(也可采用耐热的氟橡胶)制

成的刮水板，能够实现刮水板在水路里走一圈就将残留的水清扫出去，采用这种方式而非

压缩空气吹风的方式，但采用环状刮水板的设置(或两块半环状刮水板的设置)，避免整块

圆板形成类似于活塞而难以在水路中移动，采用极具创造性地除水方式，既能达到极佳的

除水效果，又能一次性完成并且不需要压缩空气，节约压缩空气气量的使用，并且能耗低。

模具采用马氏体或铁素体型不锈钢材质，既能满足强度及水路内壁光洁度的要求，还能被

磁铁吸住，不会影响本方案的可行性。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水路的外表面设置与滚珠适配的导向槽，导向槽的高度大

于滚珠的半径且小于滚珠的直径，推块其靠近模具表面的侧面与导向槽的上端设有间距。

这样保证滚珠在被推块推动的移动过程中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并且推块不接触导向

槽，保证不干涉滚珠的移动轨迹。

[0013] 动作过程如下：冷却结束后启动第一气缸，其活塞杆伸出，因此推块伸出以推动滚

珠沿着水路外表面的导向槽滚动，同时水路内壁的刮水板跟着移动，由于刮水板采用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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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软铝合金制成，其几乎完全贴着水路内壁，因此除水效果极佳；当滚珠到达水路的拐角处

时(主要是U字形的两个转弯处及L形的直角<当然实际水路此处并非完全的直角，是有个圆

角的设置>转弯处)，光电传感器的发光器发出的光被遮挡，由此触动第一气缸的复位及第

二气缸的动作，由此最终实现滚珠到达另一端口，在下次蒸汽加温冷却后则反向操作，滚珠

又回到原始的位置(即后面一次的除水其水流流动方向是相反的)。

[0014]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在于：能实现急冷急热，可以使挤出的料在模具中成型

光滑，并能大大缩短产品冷却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制成后的产品表面无印痕凹坑，基本不

用打磨，即使需要打磨需时也极大地缩短，提高打磨效率；高光吹塑这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

产工艺，改善了产品的表面，减少了后序的加工流程，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保护了环境减

少了污染；不采用压缩空气的方式，一是减少压缩空气的使用量及能耗，二是即使采用压缩

空气，仍然会有部分残留的冷却水残留在水路内壁上，这就势必会逼迫客户使用更多的压

缩空气气量，造成巨大的浪费，采用刮水板将水刮出，既除水效果比压缩空气好，且一次性

就能实现，能耗还低。采用较为柔软的铝合金或耐热的硅橡胶(也可采用耐热的氟橡胶)制

成的刮水板，能够实现刮水板在水路里走一圈就将残留的水清扫出去，采用这种方式而非

压缩空气吹风的方式，但采用环状刮水板的设置(或两块半环状刮水板的设置)，避免整块

圆板形成类似于活塞而难以在水路中移动，采用极具创造性地除水方式，既能达到极佳的

除水效果，又能一次性完成并且不需要压缩空气，节约压缩空气气量的使用，并且能耗低。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一种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实施例二加工出的扰流板的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另一视角的剖视图；

[0017] 图3是图2中其中一个U字形水路的示意图；

[0018] 图4是图3中刮水板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19] 图5是图3中第一气缸运行后的状态示意图；

[0020] 图6是图5中第一气缸复位、第二气缸运行后的状态示意图；

[0021] 图7是图6中第二气缸复位、第三气缸运行后的状态示意图；

[0022] 图8是图6增加第四气缸后的左视图。

[0023] 图中：1、水路；2、刮水板；3、吸块；4、滚珠；5、模具；6、导向槽；7、推块；8、凹槽；9、第

一气缸；10、第二气缸；11、第三气缸；12、光电传感器；13、控制器；14、第四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

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5] 实施例一：

[0026] 本发明是一种扰流板高光吹塑工艺，包括依次进行的如下工艺步骤：原料烘干、上

料、原料加热、开模、螺杆挤出、合模、吹气、排气、开模；其中，开模、螺杆挤出及合模阶段均

对模具进行蒸汽加温，在排气与开模工序之间还设有对模具进行冷却的工艺步骤。在开模、

合模工序中涉及的模具中设置水路，对模具蒸汽加温时水路中通入饱和蒸汽，对模具进行

冷却时通入冷水。在对模具冷却的工艺步骤中，冷却完毕后在水路中通入压缩空气将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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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吹出。在原料烘干工序中，将改性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加入脱水机中烘干，烘干

温度设为75℃～100℃；改性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的牌号为台湾国乔D-150。吹塑机

模腔内各处温度为180±20℃，螺杆转速550±100r/min、总吹塑时间4min±20s、吹气所用

的压缩空气的压力为1.2±0.3MPa。

[0027] 实施例二：

[0028] 与实施例一的不同在于，如图1至图8所示(为便于图示，图3未示出第四气缸、第五

气缸及第六气缸)，在对模具5冷却的工艺步骤中，冷却完毕后还设置采用刮水板2将水路1

中残留冷却水刮出的工序。在每条水路1的一个端口设置圆环状或半圆环状刮水板2，刮水

板2采用铝合金或硅橡胶制备而成，刮水板2内固定设置铁磁性材质的吸块3，水路1外设置

与吸块3适配的永磁铁材质制成的滚珠4，模具5采用马氏体或铁素体型不锈钢材质制成，模

具5上设置的水路1为U字形或L形，模具5上固定设置若干个气缸或液压缸，每个气缸或液压

缸的活塞杆上固定设置推块7，每个推块7上设置若干个与滚珠4适配的凹槽8，凹槽8位于推

块7其靠近模具5表面的边缘上。高度上推块7低于光电传感器12的高度以避免推块7移动时

碰到光电传感器12；对于U字形的水路1，每条水路1对应设置三个气缸(沿冷却水流入方向

依次为第一气缸9、第二气缸10及第三气缸11)，完成滚珠4从U字形水路1的一端移动至另一

端口，并且在第二气缸10及第三气缸11的推块7处设置光电传感器12，一旦感应到滚珠4到

达拐角处控制器13会收到光电传感器12传来的信号并控制气泵的驱动器动作使得第二气

缸10或第三气缸11动作；U字形的水路1其第三气缸11通过气缸活塞杆的最大行程(也即活

塞杆的最大伸出长度)来限制，也即当第三气缸11的活塞杆伸出最长时，恰好滚珠4到达U字

形水路1的另一端口，这时第三气缸11复位。为便于滚珠4重返原始位置(也即初始的端口

处)，针对U字形水路1，再设置三个气缸，实现与之前的反向动作，这三个气缸其高度位置上

低于第一气缸9的高度(这三个气缸假设为第四气缸14、第五气缸及第六气缸，第四气缸14、

第五气缸及第六气缸位于同一高度，第四气缸14、第五气缸及第六气缸的活塞杆位于同一

高度且厚度相同且低于第一气缸9其活塞杆的高度，第一气缸9、第二气缸10及第三气缸11

位于同一高度，第一气缸9、第二气缸10及第三气缸11的活塞杆位于同一高度且厚度相同)，

水路1的外表面设置与滚珠4适配的导向槽6，导向槽6的高度大于滚珠4的半径且小于滚珠4

的直径，推块7其靠近模具5表面的侧面与导向槽6的上端设有间距。

[002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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