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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器壳体薄壁注塑件镶

拼式侧抽芯注塑模具设计方法，本发明以内部结

构复杂的FHB5.10电器壳体为例，其内部含有多

孔、凹槽和侧凸等多种成型特征。运用UG NX软件

进行塑件特征建模，在UG12.0 MoldWizard应用

模块下保证各个机构间互不干涉。根据塑件的结

构特点，本文难点和关键点在于设计了四面镶拼

式抽芯完成塑件侧面的成形；设计了圆形推杆，

保证塑件顺利脱模，同时设计了复位杆复位机构

对模具进行复位；为保证电器壳体塑件的成形精

度和表面质量，模具中加装了冷却系统。为避免

模内零件产生干涉，保证动定模与模内其它零件

准确配合，设计了导柱、导套导向机构，设计的模

具结构紧凑、工作稳定，对同类模具设计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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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器壳体薄壁注塑件镶拼式侧抽芯注塑模具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FHB5.10电器壳体塑件工艺分析；选用材料为热塑性材料ABS，其密度约为1.02

～1.05g/cm3,具有优良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设计了双分型面注射模，浇口形式为点浇口，

推杆一次推出塑件，考虑到塑件较为复杂，同时需要四面抽芯，不宜采取多型腔，故采用一

模一腔注射，浇注系统冷凝料体积根据经验值选取，通常按塑件体积的0.2～1倍进行计算；

步骤二、FHB5.10电器壳体模具浇注系统设计

1)、选取分型面；分型面选择塑件最大截面轮廓处，选择位置应便于脱模和排气，且满

足塑件成形精度和质量要求；

2)、浇注系统；主流道位于模具中心，连接注射机喷嘴，将塑料熔体送入整个浇注系统

中。主流道一般为圆锥型，便于熔体流动和后期脱模，圆锥角为2°～4°，内壁表面粗糙度Ra

为0.63μm，将喷嘴和主流道连接处设计成球面凹坑，其中凹坑深度为4mm,主流道大端直径

为7.5mm,小端直径为4mm,球面半径为11mm。主流道通常控制在60mm内，考虑到熔体温度较

高，设计浇口套和主流道连接，避免熔体直接接触主流道，浇口套采用固定环固定；分流道

选择U形截面，根据塑件的结构特点，浇口形式采用点浇口,浇口直径取0.5～1.8mm,圆柱孔

长度为0.5～0.75mm；

步骤三、FHB5 .10电器壳体模具抽芯机构的设计；据塑件结构特点采用斜导柱抽芯机

构；

该斜导柱抽芯机构的斜导柱的设计；为保证斜导柱与滑块顺利滑动，斜导柱与滑块斜

孔之间应保持0.5～1mm的双边间隙，滑块采用整体式类型，滑块导滑形式选择T形槽，其加

工简单，且容易固定，滑块与导滑槽之间采用H7/f7间隙配合，设计挡块对滑块进行定位，同

时避免侧型芯受成型压力而后退，设计楔紧块锁紧滑块；

步骤四、冷却系统的设计；FHB5.10电器壳体塑件为结构复杂的小型注塑薄壁件，塑件

型芯部分较长，对整个塑件精度影响较大，因此冷却系统的布置应集中在型芯部分。采用一

模一件的浇注方式，考虑到水道加工的难易程度，设计了单一矩形回路，此种冷却方式便于

设计，且冷却效果较好；冷却水道采用对称布置形式，模具上开设冷却管道孔数为4个，水管

直径为8mm,水管与零件间距离为15mm，各管道中心距为85mm；

步骤五、模架确定及模具工作过程

1)、选择外形为福得巴(FUTABAS)标准模架中的DC类模架，FHB5.10电器壳体塑件需要

在四个不同方向同时进行抽芯，设计镶拼式抽芯机构完成塑件侧面特征的成形，为了满足

模具开合运动范围及成型方式的准确性等条件，在开合模过程中必须保证各机构间不产生

干涉，避免成型塑件表面产生磨损，以达到塑件使用性及功能性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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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壳体薄壁注塑件镶拼式侧抽芯注塑模具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注塑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FHB5.10电器壳体薄壁注塑件镶拼式侧抽

芯注塑模具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内部结构复杂的FHB5.10电器壳体为例，其内部含有多孔、凹槽和侧凸等多种成型

特征，现有的模具设计脱模困难，而且缺少复位机构，不能很好保证其表面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FHB5.10电器壳体薄壁注塑件镶拼式侧抽芯注塑模具

设计方法，以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FHB5.10电器壳体薄壁注塑件镶拼式

侧抽芯注塑模具设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一、FHB5.10电器壳体塑件工艺分析；选用材料为热塑性材料ABS，其密度约为

1.02～1.05g/cm3,具有优良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设计了双分型面注射模，浇口形式为点

浇口，推杆一次推出塑件，考虑到塑件较为复杂，同时需要四面抽芯，不宜采取多型腔，故采

用一模一腔注射，浇注系统冷凝料体积根据经验值选取，通常按塑件体积的0.2～1倍进行

计算；

[0006] 步骤二、FHB5.10电器壳体模具浇注系统设计

[0007] 1)、选取分型面；分型面选择塑件最大截面轮廓处，选择位置应便于脱模和排气，

且满足塑件成形精度和质量要求；

[0008] 2)、浇注系统；主流道位于模具中心，连接注射机喷嘴，将塑料熔体送入整个浇注

系统中。主流道一般为圆锥型，便于熔体流动和后期脱模，圆锥角为2°～4°，内壁表面粗糙

度Ra为0.63μm，将喷嘴和主流道连接处设计成球面凹坑，其中凹坑深度为4mm,主流道大端

直径为7.5mm,小端直径为4mm,球面半径为11mm。主流道通常控制在60mm内，考虑到熔体温

度较高，设计浇口套和主流道连接，避免熔体直接接触主流道，浇口套采用固定环固定；分

流道选择U形截面，根据塑件的结构特点，浇口形式采用点浇口,浇口直径取0.5～1.8mm,圆

柱孔长度为0.5～0.75mm；

[0009] 步骤三、FHB5.10电器壳体模具抽芯机构的设计；据塑件结构特点采用斜导柱抽芯

机构；

[0010] 该斜导柱抽芯机构的斜导柱的设计；为保证斜导柱与滑块顺利滑动，斜导柱与滑

块斜孔之间应保持0.5～1mm的双边间隙，滑块采用整体式类型，滑块导滑形式选择T形槽，

其加工简单，且容易固定，滑块与导滑槽之间采用H7/f7间隙配合，设计挡块对滑块进行定

位，同时避免侧型芯受成型压力而后退，设计楔紧块锁紧滑块；

[0011] 步骤四、冷却系统的设计；FHB5.10电器壳体塑件为结构复杂的小型注塑薄壁件，

塑件型芯部分较长，对整个塑件精度影响较大，因此冷却系统的布置应集中在型芯部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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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模一件的浇注方式，考虑到水道加工的难易程度，设计了单一矩形回路，此种冷却方式

便于设计，且冷却效果较好；冷却水道采用对称布置形式，模具上开设冷却管道孔数为4个，

水管直径为8mm,水管与零件间距离为15mm，各管道中心距为85mm；

[0012] 步骤五、模架确定及模具工作过程

[0013] 1)、选择外形为福得巴(FUTABAS)标准模架中的DC类模架，FHB5.10电器壳体塑件

需要在四个不同方向同时进行抽芯，设计镶拼式抽芯机构完成塑件侧面特征的成形，为了

满足模具开合运动范围及成型方式的准确性等条件，在开合模过程中必须保证各机构间不

产生干涉，避免成型塑件表面产生磨损，以达到塑件使用性及功能性等要求。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设计了四面镶拼式抽芯完成塑件侧面的成形；设计了圆

形推杆，保证塑件顺利脱模，同时设计了复位杆复位机构对模具进行复位；为保证电器壳体

塑件的成形精度和表面质量，模具中加装了冷却系统。为避免模内零件产生干涉，保证动定

模与模内其它零件准确配合，设计了导柱、导套导向机构。设计的模具结构紧凑、工作稳定，

对同类模具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附图说明

[0015] 图1(a)为电器壳体三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6] 图1(b)为电器壳体三体结构示意图二；

[0017] 图2为分型面示意图；

[0018] 图3为侧型芯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模架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FHB5.10电器壳体模具总装图；

[0021] 图6为图5的A-A剖视图；

[0022] 图7为图5的B-B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4] 请参阅图，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5] FHB5.10电器壳体薄壁注塑件镶拼式侧抽芯注塑模具设计

[0026] 1  FHB5.10电器壳体分析

[0027] 1.1  FHB5.10电器壳体塑件结构分析

[0028] FHB5.10电器壳体属于小型薄壁注塑件，其三维尺寸为66mm  x  36mm  x  24mm,如图

1所示。图1中1、2、4、5标示处均为长4mm,宽1.45mm,深1.9mm的矩形侧孔，考虑到此四处孔的

深度较小且位于塑件外侧，因此采用镶拼式侧抽芯进行成形。塑件正面前半部分即图1(a)

中3标示处为不规则空腔，此处所需抽芯力较大，同样采用镶拼式侧抽芯来成形。塑件背面

带有长16mm，宽8mm，深0.3mm的矩形侧凹，侧凹内含有高为0.3mm的字母标记。

[0029] 利用UG12.0测量可知，塑件体积为9.467cm3,质量为9.94g。塑件壁厚云图如图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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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最大壁厚为3mm,最小壁厚为0.4mm，平均壁厚为1.33mm，塑件壁厚不均。通常情况下，塑

件的壁厚应尽量保持一致，避免因冷却或固化速度不同产生附加内应力，从而使塑件产生

翘曲、缩孔、裂纹等缺陷，因此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对薄壁处可留一定的加工余量。为保证塑

件的质量和精度要求，需设计一定的拔模斜度，笔者设计型腔脱模斜度为1o，型芯脱模斜度

为35'。塑件拐角及字母标记位置需进行倒圆处理，结合塑件结构及成型难易程度等特点，

本设计选取精度为MT3。

[0030] 1.2  FHB5.10电器壳体塑件工艺分析

[0031] FHB5.10电器壳体注塑件所选用材料为热塑性材料ABS，其密度约为1.02～1.05g/

cm3,具有优良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大量用于各种塑件成型生产。ABS材料由丙烯腈、丁二

烯和苯乙烯组成。其中，丙烯腈耐热性、耐腐蚀能好；丁二烯具有较高的强韧性和优良的耐

热性，这些特性使得ABS有良好的强度和韧性、超强的易加工性和优异的尺寸稳定性。

[0032] 根据FHB5.10电器壳体塑件的结构特点，结合塑件精度、制造难易程度、经济性等

因素，笔者设计了双分型面注射模，浇口形式为点浇口，推杆一次推出塑件。考虑到塑件较

为复杂，同时需要四面抽芯，不宜采取多型腔，故采用一模一腔注射。浇注系统冷凝料体积

根据经验值选取，通常按塑件体积的0.2～1倍进行计算，故实际注射量为17.9g。根据实际

注射量应在额定注射量的20％～80％之间考虑，且不低于额定注射量的10％。因此注射机

选择卧式注塑成型机SZ-60/40。经校核，理论注射量为21.3cm3，型腔数量应小于2.6，所选

注射机满足注射要求。卧式注塑成型机SZ-60/40技术参数如表1。

[0033] 表1卧式注塑成型机SZ-60/40技术参数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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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2.FHB5.10电器壳体模具浇注系统设计

[0037] 2.1选取分型面

[0038] 分型面一般选择塑件最大截面轮廓处，选择位置应便于脱模和排气，且满足塑件

成形精度和质量等要求，对图2所示分型,塑件侧凹、侧孔部分由抽芯完成，且各抽芯机构之

间不产生干涉，能够完整的成形塑件，故本设计选择图2分型方案。

[0039] 2.2浇注系统

[0040] 设计合理的浇注系统，对提高塑件成形精度和表面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在设计浇

注系统时应保证塑料熔体充型均匀，避免塑件产生缩痕、翘曲、气穴等缺陷。同时应考虑ABS

材料的注射工艺性，减少冷凝料产生，防止浇注系统产生喷射。

[0041] 主流道位于模具中心，连接注射机喷嘴，将塑料熔体送入整个浇注系统中。主流道

一般为圆锥型，便于熔体流动和后期脱模，圆锥角为2°～4°，本设计取2°，内壁表面粗糙度

Ra为0.63μm。笔者将喷嘴和主流道连接处设计成球面凹坑，其中凹坑深度为4mm,主流道大

端直径为7.5mm,小端直径为4mm,球面半径为11mm。主流道通常控制在60mm内，一般由模具

结构确定，本设计L取40mm。考虑到熔体温度较高，故设计浇口套和主流道连接，避免熔体直

接接触主流道，浇口套采用固定环固定。分流道选择U形截面，其中流道高度为6mm,宽度为

8mm ,长度为32mm。根据塑件的结构特点，浇口形式采用点浇口,浇口直径一般取0 .5～

1.8mm,本设计取1mm；圆柱孔长度一般为0.5～0.75mm,本设计取0.75mm。

[0042] 3.FHB5.10电器壳体模具抽芯机构的设计

[0043] 抽芯机构有手动、机动和液压抽芯三种,FHB5 .10电器壳体塑件四个侧面均要抽

芯，且所需抽拔力较大，分析对比后选择生产效率高、容易实现全自动操作的机动抽芯机

构，根据塑件结构特点采用斜导柱抽芯机构。各侧型芯分布如图3所示。

[0044] 3.1抽芯力及抽芯距的计算

[0045] 塑件在型腔冷却凝固过程中产生收缩作用，将型芯包紧，因此抽芯时需克服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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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紧力从而将侧型芯从塑件中抽出，完成塑件侧面特征的成形。对本设计四个侧型芯的抽

芯力，笔者采用如下的公式进行估算：

[0046] Q＝lhp2(f2cosθ-sinθ)

[0047] 其中，l为塑件包紧活动型芯的断面形状周长(mm)；h为成型部分的深度(mm)；θ为

脱模斜度，本设计取0.5o；p2为塑件对型芯单位面积的挤压力，一般取8～12Mpa ,本设计取

10Mpa；f2是塑件与钢的摩擦因数，一般取0.1～0.2，本设计取0.15。针对本塑件，需要进行

四个面抽芯，图1(a)中1、2标示处抽芯力为Q1，4、5标示处抽芯力为Q2，3标示处抽芯力为Q3，

6标示处抽芯力为Q4。经计算，Q1＝48.34N,Q2＝48.34N,Q3＝4082.14N,Q4＝31.36N。

[0048] 为保证塑件顺利脱模，一般抽芯距比侧型芯深2～3mm[6]，经计算，S1＝4.45mm，S2

＝4.45mm，S3＝20.2mm，S4＝3.3mm。

[0049] 3.2斜导柱的设计

[0050] 为保证斜导柱与滑块顺利滑动，斜导柱与滑块斜孔之间应保持0.5～1mm的双边间

隙。本设计采用斜导柱在定模板上,滑块在动模板上。经计算，斜导柱的长度分别为L1＝

80mm ,L2＝80mm ,L3＝103mm ,L4＝67mm ,直径分别为d1＝12mm ,d2＝12mm ,d3＝18mm ,d4＝

12mm。倾斜角α一般为15°～20°，本设计取20°。经校核，斜导柱满足强度和刚度要求。

[0051] 滑块有组合式和整体式两种类型，考虑道塑件需要成形的部位较多，将滑块和侧

型芯做成一体，故选择整体式滑块。滑块导滑形式选择T形槽，其加工简单，且容易固定，滑

块与导滑槽之间采用H7/f7间隙配合。设计挡块对滑块进行定位，同时避免侧型芯受成型压

力而后退，设计楔紧块锁紧滑块。

[0052] 4其它机构的设计

[0053] FHB5.10电器壳体塑件属于小型薄壁注塑件，其结构复杂，为保证塑件成型质量，

推杆设置不宜过多，本设计选择结构简单的圆形推杆，容易布置，常用于中小型模具设计。

经计算，推杆直径为2.7mm,本设计取3mm，根据压杆稳定公式可确定塑件需布置2根推杆，推

杆的长度可由模板的厚度、推出距离等因素确定。推出机构完成一个工作周期后需回到原

来的位置，故需设计复位机构对模具进行复位。复位机构有弹簧复位和复位杆复位两种，考

虑到弹簧复位机构不可靠，故笔者选择复位杆复位机构。为避免模内零件产生碰撞和干涉，

保证动定模与模内其它零件准确配合，笔者设计了导柱、导套导向机构。

[0054] 5冷却系统的设计

[0055] 为保证FHB5.10电器壳体塑件的成形精度和表面质量，故模具中加装了冷却系统。

模具温度对塑件质量影响较大，温度过低时，导致充型充不满；温度较高时，容易造成溢料

等缺陷。因此，控制合理的模具温度对改善塑件质量和提高塑件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

FHB5.10电器壳体塑件为结构复杂的小型注塑薄壁件，塑件型芯部分较长，对整个塑件精度

影响较大，因此冷却系统的布置应集中在型芯部分。本设计采用一模一件的浇注方式，考虑

到水道加工的难易程度，笔者设计了单一矩形回路，此种冷却方式便于设计，且冷却效果较

好。冷却水道采用对称布置形式，模具上开设冷却管道孔数为4个，水管直径为8mm,水管与

零件间距离为15mm，各管道中心距为85mm。

[0056] 4.模架确定及模具工作过程

[0057] 4.1选择模架

[0058] FHB5.10电器壳体塑件结构复杂，笔者根据塑件结构特点设计了双分型面注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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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一模一腔进行注射。结合塑件型腔尺寸和浇注位置，根据GB/T12555-2006点浇口标

准模架库，选择外形尺寸为250×250×255mm的福得巴(FUTABAS)标准模架中的DC类模架。

其中A板定模型腔板高度为30mm，B板型芯固定板高度为80mm，C板垫块高度为70mm。本模具

所选用模架如图4所示。

[0059] 4.2模具工作过程

[0060] 根据塑件结构特点，FHB5.10电器壳体塑件需要在四个不同方向同时进行抽芯，笔

者设计了镶拼式抽芯机构完成塑件侧面特征的成形。为了满足模具开合运动范围及成型方

式的准确性等条件，在开合模过程中必须保证各机构间不产生干涉，避免成型塑件表面产

生磨损，以达到塑件使用性及功能性等要求。图5-7为FHB5.10电器壳体模具总装配图；

[0061] 其工作过程为：在合模状态下，塑料在注塑机中完成加热塑化后，通过螺杆进行注

射，经过定位环17和浇口套19，最后到达型腔21，接着进行保压，保压结束后，冷却水通过冷

却水道40冷却塑件。塑件冷却后进行开模，在拉料杆27的作用下，点浇口被拉断，浇注系统

冷凝料留在定模上，当定模运动一段距离后，分流道在推料板15作用下与定模板分型，浇注

系统冷凝料脱离定模板。四个斜导柱抽芯机构的滑块沿各自斜导柱运动，并沿着导滑槽向

后滑动，完成塑件四个侧向成型特征的抽芯。最后通过推杆垫板3与推杆32顶出塑件，利用

复位杆5完成模具复位，合模完毕，准备下一次注射。

[0062] 1-动模座板；2、7、10、18、20、24、29、35、36、37、38、39-内六角螺钉；3-推杆垫板；4-

推杆固定板；5-复位杆；6-限位挡块；8-动模板；9-滑块；11-塑件；12-斜导柱；13-压紧块；

14-定模固定板；15-脱料板；16-定模模座；17-定位环；19-浇口套；21-型腔；22-滑块；23-压

紧块；25-限位挡块；26-型芯；27-拉料杆；28-导柱；30-导套；31-导柱；32-推杆；33-挡环；

34-弹簧垫圈；40-冷却水道；

[0063] 针对FHB5.10电器壳体塑件具有多个侧型芯的抽芯结构，设计了一模一腔镶拼式

侧抽芯注塑模具的抽芯机构、顶出机构、冷却系统等相关模具部件，准确给出了模具设计参

数，并对相关部件进行计算及验证。在UG12.0MoldWizard应用模块下保证各机构间不产生

干涉现象，确保模具结构紧凑及运行过程稳定可靠。本案例为注塑类模具设计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支撑，对指导工程实际生产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006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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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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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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