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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

(57)摘要

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

其特征在于包括上、下复板，上复板下设第一流

道板、第一型腔、第二流道板和第二型腔，第一流

道板连第一浇口，第二流道板连第二浇口，第一

型腔中设椅背镶板和座板镶板，椅背镶板中制椅

背第一色凹槽和椅背第二色凸块，座板镶板中制

座板第一色凹槽和座板第二色凸块，下复板上设

第一、第二型芯，第一、第二型芯中分别设上顶油

缸、侧抽油缸和滑块，侧抽油缸活塞杆连滑块，滑

块上制斜滑槽连第二色升降堵块下制斜滑轨，第

一、第二型芯上分别设椅背镶块和座板镶块，椅

背镶块中制第二色升降槽，座板镶块下部与上顶

油缸活塞杆连接，座板镶块一侧设顶出油缸，顶

出油缸活塞杆与塑料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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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有一塑料椅（40），塑料椅制有椅脚（41）、

座板（42）和椅背（43），在座板的上端面有装饰条槽（44），装饰条槽中复合有座板双色装饰

条（45），椅背上制有穿透的装饰条孔（46），装饰条孔中设置椅背双色装饰条（47），其特征在

于：包括上复板（1）和下复板（2），在上复板下设置第一流道板（3）、第一型腔（4）、第二流道

板（5）和第二型腔（6），第一流道板连接独立的第一浇口（7），第一浇口与第一次注塑单色的

塑料椅（40）相对应，第二流道板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第二浇口（8），第二浇口与第二次注

塑的座板双色装饰条（45）和椅背双色装饰条（47）相对应，第一型腔中设置椅背镶板（9）和

座板镶板（10），椅背镶板中制有椅背第一色凹槽（11）和椅背第二色凸块（12），座板镶板中

制有座板第一色凹槽（13）和座板第二色凸块（14），所述下复板（2）下连接旋转油缸，下复板

上设置第一型芯（21）和第二型芯（22），第一型芯与第二型芯相互旋转对称，在第一型芯和

第二型芯中分别设置上顶油缸（23）、侧抽油缸（24）和滑块（25），侧抽油缸的活塞杆连接滑

块，在滑块上制有斜滑槽（26），斜滑槽连接第二色升降堵块（27），第二色升降堵块下制有斜

滑轨（28），斜滑轨与斜滑槽相配合，在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上分别设置椅背镶块（29）和座

板镶块（30），椅背镶块中制有第二色升降槽（31），第二色升降槽与第二色升降堵块（27）相

配合，在座板镶块（30）的下部与上顶油缸（23）的活塞杆相连接，座板镶块的一侧设置倾斜

的顶出油缸（32），顶出油缸的活塞杆与注塑成型的塑料椅（40）相配合，注塑时，先将热融的

胶料从第一流道板和第一浇口输入至第一型腔与第一型芯、椅背镶块、座板镶块之间的模

腔中，此时侧抽油缸推动滑块向前，滑块经斜滑槽和第二色升降堵块的斜滑轨配合，滑块带

动第二色升降堵块向上移动，第二色升降堵块向上与第一型腔中椅背镶板的椅背第二色凸

块紧密接触，使热融的胶料无法流入该位置，此时模具开模，第一次注塑成型的单色塑料椅

留在第一型芯上，旋转油缸带动下复板旋转，下复板带动第一型芯、第二型芯旋转，第一型

芯和第二型芯上的上顶油缸、侧抽油缸、滑块、第二色升降堵块、椅背镶块、座板镶块一起旋

转，第一型芯上的单色塑料椅也一起旋转，使第一型芯和单色塑料椅旋转至与第二型腔相

对应，而第二型芯则与第一型腔相对应，此时模具合模，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腔则注入第二种

颜色或第二种材料的热融胶料，此时第一型芯的侧抽油缸的活塞杆带动滑块向后移动，滑

块带动第二色升降堵块向下移动，使该位置形成空腔，第二种热融的胶料经第二流道板和

第二浇口流入该空腔中，并流入单色塑料椅座板上端面的装饰条槽中，由第二种热融的胶

料填满装饰条孔和装饰条槽得到成型的交叉式双色塑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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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注塑模具，特别是涉及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双色注塑的产品以其具有的众多优点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传统注塑双色的产品

通常是采用两台注塑机，先由一台注塑机将产品的其中一色注塑成型后，将该半成品取下，

并将其作为嵌件放到另一台注塑机中注塑成型，得到双色产品，这样不仅生产效率低，且工

人劳动强度大。因此人们发明了旋转式的双色注塑模具，已有旋转式双色注塑模具通常是

先在第一副模具上注塑产品的其中一面，再由动模（即型芯）带动该一面旋转90°与另一副

定模（即型腔）相对应，将注塑好的一面作为嵌件，再从该定模处注入另一种颜色或另一种

材料，从而形成正反面两种不同颜色或不同材料产品，该结构注塑模具仅能注塑正反面不

同颜色或不同材料的产品，形式单一，若要在产品上制有相间的两种不同颜色或不同材料

或其它组合则无法实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已有技术存在的缺点，提供一种可注塑出不同形式交叉

的双色塑料椅，使双色椅子的样式变换多种多样，塑料椅外形美观，且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工人劳动强度的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

[0004] 本发明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的技术方案是：有一塑料椅，塑

料椅制有椅脚、座板和椅背，在座板的上端面有装饰条槽，装饰条槽中复合有座板双色装饰

条，椅背上制有穿透的装饰条孔，装饰条孔中设置椅背双色装饰条，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复

板和下复板，在上复板下设置第一流道板、第一型腔、第二流道板和第二型腔，第一流道板

连接独立的第一浇口，第一浇口与第一次注塑单色的塑料椅相对应，第二流道板连接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第二浇口，第二浇口与第二次注塑的座板双色装饰条和椅背双色装饰条相对

应，第一型腔中设置椅背镶板和座板镶板，椅背镶板中制有椅背第一色凹槽和椅背第二色

凸块，座板镶板中制有座板第一色凹槽和座板第二色凸块，所述下复板下连接旋转油缸，下

复板上设置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第一型芯与第二型芯相互旋转对称，在第一型芯和第二

型芯中分别设置上顶油缸、侧抽油缸和滑块，侧抽油缸的活塞杆连接滑块，在滑块上制有斜

滑槽，斜滑槽连接第二色升降堵块，第二色升降堵块下制有斜滑轨，斜滑轨与斜滑槽相配

合，在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上分别设置椅背镶块和座板镶块，椅背镶块中制有第二色升降

槽，第二色升降槽与第二色升降堵块相配合，在座板镶块的下部与上顶油缸的活塞杆相连

接，座板镶块的一侧设置倾斜的顶出油缸，顶出油缸的活塞杆与注塑成型的塑料椅相配合。

[0005]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注塑时，先将热融

的胶料从第一流道板和第一浇口输入至第一型腔与第一型芯、椅背镶块、座板镶块之间的

模腔中，此时侧抽油缸推动滑块向前，滑块经斜滑槽和第二色升降堵块的斜滑轨配合，滑块

带动第二色升降堵块向上移动，第二色升降堵块向上与第一型腔中椅背镶板的椅背第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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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块紧密接触，使热融的胶料无法流入该位置，另外由于座板镶板中制有座板第一色凹槽

和座板第二色凸块，从而使注塑成型后的塑料椅椅背上制有穿透的装饰条孔，座板的上端

面制有装饰条槽，此时模具开模，第一次注塑成型的单色塑料椅留在第一型芯上，旋转油缸

带动下复板旋转，下复板带动第一型芯、第二型芯旋转，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上的上顶油

缸、侧抽油缸、滑块、第二色升降堵块、椅背镶块、座板镶块一起旋转，第一型芯上的单色塑

料椅也一起旋转，使第一型芯和单色塑料椅旋转至与第二型腔相对应，而第二型芯则与第

一型腔相对应，此时模具合模，由于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上的所有部件都是旋转对称的，第

二型芯与第一型腔再次开始注塑单色塑料椅，而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腔则注入第二种颜色或

第二种材料的热融胶料，此时第一型芯的侧抽油缸的活塞杆带动滑块向后移动，滑块带动

第二色升降堵块向下移动，使该位置形成空腔，第二种热融的胶料经第二流道板和第二浇

口流入该空腔（即单色塑料椅椅背上穿透的装饰条孔）中，并流入单色塑料椅座板上端面的

装饰条槽中，由第二种热融的胶料填满装饰条孔和装饰条槽得到成型的交叉式双色塑料

椅，最后模具开模，由上顶油缸带动座板镶块上升，座板镶块带动成型的交叉式双色塑料椅

上升，再由顶出油缸带动顶针将成型的交叉式双色塑料椅倾斜顶出脱模，该结构简单，可注

塑出不同形式交叉的双色塑料椅，使双色椅子的样式变换多种多样，外形美观，且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06] 图1是下复板上设置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的立体示意图；

[0007] 图2是上复板下设置第一型腔和第二型腔的立体示意图；

[0008] 图3是第一流道板下设置第一浇口的立体示意图；

[0009] 图4是第二流道板下设置第二浇口的立体示意图

[0010] 图5是椅背镶块、第二色升降堵块、滑块和侧抽油缸的分解状态立体示意图；

[0011] 图6是第二色升降堵块、滑块和侧抽油缸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7是座板镶块、上顶油缸和顶出油缸的配合状态立体示意图；

[0013] 图8是单色塑料椅的立体示意图；

[0014] 图9是双色塑料椅的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本发明涉及一种交叉填充式双色塑料椅一体成型注塑模具，如图1—图9所示，有

一塑料椅40，塑料椅制有椅脚41、座板42和椅背43，在座板的上端面有装饰条槽44，装饰条

槽中复合有座板双色装饰条45，椅背上制有穿透的装饰条孔46，装饰条孔中设置椅背双色

装饰条47，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复板1和下复板2，在上复板下设置第一流道板3、第一型腔4、

第二流道板5和第二型腔6，第一流道板连接独立的第一浇口7，第一浇口与第一次注塑单色

的塑料椅40相对应，第二流道板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第二浇口8，第二浇口与第二次注塑

的座板双色装饰条45和椅背双色装饰条47相对应，第一型腔中设置椅背镶板9和座板镶板

10，椅背镶板中制有椅背第一色凹槽11和椅背第二色凸块12，座板镶板中制有座板第一色

凹槽13和座板第二色凸块14，所述下复板2下连接旋转油缸，下复板上设置第一型芯21和第

二型芯22，第一型芯与第二型芯相互旋转对称，在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中分别设置上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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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23、侧抽油缸24和滑块25，侧抽油缸的活塞杆连接滑块，在滑块上制有斜滑槽26，斜滑槽

连接第二色升降堵块27，第二色升降堵块下制有斜滑轨28，斜滑轨与斜滑槽相配合，在第一

型芯和第二型芯上分别设置椅背镶块29和座板镶块30，椅背镶块中制有第二色升降槽31，

第二色升降槽与第二色升降堵块27相配合，在座板镶块30的下部与上顶油缸23的活塞杆相

连接，座板镶块的一侧设置倾斜的顶出油缸32，顶出油缸的活塞杆与注塑成型的塑料椅40

相配合。注塑时，先将热融的胶料从第一流道板3和第一浇口7输入至第一型腔4与第一型芯

21、椅背镶块29、座板镶块30之间的模腔中，此时侧抽油缸24推动滑块25向前，滑块经斜滑

槽26和第二色升降堵块27的斜滑轨28配合，滑块25带动第二色升降堵块27向上移动，第二

色升降堵块向上与第一型腔4中椅背镶板9的椅背第二色凸块12紧密接触，使热融的胶料无

法流入该位置，另外由于座板镶板10中制有座板第一色凹槽13和座板第二色凸块14，从而

使注塑成型后的塑料椅40椅背43上制有穿透的装饰条孔46，座板42的上端面制有装饰条槽

44，此时模具开模，第一次注塑成型的单色塑料椅留在第一型芯21上，旋转油缸带动下复板

2旋转，下复板带动第一型芯21、第二型芯22旋转，第一型芯和第二型芯上的上顶油缸23、侧

抽油缸24、滑块25、第二色升降堵块27、椅背镶块29、座板镶块30一起旋转，第一型芯21上的

单色塑料椅也一起旋转，使第一型芯和单色塑料椅旋转至与第二型腔6相对应，而第二型芯

22则与第一型腔4相对应，此时模具合模，由于第一型芯21和第二型芯22上的所有部件都是

旋转对称的，第二型芯与第一型腔4再次开始注塑单色塑料椅，而第一型芯21和第二型腔6

则注入第二种颜色或第二种材料的热融胶料，此时第一型芯21的侧抽油缸24的活塞杆带动

滑块25向后移动，滑块带动第二色升降堵块27向下移动，使该位置形成空腔，第二种热融的

胶料经第二流道板5和第二浇口8流入该空腔（即单色塑料椅椅背43上穿透的装饰条孔46）

中，并流入单色塑料椅座板上端面的装饰条槽44中，由第二种热融的胶料填满装饰条孔和

装饰条槽得到成型的交叉式双色塑料椅，最后模具开模，由上顶油缸23带动座板镶块30上

升，座板镶块带动成型的交叉式双色塑料椅上升，再由顶出油缸32带动顶针将成型的交叉

式双色塑料椅倾斜顶出脱模，该结构简单，可注塑出不同形式交叉的双色塑料椅，使双色椅

子的样式变换多种多样，外形美观，且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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