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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包括

动模模组和设于所述动模模组上的公模仁，所述

动模模组上开设有位于所述公模仁前后两侧的

纵向下凹槽，所述纵向下凹槽内设有纵向行位

组，所述纵向行位组包括纵向底滑板、纵向镶件

及纵向耐磨块，所述纵向下凹槽内还设有位于所

述纵向镶件左右两侧的纵向压块，所述动模模组

上还开设有位于所述公模仁左右两侧的横向下

凹槽，所述横向下凹槽内设有横向行位组，所述

横向行位组包括横向底滑板、横向镶件及横向耐

磨块，所述横向下凹槽内还设有位于所述横向镶

件左右两侧的横向压块。本申请达到了简化行位

结构的目的，同时也方便了各零部件的加工成型

与安装，从而也方便于成型具有较为复杂的侧边

结构的手机底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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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包括动模模组(1)和设于所述动模模组(1)上的公模仁(2)，

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模组(1)上沿所述公模仁(2)纵向方向开设有位于所述公模仁(2)前

后两侧的纵向下凹槽(11)，所述纵向下凹槽(11)内设有纵向行位组(12)，所述纵向行位组

(12)包括：

纵向底滑板(121)；

纵向镶件(122)，其设于所述纵向底滑板(121)上侧，且其外侧设有一朝内倾斜的纵向

倾斜面；

纵向耐磨块(123)，其设于所述纵向镶件(122)上，且其内侧面与所述纵向倾斜面相贴

合；

所述纵向下凹槽(11)内还设有位于所述纵向镶件(122)左右两侧以用于限位所述纵向

底滑板(121)的纵向压块(13)；

所述动模模组(1)上还沿所述公模仁(2)横向方向开设有位于所述公模仁(2)左右两侧

的横向下凹槽(14)，所述横向下凹槽(14)内设有横向行位组(15)，所述横向行位组(15)包

括：

横向底滑板(151)；

横向镶件(152)，其设于所述横向底滑板(151)上侧，且其外侧设有一朝内倾斜的横向

倾斜面；

横向耐磨块(153)，其设于所述横向镶件(152)上，且其内侧面与所述横向倾斜面相贴

合；

所述横向下凹槽(14)内还设有位于所述横向镶件(152)左右两侧以用于限位所述横向

底滑板(151)的横向压块(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耐磨块(123)

和所述横向耐磨块(153)的制作材料均为铍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下凹槽(11)内

还设有用以限位所述纵向底滑板(121)纵向移动距离的纵向限位部件(17)，所述横向下凹

槽(14)内还设有用以限位所述横向底滑板(151)横向移动距离的横向限位部件(1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模组(1)上还

设有位其中部且贯穿所述公模仁(2)的吸盘(1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镶件(122)包

括前侧镶件(1221)和后侧镶件(1222)，所述前侧镶件(1221)上侧开设有前侧斜插孔

(12211)，所述后侧镶件(1222)上侧开设有后侧斜插孔(12221)；

所述横向镶件(152)包括左侧镶件(1521)和右侧镶件(1522)，所述左侧镶件(1521)上

侧开设有左侧斜插孔(15211)，所述右侧镶件(1522)上侧开设有右侧斜插孔(15221)；

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与所述公模仁(2)相适配的母模仁(3)以及用以安

装固定所述母模仁(3)的定模模组(4)，所述定模模组(4)上沿所述母模仁(3)周侧依次设有

可与所述前侧斜插孔(12211)相适配的前侧斜推杆(41)、可与所述右侧斜插孔(15221)相适

配的右侧斜推杆(42)、可与所述后侧斜插孔(12221)相适配的后侧斜推杆(43)、可与所述左

侧斜插孔(15211)相适配的左侧斜推杆(4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侧镶件(122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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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还设有前侧上凸台(12212)，所述后侧镶件(1222)上侧还设有后侧上凸台(12222)；

所述左侧镶件(1521)上侧还设有左侧上凸台(15212)，所述右侧镶件(1522)上侧还设

有右侧上凸台(15222)；

所述前侧斜推杆(41)与所述母模仁(3)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前侧上凸台(12212)相适配

的前侧定位凹槽(45)，所述右侧斜推杆(42)与所述母模仁(3)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右侧上凸

台(15222)相适配的右侧定位凹槽(46)，所述后侧斜推杆(43)与所述母模仁(3)间开设有可

与所述后侧上凸台(12222)相适配的后侧定位凹槽(47)，所述左侧斜推杆(44)与所述母模

仁(3)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左侧上凸台(15212)相适配的左侧定位凹槽(48)。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

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定模模组(4)上且用以导向所述动模模组(1)移动的导柱(5)。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

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动模模组(1)与所述定模模组(4)间的拉杆(6)。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

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定模模组(4)上且用以热注熔体的热唧咀(7)，以及设于所述定模模组

(4)上且用以隔热的隔热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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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模具的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是涉及一种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手机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随身电子产品，随着手机的不断发展，智能机充斥

着手机市场，占有大量的市场份额，但是，现有手机底壳在注塑成型过程中，用于成型手机

底壳的注塑模具上的行位结构较为复杂，不仅难以安装，且还不利于成型出手机后盖上的

孔位或凹位。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申请所要解决是针对的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申请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包括动模模组和设于所述动模模组上的公模仁，所述动

模模组上沿所述公模仁纵向方向开设有位于所述公模仁前后两侧的纵向下凹槽，所述纵向

下凹槽内设有纵向行位组，所述纵向行位组包括：

[0006] 纵向底滑板；

[0007] 纵向镶件，其设于所述纵向底滑板上侧，且其外侧设有一朝内倾斜的纵向倾斜面；

[0008] 纵向耐磨块，其设于所述纵向镶件上，且其内侧面与所述纵向倾斜面相贴合；

[0009] 所述纵向下凹槽内还设有位于所述纵向镶件左右两侧以用于限位所述纵向底滑

板的纵向压块；

[0010] 所述动模模组上还沿所述公模仁横向方向开设有位于所述公模仁左右两侧的横

向下凹槽，所述横向下凹槽内设有横向行位组，所述横向行位组包括：

[0011] 横向底滑板；

[0012] 横向镶件，其设于所述横向底滑板上侧，且其外侧设有一朝内倾斜的横向倾斜面；

[0013] 横向耐磨块，其设于所述横向镶件上，且其内侧面与所述横向倾斜面相贴合；

[0014] 所述横向下凹槽内还设有位于所述横向镶件左右两侧以用于限位所述横向底滑

板的横向压块。

[0015] 如上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所述纵向耐磨块和所述横向耐磨块的制作材

料均为铍铜。

[0016] 如上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所述纵向下凹槽内还设有用以限位所述纵向

底滑板纵向移动距离的纵向限位部件，所述横向下凹槽内还设有用以限位所述横向底滑板

横向移动距离的横向限位部件。

[0017] 如上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所述动模模组上还设有位其中部且贯穿所述

公模仁的吸盘。

[0018] 如上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所述纵向镶件包括前侧镶件和后侧镶件，所

述前侧镶件上侧开设有前侧斜插孔，所述后侧镶件上侧开设有后侧斜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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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横向镶件包括左侧镶件和右侧镶件，所述左侧镶件上侧开设有左侧斜插孔，

所述右侧镶件上侧开设有右侧斜插孔；

[0020] 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与所述公模仁相适配的母模仁以及用以安装

固定所述母模仁的定模模组，所述定模模组上沿所述母模仁周侧依次设有可与所述前侧斜

插孔相适配的前侧斜推杆、可与所述右侧斜插孔相适配的右侧斜推杆、可与所述后侧斜插

孔相适配的后侧斜推杆、可与所述左侧斜插孔相适配的左侧斜推杆。

[0021] 如上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所述前侧镶件上侧还设有前侧上凸台，所述

后侧镶件上侧还设有后侧上凸台；

[0022] 所述左侧镶件上侧还设有左侧上凸台，所述右侧镶件上侧还设有右侧上凸台；

[0023] 所述前侧斜推杆与所述母模仁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前侧上凸台相适配的前侧定位

凹槽，所述右侧斜推杆与所述母模仁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右侧上凸台相适配的右侧定位凹

槽，所述后侧斜推杆与所述母模仁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后侧上凸台相适配的后侧定位凹槽，

所述左侧斜推杆与所述母模仁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左侧上凸台相适配的左侧定位凹槽。

[0024] 如上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

定模模组上且用以导向所述动模模组移动的导柱。

[0025] 如上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

动模模组与所述定模模组间的拉杆。

[0026] 如上所述的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

定模模组上且用以热注熔体的热唧咀，以及设于所述定模模组上且用以隔热的隔热板。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上述申请有如下优点：

[0028] 本申请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通过所述纵向行位组与所述纵向压块、所述横向行

位组及所述横向压块相配合以达到简化行位结构的目的，且其上所述纵向镶件和所述横向

镶件的连接方式为可拆卸连接，继而方便于加工成型与安装，从而方便于成型具有较为复

杂的侧边结构的手机底壳，进而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申请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中所述公模仁安装于动模模组上的立体图。

[0030] 图2是本申请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中所述公模仁安装于动模模组上的俯视图。

[0031] 图3是本申请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中所述母模仁安装于定模模组上的立体图。

[0032] 图4是本申请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中所述母模仁安装于定模模组上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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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4] 如图1～4所示，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包括动模模组1和设于所述动模模组1上

的公模仁2，所述动模模组1上沿所述公模仁2纵向方向开设有位于所述公模仁2前后两侧的

纵向下凹槽11，所述纵向下凹槽11内设有纵向行位组12，所述纵向行位组12包括纵向底滑

板121、纵向镶件122、纵向耐磨块123。所述纵向镶件122设于所述纵向底滑板121上侧，且其

外侧设有一朝内倾斜的纵向倾斜面。所述纵向耐磨块123设于所述纵向镶件122上，且其内

侧面与所述纵向倾斜面相贴合。所述纵向下凹槽11内还设有位于所述纵向镶件122左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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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以用于限位所述纵向底滑板121的纵向压块13。所述动模模组1上还沿所述公模仁2横向

方向开设有位于所述公模仁2左右两侧的横向下凹槽14，所述横向下凹槽14内设有横向行

位组15，所述横向行位组15包括横向底滑板151、横向镶件152、横向耐磨块153。所述横向镶

件152设于所述横向底滑板151上侧，且其外侧设有一朝内倾斜的横向倾斜面。所述横向耐

磨块153设于所述横向镶件152上，且其内侧面与所述横向倾斜面相贴合。所述横向下凹槽

14内还设有位于所述横向镶件152左右两侧以用于限位所述横向底滑板151的横向压块16。

[0035] 本申请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通过所述纵向行位组12与所述纵向压块13、所述横

向行位组15及所述横向压块16相配合以达到简化行位结构的目的，且其上所述纵向镶件

122和所述横向镶件152的连接方式为可拆卸连接，继而方便于加工成型与安装，从而方便

于成型具有较为复杂的侧边结构的手机底壳，进而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

[0036] 所述纵向耐磨块123和所述横向耐磨块153的制作材料均为铍铜。其优点在于铍铜

具有很高的强度、硬度、疲劳强度，以及具有耐蚀、耐磨、无磁性、冲击不产生火花等一系列

的突出性能。

[0037] 所述纵向下凹槽11内还设有用以限位所述纵向底滑板121纵向移动距离的纵向限

位部件17，所述横向下凹槽14内还设有用以限位所述横向底滑板151横向移动距离的横向

限位部件18。其目的在于满足工作需求。

[0038] 所述动模模组1上还设有位其中部且贯穿所述公模仁2的吸盘19。其目的在于满足

工作需求。

[0039] 所述纵向镶件122包括前侧镶件1221和后侧镶件1222，所述前侧镶件1221上侧开

设有前侧斜插孔12211，所述后侧镶件1222上侧开设有后侧斜插孔12221。所述横向镶件152

包括左侧镶件1521和右侧镶件1522，所述左侧镶件1521上侧开设有左侧斜插孔15211，所述

右侧镶件1522上侧开设有右侧斜插孔15221。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与所述公

模仁2相适配的母模仁3以及用以安装固定所述母模仁3的定模模组4，所述定模模组4上沿

所述母模仁3周侧依次设有可与所述前侧斜插孔12211相适配的前侧斜推杆41、可与所述右

侧斜插孔15221相适配的右侧斜推杆42、可与所述后侧斜插孔12221相适配的后侧斜推杆

43、可与所述左侧斜插孔15211相适配的左侧斜推杆44。其目的在于开模时，所述动模模组1

分离所述定模模组4，继而通过所述前侧斜推杆41、所述右侧斜推杆42、所述后侧斜推杆43

及所述左侧斜推杆44分别推动所述前侧镶件1221、所述右侧镶件1522、所述后侧镶件1222

及所述左侧镶件1521分脱所述公模仁2，从而方便本申请所成型的手机底壳进行脫料工作；

反之，当合模注塑成型手机底壳时，其过程与开模过程相反。

[0040] 所述前侧镶件1221上侧还设有前侧上凸台12212，所述后侧镶件1222上侧还设有

后侧上凸台12222。所述左侧镶件1521上侧还设有左侧上凸台15212，所述右侧镶件1522上

侧还设有右侧上凸台15222。所述前侧斜推杆41与所述母模仁3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前侧上凸

台12212相适配的前侧定位凹槽45，所述右侧斜推杆42与所述母模仁3间开设有可与所述右

侧上凸台15222相适配的右侧定位凹槽46，所述后侧斜推杆43与所述母模仁3间开设有可与

所述后侧上凸台12222相适配的后侧定位凹槽47，所述左侧斜推杆44与所述母模仁3间开设

有可与所述左侧上凸台15212相适配的左侧定位凹槽48。其优点在于提高所述前侧镶件

1221、所述右侧镶件1522、所述后侧镶件1222及所述左侧镶件1521的定位准确性，继而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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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产品良品率。

[0041] 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定模模组4上且用以导向所述动模模

组1移动的导柱5。其优点在于方便导向。

[0042] 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动模模组1与所述定模模组4间的拉

杆6。其优点在于可防止所述动模模组1卡紧于所述定模模组4上。

[0043] 所述手机中板注塑成型模具还包括设于所述定模模组4上且用以热注熔体的热唧

咀7，以及设于所述定模模组4上且用以隔热的隔热板8。其优点在于可加速熔体的注入速

度。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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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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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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