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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注塑模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注塑模具，包括前模

板、后模板、托板、第一滑块、第二滑块、滑块控制

机构、第一抽芯镶件、第一驱动机构、第二抽芯镶

件、第二驱动机构和内扣镶件，前模板设置有前

模芯，托板设置有后模芯，后模芯的配合端贯穿

后模板设置，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位于后模板靠

近前模板的端面上，滑块控制机构控制第一滑块

和第二滑块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朝向或远离

彼此移动，第一驱动机构控制第一抽芯镶件在第

一方向上移动，第二驱动机构控制第二抽芯镶件

在第二方向上移动，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分别相

对开合模方向倾斜设置，内扣镶件可拆卸地放置

在后模芯的配合端上。注塑模具的结构新颖稳

定，制模效率高，能够顺畅有效地脱模，生产精度

高且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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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塑模具，包括在开合模方向上依次设置的前模板、后模板和托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注塑模具还包括第一滑块、第二滑块、滑块控制机构、第一抽芯镶件、第一驱动机

构、第二抽芯镶件、第二驱动机构和内扣镶件，所述前模板靠近所述后模板的端面设置有前

模芯，所述托板上设置有后模芯，所述后模芯的配合端贯穿所述后模板设置；

所述第一滑块和所述第二滑块分别位于所述后模板靠近所述前模板的端面上，所述滑

块控制机构控制所述第一滑块和所述第二滑块在垂直于所述开合模方向上朝向或远离彼

此移动；

所述第一驱动机构控制所述第一抽芯镶件在第一方向上移动，所述第二驱动机构控制

所述第二抽芯镶件在第二方向上移动，所述第一方向和所述第二方向分别相对所述开合模

方向倾斜设置；

所述内扣镶件可拆卸地放置在所述后模芯的配合端上，所述前模芯、所述后模芯、所述

内扣镶件、所述第一滑块、所述第二滑块、所述第一抽芯镶件和所述第二抽芯镶件之间可形

成型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注塑模具还包括顶针，所述顶针的第一端与所述后模板连接，所述顶针的第二端

在所述开合模方向上延伸并贯穿所述后模芯地抵接在所述内扣镶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后模芯的配合端开设有安装槽，所述安装槽的侧面设置有沿所述开合模方向延伸

的第一导轨，所述内扣镶件可拆卸地插入所述安装槽内，所述内扣镶件开设有第一滑槽，所

述第一滑槽可滑动地与所述第一导轨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槽远离所述后模芯的配合端面的端面设置有触碰开关，所述内扣镶件可抵压

在所述触碰开关上并触动所述触碰开关。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扣镶件包括相互可拆卸的第一内扣芯件和第二内扣芯件，所述第一滑槽位于所

述第一内扣芯件上，所述第一内扣芯件可抵压在所述触碰开关上并触动所述触碰开关；

所述第一内扣芯件还设置有第二导轨和波珠螺丝，所述波珠螺丝的轴线与所述第二导

轨的延伸方向相互垂直，且所述波珠螺丝的钢珠端延伸至所述第一内扣芯件的外部；

所述第二内扣芯件开设有第二滑槽和限位槽，所述第二滑槽可滑动地与所述第二导轨

配合，所述钢珠端可嵌入所述限位槽内；

所述第一内扣芯件、所述第二内扣芯件、所述前模芯、所述后模芯、所述第一滑块、所述

第二滑块、所述第一抽芯镶件和所述第二抽芯镶件之间可形成所述型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移动块、第一固定座和第一液压缸，所述第一固定座安装

在所述前模板上，所述第一液压缸安装在所述第一固定座上，所述第一固定座设置有沿所

述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三导轨；

所述第一移动块开设有第三滑槽，所述第三滑槽可滑动地与所述第三导轨配合，所述

第一抽芯镶件安装在所述第一移动块上，且所述第一液压缸的活塞杆与所述第一移动块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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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注塑模具还包括反铲机构，所述反铲机构包括定位块和第二液压缸，所述第一移

动块还开设有凹槽，所述第二液压缸控制所述定位块在所述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并可插入所

述凹槽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驱动机构包括第二移动块、第三移动块、第二固定座和第三液压缸，所述第二

移动块可在垂直于所述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地嵌入在所述后模板内，所述第三液压缸安装在

所述后模板上，且所述第三液压缸的活塞杆与所述第二移动块连接；

所述第二移动块设置有沿第三方向延伸的第四滑槽，所述第三方向与所述第二方向垂

直，所述第三移动块的第一端设置有第四导轨，所述第四导轨可滑动地与所述第四滑槽配

合，且所述第三移动块的第二端贯穿所述后模板并朝向所述前模板延伸；

所述第三移动块开设有沿所述第二方向延伸的第五滑槽，所述第二固定座安装在所述

后模板上，所述第二固定座设置有第五导轨，所述第五导轨可滑动地与所述第五滑槽配合，

且所述第二抽芯镶件安装在所述第三移动块的第二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滑块控制机构包括第一斜导柱、第二斜导柱、第一弹簧和第二弹簧，所述第一斜导

柱和所述第二斜导柱分别相对所述开合模方向倾斜设置，所述第一斜导柱的第一端和所述

第二斜导柱的第一端分别设置在所述前模板上；

所述第一斜导柱的第二端可滑动地插入所述第一滑块内，所述第二斜导柱的第二端可

滑动地插入所述第二滑块内，可使得所述第一滑块和所述第二滑块在垂直于所述开合模方

向上朝向或远离彼此移动；

所述第一弹簧套接在所述第一斜导柱上，且所述第一弹簧的两端分别抵压在所述第一

滑块和所述前模板之间；

所述第二弹簧套接在所述第二斜导柱上，且所述第二弹簧的两端分别抵压在所述第二

滑块和所述前模板之间。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托板上设置有第一拉杆和第二拉杆，所述第一滑块邻接所述后模板的端面设置有

第一导向扣，所述第二滑块邻接所述后模板的端面设置有第二导向扣；

所述第一拉杆的扣合端在所述开合模方向上延伸并贯穿所述后模板设置，所述第一拉

杆的扣合端开设有第一扣合槽，所述第一导向扣可嵌入所述第一扣合槽内；

所述第二拉杆的扣合端在所述开合模方向上延伸并贯穿所述后模板设置，所述第二拉

杆的扣合端开设有第二扣合槽，所述第二导向扣可嵌入所述第二扣合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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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注塑成型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注塑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注塑模具是一种生产塑胶制品的工具，具体指将受热融化的塑料由注塑机高压射

入模腔，经冷却固化后，得到成形品。

[0003] 参见图1和图2所示的现有一种三通管件1，该三通管件1的外壁为电镀面，且该三

通管件1的内壁设置有倒扣结构11。传统的注塑模具设计思维，该三通管件1的内部倒扣结

构11无法出模，需要更改产品的内部倒扣结构11以实现顺利出模目的。但是，三通管件1的

内部倒扣结构11具有装配功能性作用，无法更改或者删除内部倒扣结构11，则造成该三通

管件1的注塑模具无法设计制造，导致产品不能质产和量产，从而陷入量产困境。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能够顺畅有效地脱模、结

构新颖稳定、制模效率高、生产精度高且成本低的注塑模具。

[0005]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注塑模具，包括在开合模

方向上依次设置的前模板、后模板和托板，还包括第一滑块、第二滑块、滑块控制机构、第一

抽芯镶件、第一驱动机构、第二抽芯镶件、第二驱动机构和内扣镶件，前模板靠近后模板的

端面设置有前模芯，托板上设置有后模芯，后模芯的配合端贯穿后模板设置，第一滑块和第

二滑块分别位于后模板靠近前模板的端面上，滑块控制机构控制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在垂

直于开合模方向上朝向或远离彼此移动，第一驱动机构控制第一抽芯镶件在第一方向上移

动，第二驱动机构控制第二抽芯镶件在第二方向上移动，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分别相对开

合模方向倾斜设置，内扣镶件可拆卸地放置在后模芯的配合端上，前模芯、后模芯、内扣镶

件、第一滑块、第二滑块、第一抽芯镶件和第二抽芯镶件之间可形成型腔。

[0006] 由以上方案可见，前模芯、后模芯、内扣镶件、第一滑块、第二滑块、第一抽芯镶件

和第二抽芯镶件之间可形成型腔，第一驱动机构控制第一抽芯镶件在第一方向上移动进行

抽芯动作，第二驱动机构控制第二抽芯镶件在第二方向上移动进行抽芯动作，滑块控制机

构控制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朝向或远离彼此移动进行开合模动作，

内扣镶件可拆卸地放置在后模芯的配合端上，该内扣镶件用于三通管件的内部倒扣结构抽

芯。当注塑模具完成开模动作后，连同内扣镶件一起取出成型三通管件，随后执行对内扣镶

件进行脱离成型三通管件的动作，从而获得三通管件成品。在注塑模具执行合模动作之前，

内扣镶件放置在后模芯的配合端上，随后注塑模具进行合模动作，使得前模芯、后模芯、内

扣镶件、第一滑块、第二滑块、第一抽芯镶件和第二抽芯镶件之间形成型腔，从而进行成型

生产三通管件产品。注塑模具在成型三通管件时，能够顺畅有效地脱模，防止拉伤产品，同

时可避免产品出现披锋等质量问题，良品率高，生产精度高且成本低，在不更改三通管件产

品的内部倒扣结构的前提下实现顺利出模，实现三通管件产品量产、质产的制造生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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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注塑模具的结构新颖稳定，加工成本低，制模效率高。

[0007] 进一步的方案是，注塑模具还包括顶针，顶针的第一端与后模板连接，顶针的第二

端在开合模方向上延伸并贯穿后模芯地抵接在内扣镶件上。可见，托板的后模芯进行抽芯

时，后模板和顶针保持不动，使得顶针相对运动地顶出内扣镶件，最终达到顶出产品的目

的。

[0008] 进一步的方案是，后模芯的配合端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的侧面设置有沿开合模

方向延伸的第一导轨，内扣镶件可拆卸地插入安装槽内，内扣镶件开设有第一滑槽，第一滑

槽可滑动地与第一导轨配合。

[0009] 进一步的方案是，安装槽远离后模芯的配合端面的端面设置有触碰开关，内扣镶

件可抵压在触碰开关上并触动触碰开关，以便于感应注塑模具合模成型前安装内扣镶件是

否安装到位，防止压模。

[0010] 进一步的方案是，内扣镶件包括相互可拆卸的第一内扣芯件和第二内扣芯件，第

一滑槽位于第一内扣芯件上，第一内扣芯件可抵压在触碰开关上并触动触碰开关，第一内

扣芯件还设置有第二导轨和波珠螺丝，波珠螺丝的轴线与第二导轨的延伸方向相互垂直，

且波珠螺丝的钢珠端延伸至第一内扣芯件的外部，第二内扣芯件开设有第二滑槽和限位

槽，第二滑槽可滑动地与第二导轨配合，钢珠端可嵌入限位槽内，第一内扣芯件、第二内扣

芯件、前模芯、后模芯、第一滑块、第二滑块、第一抽芯镶件和第二抽芯镶件之间可形成型

腔。

[0011]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第一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移动块、第一固定座和第一液压缸，第

一固定座安装在前模板上，第一液压缸安装在第一固定座上，第一固定座设置有沿第一方

向延伸的第三导轨，第一移动块开设有第三滑槽，第三滑槽可滑动地与第三导轨配合，第一

抽芯镶件安装在第一移动块上，且第一液压缸的活塞杆与第一移动块连接。

[0012]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注塑模具还包括反铲机构，反铲机构包括定位块和第二液压

缸，第一移动块还开设有凹槽，第二液压缸控制定位块在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并可插入凹槽

内。

[0013] 由以上方案可见，第二液压缸控制定位块在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并可插入凹槽内，

使得第一移动块处于自锁状态，防止第一移动块合模后，由于液压缸运动的不稳定而退位，

从而导致成型产品有披锋，造成产品不良率高等质量问题。

[0014]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第二驱动机构包括第二移动块、第三移动块、第二固定座和第

三液压缸，第二移动块可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地嵌入在后模板内，第三液压缸安装

在后模板上，且第三液压缸的活塞杆与第二移动块连接，第二移动块设置有沿第三方向延

伸的第四滑槽，第三方向与第二方向垂直，第三移动块的第一端设置有第四导轨，第四导轨

可滑动地与第四滑槽配合，且第三移动块的第二端贯穿后模板并朝向前模板延伸，第三移

动块开设有沿第二方向延伸的第五滑槽，第二固定座安装在后模板上，第二固定座设置有

第五导轨，第五导轨可滑动地与第五滑槽配合，且第二抽芯镶件安装在第三移动块的第二

端。

[0015]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滑块控制机构包括第一斜导柱、第二斜导柱、第一弹簧和第二

弹簧，第一斜导柱和第二斜导柱分别相对开合模方向倾斜设置，第一斜导柱的第一端和第

二斜导柱的第一端分别设置在前模板上，第一斜导柱的第二端可滑动地插入第一滑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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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斜导柱的第二端可滑动地插入第二滑块内，可使得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在垂直于开合

模方向上朝向或远离彼此移动，第一弹簧套接在第一斜导柱上，且第一弹簧的两端分别抵

压在第一滑块和前模板之间，第二弹簧套接在第二斜导柱上，且第二弹簧的两端分别抵压

在第二滑块和前模板之间。

[0016] 更进一步的方案是，托板上设置有第一拉杆和第二拉杆，第一滑块邻接后模板的

端面设置有第一导向扣，第二滑块邻接后模板的端面设置有第二导向扣，第一拉杆的扣合

端在开合模方向上延伸并贯穿后模板设置，第一拉杆的扣合端开设有第一扣合槽，第一导

向扣可嵌入第一扣合槽内，第二拉杆的扣合端在开合模方向上延伸并贯穿后模板设置，第

二拉杆的扣合端开设有第二扣合槽，第二导向扣可嵌入第二扣合槽内。

[0017] 由以上方案可见，第一导向扣可嵌入第一扣合槽内，第二导向扣可嵌入第二扣合

槽内，从而确保前模板、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先开模，托板后开模，能够确保开模顺序的准

确性，提高注塑模具的生产精度。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现有三通管件的结构图。

[0019] 图2是现有三通管件的结构剖视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的结构图。

[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的局部结构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的第一视角剖视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的第二视角剖视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的第三视角剖视图。

[0025] 图8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前模板和滑块控制机构之间配合的结构图。

[0026] 图9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之间配合的结构图。

[0027] 图10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第一滑块和第二滑块之间配合的分解图。

[0028] 图11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后模板的结构图。

[0029] 图12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托板、第二抽芯镶件和第二驱动机构之间配

合的结构图。

[0030] 图13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托板的局部结构图。

[0031] 图14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内扣镶件的结构图。

[0032] 图15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内扣镶件的剖视图。

[0033] 图16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第二抽芯镶件和第二驱动机构之间配合的

结构图。

[0034] 图17是本实用新型注塑模具实施例中第一抽芯镶件和第一驱动机构之间配合的

结构图。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参见图1和图2，现有三通管件1的外壁为电镀面，且该三通管件1的内壁设置有倒

扣结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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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参见图3至图7，本实施例注塑模具2包括在开合模方向上依次设置的前模板21、后

模板22和托板23，该注塑模具2还包括第一滑块27、第二滑块28、滑块控制机构、第一抽芯镶

件5、第一驱动机构24、第二抽芯镶件6、第二驱动机构25和内扣镶件8，前模板21靠近后模板

22的端面设置有前模芯212，托板23上设置有后模芯234，后模芯234的配合端贯穿后模板22

设置。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分别位于后模板22靠近前模板21的端面上，滑块控制机构

控制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朝向或远离彼此移动。第一驱动机构

24控制第一抽芯镶件5在第一方向上移动，第二驱动机构25控制第二抽芯镶件6在第二方向

上移动，第一方向和第二方向分别相对开合模方向倾斜设置。内扣镶件8可拆卸地放置在后

模芯234的配合端上，前模芯212、后模芯234、内扣镶件8、第一滑块27、第二滑块28、第一抽

芯镶件5和第二抽芯镶件6之间可形成型腔7，该型腔7即为三通管件1产品。

[0038] 参见图8至图10，本实施例前模板21靠近后模板22的端面开设有容纳槽214，前模

芯212设置在容纳槽214的槽底端面上，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可插入该容纳槽214内。具

体地，滑块控制机构包括第一斜导柱29、第二斜导柱210、第一弹簧3和第二弹簧4，第一斜导

柱29和第二斜导柱210分别相对开合模方向倾斜设置，第一斜导柱29的第一端和第二斜导

柱210的第一端分别设置在前模板21上。第一斜导柱29的第二端可滑动地插入第一滑块27

内，第二斜导柱210的第二端可滑动地插入第二滑块28内，可使得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

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朝向或远离彼此移动。第一弹簧3套接在第一斜导柱29上，且第一弹

簧3的两端分别抵压在第一滑块27和前模板21之间。第二弹簧4套接在第二斜导柱210上，且

第二弹簧4的两端分别抵压在第二滑块28和前模板21之间。

[0039] 本实施例第一斜导柱29、第二斜导柱210、第一弹簧3和第二弹簧4的数量均为两

个，两个第一斜导柱29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和第一滑块27移动方向的方向上并排设置，且

两个第二斜导柱210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和第二滑块28移动方向的方向上并排设置，一个

第一弹簧3适配一个第一斜导柱29，一个第二弹簧4适配一个第二斜导柱210。其中，本实施

例第一斜导柱29和第二斜导柱210关于注塑模具2的中心线对称设置。具体地，前模板21靠

近后模板22的端面在容纳槽214相对两侧设置有第一限位块211和第二限位块213，第一滑

块27邻接后模板22的端面开设有第一限止槽271，第二滑块28邻接后模板22的端面开设有

第二限止槽282，第一限位块211可滑动地位于第一限止槽271内且第一限位块211可抵接在

第一限止槽271远离后模板22的槽端面上，第二限位块213可滑动地位于第二限止槽282内

且第二限位块213可抵接在第二限止槽282远离后模板22的槽端面上。第一限位块211和第

二限位块213起到了限制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的移动行程，本实施例第一限位块211、

第二限位块213、第一限止槽271和第二限止槽282的数量均为两个，两个第一限位块211在

垂直于开合模方向和第一滑块27移动方向的方向上并排设置，两个第二限位块213在垂直

于开合模方向和第二滑块28移动方向的方向上并排设置，一个第一限位块211适配一个第

一限止槽271，一个第二限位块213适配一个第二限止槽282。

[0040] 本实施例容纳槽214的四周侧面均设置有耐磨板215，耐磨板215可抵接在第一滑

块27和第二滑块28上，其中在第一滑块27移动方向上的相对两侧面上的第一耐磨板215和

第二耐磨板215均设置有导轨。具体地，第一耐磨板215凸出设置有第六导轨2151和第七导

轨2152，第二耐磨板215凸出设置有第八导轨2153和第九导轨2154，第六导轨2151和第八导

轨2153相对设置且延伸方向与第一斜导柱29的延伸方向相同，第七导轨2152和第九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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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4相对设置且延伸方向与第二斜导柱210的延伸方向相同。第一滑块27开设有第六滑槽

272和第七滑槽276，第二滑块28开设有第八滑槽286和第九滑槽281，第六滑槽272可滑动地

与第六导轨2151配合，第七滑槽276可滑动地与第七导轨2152，第八滑槽286可滑动地与第

九导轨2154配合，第九滑槽281可滑动地与第八导轨2153配合。其中，第二滑块28与第一滑

块27邻接的侧面凸出设置有凸块285，第一滑块27与第二滑块28邻接的侧面开设有内凹槽

275，凸块285可插入内凹槽275内。此外，第一滑块27邻接后模板22的端面设置有第一导向

扣274，第二滑块28邻接后模板22的端面设置有第二导向扣284，且第一滑块27邻接后模板

22的端面在第一导向扣274处开设有第一避位槽273，第二滑块28邻接后模板22的端面在第

二导向扣284处开设有第二避位槽283。

[0041] 参见图11至图13，托板23上设置有第一拉杆233和第二拉杆232，第一拉杆233的扣

合端在开合模方向上延伸并贯穿后模板22设置，第一拉杆233的扣合端开设有第一扣合槽

2331，第一导向扣274可嵌入第一扣合槽2331内。第二拉杆232的扣合端在开合模方向上延

伸并贯穿后模板22设置，第二拉杆232的扣合端开设有第二扣合槽2321，第二导向扣284可

嵌入第二扣合槽2321内。本实施例第一拉杆233、第二拉杆232、第一导向扣274、第二导向扣

284、第一避位槽273和第二避位槽283的数量均为两个，两个第一导向扣274在垂直于开合

模方向和第一滑块27移动方向的方向上并排设置，且两个第一拉杆233上的两个第一扣合

槽2331相对设置，一个第一扣合槽2331适配一个第一导向扣274，且一个第一避位槽273适

配一个第一导向扣274。同时，两个第二导向扣284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和第二滑块28移动

方向的方向上并排设置，且两个第二拉杆232上的两个第二扣合槽2321相对设置，一个第二

扣合槽2321适配一个第二导向扣284，且一个第二避位槽283适配一个第二导向扣284。

[0042] 本实施例注塑模具2还包括四个等高螺丝231、四个稳定杆235和四个压簧236，四

个等高螺丝231均匀分布在后模板22的四个转角处，后模板22在注塑模具2的开合模方向开

设有四组相连通的限位孔221和导向孔222，一组相连通的限位孔221和导向孔222适配一个

等高螺丝231。每一个等高螺丝231具有相连接的杆部2311和头部2312，每一组限位孔221的

开口端位于后模板22邻接前模板21的第一端，每一组导向孔222的开口端位于后模板22邻

接托板23的第二端。每一个等高螺丝231的杆部2311远离头部2312的一端穿过一组导向孔

222并与托板23连接，每一个等高螺丝231的头部2312可在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地位于一组限

位孔221内并可抵压在导向孔222与限位孔221相连接的端面上，每一个等高螺丝231的头部

2312与托板23之间在注塑模具2的开合模方向上的距离大于每一组导向孔222的高度，等高

螺丝231用于限制托板23开模的距离。其中，四个稳定杆235均匀分布在后模板22的四个转

角处，每一个稳定杆235在注塑模具2的开合模方向上延伸，每一个稳定杆235的第一端贯穿

后模板22并与托板23连接，每一个稳定杆235的第二端设置有止挡环237。一个压簧236套接

在一个稳定杆235上，且压簧236的两端分别抵压在后模板22和止挡环237之间。

[0043] 参见图14和图15，后模芯234的配合端开设有安装槽2341，安装槽2341的侧面设置

有沿开合模方向延伸的第一导轨2342，内扣镶件8可拆卸地插入安装槽2341内，内扣镶件8

开设有第一滑槽811，第一滑槽811可滑动地与第一导轨2342配合。而且，安装槽2341远离后

模芯234的配合端面的端面设置有触碰开关2343，内扣镶件8可抵压在触碰开关2343上并触

动触碰开关2343。本实施例注塑模具2还包括顶针9，顶针9的第一端与后模板22连接，顶针9

的第二端在开合模方向上延伸并贯穿后模芯234地抵接在内扣镶件8上。具体地，内扣镶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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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相互可拆卸的第一内扣芯件81和第二内扣芯件82，第一滑槽811位于第一内扣芯件81

上，第一内扣芯件81可抵压在触碰开关2343上并触动触碰开关2343。第一内扣芯件81还设

置有第二导轨812和波珠螺丝83，波珠螺丝83的轴线与第二导轨812的延伸方向相互垂直，

且波珠螺丝83的钢珠端831延伸至第一内扣芯件81的外部。第二内扣芯件82开设有第二滑

槽821和限位槽822，第二滑槽821可滑动地与第二导轨812配合，钢珠端831可嵌入限位槽

822内。第一内扣芯件81、第二内扣芯件82、前模芯212、后模芯234、第一滑块27、第二滑块

28、第一抽芯镶件5和第二抽芯镶件6之间可形成型腔7。

[0044] 参见图16，第二驱动机构25包括第二移动块252、第三移动块253、第二固定座254

和第三液压缸251，第二移动块252可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地嵌入在后模板22内，第

三液压缸251安装在后模板22上，且第三液压缸251的活塞杆与第二移动块252连接。第二移

动块252设置有沿第三方向延伸的第四滑槽2521。第三方向与第二方向垂直，第三移动块

253的第一端设置有第四导轨2531，第四导轨2531可滑动地与第四滑槽2521配合，且第三移

动块253的第二端贯穿后模板22并朝向前模板21延伸。第三移动块253开设有沿第二方向延

伸的第五滑槽2532，第二固定座254安装在后模板22上，第二固定座254设置有第五导轨

2541，第五导轨2541可滑动地与第五滑槽2532配合，且第二抽芯镶件6安装在第三移动块

253的第二端。

[0045] 参见图17，第一驱动机构24包括第一移动块243、第一固定座242和第一液压缸

241，第一固定座242安装在前模板21上，第一液压缸241安装在第一固定座242上，第一固定

座242设置有沿第一方向延伸的第三导轨2421。第一移动块243开设有第三滑槽2431，第三

滑槽2431可滑动地与第三导轨2421配合，第一抽芯镶件5安装在第一移动块243上，且第一

液压缸241的活塞杆与第一移动块243连接。其中，本实施例注塑模具2还包括反铲机构26，

反铲机构26包括定位块262和第二液压缸261，第一移动块243还开设有凹槽2432，第二液压

缸261控制定位块262在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并可插入凹槽2432内。

[0046] 参见图5至图7，本实施例注塑模具2的工作原理如下。

[0047] 当注塑模具2在合模状态时，前模板21、后模板22和托板23之间抵靠配合，第一滑

块27的第一导向扣274嵌入第一拉杆233的第一扣合槽2331内，第二滑块28的第二导向扣

284嵌入第二拉杆232的第二扣合槽2321内，等高螺丝231的头部2312远离导向孔222与限位

孔221相连接的端面，套接在稳定杆235上的压簧236的弹性恢复力迫使后模板22靠近托板

23，套接在第一斜导柱29上的第一弹簧3处于被压缩状态，套接在第二斜导柱210上的第二

弹簧4也同时处于被压缩状态，第二滑块28上的凸块285插入第一滑块27的内凹槽275内，前

模板21上的第一限位块211远离第一滑块27的第一限止槽271的槽端面，前模板21上的第二

限位块213远离第二滑块28的第二限止槽282的槽端面上，第一液压缸241控制第一移动块

243带动第一抽芯镶件5在第一方向上朝向内扣镶件8移动，且第二液压缸261控制定位块

262在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并插入第一移动块243的凹槽2432内，且第三液压缸251控制第二

移动块252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朝向后模芯234移动，使得第二移动块252同步带动第三

移动块253和第二抽芯镶件6在第二方向上朝向内扣镶件8移动，最终使得第一内扣芯件81、

第二内扣芯件82、前模芯212、后模芯234、第一滑块27、第二滑块28、第一抽芯镶件5和第二

抽芯镶件6之间形成型腔7。

[0048] 当注塑模具2开模时，首先第三液压缸251控制第二移动块252在垂直于开合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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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远离后模芯234移动，使得第二移动块252同步带动第三移动块253和第二抽芯镶件6在

第二方向上远离内扣镶件8移动，使得第二抽芯镶件6完成抽芯动作。同时，第二液压缸261

控制定位块262在开合模方向上移动并脱离第一移动块243的凹槽2432，使得第一移动块

243处于解锁状态。随后，第一液压缸241控制第一移动块243带动第一抽芯镶件5在第一方

向上远离内扣镶件8移动，使得第一抽芯镶件5完成抽芯动作。

[0049] 接着，注射机控制前模板21在开合模方向上远离后模板22移动，由于第一斜导柱

29和第二斜导柱210分别相对开合模方向倾斜设置，伴随着前模板21带动第一斜导柱29和

第二斜导柱210同步在开合模方向上远离后模板22移动，从而第一斜导柱29和第二斜导柱

210的第二端迫使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远离彼此移动，第二滑

块28上的凸块285脱离第一滑块27的内凹槽275，此时套接在第一斜导柱29上的第一弹簧3

的弹性恢复力迫使第一滑块27和前模板21分离且迫使第一滑块27保持抵靠在后模板22上，

同时套接在第二斜导柱210上的第二弹簧4的弹性恢复力迫使第二滑块28和前模板21分离

且迫使第二滑块28保持抵靠在后模板22上。伴随着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在垂直于开合

模方向上远离彼此移动，第一滑块27的第一导向扣274脱离第一拉杆233的第一扣合槽

2331，同时第二滑块28的第二导向扣284也脱离第二拉杆232的第二扣合槽2321，使得第一

拉杆233和第二拉杆232处于解锁状态。当前模板21上的第一限位块211抵接第一滑块27的

第一限止槽271的槽端面，且前模板21上的第二限位块213抵接第二滑块28的第二限止槽

282的槽端面时，前模板21停止移动，使得前模板21上的前模芯212完成抽芯动作，同时第一

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远离彼此移动完成开模动作。

[0050] 之后，由于第一拉杆233和第二拉杆232处于解锁状态，则注射机可控制托板23在

开合模方向上远离后模板22移动，同步带动第一拉杆233、第二拉杆232、稳定杆235、等高螺

丝231和后模芯234远离后模板22移动，后模板22和顶针9保持不动。直至等高螺丝231的头

部2312抵压在导向孔222与限位孔221相连接的端面上，托板23停止移动，使得后模芯234完

成抽芯动作，此时套接在稳定杆235上的压簧236处于被压缩状态。由于顶针9的第二端保持

抵接在内扣镶件8上，伴随着后模芯234完成抽芯动作，顶针9的第二端顶出成型三通管件1

内部的内扣镶件8，使得成型三通管件1顶出。

[0051] 然后，连同内扣镶件8一起取出成型三通管件1。随后，执行对内扣镶件8的第一内

扣芯件81进行脱离成型三通管件1的动作。当内扣镶件8的第一内扣芯件81脱离成型三通管

件1后，执行对内扣镶件8的第二内扣芯件82进行脱离成型三通管件1的动作，从而获得三通

管件1成品。

[0052] 当注塑模具2开模并取出成型三通管件1后，注射机控制托板23复位合模，随后把

内扣镶件8放置在后模芯234的配合端上。当内扣镶件8抵压在触碰开关2343上并触动触碰

开关2343时，则说明内扣镶件8安装到位，之后注射机控制前模板21复位合模，同时带动第

一斜导柱29和第二斜导柱210的第二端迫使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

上朝向彼此移动复位合模，最终实现注塑模具2合模。其中，前模板21邻接后模板22的端面

上可设置有电子开关，主要目的为了确保前模板21合模到位后，电子开关接触感应并发出

信号给第三液压缸251，则第三液压缸251控制第二移动块252在垂直于开合模方向上朝向

后模芯234移动进行精准合模到位，能够有效防止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没有合模到位，

而导致第二抽芯镶件6出现撞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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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本实施例注塑模具2在成型三通管件1时，能够顺畅有效地脱模，防止拉伤产品，同

时可避免产品出现披锋等质量问题，良品率高，生产精度高且成本低，在不更改三通管件1

产品的内部倒扣结构11的前提下实现顺利出模，实现三通管件1产品量产、质产的制造生产

目的。而且，本实施例注塑模具2的结构新颖稳定，加工成本低，制模效率高。此外，注塑模具

2的第一拉杆233和第二拉杆232能确保前模板21、第一滑块27和第二滑块28先开模，能够确

保开模顺序的准确性，提高注塑模具2的生产精度。

[0054] 以上实施例，只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例，并非来限制本实用新型实施范围，故凡

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应包括于本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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