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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及

其模具，最主要运用于厚度超过4mm的厚件塑胶

件的成型，是在一成型模具同时建置至少一初胚

模穴及一成品模穴，其中该初胚模穴的厚度必须

小于成品件厚度；且在该成型模具开模后，得将

该初胚件从该初胚模穴移入该成品模穴内；然后

再对该成品模穴内的初胚件及该初胚模穴同时

进行射出包覆及射出成型，经合模保压与冷却

后，同时生产出该初胚件、成品件；通过上述射出

成型方式，可大幅缩短射出成型时的保压与冷却

时间，因此可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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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有下述步骤：

一模穴建置步骤，是在一成型模具同时建置至少一初胚模穴、一成品模穴，其中所述初

胚模穴的厚度必须小于成品件厚度；

一第一次射出成型步骤，是同时对所述初胚模穴、成品模穴注入胶材，并成型至少一初

胚件及一成品件；

一初胚件移入成品模穴步骤，是在所述成型模具开模后，将所述初胚件从所述初胚模

穴移入所述成品模穴内，而所述成品件则脱离所述成型模具；及

一第二次射出成型步骤，是对所述成品模穴内的初胚件及所述初胚模穴同时进行射出

包覆及射出成型，经合模保压与冷却后，同时生产出所述初胚件、成品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初胚件移入成品模穴

步骤中的初胚件移动方式，通过人工或自动化装置为之。

3.一种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其特征在于，包含有：

一成型模具，包含有一动模侧及一静模侧，且在所述动模侧设有一凹槽，又在所述凹槽

内底部设有一初胚模穴、一成品模穴、位于所述初胚模穴和所述成品模穴之间的一流道及

一定位锥；及

一移动定位机构，包含一承板及其二定位孔，其中所述承板沉入所述动模侧的凹槽内，

其中一定位孔得套入所述凹槽内的定位锥，又在所述承板对应所述初胚模穴、成品模穴设

有二承托孔；通过其中一承板孔得以承托住已成型固化后的初胚件，且在开模后所述承板

被人工或自动化装置顶出、旋转后，通过另一定位孔得套入所述定位锥后，再将所述初胚件

移入所述成品模穴内，并再度射出成型，借以包覆所述初胚件于所述成品模穴内，而完成一

成品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初胚件、成品件得设为热

塑性工程塑胶，其包含有聚碳酸酯(PC)、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共聚物(ABS)、聚丙烯(PP)、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高密度聚乙烯(HDPE)、低密度聚

乙烯(LHPE)、热塑性橡胶(TPE)、热塑性聚胺基甲酸酯(TPU)、聚碳酸酯+丙烯腈-丁二烯-苯

乙烯共聚物(PC/ABS)、工业化液晶聚合物(LCP)、聚苯乙烯(PS)、聚醚醚酮(PEEK)或聚醚砜

(PES)的塑胶原料；并且，所述成品件的最小厚度设为至少4mm。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侧的凹槽内的一边是

初胚模穴，其另一边是可埋入初胚的成品模穴。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流道设为冷流道，其包含

有一竖浇道与一横流道，而所述横流道设为一边流入所述初胚模穴，而另一边则流入所述

成品模穴，又在流往所述初胚模穴的横流道上有一第一流量调节装置，另一边流往所述成

品模穴的横流道上也设有一第二流量调节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流道设为热浇道，包含有

一热浇道与一横向热分流板，又所述横向热分流板一边流入所述初胚模穴方向后，再连接

热浇道注入所述初胚模穴，另一边流入所述成品模穴方向后，再连接所述热浇道而注入所

述成品模穴。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侧内设有所述自动化

装置，而所述自动化装置包含有一驱动装置、一转轴，其中所述驱动装置得驱动所述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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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述转轴接设于所述凹槽内承板所设二承托孔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得设为以电动马

达、回转缸、齿轮与齿条组或齿轮与链条组，借以驱动所述转轴及承板。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侧、静模侧内设有一

封闭循环冷却水路，各封闭循环冷却水路得对所述初胚模穴、成品模穴及其周围进行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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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及其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学塑胶成型技术领域，尤指超过厚度4mm的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

及其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的塑胶射出成型，是在一副成型模具内射有至少一模穴、一流道及一注入口，

将颗粒状的塑胶原料经加热后成为流体后，以螺旋机构式方式将流体塑料注入于该成型模

具内，即该流体塑料得经该注入口、流道，最后才抵达并充满着该模穴，再经该成型模具内

所设的一冷却水路据以冷却该模穴内的流体塑料，让该流体塑料最后成型为固体后脱模后

即为一成品塑胶件，如此便完成塑胶射出成型的一循环。

[0003] 再者，一般对于厚件的塑胶射出成型都是以一台射出机台配合使用一套模具，用

一段式射出成型、保压防止收缩、冷却固化后再开模取出，由于成品厚度使得必须要用很久

的保压时间与冷却固化时间，用以避免产品表面有“缩水痕迹”，因此使整个射出成型循环

时间长，使得生产厚件产品的制程成本高，生产量也低，使得厚件塑胶件成品单价高昂。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上述一般厚件的塑胶射出成型方式的问题点，于是本发明人乃穷尽心思开发

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及其模具，故本发明主要目的在于：提供针对厚件塑胶成

型产品以使用同一台射出成型机，并搭配一套创新结构的模具设计，借以达到快速生产以

降低成本的制程方法及其模具；本发明次要目的在于：兼具全自动或或半自动化的厚件塑

胶射出成型方法及其模具。

[0005] 为达上述目的，故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及其模具运用了下述技术手段：

[0006] 本发明一种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包含有下述步骤：一模穴建置步骤，是在一成

型模具同时建置至少一初胚模穴、一成品模穴，其中该初胚模穴的厚度必须小于成品件厚

度；一第一次成型步骤，是同时对该初胚模穴、成品模穴注入胶材，并成型至少一初胚件及

一成品件；一初胚件移入成品模穴步骤，是在该成型模具开模后，将该初胚件从该初胚模穴

移入该成品模穴内，而该成品件则脱离该成型模具；及一第二次射出成型步骤，是对该成品

模穴内的初胚件及该初胚模穴同时进行射出包覆及射出成型，经合模保压与冷却后，同时

生产出该初胚件、成品件；通过上述各步骤，可大幅缩短射出成型时的保压与冷却时间，因

此可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能。

[0007] 上述该初胚件移入成品模穴步骤中的初胚件移动方式，得设为以人工或自动化装

置为之。

[0008] 本发明一种厚件塑胶射出模具，包含有：一成型模具，包含有一动模侧及一静模

侧，且于该动模侧设有一凹槽，又于该凹槽内底部设有一初胚模穴、一成品模穴、位于该二

模穴之间的一流道及一定位锥；及一移动定位机构，包含一承板及其二定位孔，其中该承板

得沉入于该动模侧的凹槽内，其中一定位孔得套入于该凹槽内的定位锥，又于该承板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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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初胚模穴、成品模穴设有二承托孔。

[0009] 上述该初胚件、成品件得设为热塑性工程塑胶，其包含有聚碳酸酯(PC)、聚甲基丙

烯酸甲酯(PMMA)、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聚丙烯(PP)、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

酯(PET)、高密度聚乙烯(HDPE)、低密度聚乙烯(LHPE)、热塑性橡胶(TPE)、热塑性聚胺基甲

酸酯(TPU)、聚碳酸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PC/ABS)、工业化液晶聚合物(LCP)、

聚苯乙烯(PS)、聚醚醚酮(PEEK)或聚醚砜(PES)的塑胶原料；并且，该成品件的最小厚度设

为至少4mm。

[0010] 上述该动模侧的凹槽内的一边是初胚模穴，其另一边是可埋入初胚的成品模穴。

[0011] 上述该流道设为冷流道，其包含有一竖浇道与一横流道，而该横流道设为一边流

入该初胚模穴，而另一边则流入该成品模穴，又于流往该初胚模穴的横流道上有一第一流

量调节装置，另一边流往该成品模穴的横流道上也设有一第二流量调节装置。

[0012] 上述该流道设为热浇道，包含有一热浇道(Hot  runner)与一横向热分流板

(manifold)，又该横向热分流板一边流入该初胚模穴方向后，再连接热浇道注入该初胚模

穴，另一边流入该成品模穴方向后，再连接该热浇道而注入该成品模穴。

[0013] 上述该动模侧内设有该自动化装置，而该自动化装置包含有一驱动装置、一转轴，

其中该驱动装置得驱动该转轴，又该转轴得接设于该凹槽内承板所设二承托孔之间。

[0014] 上述该驱动装置得设为以电动马达、回转缸、齿轮与齿条组或齿轮与链条组，借以

驱动该转轴及承板。

[0015] 上述该动模侧、静模侧内设有一封闭循环冷却水路，各封闭循环冷却水路得对该

初胚模穴、成品模穴及其周围进行冷却。

[0016] 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及其模具运用了下述技术手段：

[0017] 1.本发明是使用相同一台射出成型机搭配一套新模具设计装置，将原始设计成品

厚度分拆成一初胚件与一成品件，再将该初胚模穴与成品模穴同时设计在同一套模具上，

可同时做初胚与成品的射出成型，初胚的厚度小于原始设计成品厚度，使得初胚在射出成

型时的保压与冷却时间可大幅缩短，因此可大幅降低“厚件塑胶件”的射出成型生产成本，

并提高其产能，同时可以避免成品件产品表面有“缩水痕迹”，以提升产品品质及其良率。

[0018] 2.本发明是通过其中一承板孔得以承托住第一次射出成型固化后的初胚件，且于

开模后，将该承板以人工或自动化装置方式顶出、旋转后，再将该初胚件移入该成品模穴

内，并作第二次射出成型，借以包覆该初胚件于该成品模穴内，而完成一成品件。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模具的合模状态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模具的开模状态图。

[0021] 图3：为初胚件、成品件的示意图以及成品件的组合剖面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的流程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模具的三板模冷流道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模具的二板模冷流道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模具的热浇道系统流道的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模具的自动化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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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9：为本发明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模具的另一自动化装置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说明：

[0029] A：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

[0030] B：厚件塑胶射出模具；

[0031] 1：成型模具；

[0032] 2：动模侧；

[0033] 20：凹槽；

[0034] 21：初胚模穴；

[0035] 22：成品模穴；

[0036] 24：定位锥；

[0037] 3：静模侧；

[0038] 31：初胚模穴；

[0039] 32：成品模穴；

[0040] 4：移动定位机构；

[0041] 41：承板；

[0042] 411：定位孔；

[0043] 42：自动化装置；

[0044] 421：驱动装置；

[0045] 422：转轴；

[0046] 423：回转缸；

[0047] 5：三板模冷流道；

[0048] 50：二板模冷流道；

[0049] 500：热浇道；

[0050] 51：竖浇道；

[0051] 52：横流道；

[0052] 53：第一流量调节装置；

[0053] 54：第二流量调节装置；

[0054] 6：封闭循环冷却水路；

[0055] 7：初胚件；

[0056] 8：成品件；

[0057] T0：成品件的最小厚度；

[0058] T1：初胚件的最小厚度；

[0059] T21、T22：包覆厚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首先，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为本发明关于一种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及其模具，

其实施例包含：

[0061] 本发明所要制造光学的一成品件8，如图3所示，其可以分拆成一初胚件7与内含初

胚件7的一成品件8。而本发明成型模具1是设为一组，其中一侧设为一静模侧3(又称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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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侧则设为一动模侧2(又称公模)，且该静模侧3所设的一初胚模穴31得对应该动模侧2所

设的一初胚模穴21，而该静模侧3所设的一成品模穴32得对应该动模侧2所设的一成品模穴

22。

[0062] 又在本发明成型模具1的静模侧3所设的一三板模冷流道5包含有一竖浇道51，之

后从该竖浇道51分叉设有一边流往该初胚模穴31的横流道52，且在该初胚模穴31的横流道

52上有一个第一流量调节装置53，另一边流往该成品模穴32的横流道52，且该成品模穴32

的横流道52上设有一个第二流量调节装置54，特别一提，通常该流道可为三板模冷流道5设

计(如图5)、二板模冷流道50设计(如图6)或使用热流板的热浇道500系统流道设计(如图

7)。

[0063] 请配合参阅图8及图9所示，而在模具动模侧2则设有一移动定位机构4，该移动定

位机构4包含有一承板41、一自动化装置42，而该自动化装置42得接设该承板41；又该自动

化装置42还包含有一驱动装置421及一转轴422，而该驱动装置421的动力源可设为“电动马

达”、“油压液压缸”、“气压缸驱动齿轮与炼条组”、“齿轮与皮带组”或“电动马达”直接转动。

特别一提，图9所示，由一回转缸423接设该承板41及其转轴422。

[0064] 若欲转动该初胚件7则为该承板41，此承板41乃将所射出成型的初胚件7承载避免

脱落，然后先顶出凹槽20后，再旋转180度到该动模侧2的成品模穴22处，该承板41则收回入

该凹槽20内，即让该初胚件7入于该动模侧2的成品模穴22内；特别一提，在该动模侧2的初

胚模穴21附近设有一定位锥24和该承板41所设一定位孔411作配合定位，以避免该承板41

和该动模侧2的成品模穴22错位。而该承板41顶出于凹槽20、180度旋转、收回入凹槽20等的

循环作动模示，均可由前述该自动化装置42方式完成，但不局限该自动化装置42，也可由人

工带隔热手套后，以手来180度来旋转该承板41，让该初胚件7入于该动模侧2的成品模穴22

内。

[0065] 因此，本发明成型模具1可搭配一般单射射出成型机即可同时成型该初胚件7与该

成品件8，其作动方式请配合图2、图4、图8如下说明：

[0066] 动作一：合模。该动模侧2的承板41复位紧靠该动模侧2的初胚模穴21与成品模穴

22，而该成型模具1的动模侧2向该静模侧3移动合模并紧靠锁模。

[0067] 动作二：射出成型。塑料经由射出成型机料管加热的一螺杆旋转摩擦熔化，熔融塑

料经由该料管螺杆挤压作定量射出，而该熔融塑料流经该静模侧3的竖浇道51再分叉经该

横流道52分别流入该初胚模穴31与该成品模穴32，在初期几次射出成形时可利用该初胚模

穴31横流道52上的第一流量调节装置53与该成品模穴32横流道52上的第二流量调节装置

54，据以调整其流量平衡。

[0068] 动作三：保压与冷却。射出成型机的机螺杆维持一定压力保压以补偿塑胶料冷却

收缩，直到熔融塑料冷却固化为止。即该动模侧2、静模侧3内设有一封闭循环冷却水路6，各

封闭循环冷却水路6得对该初胚模穴、成品模穴及其周围进行加速冷却。

[0069] 动作四：开模取出该成品件8。当该动模侧2远离该静模3侧作开模，退回原始位置

后才会停止，若该静模侧3的流道设计为三板模冷流道5，则该三板模冷流道5会被拉断与该

初胚件7及成品件8分离。即该动模侧2退回原始位置后，该动模侧2的承板41经由该射出成

型机该自动化装置42做顶出于该凹槽20动作或由人工取出于该凹槽20，此时该成品件8完

成品与该三板模冷冷流道5可经由射出成型机上的机械手夹取或人工作取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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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之后，该动模侧2的承板41经由该成型模具1上的自动化装置42，例如使用回转缸

423、电动马达或人工将该承板41作180度旋转，可经由该定位锥24与定位孔411做定位配

合，以便让该初胚件7入于该动模侧2的成品模穴22内。之后，该动模侧2的承板41经由射出

成型机的自动化装置42、电动马达或人工做复位动作使该承板41紧靠该动模侧2的初胚模

穴21与成品模穴22，进而回到动作一的初始位置。

[0071] 依上述动作一到动作四可不断重复循环动作做生产以达到量产产品的目的。

[0072] 请参阅图3所示，因为所要制造的成品件8的厚度T0太厚的因素，为了获得完美的

成品表面，尽可能的减少表面缩水痕迹，使得厚件塑胶射出成型品最大的生产时间是在动

作三保压与冷却行程，但本发明成型模具1设计上将所制造的成品件8的最小厚度T0拆成该

初胚件7的最小厚度T1的初胚模穴，与该成品件8的包覆厚度T2的成品模穴，又该包覆厚度

T2等于厚度T21加T22厚度之和，故设计成品件8的最小厚度T0等于T1加T2之和，使本发明成

型模具1的二个不同模穴可同时作冷却，因此可大幅降低动作三保压与冷却的时间，进而降

低整个射出成型的循环时间(Cycle  time)，使厚件塑胶成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并增加机台

产能。

[0073] 特别一提，在前述实施例中厚件塑胶射出成型塑胶件基材可以是一般热塑性工程

塑胶包含有PC、PMMA、ABS、PP、PET、HDPE、LHPE、TPE、TPU、PC/ABS、LCP、PS、PEEK、PES等塑胶原

料。

[0074] 因此，本发明的优点及功效可归纳如下：[1]本厚件塑胶产品射出成型方式将原始

设计成品样式分拆成初胚样式与成品样式，如此可减少射出成型的成型厚度，进而可减少

保压与冷却时间，可大幅减少射出成型制程成本与提高生产产能。[2]本厚件产品射出成型

模具装置可将初胚样式与成品样式同时设计在同一套模具里，此模具可同时射出成形初胚

与内含初胚的成品塑胶件，此模具可搭配单射射出成形机或双射射出成形机即可作生产。

[0075] 综上所述个实施例，本发明是关于一种厚件塑胶射出成型方法及其模具，且其构

成要件均未曾见于诸书刊或公开使用，诚符合专利申请要件，恳请钧局明鉴，早日准予专

利，至为感祷；需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乃是本专利申请案的具体实施例及所运用的技术原

理，若依本专利申请案的构想所作的改变，其所产生的功能作用仍未超出说明书及附图所

涵盖的精神时，均应在本专利申请案的范围内，合予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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