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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

化成型装置，设有柜体和楔形块，柜体上壁上设

有承载压架，柜体上间隔设有至少两个支撑压

架，支撑压架分别经滑块、竖向滑槽与柜体相连

接，柜体下端设有液压缸，液压缸的活塞杆与柜

体最下端的支撑压架相连接，支撑压架上设有电

加热板，电加热板上设有下模具，下模具上方对

应设有上模具，上模具和下模具合模形成浆板形

状的模具凹腔，下模具上设有与楔形块相配合的

浆板顶出槽，上模具和下模具上设有模具预热通

道，上模具或下模具上还设有排气通道，下模具

上设有倒锥形定位孔，上模具上设有锥形定位导

柱，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固化成型前可进行模

具预热、产品质量和成品率高的碳纤维船桨浆板

的固化成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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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化成型装置，设有柜体和楔形块，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上

壁上设有承载压架，承载压架与柜体固定连接，柜体上间隔设有至少两个支撑压架，支撑压

架分别经滑块、竖向滑槽与柜体相连接，柜体下端设有液压缸，液压缸的活塞杆与柜体最下

端的支撑压架相连接，支撑压架上设有电加热板，电加热板上设有下模具，下模具上方对应

设有上模具，上模具和下模具合模形成浆板形状的模具凹腔，下模具上设有与楔形块相配

合的浆板顶出槽，浆板顶出槽设在下模具凹腔一侧，浆板顶出槽与下模具凹腔相连通且垂

直于模具凹腔边缘，上模具和下模具上设有模具预热通道，模具预热通道内设有电加热丝，

上模具或下模具上还设有排气通道，排气通道的一端与模具凹腔相连通，另一端通向上模

具或下模具外，上模具和下模具上设有对模装置，所述对模装置为在下模具上设有倒锥形

定位孔，上模具上设有锥形定位导柱，上模具和下模具通过定位导柱和定位孔配合定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化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柜体

内壁上设有电加热管，电加热管内部装有电热丝，所述柜体外表面设有保温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化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锥形

定位导柱和锥形定位孔的锥角为15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化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

压架两侧设有滑块，柜体内壁两侧设有竖向滑槽，支撑压架在液压缸的作用下经竖向滑槽、

滑块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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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化成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固化成型设备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化成型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船桨是利用费力杠杆原理模拟鱼的胸鳍和腹鳍，起到可以像鱼鳍一样，一下一下

地前后划动，使船体徐徐前进，船桨上端为圆杆，利于手握，叫握杆，下端为板状，用以拨水，

为桨板，通过水波的反作用力，使船前进。因碳纤维具有质轻、强度高、耐高温、耐腐蚀、抗老

化等一系列的优点，碳纤维船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现有的碳纤维船桨在制作方

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现有的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制作方法为采用内袋吹压的方法，使用普

通聚氨酯发泡作为内芯，并放在模具中进行高温固化，此种办法不利于开模调整，开启模具

后碳纤维布会粘在模板上，导致浆板内芯外面包裹的碳纤维布布纹凌乱。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固化成型前可

进行模具预热，及时发现和纠正铺布过程中的错误、产品质量和成品率高的碳纤维船桨浆

板的固化成型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如下措施达到。

[0005] 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化成型装置，设有柜体和楔形块，所述柜体上壁上设有

承载压架，承载压架与柜体固定连接，柜体上间隔设有至少两个支撑压架，支撑压架分别经

滑块、竖向滑槽与柜体相连接，柜体下端设有液压缸，液压缸的活塞杆与柜体最下端的支撑

压架相连接，支撑压架上设有电加热板，电加热板上设有下模具，下模具上方对应设有上模

具，上模具和下模具合模形成浆板形状的模具凹腔，下模具上设有与楔形块相配合的浆板

顶出槽，浆板顶出槽设在下模具凹腔一侧，浆板顶出槽与下模具凹腔相连通且垂直于模具

凹腔边缘，上模具和下模具上设有模具预热通道，模具预热通道内设有电加热丝，通过电加

热丝对物料进行预热，上模具或下模具上还设有排气通道，排气通道的一端与模具凹腔相

连通，另一端通向上模具或下模具外，以使模具凹腔内的空气排出，上模具和下模具上设有

对模装置，所述对模装置为在下模具上设有倒锥形定位孔，上模具上设有锥形定位导柱，上

模具和下模具通过定位导柱和定位孔配合定位。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柜体内壁上设有电加热管，电加热管内部装有电热丝，以辅助

柜体内电加热板对模具加热，柜体外表面设有保温层，以起到对柜体隔热、保温的作用。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锥形定位导柱和锥形定位孔的锥角为15度，以实现上模具和下

模具的精准定位。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支撑压架两侧设有滑块，柜体内壁两侧设有竖向滑槽，支撑压

架在液压缸的作用下经竖向滑槽、滑块上下移动。

[0009]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在通过预成型制作好的浆板发泡内芯上铺设浆板形状的碳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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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布，将铺有碳纤维布的浆板发泡内芯放入下模具凹腔内，在定位导柱和定位孔的作用下，

上模具和下模具准确合模，通过上模具和下模具加热通道内的加热丝进行预固化，在预固

化的过程中根据需要打开模具查看产品的成型状态，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铺布过程中的错

误，保证产品的成品率，当确认在预热的过程中浆板发泡内芯铺布合格后，将上模具和下模

具合模移至柜体内相邻的电加热板之间，下模具坐在电加热板上，柜体下方的液压缸活塞

上移，带动支撑压架上的电加热板依次沿滑槽上移，柜体上方的电加热板到达柜体上壁承

载压架处无法再向上移动，在液压缸的压力作用下，以使相邻的电加热板将模具夹紧，打开

电加热板控制开关，对模具进行加温固化，最终形成碳纤维船桨浆板成品，完成后，液压缸

活塞杆下移，带动与活塞杆连接的电加热板下移，其他电加热板在重力的作用下回到滑槽

的底端，再取出模具并打开，将楔形块插入到浆板顶出槽内，可将浆板成品从模具凹腔内顶

出。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上模具和下模具可进行模具预热，根据需要查看产品

的成型状态，及时发现和纠正铺布过程中的错误，保证产品的成品率和产品质量；设有浆板

顶出槽并配合楔形块，可以实现将浆板从模具凹腔内顶出且不会造成浆板损伤；电加热板

位置可以调节，可根据不同尺寸的模具调整电加热板位置，使相邻的电加热板在压力的作

用下将模具夹紧，更好的实现了对浆板的加热固化。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上模具和下模具合模主视图。

[0013]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上模具和下模具侧视图。

[0014] 图4是图3上模具和下模具开模示意图。

[0015] 图5是图3  A-A剖视图。

[0016]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上模具和下模具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符号说明：柜体-1、第一电加热板-101、第二电加热板-102、第三电加热板-

103、第四电加热板-104、保温层-105、承载压架-106、支撑压架-107、固化成型模具-2、上模

具-201、下模具-202、模具凹腔-203、模具预热通道-204、排气通道-205、浆板顶出槽-206、

定位导柱-207、定位孔-208、液压缸-3。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19] 如图1、图2所示，一种碳纤维船桨浆板的固化成型装置，设有柜体1和楔形块，柜体

1上壁上设有承载压架106，承载压架106与柜体1固定连接，柜体1上间隔设有至少两个支撑

压架107，支撑压架107分别经滑块、竖向滑槽与柜体相连接，柜体1下端设有液压缸3，液压

缸3的活塞杆与柜体最下端的支撑压架相连接，支撑压架上设有电加热板，柜体1上间隔设

有至少两块电加热板，此实施例中支撑压架和电加热板设置有四个，包括第一电加热板

101、第二电加热板102、第三电加热板-103、第四电加热板-104，每个固化成型模具2位于两

个电加热板之间，固化成型模具2包括上模具201和下模具202，电加热板上设有下模具202，

下模具202上方对应设有上模具201，上模具201和下模具202合模形成浆板形状的模具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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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此实施例中柜体内只设置了四个加热板，不仅限于此，加热板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有

多个。

[0020] 此实施例中支撑压架的两端分别设有滑块，柜体内壁上设有多个竖向滑槽，液压

缸3的活塞杆与柜体下端的支撑压架相连接，第四电加热板104位于支撑压架内，第一电加

热板101的上方设有承载压架，根据行动轨迹不同，每个滑槽的长度和位置不同，竖向滑槽

的位置沿柜体顶端依次升高，第四电加热板滑槽的位置最低，位于柜体下端，第三电加热

板、第二电加热板、第一电加热板滑槽的位置依次升高，第一电加热板101、第二电加热板

102、第三电加热板103、第四电加热板104两端分别均设有滑块，滑块在电加热板上的位置

根据滑槽的位置匹配安装，第一电加热板101、第二电加热板102、第三电加热板103、第四电

加热板104经支撑压架在液压缸的作用下通过滑槽、滑块上下移动（滑槽、滑块图中未示

出）。通过液压缸活塞杆的上移，带动电加热板和固化成型模具上移，使固化成型模具正好

夹紧在两个电加热板之间，固化完成后，液压缸活塞杆下移，电加热板沿滑槽回到原位。

[0021] 此实施例中第一加热板设有滑块可以上移，也可设置第一加热板与柜体固定连

接，仅在第二加热板、第三加热板、第四加热板上设置滑块沿滑槽移动即可。

[0022] 如图6所示，下模具201上设有与楔形块相配合的浆板顶出槽206，浆板顶出槽206

设在下模具202凹腔一侧，浆板顶出槽206与下模具凹腔相连通且垂直于模具凹腔边缘，通

过楔形块插入浆板顶出槽内可以将内芯顶出。

[0023] 如图3、图6所示，上模具201或下模具202上还设有排气通道205，排气通道205的一

端与模具凹腔203相连通，另一端通向上模具201或下模具202外，此实施例中排气通道为上

模具上设有半圆形通道，下模具上设有半圆形通道，上模具和下模具合模形成直径不大于

0.2mm的圆柱形排气通道，以使模具凹腔内的空气排出。

[0024] 如图4、图6所示，上模具201和下模具202上设有对模装置，所述对模装置为在下模

具202上设有倒锥形定位孔208，上模具上设有锥形定位导柱209，此实施例中锥形定位导柱

和锥形定位孔的锥角为15度，上模具201和下模具202通过定位导柱和定位孔配合定位。

[0025] 如图5所示，上模具201和下模具202上设有模具预热通道204，模具预热通道204内

设有电加热丝，通过电加热丝对物料进行预热。

[0026] 柜体1外表面设有保温层105，对柜体进行隔热、保温，柜体内壁上还设有电加热

管，电加热管内装有电加热丝，以辅助柜体内电加热板对模具加热。

[0027]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在通过预成型制作好的浆板发泡内芯上铺设浆板形状的碳纤

维布，将铺有碳纤维布的浆板发泡内芯放入下模具凹腔内，在定位导柱和定位孔的作用下，

上模具和下模具准确合模，通过上模具和下模具加热通道内的加热丝进行预固化，在预固

化的过程中根据需要打开模具查看产品的成型状态，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铺布过程中的错

误，保证产品的成品率，当确认在预热的过程中浆板发泡内芯铺布合格后，将上模具和下模

具合模移至柜体内相邻的电加热板之间，下模具坐在电加热板上，柜体下方的液压缸活塞

上移，带动支撑压架上的电加热板依次沿滑槽上移，柜体上方的电加热板到达柜体上壁承

载压架处无法再向上移动，在液压缸的压力作用下，以使相邻的电加热板将模具夹紧，打开

电加热板控制开关，对模具进行加温固化，最终形成碳纤维船桨浆板成品，完成后，液压缸

活塞杆下移，带动与活塞杆连接的电加热板下移，其他电加热板在重力的作用下回到滑槽

的底端，再取出模具并打开，将楔形块插入到浆板顶出槽内，可将浆板成品从模具凹腔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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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002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上模具和下模具可进行模具预热，根据需要查看产品

的成型状态，及时发现和纠正铺布过程中的错误，保证产品的成品率和产品质量；设有浆板

顶出槽并配合楔形块，可以实现将浆板从模具凹腔内顶出且不会造成浆板损伤；电加热板

位置可以调节，可根据不同尺寸的模具调整电加热板位置，使相邻的电加热板在压力的作

用下将模具夹紧，更好的实现了对浆板的加热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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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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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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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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