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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

复合瓶盖注塑模具，包括定位圈、浇口套、面板、

流道板、第一板、第二板、第三板、上模仁、下模

仁、动模板、模脚、底板、一次顶出板、二次推板底

板、二次推板盖板、第一定距顺序开闭器、第二定

距顺序开闭器、第三定距顺序开闭器、限位杆、小

拉杆、第一定距拉杆、第二定距拉杆、复位弹簧、

拉杆套、拉料杆、流道镶件、第一圆环镶件、第二

圆环镶件、第三圆环镶件、外层型芯镶件、中层型

芯镶件、内层型芯镶件、顶针板、顶针板导套、第

一先复位杆、第二先复位杆、第三先复位杆、模架

导柱、流道板导套、第一板导套、第二板导套、第

三板导套、动模板导套，增加成型件的冷却，提高

塑件的成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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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

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包括定位圈（1）、浇口套（2）、面板（3）、流道板（4）、第一板（5）、第

二板（6）、第三板（7）、上模仁（43）、下模仁（44）、动模板（8）、模脚（9）、底板（10）、一次顶出板

（11）、二次推板底板（12）、二次推板盖板（13）、第一定距顺序开闭器（14）、第二定距顺序开

闭器（15）、第三定距顺序开闭器（16）、限位杆（17）、中托司(18)、小拉杆(19)、第一定距拉杆

(20)、第二定距拉杆(21)、复位弹簧(22)、拉杆套(23)、拉料杆(24)、流道镶件(26)、第一圆

环镶件(25)、第二圆环镶件(27)、第三圆环镶件(28)、外层型芯镶件(29)、中层型芯镶件

(30)、内层型芯镶件(31)、顶针板（32）、顶针板导套（33）、第一先复位杆（34）、第二先复位杆

（35）、第三先复位杆（36）、模架导柱（37）、流道板导套（38）、第一板导套（39）、第二板导套

（40）、第三板导套（41）、动模板导套（42），工作时，流道板（4）和第一板（5）分型，面板（3）和

流道板（4）分型，第一板（5）和第二板（6）分型，第二板（6）与第三板（7）分型，第三板（7）和动

模板（8）分型，使瓶盖三次强制脱模，动模板（8）向下移动，一次顶出板（11）、二次推板底板

（12）和二次推板盖板（13）为第一次顶出，二次推板底板（12）和二次推板盖板（13）为第二次

顶出。

2.根据权利要求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所述模架结构组件包

括定位圈（1）、浇口套（2）、面板（3）、流道板（4）、第一板（5）、第二板（6）、第三板（7）、上模仁

（43）、下模仁（44）、动模板（8）、模脚（9）、底板（10）、一次顶出板（11）、二次推板底板（12）、二

次推板盖板（13）、模架导柱（37）、流道板导套（38）、第一板导套（39）、第二板导套（40）、第三

板导套（41）、动模板导套（42）。

3.根据权利要求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所述开模控制组件包

括小拉杆（19)、第一定距拉杆(20)、第二定距拉杆(21)、复位弹簧(22)、拉杆套(23)、拉料杆

(24)、流道镶件(26)、第一圆环镶件(25)、第二圆环镶件(27)、第三圆环镶件(28)、外层型芯

镶件(29)、中层型芯镶件(30)、内层型芯镶件(31)、顶针板（32）、顶针板导套（33）、限位杆

（17）、中托司（18）。

4.根据权利要求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所述模具开模顺序控

制组件包括第一定距顺序开闭器（14）、第二定距顺序开闭器（15）、第三定距顺序开闭器

（16）、第一先复位杆（34）、第二先复位杆（35）、第三先复位杆（36）。

5.根据权利要求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所述浇注系统设计为

产品中央点浇口进料，模具布局为一模十六腔。

6.根据权利要求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所述该模具采用五次

分型，三次强制脱模，两次顶出的结构。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551712 A

2



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注塑模具机构设计领域，尤其涉及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

盖注塑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瓶盖生产中，自带盖帽的瓶盖称为复合瓶盖，复合瓶盖注塑成型时，由于盖帽的翻

开，造成塑件成型面的双面性，即型芯面一侧有型腔面，型腔面一侧有型芯面，因而，塑件的

脱模较为特殊，不同的瓶盖，模具结构基于多方面综合因素的考虑，结构不一样。带翻盖的

塑料瓶盖注塑成型时，现有模具技术存在的问题是翻盖粘模、顶出时不能全自动自动全部

完全顶出，需人工辅助脱模，从而导致模具生产效率低下，须设计特殊的开模结构、顶出机

构以及模具结构以完成产品的自动化注塑生产。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专利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

瓶盖注塑模具，包括定位圈、浇口套、面板、流道板、第一板、第二板、第三板、上模仁、下模

仁、动模板、模脚、底板、一次顶出板、二次推板底板、二次推板盖板、第一定距顺序开闭器、

第二定距顺序开闭器、第三定距顺序开闭器、限位杆、中托司、小拉杆、第一定距拉杆、第二

定距拉杆、复位弹簧、拉杆套(23)、拉料杆、流道镶件、第一圆环镶件、第二圆环镶件、第三圆

环镶件、外层型芯镶件、中层型芯镶件、内层型芯镶件、顶针板、顶针板导套、第一先复位杆、

第二先复位杆、第三先复位杆、模架导柱、流道板导套、第一板导套、第二板导套、第三板导

套、动模板导套，工作时，流道板和第一板分型，面板和流道板分型，第一板和第二板分型，

第二板与第三板分型，第三板和动模板分型，使瓶盖三次强制脱模，动模板向下移动，一次

顶出板、二次推板底板和二次推板盖板为第一次顶出，二次推板底板和二次推板盖板为第

二次顶出。

[0005] 比上述方案更进一步的，所述模架结构组件包括定位圈、浇口套、面板、流道板、第

一板、第二板、第三板、上模仁、下模仁、动模板、模脚、底板、一次顶出板、二次推板底板、二

次推板盖板、模架导柱、流道板导套、第一板导套、第二板导套、第三板导套、动模板导套。

[0006] 比上述方案更进一步的，所述模架结构组件包括定位圈、浇口套、面板、流道板、第

一板、第二板、第三板、上模仁、下模仁、动模板、模脚、底板、一次顶出板、二次推板底板、二

次推板盖板、模架导柱、流道板导套、第一板导套、第二板导套、第三板导套、动模板导套。

[0007] 比上述方案更进一步的，所述开模控制组件包括小拉杆、第一定距拉杆、第二定距

拉杆、复位弹簧、拉杆套、拉料杆、流道镶件、第一圆环镶件、第二圆环镶件、第三圆环镶件、

外层型芯镶件、中层型芯镶件、内层型芯镶件、顶针板、顶针板弹簧、限位杆、中托司。

[0008] 比上述方案更进一步的，所述模具开模顺序控制组件包括第一定距顺序开闭器、

第二定距顺序开闭器、第三定距顺序开闭器、第一先复位杆、第二先复位杆、第三先复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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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比上述方案更进一步的，所述浇注系统设计为产品中央点浇口进料，模具布局为

一模十六腔。

[0010] 比上述方案更进一步的，所述该模具采用五次分型，三次强制脱模，两次顶出的结

构。

[0011] 有益效果：分次分步骤对塑件进行脱模，降低由于包紧力而产生的塑件粘模可能

性，分次脱模设计，可保证冷却水道的开设，增加成型件的冷却，提高塑件的成型质量。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模具剖视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先复位杆装配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的顶出局部视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的动模俯视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的定模仰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18] 具体见图1、图2、图3、图4和图5，上模四次下模两次开模结构复合瓶盖注塑模具，

包括定位圈1、浇口套2、面板3、流道板4、第一板5、第二板6、第三板7、上模仁43、下模仁44、

动模板8、模脚9、底板10、一次顶出板11、二次推板底板12、二次推板盖板13、第一定距顺序

开闭器14、第二定距顺序开闭器15、第三定距顺序开闭器16、限位杆17、中托司18、小拉杆

19、第一定距拉杆20、第二定距拉杆21、复位弹簧22、拉杆套23、拉料杆24、流道镶件25、第一

圆环镶件26、第二圆环镶件27、第三圆环镶件28、外层型芯镶件29、中层型芯镶件30、内层型

芯镶件31、顶针板32、顶针板导套33、第一先复位杆34、第二先复位杆35、第三先复位杆36、

模架导柱37、流道板导套38、第一板导套39、第二板导套40、第三板导套41、动模板导套42。

[0019] 所述模架结构组件包括定位圈1、浇口套2、面板3、流道板4、第一板5、第二板6、第

三板7、上模仁43、下模仁44、动模板8、模脚9、底板10、一次顶出板11、二次推板底板12、二次

推板盖板13、模架导柱14、流道板导套15、第一板导套16、第二板导套17、第三板导套18、动

模板导套19。

[0020] 所述开模控制组件包括包括小拉杆19、第一定距拉杆20、第二定距拉杆21、复位弹

簧22、拉杆套23、拉料杆24、流道镶件25、第一圆环镶件26、第二圆环镶件27、第三圆环镶件

28、外层型芯镶件29、中层型芯镶件30、内层型芯镶件31、顶针板32、顶针板导套33、限位杆

17、中托司18。

[0021] 所述模具开模顺序控制组件包括第一定距顺序开闭器14、第二定距顺序开闭器

15、第三定距顺序开闭器16、第一先复位杆34、第二先复位杆35、第三先复位杆36。

[0022] 所述浇注系统设计为产品中央点浇口进料，模具布局为一模十六腔。

[0023] 所述该模具采用五次分型，三次强制脱模，两次顶出的结构。

[0024] 该注塑模具工作时经过五次，三次强制脱模，两次顶出，第一次分型为流道板4和

第一板5分型，第二次分型为面板3和流道板4分型，第三次分型为第一板5和第二板6分型，

第四次分型为第二板6与第三板7分型，第五次分型为第三板7和动模板8分型，使瓶盖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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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脱模，动模板8向下移动，一次顶出板11、二次推板底板12和二次推板盖板13为第一次

顶出，二次推板底板12和二次推板盖板13为第二次顶出。

[0025] 第一次分型，模具打开后，流道板4与第一板5进行第一次分型，第一次分型时，跟

普通三板模一样，在小拉杆19的推开作用下，将流道板4与第一板5界面处分开，流道废料在

其固定于面板3的拉料杆24的作用下，在点浇口处与产品分离。

[0026] 第二次分型，在小拉杆19的作用下，在流道板4与面板3之间将进行第二次分型，将

冷料从流道板4上拉出，自动脱落。

[0027] 第三次分型，在限位杆17的作用下，第一板5和第二板6进行第三次分型，使流道镶

件先行打开，为下一步的分型做准备。

[0028] 第四次分型，第二板6和第三板7之间进行第四次分型，因为盖帽的结构上有个凸

起块，导致盖帽必须强制脱模，也是上述的第一次强制脱模，第二圆环镶件27和第三圆环镶

件28的向上移动，使镶件从凸起块中强制脱模。

[0029] 第五次分型，第三板7和动模板8之间进行第五次分型，第五次分型过程中，伴有第

二次强制脱模和第三次强制脱模，在瓶盖上有两处凸起，在外层型芯镶件29、中层型芯镶件

30和内层型芯镶件31作用下，使两处凸起处强制脱模，在不改变塑件形状的前提下可以使

塑件从模具上顶出。

[0030] 第一次顶出，在注塑机顶杆的作用下，带动顶杆、二次推板底板12和二次推板盖板

13向上移动，使塑件顶出。

[0031] 第二次顶出，顶杆在移动到一定位置时停下，二次推板底板12和二次推板面板13

继续向上移动，使盖帽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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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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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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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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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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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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