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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

塑料制品用模具，包括传动螺纹杆、飞边去除板

和防飞边组件，所述防飞边组件包括：底模板；传

动电机，其设置于所述底模板的上侧；传动皮带，

其连接于所述传动电机的下端；传动螺纹杆，其

连接于所述传动皮带的外端；定位套筒，其设置

于所述传动螺纹杆的上下两端；移动套筒，其连

接于所述传动螺纹杆的中部；移动板块，其固定

于所述移动套筒之间；飞边去除板，其设置于所

述移动板块的下侧。该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

品用模具，采用传动螺纹杆的转动可带动移动套

筒进行移动，从而带动移动板块和飞边去除板对

塑料制品产生的飞边进行去除，从而大大提高塑

料制品的生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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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包括：

防飞边组件(1)；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飞边组件(1)包括：

底模板(101)；

传动电机(102)，其设置于所述底模板(101)的上侧；

传动皮带(103)，其连接于所述传动电机(102)的下端；

传动螺纹杆(104)，其连接于所述传动皮带(103)的外端；

定位套筒(105)，其设置于所述传动螺纹杆(104)的上下两端；

移动套筒(106)，其连接于所述传动螺纹杆(104)的中部；

移动板块(107)，其固定于所述移动套筒(106)之间；

飞边去除板(108)，其设置于所述移动板块(107)的下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传

动电机(102)通过传动皮带(103)与传动螺纹杆(104)之间构成传动结构，所述传动螺纹杆

(104)之间关于底模板(101)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移

动板块(107)通过移动套筒(106)与传动螺纹杆(104)之间构成滑动结构，所述传动螺纹杆

(104)之间关于移动板块(107)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飞

边去除板(108)与移动板块(107)之间为固定连接，所述飞边去除板(108)与移动板块(107)

之间呈平行状分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底

模板(101)的外部设置有模具组件(2)；

所述模具组件(2)包括：

底部承接板(201)；

支撑柱(202)，其固定于所述底部承接板(201)的左右两端上部；

顶部定位板(203)，其连接于所述支撑柱(202)的顶端；

升降液压杆(204)，其设置于所述顶部定位板(203)的左右两侧；

伸缩杆(205)，其连接于所述升降液压杆(204)的下端；

升降板块(206)，其固定于所述伸缩杆(205)的底端；

顶部模板(207)，其设置于所述升降板块(206)的下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

撑柱(202)与底部承接板(201)之间为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柱(202)之间关于底部承接板

(201)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布。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升

降液压杆(204)与顶部定位板(203)之间为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液压杆(204)设置有两个。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升

降板块(206)通过伸缩杆(205)与升降液压杆(204)之间构成升降结构，所述顶部模板(207)

与升降板块(206)之间为一体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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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塑料制品用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

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模具，工业生产上用以注塑、吹塑、挤出、压铸或锻压成型、冶炼、冲压等方法得到

所需产品的各种模子和工具。简而言之，模具是用来制作成型物品的工具，这种工具由各种

零件构成，不同的模具由不同的零件构成。它主要通过所成型材料物理状态的改变来实现

物品外形的加工。素有“工业之母”的称号，在塑料制品加工时容易产生飞边，因此，我们需

要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

[0003] 市场上的塑料制品用模具不具有防飞边功能，在塑料制品加工后容易产生飞边，

从而大大影响产品质量，给工作人员的生产带来麻烦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具有防飞

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以解决上述

背景技术中提出的市场上的塑料制品用模具不具有防飞边功能，在塑料制品加工后容易产

生飞边，从而大大影响产品质量，给工作人员的生产带来麻烦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

品用模具，包括：

[0006] 防飞边组件；

[0007] 所述防飞边组件包括：

[0008] 底模板；

[0009] 传动电机，其设置于所述底模板的上侧；

[0010] 传动皮带，其连接于所述传动电机的下端；

[0011] 传动螺纹杆，其连接于所述传动皮带的外端；

[0012] 定位套筒，其设置于所述传动螺纹杆的上下两端；

[0013] 移动套筒，其连接于所述传动螺纹杆的中部；

[0014] 移动板块，其固定于所述移动套筒之间；

[0015] 飞边去除板，其设置于所述移动板块的下侧。

[0016] 优选的，所述传动电机通过传动皮带与传动螺纹杆之间构成传动结构，所述传动

螺纹杆之间关于底模板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布。

[0017] 优选的，所述移动板块通过移动套筒与传动螺纹杆之间构成滑动结构，所述传动

螺纹杆之间关于移动板块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布。

[0018] 优选的，所述飞边去除板与移动板块之间为固定连接，所述飞边去除板与移动板

块之间呈平行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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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优选的，所述底模板的外部设置有模具组件；

[0020] 所述模具组件包括：

[0021] 底部承接板；

[0022] 支撑柱，其固定于所述底部承接板的左右两端上部；

[0023] 顶部定位板，其连接于所述支撑柱的顶端；

[0024] 升降液压杆，其设置于所述顶部定位板的左右两侧；

[0025] 伸缩杆，其连接于所述升降液压杆的下端；

[0026] 升降板块，其固定于所述伸缩杆的底端；

[0027] 顶部模板，其设置于所述升降板块的下部。

[0028] 优选的，所述支撑柱与底部承接板之间为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柱之间关于底部承

接板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布。

[0029] 优选的，所述升降液压杆与顶部定位板之间为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液压杆设置有

两个。

[0030] 优选的，所述升降板块通过伸缩杆与升降液压杆之间构成升降结构，所述顶部模

板与升降板块之间为一体化结构。

[0031]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该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采用传动螺纹杆的转动可带动移动套筒进行移动，

从而带动移动板块和飞边去除板对塑料制品产生的飞边进行去除，从而大大提高塑料制品

的生产质量。

[0032] 1、本实用新型通过升降液压杆的升降作用可带动伸缩杆进行升降，从而带动升降

板块和顶部模板进行升降，完成塑料制品的加工，并且升降液压杆设置有两个，大大提高升

降时的稳定性。

[0033] 2、本实用新型在传动电机的作用下可通过传动皮带带动传动螺纹杆进行转动，从

而通过传动螺纹杆的转动带动移动套筒进行移动，最终带动移动板块和飞边去除板滑动对

底模板生产后产生的飞边进行去除，从而提高产品质量。

[0034] 3、本实用新型通过定位套筒能够对传动螺纹杆起到较好的定位作用，并且传动螺

纹杆设置有两个，可大大提高移动的稳定性，通过底部承接板左右两端设置的支撑柱能够

对顶部定位板进行稳固支撑，从而提高对升降液压杆固定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的防飞边组件结构示意

图；

[0037]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的飞边去除板结构示意

图；

[0038] 图中：1、防飞边组件；101、底模板；102、传动电机；103、传动皮带；104、传动螺纹

杆；105、定位套筒；106、移动套筒；107、移动板块；108、飞边去除板；2、模具组件；201、底部

承接板；202、支撑柱；203、顶部定位板；204、升降液压杆；205、伸缩杆；206、升降板块；207、

顶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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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如图2所示，一种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包括：防飞边组件1；底模板

101；传动电机102，其设置于底模板101的上侧；传动皮带103，其连接于传动电机102的下

端；传动螺纹杆104，其连接于传动皮带103的外端，传动电机102通过传动皮带103与传动螺

纹杆104之间构成传动结构，传动螺纹杆104之间关于底模板101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

布；定位套筒105，其设置于传动螺纹杆104的上下两端；移动套筒106，其连接于传动螺纹杆

104的中部，在传动电机102的作用下可通过传动皮带103带动传动螺纹杆104进行转动，从

而通过传动螺纹杆104的转动带动移动套筒106进行移动，最终带动移动板块107和飞边去

除板108滑动对底模板101生产后产生的飞边进行去除，从而提高产品质量；移动板块107，

其固定于移动套筒106之间，移动板块107通过移动套筒106与传动螺纹杆104之间构成滑动

结构，传动螺纹杆104之间关于移动板块107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布；飞边去除板108，

其设置于移动板块107的下侧，飞边去除板108与移动板块107之间为固定连接，飞边去除板

108与移动板块107之间呈平行状分布通过定位套筒105能够对传动螺纹杆104起到较好的

定位作用，并且传动螺纹杆104设置有两个，可大大提高移动的稳定性。

[0040] 如图1和图3所示，底模板101的外部设置有模具组件2；底部承接板201；支撑柱

202，其固定于底部承接板201的左右两端上部；顶部定位板203，其连接于支撑柱202的顶

端；升降液压杆204，其设置于顶部定位板203的左右两侧；伸缩杆205，其连接于升降液压杆

204的下端；升降板块206，其固定于伸缩杆205的底端；顶部模板207，其设置于升降板块206

的下部；支撑柱202与底部承接板201之间为固定连接，支撑柱202之间关于底部承接板201

的竖直中轴线呈对称状分布；升降液压杆204与顶部定位板203之间为固定连接，升降液压

杆204设置有两个，通过底部承接板201左右两端设置的支撑柱202能够对顶部定位板203进

行稳固支撑，从而提高对升降液压杆204固定的稳定性；升降板块206通过伸缩杆205与升降

液压杆204之间构成升降结构，顶部模板207与升降板块206之间为一体化结构，通过升降液

压杆204的升降作用可带动伸缩杆205进行升降，从而带动升降板块206和顶部模板207进行

升降，完成塑料制品的加工，并且升降液压杆204设置有两个，大大提高升降时的稳定性。

[0041] 综上，该具有防飞边功能的塑料制品用模具，使用时，首先根据图1和图2中所示的

结构，在传动电机102的作用下可通过传动皮带103带动传动螺纹杆104进行转动，从而通过

传动螺纹杆104的转动带动移动套筒106进行移动，最终带动移动板块107和飞边去除板108

滑动对底模板101生产后产生的飞边进行去除，从而提高产品质量，而且通过定位套筒105

能够对传动螺纹杆104起到较好的定位作用，并且传动螺纹杆104设置有两个，可大大提高

移动的稳定性，通过底部承接板201左右两端设置的支撑柱202能够对顶部定位板203进行

稳固支撑，从而提高对升降液压杆204固定的稳定性，并且通过升降液压杆204的升降作用

可带动伸缩杆205进行升降，从而带动升降板块206和顶部模板207进行升降，完成塑料制品

的加工，并且升降液压杆204设置有两个，大大提高升降时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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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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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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