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014331.2

(22)申请日 2021.05.13

(73)专利权人 余姚市中天塑模有限公司

地址 315400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凤山街

道同光村

(72)发明人 吴朋朋　

(51)Int.Cl.

B29C 45/33(2006.01)

B29C 45/40(2006.01)

B29C 45/14(2006.01)

B29C 45/4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

模具，属于注塑成型的领域。其包括至少一个模

组，所述模组包括上模、与所述上模配合使用的

下模以及设于所述下模内的抽芯模块，所述上

模、下模以及抽芯模块共同围成型腔；所述抽芯

模块包括两个斜顶杆，所述斜顶杆与所述下模形

成供钩部成型的钩腔，所述斜顶杆顶出时向远离

所述钩部的方向移动。产品生产时，熔化后的塑

料粒子形成胶状原料，胶状原料从流道进入型腔

内，产品成型后，上模与下模分离，抽芯模块将产

品顶出型腔，其中，斜顶杆与下模形成钩部，产品

顶出时斜顶杆于下模上倾斜移动，且斜顶杆将产

品顶出后，斜顶杆向远离钩部的方向移动，使斜

顶杆从钩部脱离，从而使模具成型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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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一个模组（2），所述模组

（2）包括上模（21）、与所述上模（21）配合使用的下模（22）以及设于所述下模（22）内的抽芯

模块（23），所述上模（21）、下模（22）以及抽芯模块（23）共同围成型腔（24）；

所述抽芯模块（23）包括两个斜顶杆（232），所述斜顶杆（232）与所述下模（22）形成供钩

部（11）成型的钩腔（223），所述斜顶杆（232）顶出时向远离所述钩部（11）的方向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其特征在于：其中一所

述斜顶杆（232）部分位于型腔（24）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模

（22）设置有镶件（233），所述镶件（233）与所述下模（22）形成供凸起（12）成型的凹腔（22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抽芯

模块（23）还包括直顶杆（234），所述直顶杆（234）穿设于所述镶件（233）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抽芯

模块（23）还包括三个角顶杆（231），三个所述角顶杆（231）分布设置于型腔（24）的三个角

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模组

（2）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下模（22）底部设置有转盘（3），两个所述下模（22）关于转盘（3）轴

线中心对称设置，所述转盘（3）连接有驱动所述转盘（3）转动的驱动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模

（22）开设有一次注塑通道（221）和二次注塑通道（222），所述一次注塑通道（221）与下模

（22）的空腔相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模

（21）包括一次注塑上模（211）与二次注塑上模（212），所述一次注塑上模（211）开设有与所

述一次注塑通道（221）相连通的一次注塑流道（215），所述二次注塑上模（212）开设有与所

述二次注塑通道（222）相连通的二次注塑流道（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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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注塑成型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模具是工业生产上用以注塑、吹塑、挤出、压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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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使胚料成为有特定形状和尺寸的制件

的工具，广泛用于模锻、挤压、压塑或者注塑的成型加工中。

[0003] 相关技术中，有一种塑料产品，参见图1与图2，该塑料产品包括板体1、两个钩部11

以及凸起12，板体1呈多棱柱状，板体1的两个端面为多边形两个钩部11与凸起12均一体连

接于板体1的同一端面，凸起12呈工字形。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钩部形状特殊，一般的模具难以成型该塑料

产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成型产品的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包括至少一个模组，所述模组包括上模、与

所述上模配合使用的下模以及设于所述下模内的抽芯模块，所述上模、下模以及抽芯模块

共同围成型腔；所述抽芯模块包括两个斜顶杆，所述斜顶杆与所述下模形成供钩部成型的

钩腔，所述斜顶杆顶出时向远离所述钩部的方向移动。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产品生产时，熔化后的塑料粒子形成胶状原料，胶状原料

从流道进入型腔内，产品成型后，上模与下模分离，抽芯模块将产品顶出型腔，其中，斜顶杆

与下模形成钩部，产品顶出时斜顶杆于下模上倾斜移动，且斜顶杆将产品顶出后，斜顶杆向

远离钩部的方向移动，使斜顶杆从钩部脱离，从而使模具成型出产品。

[0009] 可选的，其中一所述斜顶杆部分位于型腔外。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斜顶杆将产品从型腔内顶出时，斜顶杆位于型腔外的

部分与产品的边沿相抵接，产品与斜顶杆的受力点位于产品的边沿，使产品更易从下模中

脱离；并且，斜顶杆是倾斜移动，使斜顶杆与产品的接触面积小，使斜顶杆更易与产品之间

发生滑动。

[0011] 可选的，所述下模设置有镶件，所述镶件与所述下模形成供凸起成型的凹腔。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凸起的形状较为特殊，直接在下模中开设于凸起对应的

成型腔难度较大，镶件可从下模中拆卸下来，镶件更易加工凸起的成型腔；另外，镶件可进

行更换，不同产品的凸起结构不同，通过更换镶件使同一副模具生产同一类型但凸起不同

的产品。

[0013] 可选的，所述抽芯模块还包括直顶杆，所述直顶杆穿设于所述镶件中。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凸起的结构较为复杂，凸起成型于镶件内容易与镶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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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黏连，通过在镶件内穿设直顶杆，在产品脱模时，直顶杆与凸起相抵接，使得产品更易从

下模脱离，并且脱离时不易使凸起发生变形或者损坏。

[0015] 可选的，所述抽芯模块还包括三个角顶杆，三个所述角顶杆分布设置于型腔的三

个角落。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三个角顶杆分别位于产品的三个边角处，通过角顶杆使

产品更易从下模上脱离。

[0017] 可选的，所述模组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下模底部设置有转盘，两个所述下模关于

转盘轴线中心对称设置，所述转盘连接有驱动所述转盘转动的驱动件。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其中，板体包括相互叠合的基层与亮光层，基层与亮光层

的材质不同，生产时将基层与亮光层分两步注塑而成，模组设置有两个，当其中一个模组生

产完基层后，通过驱动件带动转盘转动，转盘带动下模转动，下模带动基层移动并与另一个

上模上相对应，然后上模注入新的原料并与基层相融合，从而形成产品。

[0019] 可选的，所述下模开设有一次注塑通道和二次注塑通道，所述一次注塑通道与下

模的空腔相连通。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产品分两次注塑而成，第一次注塑时，原料通过一次注塑

通道进入下模的空腔内，使部分产品完成第一次注塑。

[0021] 可选的，所述上模包括一次注塑上模与二次注塑上模，所述一次注塑上模开设有

与所述一次注塑通道相连通的一次注塑流道，所述二次注塑上模开设有与所述二次注塑通

道相连通的二次注塑流道。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一次注塑时，原料通过一次注塑流道进入一次注塑通

道，然后进入下模的空腔内，第二次注塑时，原料通过二次注塑流道进入二次注塑通道，然

后进入下模的空腔内，通过两次注塑将产品注塑完成。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 .产品顶出时斜顶杆于下模上倾斜移动，且斜顶杆将产品顶出后，斜顶杆向远离

钩部的方向移动，使斜顶杆从钩部脱离；

[0025] 2.凸起的形状较为特殊，直接在下模中开设于凸起对应的成型腔难度较大，镶件

可从下模中拆卸下来，镶件更易加工凸起的成型腔；

[0026] 3.通过在镶件内穿设直顶杆，在产品脱模时，直顶杆与凸起相抵接，使得产品更易

从下模脱离，并且脱离时不易使凸起发生变形或者损坏。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背景技术中产品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申请背景技术中产品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的模具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申请实施例的上模与下模的爆炸图。

[0031] 图5是本申请实施例的一次注塑上模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是本申请实施例的二次注塑上模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是本申请实施例的下模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8是本申请实施例的抽芯模块突出下模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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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附图标记说明：1、板体；11、钩部；12、凸起；13、基层；14、亮光层；2、模组；21、上模；

211、一次注塑上模；212、二次注塑上模；213、一次注塑容腔；214、一次注塑口；215、一次注

塑流道；216、二次注塑容腔；217、二次注塑口；218、二次注塑流道；219、进胶道；22、下模；

221、一次注塑通道；222、二次注塑通道；223、钩腔；224、凹腔；23、抽芯模块；231、角顶杆；

232、斜顶杆；233、镶件；234、直顶杆；24、型腔；3、转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附图1‑8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

[0038] 参照图1与图2，模具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A柱装饰件包括板体1、两个钩部11以及

凸起12，板体1呈多棱柱状，板体1包括相互叠合的基层13与亮光层14，基层13与亮光层14的

材质不同，生产时基层13与亮光层14分两步注塑而成。两个钩部11与凸起12均与基层13远

离亮光层14的侧面一体连接，凸起12呈工字形。

[0039] 参见图3与图4，模具包括至少一个模组2，每一模组2均包括上模21、与上模21配合

的下模22以及抽芯模块23，上模21靠近下模22的侧面以及下模22靠近上模21的侧面均开设

有空腔，上模21、下模22以及抽芯模块23共同形成A柱装饰件的型腔24。

[0040] 本实施例中模组2设置有两个，两个模组2的底部设置有转盘3，两个下模22均与转

盘3固定连接，且两个下模22关于转盘3轴线中心对称设置，转盘3底部设置有带动转盘3转

动的驱动件4，其中，驱动件4为电机。

[0041] 参见图5，两个模组2的下模22均相同，每一下模22均开设有一次注塑通道221和二

次注塑通道222，其中一次注塑通道221与下模22的空腔相连通。

[0042] 参见图6与图7，两个模组2的区别点在于上模21，在成型一个产品时，两个上模21

均进行一次注塑，以注塑的时间先后顺序将两个上模21分别命名为一次注塑上模211和二

次注塑上模212。

[0043] 一次注塑上模211靠近下模22的侧面开设有一次注塑容腔213，一次注塑上模211

远离下模22的侧面开设有一次注塑口214，一次注塑上模211开设有一次注塑流道215，一次

注塑流道215与一次注塑口214相连通。产品一次注塑时，一次注塑上模211与其中一个下模

22合拢，一次注塑流道215与一次注塑通道221相连通，原料从一次注塑口214进入一次注塑

上模211，经过一次注塑流道215进入一次注塑通道221，并从一次注塑通道221进入型腔24

内形成一次产品。

[0044] 二次注塑上模212靠近下模22的侧面开设有二次注塑容腔216，二次注塑容腔216

的深度大于一次注塑容腔213的深度，二次注塑上模212远离下模22的侧面开设有二次注塑

口217，二次注塑上模212开设有二次注塑流道218，二次注塑流道218与二次注塑口217相连

通，另外，二次注塑上模212开设有进胶道219，进胶道219与二次注塑容腔216相连通。产品

二次注塑前，一次注塑上模211与下模22分离，然后驱动件4带动转盘3转动180度，原先与一

次注塑上模211相对应的下模22移动至二次注塑上模212的正下方，并且一次注塑时的一次

产品位于下模22内，然后二次注塑上模212与下模22合拢，二次注塑流道218与二次注塑通

道222相连通，另一种原料从二次注塑口217进入二次注塑上模212，经过二次注塑流道218

进入二次注塑通道222，经过二次注塑通道222进入进胶道219，通过进胶道219进入二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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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容腔216，使新注塑的原料覆盖在一次产品上，相互融合并形成最终产品。

[0045] 参见图5与图8，抽芯模块23穿设于下模22，抽芯模块23包括三个角顶杆231，三个

角顶杆231分别位于型腔24的三个角落，通过三个角顶杆231将产品从下模22的空腔内顶

出。

[0046] 抽芯模块23还包括两个斜顶杆232，斜顶杆232与下模22形成供钩部11成型的钩腔

223。抽芯时，斜顶杆232带动钩部11将成型于下模22的产品顶出，并且斜顶杆232从钩部11

与板体1之间的缺口中滑出，使斜顶杆232脱离钩部11。

[0047] 此外，其中一个斜顶杆232部分位于型腔24外，产品顶出时该斜顶杆232与产品的

边沿相抵接，使产品更易从下模22中顶出。

[0048] 下模22设置有镶件233，镶件233与下模22形成供凸起12成型的凹腔224。

[0049] 抽芯模块23还包括直顶杆234，直顶杆234穿设于镶件233中，产品顶出时，直顶杆

与凸起12相抵接，使凸起12从凹腔224中脱离。

[0050]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用于生产A柱装饰件的加工模具的实施原理为：A柱装饰件生产

时，先在一次注塑上模211注入原料，一次注塑上模211与下模22形成一次产品，然后通过驱

动件4带动转盘转动，两个下模22的位置互换，然后在二次注塑上模212注入另一种原料，二

次注塑上模212与下模22形成最终产品，最后通过抽芯模块23将产品从下模22中顶出。

[0051]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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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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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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