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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

模具，包括通过导柱连接的定模组件和动模组

件；所述定模组件包括从左往右依次安装的定模

底板和定模板，以及镶嵌在定模板内的定模仁；

所述动模组件包括从右往左依次安装的动模底

板、热流道板、顶针组件和动模板，以及镶嵌在动

模板内的动模仁；所述热流道板上设置有热流道

装置；所述热流道装置包括热流道热嘴和分流

板；所述热流道热嘴设置在分流板上且依次贯穿

所述热流道板和所述动模仁；所述顶针组件包括

顶针板、顶出顶针件和驱动装置；本实用新型能

稳定生产产品，脱模时能保护产品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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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包括通过导柱连接的定模组件和动模组件；其特征

在于：所述定模组件包括从左往右依次安装的定模底板和定模板，以及镶嵌在定模板内的

定模仁；所述动模组件包括从右往左依次安装的动模底板、热流道板、顶针组件和动模板，

以及镶嵌在动模板内的动模仁；所述热流道板上设置有热流道装置；所述热流道装置包括

热流道热嘴和分流板；所述热流道热嘴设置在分流板上且依次贯穿所述热流道板和所述动

模仁；所述顶针组件包括顶针板、顶出顶针件和驱动装置；所述顶针板设置在所述热流道板

与所述动模板之间；所述顶出顶针件一端设置在所述顶针板上，另一端依次贯穿所述动模

板以及所述动模仁；所述驱动装置安装在所述顶针板上且动力输出端与所述热流道板连

接；所述动模板与所述定模板之间还设置有斜导柱抽芯机构，所述斜导柱抽芯机构包括抽

芯镶件、铲基、抽芯滑块和斜导柱装置；所述抽芯滑块可滑动地设置在所述动模板上；所述

斜导柱装置和所述铲基设置在所述定模板上；所述抽芯滑块和所述铲基滑动连接；所述抽

芯镶件设置在所述抽芯滑块上；所述动模板与所述顶针组件之间还设置有斜顶抽芯机构；

所述斜顶抽芯机构包括斜顶、斜顶座和斜顶导向块；所述斜顶导向块设置在所述动模板上；

所述斜顶一端通过所述斜顶座可滑动地设置在所述顶针板上，另一端倾斜穿设于所述斜顶

导向块和所述动模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流道热嘴

设置三个；三个所述热流道热嘴呈三角分布设置在所述分流板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斜导柱抽芯

机构设置四组；四组所述斜导柱抽芯机构分别设置在所述定模仁与所述动模仁之间的四

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定模板与定

模仁之间还设置有若干条第一冷却水流道；所述定模板上设有用于与若干条所述第一冷却

水流道连接配合的若干个第一冷却水口；所述动模仁内和动模板之间设有若干条第二冷却

水流道；所述动模板上设有用于与若干条所述第二冷却水流道连接配合的若干个第二冷却

水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采

用油缸驱动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底板上

四周分布设置有四块隔热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动模底板上

设置有注胶口；所述注胶口与所述热流道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流道热嘴

上设置有热嘴套。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5703697 U

2



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注塑模具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投影机行业目前发展形势良好，近几年我国投影机市场需求量呈现逐年上升

的趋势。随着我国投影机行业运行需求市场的不断扩大增长，我国投影机行业运行将迎来

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0003] 投影仪中，外壳的生产尤其重要，在生产过程中既要保证能稳定溶胶生产，还要在

生产完成后脱模时能对壳体外观得到有效的保护；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投影仪外壳注塑

模中，使用的都是常规的唧嘴配合浇道进行熔融的胶料注塑填充成型的方式，这种方式不

能稳定保证每次注塑成型时填充效果不受到影响，从而使生产产品使不能保证稳定生产，

进胶口设置在壳体外观，从而影响壳体外观，同时产品脱模时，使用顶棍施加的推力也难以

保证产品的外观不受到影响，因此还需进行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以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

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包括通过导柱连接的定模组件和动模组件；所述

定模组件包括从左往右依次安装的定模底板和定模板，以及镶嵌在定模板内的定模仁；所

述动模组件包括从右往左依次安装的动模底板、热流道板、顶针组件和动模板，以及镶嵌在

动模板内的动模仁；所述热流道板上设置有热流道装置；所述热流道装置包括热流道热嘴

和分流板；所述热流道热嘴设置在分流板上且依次贯穿所述热流道板和所述动模仁；所述

顶针组件包括顶针板、顶出顶针件和驱动装置；所述顶针板设置在所述热流道板与所述动

模板之间；所述顶出顶针件一端设置在所述顶针板上，另一端依次贯穿所述动模板以及所

述动模仁；所述驱动装置安装在所述顶针板上且动力输出端与所述热流道板连接；所述动

模板与所述定模板之间还设置有斜导柱抽芯机构，所述斜导柱抽芯机构包括抽芯镶件、铲

基、抽芯滑块和斜导柱装置；所述抽芯滑块可滑动地设置在所述动模板上；所述斜导柱装置

和所述铲基设置在所述定模板上；所述抽芯滑块和所述铲基滑动连接；所述抽芯镶件设置

在所述抽芯滑块上；所述动模板与所述顶针组件之间还设置有斜顶抽芯机构；所述斜顶抽

芯机构包括斜顶、斜顶座和斜顶导向块；所述斜顶导向块设置在所述动模板上；所述斜顶一

端通过所述斜顶座可滑动地设置在所述顶针板上，另一端倾斜穿设于所述斜顶导向块和所

述动模仁。

[0007] 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描述，所述热流道热嘴设置三个；三个所述热流道热嘴呈

三角分布设置在所述分流板上。

[0008] 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描述，所述斜导柱抽芯机构设置四组；四组所述斜导柱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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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机构分别设置在所述定模仁与所述动模仁之间的四周。

[0009] 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描述，所述定模板与定模仁之间还设置有若干条第一冷却

水流道；所述定模板上设有用于与若干条所述第一冷却水流道连接配合的若干个第一冷却

水口；所述动模仁内和动模板之间设有若干条第二冷却水流道；所述动模板上设有用于与

若干条所述第二冷却水流道连接配合的若干个第二冷却水口。

[0010] 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描述，所述斜导柱抽芯机构还包括抽芯座；所述驱动装置

采用油缸驱动装置。

[0011] 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描述，所述动模底板上四周分布设置有四块隔热板。

[0012] 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描述，所述动模底板上设置有注胶口；所述注胶口与所述

热流道连接。

[0013] 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描述，所述热流道热嘴上设置有热嘴套。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5]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热流道装置，用热流道代替了以往的浇口道，不仅解决了以

往进胶口设置在外观表面的问题，也能保证在产品注塑成型时不会产生冲纹，使产品能保

持一个良好的外观表面；同时热流道的增加，还使胶料在进入模腔时，保证胶料的熔融状态

良好，填充效果不受影响，保证产品能稳定生产；顶针组件设置在动模板与热流道板之间且

通过驱动装置，使产品在脱模通过驱动装置驱动顶针组件从产品背面进行顶出脱模，从而

不会影响道壳体的外表面，同时也能稳定脱模。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定模仁、冷却水流道和动模仁的结构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斜导柱抽芯机构和顶针组件的结构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图3中A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隔热板和注胶口的结构图；

[0021] 图6是本实用热流道装置的结构图。

[0022] 附图说明：

[0023] 1、定模组件；11、定模底板；12、定模板；121、定模仁；14、第一冷却水流道；141、第

一冷却水口；2、动模组件；21、动模底板；211、隔热板；22、热流道板；221、热流道装置；2211、

热流道热嘴；22111、热嘴套；2212、分流板；  23、顶针板组件；231、顶针板；232、顶出顶针件；

233、驱动装置；24、动模板；241、动模仁；25、斜导柱抽芯机构；251、抽芯镶件；252、铲基；

253、抽芯滑块；254、斜导柱装置；26、斜顶抽芯机构；261、斜顶；262、斜顶座；  263、斜顶导向

块；27、第二冷却水流道；271、第二冷却水口；28、注胶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图6所示，一种投影仪外壳注塑成型模具，包括通过导柱连接的定模组件1

和动模组件2；定模组件1包括从左往右依次安装的定模底板11和定模板12，以及镶嵌在定

模板12内的定模仁121；动模组件2包括从右往左依次安装的动模底板21、热流道板22、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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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和动模板24，以及镶嵌在动模板  24内的动模仁241；定模板12与定模仁121之间还设置

有若干条第一冷却水流道14；定模板12上设有用于与若干条第一冷却水流道14连接配合的

若干个第一冷却水口141；动模仁241内和动模板24之间设有若干条第二冷却水流道27；动

模板24上设有用于与若干条第二冷却水流道27连接配合的若干个第二冷却水口271；动模

底板21上四周分布设置有四块隔热板211；动模底板21上设置有注胶口28；注胶口28与热流

道装置211连接；热流道板22上设置有热流道装置221，装置221的设置，能使胶料在进入模

腔时，保证胶料的熔融状态良好，填充效果不受影响，从而使产品能稳定生产；热流道装置

221包括热流道热嘴2211和分流板2212；热流道热嘴2211设置在分流板2212上且依次贯穿

热流道板22和动模仁241；热流道热嘴2211设置三个；三个热流道热嘴2211呈三角分布设置

在分流板2212上；热流道热嘴2211上设置有热嘴套22111，热嘴套  22111的设置，由于热流

道热嘴2211附近温度于动模仁241温度不一致，热嘴套22111具备单独的冷却效果，能够与

动模仁241上的第二冷却水流道27同时产生良好的冷却效果；顶针组件23包括顶针板231、

顶出顶针件232和驱动装置233；顶针板231设置在热流道板22与动模板24之间；顶出顶针件

232一端设置在顶针板231上，另一端依次贯穿动模板24以及动模仁241；驱动装置233  安装

在顶针板231上且动力输出端与热流道板22连接；由于热流道装置211设置在动模上，动模

底板21将不能使用注塑机的顶棍推动而带动固定在一起的顶针板231，所以设置驱动装置

233推动顶针板231；驱动装置233采用油缸驱动装置，能使更稳定推动动模板24以及顶针板

231，从而达到稳定脱模；动模板  24与定模板12之间还设置有斜导柱抽芯机构25；斜导柱抽

芯机构25设置四组；四组斜导柱抽芯机构25分别设置在定模仁121与动模仁241之间的四

周；斜导柱抽芯机构25包括抽芯镶件251、铲基252、抽芯滑块253和斜导柱装置254；抽芯滑

块253可滑动地设置在动模板24上；抽芯滑块253上设置有斜通孔；斜导柱装置254一端设置

在定模板12上，另一端穿设在斜通孔上；抽芯滑块253  和铲基252滑动连接；铲基252设置在

定模板12上；抽芯镶件251设置在抽芯滑块253上动模板24与顶针组件之间还设置有斜顶抽

芯机构26；斜顶抽芯机构  23包括斜顶261、斜顶座262和斜顶导向块263；所述斜顶导向块

263设置在所述动模板24上；所述斜顶261一端通过所述斜顶座262可滑动地设置在所述顶

针板231上，另一端倾斜穿设于所述斜顶导向块263和所述动模仁241；将模具安装在注塑机

上，进行工作时，给注塑机上的料筒加入塑胶料，塑胶料被注塑机加热熔融射入本装置的注

胶口28，经过热流道装置211温度调整，再射入动模组件2和定模组件1的模仁中熔融的胶料

在动模仁241第二冷却水流道27和定模仁121第一冷却水流道14以及热嘴套22111中的运水

冷却成型；此时动模组件2和定模组件1开模，镶在动模仁241与定模仁121四周的四个斜导

柱抽芯机构25后退，退出产品倒扣；然后顶针板231被油缸驱动装置233驱动运动，同时带动

着顶针板231上固定的顶出顶针件232和斜顶抽芯机构26，顶出顶针件232顶出产品、斜顶抽

芯机构26一边顶出一边退出产品倒扣；产品脱离后模，需要机械手或者人工取件取出产品。

[0026] 以上所述并非对本新型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凡依据本实用新型技术实质对以

上的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新型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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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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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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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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