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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

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

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属于建筑模

具技术领域，包括模台以及安装在模台上的首尾

顺次连接的构成矩形框架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

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带预嵌防水胶条和

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带预

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和带

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

板下端侧模。本发明通过实现了用于装配式建筑

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的生产；拥

有精度高、组装操作简便、大底模台无需打孔、拆

模时无需桁车配合、操作方便、节省构件生产人

工及机械成本和模具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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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其特征在于，包括

模台以及安装在所述模台上的首  尾顺次连接的构成矩形框架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

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1)、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

(3)、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2)和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

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下端侧模(4)，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1)和

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2)之间设有两根平行排列的带预嵌窗

框底部侧模(5)，两个所述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的之间设有两个固定连接的带预嵌窗框

上部侧模(6)，两个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与两个所述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构成

一个矩形框架，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1)包括：左端带倒角底

板(101)、左端侧面板限位板(102)、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103)、左端中间开槽放

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104)、左端顶板(105)和左端贴附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

(106)，所述左端带倒角底板(101)与左端侧面板限位板(102)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磁合固定

在所述模台上，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3)包括：

上端带倒角底板(301)、上端侧面板限位板(302)、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303)、上

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304)和上端顶板(305)，所述上端带倒角底板(301)

与上端侧面板限位板(302)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磁合固定在所述模台上，所述带预嵌防水胶

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下端侧模(4)包括：下端带倒角底板(401)、下端侧面

板限位板(402)、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403)、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

面板(404)和下端顶板(405)，所述下端带倒角底板(401)与下端侧面板限位板(402)作为一

个整体利用磁合固定在所述模台上，所述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包括：底部第一角部件

(510)、底部第二角部件(520)、底部第三角部件(530)、底部第四角部件(540)、底部左侧中

间连接件(550)、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560)、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570)和底部下端中间连

接件(580)，所述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经整体组合后利用磁与所述模台固定，通过角部

件上连接板与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连接固定，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包括：

上部第一角部件(610)、上部第二角部件(620)、上部第三角部件(630)、上部第四角部件

(640)、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650)、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660)、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670)

和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680)，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通过角部件上连接板与所述带

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连接固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

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103)上开设有左端拆模孔(108)，所述

左端拆模孔(108)的一侧开设有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107)，所

述左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104)与所述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

存放胶条开槽(107)，  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且贴附于所述左端贴附于侧面板上

倒梯形减压条板(106)上，所述右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203)上开设有右端拆模孔

(208)，所述右端拆模孔(208)的一侧开设有右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

槽(207)，所述右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204)与所述右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

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207)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且贴附于所述右端贴附于

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206)上，所述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303)上开设有上端

拆模孔(308)，所述上端拆模孔(308)的一侧开设有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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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条开槽(307)，所述上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304)与所述上端侧面板背撑

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307)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所述上端中间开

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304)为折板拼装，所述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403)上

开设有下端拆模孔(408)，所述下端拆模孔(408)的一侧开设有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

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407)，所述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404)与所述下端

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407)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所述

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根据需要可设置成通长或带断水节点形式，所述下端中间开槽放预

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404)为折板拼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

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包括底部第一角部件(510)、底部第二角部件

(520)、底部第三角部件(530)、底部第四角部件(540)、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550)、底部上

端中间连接件(560)、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570)和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580)，所述底部第

一角部件(510)包括底部第一底板(511)、底部第一侧板(512)、底部第二侧板(513)、底部第

一顶板(514)、底部第一斜端板(515)、底部第二斜端板(516)、底部第一背撑板(517)以及与

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连接的底部第一限位固定件(518)。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

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部第二角部件(520)包括底部第二底板(521)、底部第三侧板(522)、

底部第四侧板(523)、底部第二顶板(524)、底部第三斜端板(525)、底部第四斜端板(526)、

底部第二背撑板(527)以及与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连接的底部第二限位固定件

(528)，所述底部第三角部件(530)包括底部第三底板(531)、底部第五侧板(532)、底部第六

侧板(533)、底部第三顶板(534)、底部第五斜端板(535)、底部第六斜端板(536)、底部第三

背撑板(537)以及与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连接的底部第三限位固定件(538)。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

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部第四角部件(540)包括底部第四底板(541)、底部第七侧板(542)、

底部第八侧板(543)、底部第四顶板(544)、底部第七斜端板(545)、底部第八斜端板(546)、

底部第四背撑板(547)以及与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连接的底部第四限位固定件

(548)，所述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550)包括底部左侧底板(551)、底部左侧侧板(552)、底部

左侧顶板(553)、底部左侧第一斜端板(554)、底部左侧第二斜端板(555)和底部左侧背撑板

(556)。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

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560)包括底部上端底板(561)、底部上端侧板

(562)、底部上端顶板(563)、底部上端第一斜端板(564)、底部上端第二斜端板(565)、底部

上端背撑板(566)和底部上端背撑板(567)，所述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570)包括底部右侧

底板(571)、底部右侧侧板(572)、底部右侧顶板(573)、底部右侧第一斜端板(574)、底部右

侧第二斜端板(575)和底部右侧背撑板(576)，所述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580)包括底部下

端底板(581)、底部下端侧板(582)、底部下端顶板(583)、底部下端第一斜端板(584)、底部

下端第二斜端板(585)、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和底部下端第二

背撑板(587)。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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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包括上部第一角部件(610)、上部第二角部件

(620)、上部第三角部件(630)、上部第四角部件(640)、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650)、上部上

端中间连接件(660)、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670)和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680)，所述上部第

一角部件(610)包括上部第一底板(611)、上部第一侧板(612)、上部第二侧板(613)、上部第

一顶板(614)、上部第一顶板(615)、上部第二背撑板(616)、上部第一斜端板(617)和上部第

二斜端板(618)。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

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第二角部件(620)包括上部第二底板(621)、上部第三侧板(622)、

上部第四侧板(623)、上部第二顶板(624)、上部第三背撑板(625)、上部第四背撑板(626)、

上部第三斜端板(627)和上部第四斜端板(628)，所述上部第三角部件(630)包括上部第三

底板(631)、上部第五侧板(632)、上部第六侧板(633)、上部第三顶板(634)、上部第五背撑

板(635)、上部第六背撑板(636)、上部第五斜端板(637)和上部第六斜端板(638)。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

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第四角部件(640)包括上部第四底板(641)、上部第七侧板(642)、

上部第八侧板(643)、上部第四顶板(644)、上部第七背撑板(645)、上部第八背撑板(646)、

上部第七斜端板(647)和上部第八斜端板(648)，所述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650)包括上部

左侧底板(651)、上部左侧侧板(652)、上部左侧顶板(653)、上部左侧第一斜端板(654)、上

部左侧第二斜端板(655)和上部左侧背撑板(656)，所述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660)包括上

部上端底板(661)、上部上端侧板(662)、上部上端顶板(663)、上部上端第一斜端板(664)、

上部上端第二斜端板(665)、上部上端第一背撑板(666)和上部上端第二背撑板(667)，所述

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670)包括上部右侧底板(671)、上部右侧侧板(672)、上部右侧顶板

(673)、上部右侧第一斜端板(674)、上部右侧第二斜端板(675)和上部右侧背撑板(676)，所

述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680)包括上部下端底板(681)、上部下端侧板(682)、上部下端顶板

(683)、上部下端第一斜端板(684)、上部下端第二斜端板(685)、上部下端第一背撑板(686)

和上部下端第二背撑板(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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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

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窗框和墙板模具，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

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属于建筑模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整体式结构的预制PC墙板，一般均未设置预嵌防水胶条，当遇有门窗时，仅预

留门窗洞口，门窗框与预制墙板、墙板四周的防水均靠后续工地打胶，防水效果不佳，受人

为影响因素较大，后期维护成本大，一般预制PC墙板生产时，一般利用大底钢模台作底模、

配合四块独立的直边侧模，侧模用销钉固定于大底模台上，当构件截面变化时，在大底模台

又重新打一排孔，当构件截面变化时侧模又要在大底模台上打孔，这些孔对后续构件生产

的成品品质降低；门窗洞口仅用四个直边侧模支设，预留门窗洞口，门窗侧模与大底模固定

一般也是打孔销钉固定，这种模具不能解决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的生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

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采用如下技术方案达到：

[0005] 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包括模台以及安

装在所述模台上的首  尾顺次连接的构成矩形框架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

左端侧模、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带预嵌防水胶条

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和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下端

侧模，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和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

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之间设有两根平行排列的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两个所述带预嵌窗框

底部侧模的之间设有两个固定连接的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两个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

与两个所述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构成一个矩形框架。

[0006] 优选的，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包括：左端带倒角底

板、左端侧面板限位板、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左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

面板、左端顶板和左端贴附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所述左端带倒角底板与左端侧面

板限位板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磁合固定在所述模台上；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

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包括：上端带倒角底板、上端侧面板限位板、上端侧面板背撑定

位板及端板、上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和上端顶板，所述上端带倒角底板与

上端侧面板限位板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磁合固定在所述模台上；所述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

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下端侧模包括：下端带倒角底板、下端侧面板限位板、下端侧面

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和下端顶板，所述下端带倒

角底板与下端侧面板限位板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磁合固定在所述模台上；所述带预嵌窗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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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侧模包括：底部第一角部件、底部第二角部件、底部第三角部件、底部第四角部件、底部左

侧中间连接件、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和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所述带

预嵌窗框底部侧模经整体组合后利用磁与所述模台固定，通过角部件上连接板与所述带预

嵌窗框上部侧模连接固定；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包括：上部第一角部件、上部第二角部

件、上部第三角部件、上部第四角部件、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上部右

侧中间连接件和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通过角部件上连接板与所

述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连接固定。

[0007] 优选的，所述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上开设有左端拆模孔，所述左端拆模

孔的一侧开设有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所述左端中间开槽放预

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与所述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共同组成存

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且贴附于所述左端贴附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上，所述右端侧面

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上开设有右端拆模孔，所述右端拆模孔的一侧开设有右端侧面板背撑

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所述右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与所述右端

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且贴附于所

述右端贴附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上，所述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上开设有上

端拆模孔，所述上端拆模孔的一侧开设有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

槽，所述上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与所述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

存放胶条开槽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所述上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

板为折板拼装，所述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上开设有下端拆模孔，所述下端拆模孔

的一侧开设有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所述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

防水胶条的侧面板与所述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共同组成存放

预嵌防水胶条空间，所述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根据需要可设置成通长或带断水节点形

式，所述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为折板拼装。

[0008] 优选的，所述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包括底部第一角部件、底部第二角部件、底部第

三角部件、底部第四角部件、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底部右侧中间连

接件和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所述底部第一角部件包括底部第一底板、底部第一侧板、底部

第二侧板、底部第一顶板、底部第一斜端板、底部第二斜端板、底部第一背撑板以及与所述

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连接的底部第一限位固定件。

[0009] 优选的，所述底部第二角部件包括底部第二底板、底部第三侧板、底部第四侧板、

底部第二顶板、底部第三斜端板、底部第四斜端板、底部第二背撑板以及与所述带预嵌窗框

上部侧模连接的底部第二限位固定件，所述底部第三角部件包括底部第三底板、底部第五

侧板、底部第六侧板、底部第三顶板、底部第五斜端板、底部第六斜端板、底部第三背撑板以

及与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连接的底部第三限位固定件。

[0010] 优选的，所述底部第四角部件包括底部第四底板、底部第七侧板、底部第八侧板、

底部第四顶板、底部第七斜端板、底部第八斜端板、底部第四背撑板以及与所述带预嵌窗框

上部侧模连接的底部第四限位固定件，所述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包括底部左侧底板、底部

左侧侧板、底部左侧顶板、底部左侧第一斜端板、底部左侧第二斜端板和底部左侧背撑板。

[0011] 优选的，所述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包括底部上端底板、底部上端侧板、底部上端顶

板、底部上端第一斜端板、底部上端第二斜端板、底部上端背撑板和底部上端背撑板，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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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包括底部右侧底板、底部右侧侧板、底部右侧顶板、底部右侧第一斜端

板、底部右侧第二斜端板和底部右侧背撑板，所述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包括底部下端底板、

底部下端侧板、底部下端顶板、底部下端第一斜端板、底部下端第二斜端板、带预嵌窗框底

部侧模、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和底部下端第二背撑板。

[0012] 优选的，所述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包括上部第一角部件、上部第二角部件、上部第

三角部件、上部第四角部件、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上部右侧中间连

接件和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所述上部第一角部件包括上部第一底板、上部第一侧板、上部

第二侧板、上部第一顶板、上部第一顶板、上部第二背撑板、上部第一斜端板和上部第二斜

端板。

[0013] 优选的，所述上部第二角部件包括上部第二底板、上部第三侧板、上部第四侧板、

上部第二顶板、上部第三背撑板、上部第四背撑板、上部第三斜端板和上部第四斜端板，所

述上部第三角部件包括上部第三底板、上部第五侧板、上部第六侧板、上部第三顶板、上部

第五背撑板、上部第六背撑板、上部第五斜端板和上部第六斜端板。

[0014] 优选的，所述上部第四角部件包括上部第四底板、上部第七侧板、上部第八侧板、

上部第四顶板、上部第七背撑板、上部第八背撑板、上部第七斜端板和上部第八斜端板，所

述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包括上部左侧底板、上部左侧侧板、上部左侧顶板、上部左侧第一斜

端板、上部左侧第二斜端板和上部左侧背撑板，所述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包括上部上端底

板、上部上端侧板、上部上端顶板、上部上端第一斜端板、上部上端第二斜端板、上部上端第

一背撑板和上部上端第二背撑板，所述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包括上部右侧底板、上部右侧

侧板、上部右侧顶板、上部右侧第一斜端板、上部右侧第二斜端板和上部右侧背撑板，所述

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包括上部下端底板、上部下端侧板、上部下端顶板、上部下端第一斜端

板、上部下端第二斜端板、上部下端第一背撑板和上部下端第二背撑板。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

条的PC墙板模具，实现了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的生产；拥

有精度高、组装操作简便、大底模台无需打孔、拆模时无需桁车配合、操作方便、节省构件生

产人工及机械成本和模具成本低；可精准确保预嵌窗框成型精度及预嵌防水胶条的预埋精

度，侧模卡槽与预嵌胶条接缝严密无漏浆，预制墙板成品质量佳；彻底解决工地门窗框及预

制PC墙板四周因施工不良造成漏渗水的困扰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一优选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示意图；

[0018] 图3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侧立面示意图；

[0019] 图4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示意图；

[0020] 图5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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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侧立面示意图；

[0021] 图6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示意图；

[0022] 图7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侧立面示意

图；

[0023] 图8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下端侧模示意图；

[0024] 图9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

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下端侧模侧立面示意

图；

[0025] 图10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系统组拆分开示意图；

[0026] 图11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系统组合立体图示意图；

[0027] 图12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第一角部件左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3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第一角部件右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4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第二角部件底部第二底板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5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第二角部件第三斜端板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6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第二角部件后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7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第二角部件左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8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第四角部件立体结构左视示意图；

[0034] 图19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第四角部件立体结构右视示意图；

[0035] 图20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立体结构左视示意图；

[0036] 图21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立体结构右视示意图；

[0037] 图22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左视示意图；

[0038] 图23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右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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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图24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左视示意图；

[0040] 图25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右视示意图；

[0041] 图26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左视示意图；

[0042] 图27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右视示意图；

[0043] 图28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组合分开结构示意图；

[0044] 图29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组合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5] 图30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第一角部件结构左视示意图；

[0046] 图31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第一角部件结构右视示意图；

[0047] 图32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第二角部件结构左视示意图；

[0048] 图33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第二角部件结构右视示意图；

[0049] 图34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第三角部件结构左视示意图；

[0050] 图35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第三角部件结构右视示意图；

[0051] 图34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第四角部件结构左视示意图；

[0052] 图35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第四角部件结构右视示意图；

[0053] 图36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结构左视示意图；

[0054] 图37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结构右视示意图；

[0055] 图38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结构左视示意图；

[0056] 图39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结构右视示意图；

[0057] 图40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结构左视示意图；

[0058] 图41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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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结构右视示意图；

[0059] 图42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结构左视示意图。

[0060] 图43为按照本发明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

的一优选实施例的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结构右视示意图。

[0061] 图中，1‑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101‑左端带倒角底板，

102‑左端侧面板限位板，103‑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104‑左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

水胶条的侧面板，105‑左端顶板，106‑左端贴附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107‑左端侧面

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108‑左端拆模孔，2‑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

的PC墙板右端侧模，201‑右端带倒角底板，  202‑右端侧面板限位板，203‑右端侧面板背撑

定位板及端板，204‑右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205‑右端顶板，206‑右端贴附

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207‑右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208‑

右端拆模孔，  3‑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301‑上端带

倒角底板，302‑上端侧面板限位板，303‑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304‑上端中间开槽

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305‑上端顶板，306‑上端销定孔，307‑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

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308‑上端拆模孔，4‑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

PC墙板下端侧模，401‑下端带倒角底板，402‑下端侧面板限位板，403‑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

板及端板，404‑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405‑下端顶板，406‑下端销定孔，

407‑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408‑下端拆模孔，5‑带预嵌窗框底

部侧模，510‑底部第一角部件，511‑底部第一底板，512‑底部第一侧板，513‑底部第二侧板，

514‑  底部第一顶板，515‑底部第一斜端板，516‑底部第二斜端板，517‑底部第一背撑板，

518‑底部第一限位固定件，520‑底部第二角部件，521‑底部第二底板，522‑  底部第三侧板，

523‑底部第四侧板，524‑底部第二顶板，525‑底部第三斜端板，  526‑底部第四斜端板，527‑

底部第二背撑板，528‑底部第二限位固定件，530‑底部第三角部件，531‑底部第三底板，

532‑底部第五侧板，533‑底部第六侧板，534‑  底部第三顶板，535‑底部第五斜端板，536‑底

部第六斜端板，537‑底部第三背撑板，538‑底部第三限位固定件，540‑底部第四角部件，

541‑底部第四底板，542‑  底部第七侧板，543‑底部第八侧板，544‑底部第四顶板，545‑底部

第七斜端板，  546‑底部第八斜端板，547‑底部第四背撑板，548‑底部第四限位固定件，550‑

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551‑底部左侧底板，552‑底部左侧侧板，553‑底部左侧顶板，  554‑底

部左侧第一斜端板，555‑底部左侧第二斜端板，556‑底部左侧背撑板，560‑  底部上端中间

连接件，561‑底部上端底板，562‑底部上端侧板，563‑底部上端顶板，564‑底部上端第一斜

端板，565‑底部上端第二斜端板，566‑底部上端背撑板，  567‑底部上端背撑板，570‑底部右

侧中间连接件，571‑底部右侧底板，572‑底部右侧侧板，573‑底部右侧顶板，574‑底部右侧

第一斜端板，575‑底部右侧第二斜端板，576‑底部右侧背撑板，580‑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

581‑底部下端底板，582‑  底部下端侧板，583‑底部下端顶板，584‑底部下端第一斜端板，

585‑底部下端第二斜端板，586‑底部下端第一背撑板，587‑底部下端第二背撑板，6‑带预嵌

窗框上部侧模，610‑上部第一角部件，611‑上部第一底板，612‑上部第一侧板，613‑  上部第

二侧板，614‑上部第一顶板，615‑上部第一背撑板，616‑上部第二背撑板，  617‑上部第一斜

端板，618‑上部第二斜端板，620‑上部第二角部件，621‑上部第二底板，622‑上部第三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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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上部第四侧板，624‑上部第二顶板，625‑上部第三背撑板，626‑上部第四背撑板，627‑

上部第三斜端板，628‑上部第四斜端板，  630‑上部第三角部件，631‑上部第三底板，632‑上

部第五侧板，633‑上部第六侧板，634‑上部第三顶板，635‑上部第五背撑板，636‑上部第六

背撑板，637‑上部第五斜端板，638‑上部第六斜端板，640‑上部第四角部件，641‑上部第四

底板，  642‑上部第七侧板，643‑上部第八侧板，644‑上部第四顶板，645‑上部第七背撑板，

646‑上部第八背撑板，647‑上部第七斜端板，648‑上部第八斜端板，650‑上部左侧中间连接

件，651‑上部左侧底板，652‑上部左侧侧板，653‑上部左侧顶板，  654‑上部左侧第一斜端

板，655‑上部左侧第二斜端板，656‑上部左侧背撑板，660‑  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661‑上部

上端底板，662‑上部上端侧板，663‑上部上端顶板，664‑上部上端第一斜端板，665‑上部上

端第二斜端板，666‑上部上端第一背撑板，667‑上部上端第二背撑板，670‑上部右侧中间连

接件，671‑上部右侧底板，  672‑上部右侧侧板，673‑上部右侧顶板，674‑上部右侧第一斜端

板，675‑上部右侧第二斜端板，676‑上部右侧背撑板，680‑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681‑上部

下端底板，682‑上部下端侧板，683‑上部下端顶板，684‑上部下端第一斜端板，685‑  上部下

端第二斜端板，686‑上部下端第一背撑板，687‑上部下端第二背撑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62]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加清楚和明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

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63] 如图1‑图4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

PC墙板模具，包括模台以及安装在模台上的首  尾顺次连接的构成矩形框架的带预嵌防水

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1、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

上端侧模3、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2和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

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下端侧模4，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1和带预

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2之间设有两根平行排列的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

5，两个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的之间设有两个固定连接的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两个带预

嵌窗框上部侧模6与两个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构成一个矩形框架；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

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1包括：左端带倒角底板101、左端侧面板限位板102、左端侧面板背

撑定位板及端板103、左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104、左端顶板105和左端贴附

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106，左端带倒角底板101与左端侧面板限位板102作为一个整

体利用磁合固定在模台上；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3

包括：上端带倒角底板301、上端侧面板限位板302、上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303、上端

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304和上端顶板305，上端带倒角底板  301与上端侧面板

限位板302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磁合固定在模台上；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

型的PC墙板下端侧模4包括：下端带倒角底板401、下端侧面板限位板402、下端侧面板背撑

定位板及端板403、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404和下端顶板405，下端带倒角

底板401与下端侧面板限位板402作为一个整体利用磁合固定在模台上；带预嵌窗框底部侧

模5包括：底部第一角部件510、底部第二角部件520、底部第三角部件530、底部第四角部件

540、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550、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560、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570和底部下

端中间连接件580，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经整体组合后利用磁与模台固定，通过角部件上

说　明　书 7/10 页

11

CN 110978255 B

11



连接板与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连接固定；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包括：上部第一角部件

610、上部第二角部件620、上部第三角部件630、上部第四角部件640、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

650、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660、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670和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680，带预嵌

窗框上部侧模6通过角部件上连接板与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连接固定，实现了用于装配式

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的生产；拥有精度高、组装操作简便、大底模台无

需打孔、拆模时无需桁车配合、操作方便、节省构件生产人工及机械成本、模具成本低；可精

准确保预嵌窗框成型精度及预嵌防水胶条的预埋精度，侧模卡槽与预嵌胶条接缝严密无漏

浆，预制墙板成品质量佳；彻底解决工地门窗框及预制PC墙板四周因施工不良造成漏渗水

的困扰等优点。

[0064]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5所示，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103上开设有左端

拆模孔108，左端拆模孔108的一侧开设有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

107，左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104与左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

胶条开槽107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且贴附于左端贴附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

板106上，右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203上开设有右端拆模孔208，右端拆模孔208的一

侧开设有右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207，右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

胶条的侧面板204与右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207共同组成存放预

嵌防水胶条空间且贴附于右端贴附于侧面板上倒梯形减压条板206上，上端侧面板背撑定

位板及端板303上开设有上端拆模孔308，上端拆模孔308的一侧开设有上端侧面板背撑定

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307，上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304与上端侧面

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开槽307  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上端中间开

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304  为折板拼装，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403上开设有

下端拆模孔408，下端拆模孔408的一侧开设有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存放胶条

开槽407，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404与下端侧面板背撑定位板及端板配合

存放胶条开槽407共同组成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存放预嵌防水胶条空间根据需要可设

置成通长或带断水节点形式，下端中间开槽放预嵌防水胶条的侧面板404为折板拼装。

[0065]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6所示，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包括底部第一角部件510、

底部第二角部件520、底部第三角部件530、底部第四角部件540、底部左侧中间连接件550、

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560、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570  和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580，底部第一

角部件510包括底部第一底板511、底部第一侧板512、底部第二侧板513、底部第一顶板514、

底部第一斜端板515、底部第二斜端板516、底部第一背撑板517以及与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

6连接的底部第一限位固定件518，底部第二角部件520包括底部第二底板521、底部第三侧

板522、底部第四侧板523、底部第二顶板524、底部第三斜端板525、底部第四斜端板526、底

部第二背撑板527以及与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连接的底部第二限位固定件528，底部第三

角部件530包括底部第三底板531、底部第五侧板532、底部第六侧板533、底部第三顶板534、

底部第五斜端板535、底部第六斜端板536、底部第三背撑板537以及与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

6连接的底部第三限位固定件538，底部第四角部件540包括底部第四底板541、底部第七侧

板542、底部第八侧板543、底部第四顶板544、底部第七斜端板545、底部第八斜端板546、底

部第四背撑板547以及与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连接的底部第四限位固定件548，底部左侧

中间连接件550包括底部左侧底板551、底部左侧侧板552、底部左侧顶板553、底部左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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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端板554、底部左侧第二斜端板  555和底部左侧背撑板556，底部上端中间连接件560包括

底部上端底板561、底部上端侧板562、底部上端顶板563、底部上端第一斜端板564、底部上

端第二斜端板565、底部上端背撑板566和底部上端背撑板567，底部右侧中间连接件570包

括底部右侧底板571、底部右侧侧板572、底部右侧顶板573、底部右侧第一斜端板574、底部

右侧第二斜端板575和底部右侧背撑板576，底部下端中间连接件580包括底部下端底板

581、底部下端侧板582、底部下端顶板583、底部下端第一斜端板584、底部下端第二斜端板

585、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和底部下端第二背撑板587。

[0066]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7所示，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包括上部第一角部件610、

上部第二角部件620、上部第三角部件630、上部第四角部件640、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650、

上部上端中间连接件660、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670  和上部下端中间连接件680，上部第一

角部件610包括上部第一底板611、上部第一侧板612、上部第二侧板613、上部第一顶板614、

上部第一顶板615、上部第二背撑板616、上部第一斜端板617和上部第二斜端板618，上部第

二角部件620包括上部第二底板621、上部第三侧板622、上部第四侧板623、上部第二顶板

624、上部第三背撑板625、上部第四背撑板626、上部第三斜端板627  和上部第四斜端板

628，上部第三角部件630包括上部第三底板631、上部第五侧板632、上部第六侧板633、上部

第三顶板634、上部第五背撑板635、上部第六背撑板636、上部第五斜端板637和上部第六斜

端板638，上部第四角部件  640包括上部第四底板641、上部第七侧板642、上部第八侧板

643、上部第四顶板644、上部第七背撑板645、上部第八背撑板646、上部第七斜端板647和上

部第八斜端板648，上部左侧中间连接件650包括上部左侧底板651、上部左侧侧板652、上部

左侧顶板653、上部左侧第一斜端板654、上部左侧第二斜端板655和上部左侧背撑板656，上

部上端中间连接件660包括上部上端底板661、上部上端侧板662、上部上端顶板663、上部上

端第一斜端板664、上部上端第二斜端板665、上部上端第一背撑板666和上部上端第二背撑

板667，上部右侧中间连接件670包括上部右侧底板671、上部右侧侧板672、上部右侧顶板

673、上部右侧第一斜端板674、上部右侧第二斜端板675和上部右侧背撑板676，上部下端中

间连接件680包括上部下端底板681、上部下端侧板682、上部下端顶板683、上部下端第一斜

端板684、上部下端第二斜端板685、上部下端第一背撑板686和上部下端第二背撑板687，拥

有精度高、组装操作简便、可精准确保预嵌窗框成型精度及预嵌防水胶条的预埋精度，侧模

卡槽与预嵌胶条接缝严密无漏浆，大底模台无需打孔、拆模时无需桁车配合、操作方便、节

省构件生产人工及机械成本、模具成本低、预制墙板成品质量佳，彻底解决工地门窗框及预

制PC墙板四周因施工不良造成漏渗水的困扰等优点。

[0067]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1‑图4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

框和预嵌防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的安装过程如下：

[0068] 步骤1：在模台上的首  尾顺次连接的构成矩形框架的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

的PC墙板左端侧模1、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PC墙板上端侧模3、带预

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2和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外低内高结构止水造型的

PC墙板下端侧模4；

[0069] 步骤2：在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压空间的PC墙板左端侧模1和带预嵌防水胶条和减

压空间的PC墙板右端侧模2之间固定安装两根平行排列的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

[0070] 步骤3：在两个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的之间安装两个固定连接的带预嵌窗框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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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模6，两个带预嵌窗框上部侧模6与两个带预嵌窗框底部侧模5构成一个矩形框架。

[0071] 综上所述，在本实施例中，按照本实施例的用于装配式建筑带预嵌窗框和预嵌防

水胶条的PC墙板模具，拥有精度高、组装操作简便、可精准确保预嵌窗框成型精度及预嵌防

水胶条的预埋精度，侧模卡槽与预嵌胶条接缝严密无漏浆，大底模台无需打孔、拆模时无需

桁车配合、操作方便、节省构件生产人工及机械成本、模具成本低、预制墙板成品质量佳，彻

底解决工地门窗框及预制PC墙板四周因施工不良造成漏渗水的困扰等优点。

[007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进一步的实施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所公开的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构思加

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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