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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

型工艺，包括该工艺采用相应的注塑系统和注塑

模具来实施，所述工艺包括如下步骤：(1)原料混

合；(2)搅拌；(3)原料预处理；(4)设备预处理；

(5)原料塑化；(6)合模；(7)原料注射；(8)保压；

(9)冷却成型；(10)开模；(11 )取出成型壳体；

(12)清模；(13)检验；(14)成品入库；(15)破碎；

(16)筛选。本发明冷却时间短且均匀，工艺实施

步骤简单，有效的降低了产品注塑成型的周期以

及生产成本，同时通过相应的工艺条件，有效的

提高了产品的成品质量，有利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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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工艺，包括该工艺采用相应的注塑系统和注塑模具来

实施，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1)原料混合：将破碎后的原料与用于注塑空调壳体的原料进行混合；

(2)搅拌：通过搅拌装置对混合后的原料进行搅拌；

(3)原料预处理：利用烘箱对原料进行2个小时的干燥，并将原料加热到110-120℃；

(4)设备预处理：将注塑系统中的料筒加热到210-285℃，将注塑模具中的定模加热到

70-80℃，动模加热到50-60℃；

(5)原料塑化：将步骤(3)预处理好的原料添加到步骤(4)处理的料筒中，加热到熔融状

态；

(6)合模：将加热后的模具进行合模；

(7)原料注射：将经过步骤(4)的熔融状态的原料通过喷嘴注射到经过(5)的模具中；

(8)保压：通过均匀注射进行保压，保压时间4-6s；

(9)冷却成型：冷却成型时间为20-30s；

(10)开模：趁热进行开模；

(11)取出成型壳体：操作人员携带隔热手套将成型后的壳体从模具中取下；

(12)清模：操作人员对通过步骤(11)的模具进行清理，清理完成后进行步骤(6)动作，

为下一个壳体注塑做准备；

(13)检验：将步骤(11)中的成型壳体进行检验；

(14)成品入库：通过步骤(13)检验的合格产品进行入库；

(15)破碎：通过步骤(13)检验的不合格产品通过破碎机进行破碎处理；

(16)筛选：选用筛选装置对通过步骤(15)后的破碎颗粒进行筛选，将符合要求的破碎

颗粒与用于注塑空调壳体的原料进行混合进行步骤(1)的操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的料筒加热分为三段，后段加热到210-240℃，中段加热到230-280℃，前段加热到240-

28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

中的注射压力为80-130kg/cm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6)

中筛选装置所用的筛孔直径为0.4-0.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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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注塑成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到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注塑是一种工业产品生产造型的方法。产品通常使用橡胶注塑和塑料注塑。注塑

还可分注塑成型模压法和压铸法。注射成型机(简称注射机或注塑机)是将热塑性塑料或热

固性料利用塑料成型模具制成各种形状的塑料制品的主要成型设备，注射成型是通过注塑

机和模具来实现的。

[0003] 为满足消费者对于空调壳体外观的美学要求，同时也为了更加环保，采用免喷涂

高光无痕注塑成型技术生产空调壳体日益成为主流。该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塑料成型

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涵盖了高光泽塑料材料、高光注塑模具、模温温控设备等多个方

面。

[0004] 近年来，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空调的使用功能，对其外观的欣赏品味及绿色环保的

要求越来越高。由于传统的注塑方法是先注塑空调壳体，然后再喷涂的方法，既不环保，质

量也不稳定，众多国际国内知名厂商纷纷摒弃了老方法，转而采用一种新型成型工艺——

免喷涂高光无痕注塑成型技术。该技术可使空调壳体表面光泽度高及无熔接线、流痕及缩

痕等缺陷，并且无需后续的喷涂工序，从而对环保及成本降低极为有利。由于免喷涂高光注

塑技术的实施离不开高光泽塑料材料、高光注塑模具、模温温控设备以及注塑机和注塑工

艺的紧密配合。

[0005] 但是现有的用于注塑空调壳体的工艺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冷却时

间较长，需要占整个成型周期的70-80％，并且冷却不均匀，极易使注塑成型的产品发生翘

曲变形，工艺步骤复杂、成型周期长以及成本高等缺陷，同时现有工艺的成品质量不高，难

以符合人们的制作要求。

[0006] 然而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研发者有必要研制一种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冷却时间

短且均匀，工艺实施步骤简单，有效的降低了产品注塑成型的周期以及生产成本，同时通过

相应的工艺条件，有效的提高了产品的成品质量，有利于环保的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

工艺。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目的提供了一种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冷却时

间短且均匀，工艺实施步骤简单，有效的降低了产品注塑成型的周期以及生产成本，同时通

过相应的工艺条件，有效的提高了产品的成品质量，有利于环保的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

型工艺。

[0008]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9] 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工艺，包括该工艺采用相应的注塑系统和注塑模具

来实施，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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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11] (1)原料混合：将破碎后的原料与用于注塑空调壳体的原料进行混合；

[0012] (2)搅拌：通过搅拌装置对混合后的原料进行搅拌；

[0013] (3)原料预处理：利用烘箱对原料进行2个小时的干燥，并将原料加热到110-120

℃；

[0014] (4)设备预处理：将注塑系统中的料筒加热到210-285℃，将注塑模具中的定模加

热到70-80℃，动模加热到50-60℃；

[0015] (5)原料塑化：将步骤(3)预处理好的原料添加到步骤(4)处理的料筒中，加热到熔

融状态；

[0016] (6)合模：将加热后的模具进行合模；

[0017] (7)原料注射：将经过步骤(4)的熔融状态的原料通过喷嘴注射到经过(5)的模具

中；

[0018] (8)保压：通过均匀注射进行保压，保压时间4-6s；

[0019] (9)冷却成型：冷却成型时间为20-30s；

[0020] (10)开模：趁热进行开模；

[0021] (11)取出成型壳体：操作人员携带隔热手套将成型后的壳体从模具中取下；

[0022] (12)清模：操作人员对通过步骤(11)的模具进行清理，清理完成后进行步骤(6)动

作，为下一个壳体注塑做准备；

[0023] (13)检验：将步骤(11)中的成型壳体进行检验；

[0024] (14)成品入库：通过步骤(13)检验的合格产品进行入库；

[0025] (15)破碎：通过步骤(13)检验的不合格产品通过破碎机进行破碎处理；

[0026] (16)筛选：选用筛选装置对通过步骤(15)后的破碎颗粒进行筛选，将符合要求的

破碎颗粒与用于注塑空调壳体的原料进行混合进行步骤(1)的操作。

[0027]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步骤(4)中的料筒加热分为三段，后段加热到

210-240℃，中段加热到230-280℃，前段加热到240-285℃。

[0028]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步骤(7)中的注射压力为80-130kg/cm2。

[0029]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步骤(16)中筛选装置所用的筛孔直径为0.4-

0.6cm。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冷却时间短且均匀，工艺实施步骤简单，

有效的降低了产品注塑成型的周期以及生产成本，同时通过相应的工艺条件，有效的提高

了产品的成品质量，自动化程度高，提高了塑料制品表面的美观度，有利于环保。

附图说明

[003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2]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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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4] 参照图1所示，图中给出的一种改进型空调壳体注塑成型工艺，包括该工艺采用相

应的注塑系统和注塑模具来实施，注塑模具主要由动模和定模组成。

[0035] 其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36] (1)原料混合100

[0037] 将破碎后的原料与用于注塑空调壳体的原料进行混合。

[0038] (2)搅拌200

[0039] 通过搅拌装置对混合后的原料进行搅拌，通过搅拌装置搅拌后，能够使原料混合

的更加均匀。

[0040] (3)原料预处理300

[0041] 利用烘箱对原料进行2个小时的干燥，并将原料加热到110-120℃。

[0042] (4)设备预处理400

[0043] 将注塑系统中的料筒加热到210-285℃，将注塑模具中的定模加热到75℃，动模加

热到55℃，料筒加热分为三段，后段加热到210-240℃，中段加热到230-280℃，前段加热到

240-285℃。

[0044] (5)原料塑化500

[0045] 将步骤(3)预处理好的原料添加到步骤(4)处理的料筒中，加热到熔融状态。

[0046] (6)合模600

[0047] 将加热后的模具进行合模。

[0048] (7)原料注射700

[0049] 将经过步骤(4)的熔融状态的原料通过喷嘴注射到经过(5)的模具中，注射压力为

80-130kg/cm2。

[0050] (8)保压800

[0051] 通过均匀注射进行保压，保压时间4-6s。

[0052] (9)冷却成型900

[0053] 冷却成型时间为20-30s。

[0054] (10)开模1000

[0055] 趁热进行开模。

[0056] (11)取出成型壳体1100

[0057] 操作人员携带隔热手套将成型后的壳体从模具中取下。

[0058] (12)清模1200

[0059] 操作人员对通过步骤(11)的模具进行清理，清理完成后进行步骤(6)动作，为下一

个壳体注塑做准备。

[0060] (13)检验1300

[0061] 将步骤(11)中的成型壳体进行检验，检验成型壳体是否有缺料、碎裂、料花、缩印、

刮伤、手印、黑点、雾状等不良现象，无则为合格，有则为不合格。

[0062] (14)成品入库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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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通过步骤(13)检验的合格产品进行入库。

[0064] (15)破碎1500

[0065] 通过步骤(13)检验的不合格产品通过破碎机进行破碎处理，将不合格的产品破碎

成颗粒状。

[0066] (16)筛选1600

[0067] 选用筛选装置对通过步骤(15)后的破碎颗粒进行筛选，将符合要求的破碎颗粒与

用于注塑空调壳体的原料进行混合进行步骤(1)的操作，中筛选装置所用的筛孔直径为

0.4-0.6cm。

[0068] 综上所述本发明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冷却时间短且均匀，工艺实施步骤简单，有

效的降低了产品注塑成型的周期以及生产成本，同时通过相应的工艺条件，有效的提高了

产品的成品质量，自动化程度高，提高了塑料制品表面的美观度，有利于环保。

[006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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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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