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706079.9

(22)申请日 2016.08.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79144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3.13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8109 广东省深圳市观澜富士康鸿

观科技园B区厂房5栋C09栋4层、C07栋

2层、C08栋3层4层、C04栋1

(72)发明人 黄婵娟　芮发明　何黎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赛恩倍吉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 44334

代理人 谢志为

(51)Int.Cl.

B29C 45/26(2006.01)

B29C 45/27(2006.01)

B29C 45/33(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660190 A,2014.03.26,

CN 203994596 U,2014.12.10,

CN 203680705 U,2014.07.02,

CN 203994596 U,2014.12.10,

CN 201002332 Y,2008.01.09,

CN 202186018 U,2012.04.11,

CN 205130283 U,2016.04.06,

EP 0659532 A2,1995.06.28,

审查员 王思静

 

(54)发明名称

注塑模具

(57)摘要

一种注塑模具，包括顶模、中模、底模和穿设

收容在中模内的浇注头。顶模包括入射孔与第一

抵持块。中模包括第一本体、浇注头穿设孔、抵持

块穿设孔及第二抵持块，浇注头穿设孔用于收容

浇注头，抵持块穿设孔用于穿设第一抵持块，第

二抵持块设置在中模朝向底模的一面。底模包括

第二本体、设置在第二本体内的注塑腔、滑动地

设置在第二本体内的第一滑动件及连接在第一

滑动件上的第二滑动件，第二抵持块抵持第一滑

动件滑动，第二滑动件包括固定块及设置在固定

块内的第二滑动块，固定块上开设有注射孔，第

二滑动块包括对应注射孔设置的抵持部。浇注头

包括导料条、与导料条连接的导管及与导管连接

的胶口，胶口收容在注射孔内，抵持部滑动地抵

持在胶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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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注塑模具，包括顶模、中模及底模，该中模设置在该顶模与该底模之间，其特征

在于：该注塑模具还包括穿设收容在该中模内的浇注头，该顶模包括入射孔与第一抵持块，

该入射孔用于导流注塑用的物料，该第一抵持块设置在该顶模朝向该中模的一面上，该中

模包括第一本体、浇注头穿设孔、抵持块穿设孔及第二抵持块，该浇注头穿设孔贯通开设在

该第一本体上以收容该浇注头，该抵持块穿设孔贯通开设在该第一本体上，该第一抵持块

穿设通过该抵持块穿设孔，该第二抵持块设置在该中模朝向该底模的一面上，该底模包括

第二本体、设置在该第二本体内的注塑腔、邻近该注塑腔设置并且滑动地设置在该第二本

体内的第一滑动件及连接在该第一滑动件上的第二滑动件，该第二抵持块抵持该第一滑动

件以推动该第一滑动件滑动，该第二滑动件包括可拆卸地设置在该第一滑动件上的固定块

及滑动地设置在该固定块内的第二滑动块，该固定块上开设有与该注塑腔连通的注射孔，

该第二滑动块包括对应该注射孔设置的抵持部，该浇注头包括中空的导料条、与该导料条

连接的导管及与该导管连接的胶口，该胶口收容在该注射孔内，该抵持部滑动地抵持在该

胶口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第一抵持块的一端设置有第一抵持斜

面，该第二滑动块对应该第一抵持斜面设置有第二斜面，该第一抵持斜面抵持在该第二斜

面上以使该第二滑动块向靠近该注塑腔的方向滑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第二滑动块呈E型，该抵持部位于该第

二滑动块靠近该注塑腔的一侧，该第二斜面位于该第二滑动块远离该注塑腔的另一侧。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第二抵持块的一端设置有第二抵持斜

面，该第一滑动件上设置有第一斜面，该第二抵持斜面抵持在该第一斜面上以使该第一滑

动件向靠近该注塑腔的方向滑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第一滑动件包括第一滑动块，该第一

滑动块滑动地设置在该第二本体内，该第一滑动块邻近该注塑腔的一侧开设有第一收容

孔。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第一滑动件还包括第一弹性件，该第

一弹性件的一端抵持收容在该第一收容孔内，该第二本体对应该第一弹性件设置有凸起，

该第一弹性件的另一端抵持在该凸起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第二滑动块还包括第二收容孔与第二

弹性件，该第二弹性件的一端抵持收容在该第二收容孔内，其另一端抵持在该固定块上。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胶口的横截面的面积由靠近该导管的

一端向远离该导管的另一端逐渐减小。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入射孔呈漏斗状并开设在该顶模的中

间位置。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其特征在于：该顶模的边缘设置有锁杆，该中模的边

缘对应该锁杆设置有插孔座，该底模的边缘对应该锁杆设置有锁合件，该锁杆穿设通过该

插孔座并定位收容在该锁合件内以将该顶模、该中模及该底模固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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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注塑模具，尤其涉及一种浇注头不易折断的注塑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在注塑领域，为实现工件的注塑成型，现有制程通常为将浇注头放置在模具内，之

后将模具合模，通过浇注头将塑胶等注塑到模具的型腔内。传统浇注头上一般单独设置有

一段分流道，通过分流道注塑塑胶等。然而，分流道的设置容易导致模具注射压力的增加，

使塑胶溢出而形成废料，且分流道容易从浇注头上折断脱落，使模具存在压模风险，从而影

响工件的成型，导致工件成型的效果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工件成型效果较好的注塑模具。

[0004] 一种注塑模具，包括顶模、中模及底模，该中模设置在该顶模与该底模之间。该注

塑模具还包括穿设收容在该中模内的浇注头，该顶模包括入射孔与第一抵持块，该入射孔

用于导流注塑用的物料，该第一抵持块设置在该顶模朝向该中模的一面上。该中模包括第

一本体、浇注头穿设孔、抵持块穿设孔及第二抵持块，该浇注头穿设孔贯通开设在该第一本

体上以收容该浇注头，该抵持块穿设孔贯通开设在该第一本体上，该第一抵持块穿设通过

该抵持块穿设孔，该第二抵持块设置在该中模朝向该底模的一面上。该底模包括第二本体、

设置在该第二本体内的注塑腔、邻近该注塑腔设置并且滑动地设置在该第二本体内的第一

滑动件及连接在该第一滑动件上的第二滑动件，该第二抵持块抵持该第一滑动件以推动该

第一滑动件滑动，该第二滑动件包括可拆卸地设置在该第一滑动件上的固定块及滑动地设

置在该固定块内的第二滑动块，该固定块上开设有与该注塑腔连通的注射孔，该第二滑动

块包括对应该注射孔设置的抵持部，该浇注头包括中空的导料条、与该导料条连接的导管

及与该导管连接的胶口，该胶口收容在该注射孔内，该抵持部滑动地抵持在该胶口上。

[0005] 本发明提供的注塑模具包括顶模、中模及底模，顶模上开设有入射孔及第一抵持

块，中模上开设有浇注头穿设孔、抵持块穿设孔及第二抵持块，浇注头穿设收容在浇注头穿

设孔内，包括导料条、导管及胶口，导料条对应入射孔设置，底模包括注塑腔、第一滑动件及

第二滑动件，第一滑动件邻近注塑腔设置，第二滑动件包括可拆卸地连接在第一滑动件上

的固定块及滑动地设置在固定块上的第二滑动块，固定块上开设有与注塑腔连通的注射

孔，第二滑动块包括抵持部，抵持部对应注射孔设置，胶口收容在注射孔内，第二滑动块向

靠近注塑腔的方向滑动，抵持部抵持在胶口以固定胶口，从而避免溢料问题，有效提升工件

的成型效果；取出胶口时，第二滑动块向远离注塑腔的方向滑动以使抵持部逐渐远离胶口，

从而为胶口在脱离注射孔时，提供较大的脱离空间，避免胶口被限制在注射孔内而导致胶

口在脱离注射孔时发生断裂，避免了压模现象的产生，从而进一步提升工件的成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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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的注塑模具的立体示意图。

[0007] 图2为图1所示注塑模具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08] 图3为图1所示注塑模具的另一角度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09] 图4为图2所示注塑模具的浇注头的立体示意图。

[0010] 图5为图1所示注塑模具沿V-V线的剖视图。

[0011] 图6为图1所示注塑模具沿VI-VI线的剖视图。

[0012]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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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0015]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方式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方式，而不是全部的实施

方式。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需要说明的是，当一个组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组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到另

一个组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组件。

[0018]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

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19] 请参考图1，本发明所提供的注塑模具100包括顶模10、中模20及底模30。中模20设

置在顶模10与底模30之间，顶模10的边缘设置有锁杆11，中模20的边缘对应锁杆11设置有

插孔座21，底模30的边缘对应锁杆11设置有锁合件31。锁杆11穿过插孔座21并定位收容在

锁合件31内，从而将顶模10、中模20及底模30固定在一起。

[0020] 请同时参考图2与图3，注塑模具100还包括浇注头40，浇注头40穿设收容在中模20

内，并且浇注头40的一端与底模30连接。注塑用的物料经顶模10进入浇注头40，经浇注头40

引导进入底模30，从而在底模30内注塑成型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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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顶模10还包括入射孔12与第一抵持块13。入射孔12呈漏斗状，其开设在顶模10的

大致中间位置。入射孔12用于导流物料，从而使物料经由浇注头40进入底模30内。第一抵持

块13设置在顶模10朝向中模20的一面上，其一端设置有第一抵持斜面131。在本实施例中，

第一抵持块13为两个，分别设在入射孔12的两侧。

[0022] 中模20还包括第一本体22、浇注头穿设孔23、抵持块穿设孔24及第二抵持块25。第

一本体22呈六面体状。浇注头穿设孔23贯通开设在第一本体22上，用于穿设收容浇注头40，

从而使浇注头40能够通过第一本体22到达底模30以向底模30内注射物料。抵持块穿设孔24

贯通开设在第一本体22上，用于穿设第一抵持块13，从而使第一抵持块13能够通过第一本

体22到达底模30以抵持底模30。第二抵持块25设置在中模20朝向底模30的一面上，其一端

设置有第二抵持斜面251以抵持底模30。

[0023] 底模30还包括第二本体32、第一滑动件33及第二滑动件34。第二本体32呈六面体

状，第二本体32的大致中间位置开设有注塑腔321以用于注塑成型工件(图未示)。第一滑动

件33位于注塑腔321的边缘并滑动地设置在第二本体32内。在本实施例中，第一滑动件33的

数量为两个，并分别位于注塑腔321的两侧。第二滑动件34连接在第一滑动件33上，第一滑

动件33带动第二滑动件34向远离注塑腔321的方向运动，以利于工件的脱模。

[0024] 第一滑动件33包括第一滑动块331及第一弹性件332。第一滑动块331滑动地设置

在第二本体32内，其邻近注塑腔321的一侧开设有第一收容孔3311，其远离注塑腔321的另

一侧设置有第一斜面3312。第一收容孔3311用于部分收容第一弹性件332，第一斜面3312对

应第二抵持斜面251设置。第二抵持块25随着第一本体22向下运动，第二抵持斜面251抵持

在第一斜面3312上，从而使第一滑动块331在第二本体32内向靠近注塑腔321的方向滑动。

第一弹性件332用于向第一滑动块331提供弹性的回复力，对应地，第二本体32上设置有凸

起322，第一弹性件332的一端抵持收容在第一收容孔3311内，其另一端抵持在凸起322上。

[0025] 第二滑动件34包括固定块341及第二滑动块342。固定块341可拆卸地设置在第一

滑动块331上，其上开设有收容腔3411以滑动地收容第二滑动块342。固定块341在邻近注塑

腔321的一侧开设有注射孔3412以定位收容浇注头40，注射孔3412与注塑腔321连通，物料

通过注射孔3412内的浇注头40进入注塑腔321。第二滑动块342大致呈E型，包括抵持部

3421、第二斜面3422、第二收容孔3423及第二弹性件3424。抵持部3421位于第二滑动块342

靠近注塑腔321的一侧并且对应注射孔3412设置，用于抵持注射孔3412内的浇注头40，从而

使浇注头40稳固地收容在注射孔3412内。第二斜面3422位于第二滑动块342远离注塑腔321

的一侧并且对应第一抵持斜面131设置，第一抵持块13随着顶模10向下运动，第一抵持斜面

131抵持在第二斜面3422上，从而使第二滑动块342在固定块341内向靠近注塑腔321的方向

滑动。第二收容孔3423用于部分收容第二弹性件3424。第二弹性件3424用于向第二滑动块

342提供弹性的回复力，第二弹性件3424的一端抵持收容在第二收容孔3423内，其另一端抵

持在固定块341上。

[0026] 请参考图4，浇注头40包括导料条41、导管42及胶口43。物料经入射孔12流动至导

料条41上，再经导料条41进入导管42，胶口43设于导管42远离导料条41的一端，用于输出物

料。胶口43为牛角形状，其横截面的面积由靠近导管42的一端向远离导管42的另一端逐渐

减小。

[0027] 请同时参考图5与图6，注塑模具100合模注塑时，首先，浇注头40穿设收容在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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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内，胶口43露出在中模20外，之后将中模20逐渐放置在底模30上，第二抵持块25通过第二

抵持斜面251逐渐抵持第一滑动块331上的第一斜面3312，从而使第一滑动块331逐渐向靠

近注塑腔321的方向滑动，当中模20完全抵持在底模30上并且相对于底模30停止运动时，胶

口43收容在注射孔3412内。其次，将顶模10逐渐放置在中模20上，第一抵持块13穿设通过中

模20上的抵持块穿设孔24并抵持在第二滑动块342的第二斜面3422上，从而使第二滑动块

342逐渐向靠近注塑腔321的方向滑动，当顶模10完全抵持在中模20上并且相对于中模20停

止运动时，抵持部3421抵持在胶口43上，从而固定胶口43。最后，物料经入射孔12进入浇注

头40，并经胶口43进入注塑腔321，从而注塑成型工件(图未示)。由于胶口43被较好的固定，

因此能够有效地避免溢料问题。

[0028] 当注塑模具100开模取工件时，首先，将顶模10逐渐从中模20上取下，第一抵持块

13的第一抵持斜面131逐渐脱离第二滑动块342的第二斜面3422，第二滑动块342在第二弹

性件3424的抵持下，逐渐向远离注塑腔321的方向运动，以使抵持部3421逐渐远离胶口43，

从而为胶口43在脱离注射孔3412时，提供较大的脱离空间，避免胶口43被限制在注射孔

3412内而导致胶口43在脱离注射孔3412时发生断裂。其次，将中模20逐渐从底模30上取下，

胶口43逐渐脱离注射孔3412，之后第二抵持块25的第二抵持斜面251逐渐脱离第一滑动块

331上的第一斜面3312，从而使第一滑动块331逐渐向远离注塑腔321的方向滑动，进而带动

固定块341向远离注塑腔321的方向运动，以此完成注塑模具100的开模。最后，将注塑完成

的工件从注塑腔321内取出即可。

[0029] 本发明所提供的注塑模具100包括顶模10、中模20及底模30，顶模10上开设有入射

孔12及第一抵持块13，中模20上开设有浇注头穿设孔23、抵持块穿设孔24及第二抵持块25，

浇注头40穿设收容在浇注头穿设孔23内，包括导料条41、导管42及胶口43，导料条41对应入

射孔12设置，底模30包括注塑腔321、第一滑动件33及第二滑动件34，第一滑动件33邻近注

塑腔321设置，第二滑动件34包括可拆卸地连接在第一滑动件33上的固定块341及滑动地设

置在固定块341上的第二滑动块342，固定块341上开设有与注塑腔321连通的注射孔3412，

第二滑动块342包括抵持部3421，抵持部3421对应注射孔3412设置，胶口43收容在注射孔

3412内，第二滑动块342向靠近注塑腔321的方向滑动，抵持部3421抵持在胶口43以固定胶

口43，从而避免溢料问题，有效提升工件的成型效果；取出胶口43时，第二滑动块342向远离

注塑腔321的方向滑动以使抵持部3421逐渐远离胶口43，从而为胶口43在脱离注射孔3412

时，提供较大的脱离空间，避免胶口43被限制在注射孔3412内而导致胶口43在脱离注射孔

3412时发生断裂，避免了压模现象的产生，从而进一步提升工件的成型效果。

[0030] 可以理解，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一收容孔3311可省略，第一弹性件332抵持在第一

滑动块331上。

[0031] 可以理解，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一弹性件332可省略，通过取出工件时产生的抵持

力，可推动第一滑动块331向远离注塑腔321的方向滑动。

[0032] 可以理解，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二收容孔3423可以省略，第二弹性件3424抵持在第

二滑动块342上。

[0033] 可以理解，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二弹性件3424可省略，通过取出胶口43时产生的抵

持力，可推动第二滑动块342向远离注塑腔321的方向滑动。

[0034] 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方式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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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之内，对以上实施方式所作

的适当改变和变化都落在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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