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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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629453.6

(22)申请日 2020.07.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51622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8.11

(73)专利权人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5600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梅林街

道三省中路1号

(72)发明人 王林明　屠立斌　李恒青　戴旭泽　

胡愉晟　黄伟　李立鹏　叶佳威　

娄云彬　李邦　丁宏参　尤展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市甬远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33409

代理人 章松伟

(51)Int.Cl.

B29C 45/33(2006.01)

B29C 45/44(2006.01)

审查员 徐宁

 

(54)发明名称

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

模机构，包括大顶块，大顶块设有成型汽车门板

上框架的型面，大顶块设有成型装配筋的多个筋

位槽，槽内活动配合有装配筋成型块，装配筋成

型块位于型面一侧的外露面作为型面的组成部

分，装配筋成型块后部连接有驱动结构，装配筋

成型块前部设有成型装配筋的成型槽，驱动结构

用于在大顶块顶出前首先带动装配筋成型块向

后运动，使装配筋成型块与装配筋分离，优点是：

结构简单紧凑、耐久性好、稳定可靠、成本低，有

利于脱模，不容易粘，有利于提高模具使用寿命

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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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包括大顶块，大顶块设有成型汽车门板上框架

的型面，其特征在于：大顶块设有成型装配筋的多个筋位槽，槽内活动配合有装配筋成型

块，装配筋成型块位于型面一侧的外露面作为型面的组成部分，装配筋成型块后部连接有

驱动结构，装配筋成型块前部设有成型装配筋的成型槽，驱动结构用于在大顶块顶出前首

先带动装配筋成型块向后运动，使装配筋成型块与装配筋分离；装配筋成型块前端下部设

有L形凹面，该L形凹面与筋位槽之间形成进料敞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其特征在于：装配筋成型

块前端上侧设有扁状尖端，相邻尖端之间为成型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其特征在于：驱动结构包

括滑块和斜导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其特征在于：滑块与装配

筋成型块为一体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导向

结构，该导向结构安装在大顶块后侧，导向结构与滑块导向配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其特征在于：导向结构包

括侧导向部和底导向部，侧导向部设有侧导向槽，滑块设有侧导向凸起和底导向槽，侧导向

槽与侧导向凸起导向配合，底导向部与底导向槽导向配合。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其特征在于：滑块设有沿

型面的长度方向依序均匀分布的多个装配筋成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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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门板注塑模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

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汽车内饰，汽车门板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汽车改型的需要以及降低成本

的需求，对汽车门板的改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需要设置便于拆装同时结构强度仍

然较好的结构，因此门板上设计了很多的装配筋，达24根之多，且筋位深度还较深，达到22

毫米深度，常规的利用镶件技术成型装配筋的手段，在这里就显得非常困难，即脱模非常

紧，很吃力，容易粘，稳定性和靠性差，在现有技术中，也未有其它成熟的技术可供参考和借

鉴。

[0003] 为此，本申请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求研究出结构简单紧凑、耐久性好、稳定可靠、

成本低的技术方案来解决上述复杂的技术问题，又需要符合工程要求，能够工程使用，而不

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以上现有技术的缺陷，提出一种汽车门板上

框架筋位出模机构，结构简单紧凑、耐久性好、稳定可靠、成本低，有利于脱模，不容易粘，有

利于提高模具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0005]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包括大顶块，大

顶块设有成型汽车门板上框架的型面，大顶块设有成型装配筋的多个筋位槽，槽内活动配

合有装配筋成型块，装配筋成型块位于型面一侧的外露面作为型面的组成部分，装配筋成

型块后部连接有驱动结构，装配筋成型块前部设有成型装配筋的成型槽，驱动结构用于在

大顶块顶出前首先带动装配筋成型块向后运动，使装配筋成型块与装配筋分离。

[0006]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方案较为巧

妙，结构简单紧凑、耐久性好、稳定可靠、成本低，不采用镶件技术，设计了筋位槽、装配筋成

型块、驱动结构等，驱动结构用于在大顶块顶出前首先带动装配筋成型块向后运动，使装配

筋成型块与装配筋分离，从而有利于脱模，不容易粘，有利于提高模具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0007] 作为优选，装配筋成型块前端下部设有L形凹面，该L形凹面与筋位槽之间形成进

料敞口，有利于装配筋成型块与装配筋分离，同时有利于进料顺畅，填充饱满，提高了成型

质量。

[0008] 作为优选，装配筋成型块前端上侧设有扁状尖端，相邻尖端之间为成型槽，有利于

装配筋成型块与装配筋分离。

[0009] 作为优选，驱动结构包括滑块和斜导柱，结构简单紧凑，稳定可靠。

[0010] 作为优选，滑块与装配筋成型块为一体结构，结构简单紧凑，稳定可靠，同时精度

高，有利于成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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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优选，还包括导向结构，该导向结构安装在大顶块后侧，导向结构与滑块导向

配合，精度高，有利于成型质量。

[0012] 作为优选，导向结构包括侧导向部和底导向部，侧导向部设有侧导向槽，滑块设有

侧导向凸起和底导向槽，侧导向槽与侧导向凸起导向配合，底导向部与底导向槽导向配合，

提高一种优选的导向结构方案，结构紧凑，稳定可靠。

[0013] 作为优选，滑块设有沿型面的长度方向依序均匀分布的多个装配筋成型块，精度

高、同步性好、受力较好，有利于成型质量。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的后侧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的A放大视图。

[0016] 图3是图1去掉中间部分的装配筋成型块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的后侧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是图4去掉中间部分的装配筋成型块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1、大顶块，2、型面，3、筋位槽，4、装配筋成型块，5、L形凹面，6、进料敞口，7、

扁状尖端，8、成型槽，9、滑块，10、斜导柱，11、侧导向部，12、底导向部，13、侧导向槽，14、大

顶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述中的优

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在以下描述中界定

的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可以应用于其他实施方案、变形方案、改进方案、等同方案以及没有背

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其他技术方案。

[0021]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理解的是，在本发明的揭露中，术语“纵向”、“横向”、“上”、

“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 “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

关系是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其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

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上述

术语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2]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汽车门板上框架筋位出模机构，包括大顶块1，大顶块

1设有成型汽车门板上框架的型面2，大顶块1设有成型装配筋的多个筋位槽3，槽内活动配

合有装配筋成型块4，装配筋成型块4位于型面2一侧的外露面作为型面2的组成部分，装配

筋成型块4后部连接有驱动结构，装配筋成型块4前部设有成型装配筋的成型槽8，驱动结构

用于在大顶块1顶出前首先带动装配筋成型块4向后运动，使装配筋成型块4与装配筋分离。

[0023] 本例中，从图1、图3中可见，总共有6个筋位槽3，其中位于外侧的两个筋位槽3中的

装配筋成型块4未画在图中。每个装配筋成型块4与筋位槽3配合后可成型4根装配筋，总计

24根。从图2中可见，成型槽8很深。通过本发明这样的设计，能够同时实现这24根装配筋的

成型和脱模，符合工程要求，能够工程使用，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

[0024] 装配筋成型块4前端下部设有L形凹面5，该L形凹面5与筋位槽3之间形成进料敞口

6。有利于装配筋成型块4与装配筋分离，同时有利于进料顺畅，填充饱满，提高了成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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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装配筋成型块4前端上侧设有扁状尖端7，相邻尖端之间为成型槽8。有利于装配筋

成型块4与装配筋分离。

[0026] 如图4所示，驱动结构包括滑块9和斜导柱10。有利于整体结构简单紧凑，稳定可

靠。

[0027] 滑块9与装配筋成型块4为一体结构，结构简单紧凑，稳定可靠，同时精度高，有利

于成型质量。

[0028] 还包括导向结构，该导向结构安装在大顶块1后侧，导向结构与滑块9导向配合。这

样，精度高，有利于成型质量。

[0029] 如图5所示，导向结构包括侧导向部11和底导向部12，侧导向部11设有侧导向槽

13，滑块9设有侧导向凸起和底导向槽，侧导向槽13与侧导向凸起导向配合，底导向部12与

底导向槽导向配合。这样的导向结构方案，结构紧凑，稳定可靠。

[0030] 滑块9设有沿型面2的长度方向依序均匀分布的多个装配筋成型块4。

[003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可以参考如下：注塑时，装配筋成型块4归位，提供成型槽8和型

面2组成部分，在脱模时，首先斜导柱10运动带动滑块9运动，滑块9运动带动装配筋成型块4

后退一小段距离，从而使成型槽8与装配筋预分开，然后大顶块1在多根大顶杆14作用下使

整个脱模顺利进行，反之则复位。

[0032] 本发明通过巧妙的设计，使本发明具备了结构简单紧凑、耐久性好、稳定可靠、成

本低的优点，不采用镶件技术，设计了筋位槽3、装配筋成型块4、驱动结构等，驱动结构用于

在大顶杆14带动大顶块1顶出前首先带动装配筋成型块4向后运动，使装配筋成型块4与装

配筋分离，从而有利于脱模，不容易粘，有利于提高模具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0033] 以上就本发明进行举例说明，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发明不仅局

限于以上实施例，其具体结构允许有变化，凡在本发明独立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所作的各种

变化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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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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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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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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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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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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