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480226.9

(22)申请日 2019.06.04

(71)申请人 浙江台州美多模具有限公司

地址 318020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

道朝元路31号

(72)发明人 江志仁　高光华　史新星　罗凯　

童卫勇　高启健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志霖恒远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435

代理人 顾王建

(51)Int.Cl.

B29C 45/33(2006.01)

B29C 45/44(2006.01)

 

(54)发明名称

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

芯机构，包括滑块，所述滑块滑动安装在动模上，

所述滑块内制有弯销槽，所述弯销槽内贯穿设有

弯销，所述弯销固定在定模上，所述滑块内还制

有倾斜设置的斜顶槽，所述斜顶槽内贯穿设有斜

顶，所述斜顶包括使产品倒扣成型的斜顶头以及

连接所述斜顶头的斜顶杆。与现有技术相比，本

发明将后外桶与电脑板安装盒集成为一个件后

再进行注塑生产，通过在滑块上设置斜顶与辅助

滑块，实现了不同部位不同方向抽芯，使得模具

可以顺利脱模，简化了模具结构，提高了生产效

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6页

CN 110154334 A

2019.08.23

CN
 1
10
15
43
34
 A



1.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包括滑块(1)，所述滑块(1)滑动安装在动模上，其

特征在于所述滑块(1)内制有弯销槽(101)，所述弯销槽(101)内贯穿设有弯销(2)，所述弯

销(2)固定在定模上，所述滑块(1)内还制有倾斜设置的斜顶槽(103)，所述斜顶槽(103)内

贯穿设有斜顶，所述斜顶包括使产品倒扣(13)成型的斜顶头(12)以及连接所述斜顶头(12)

的斜顶杆(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1)的

侧面设有辅助滑块(8)，所述辅助滑块(8)的一侧制有凸出的卡块(81)，所述滑块(1)的相应

位置上制有卡槽，所述卡块(81)位于所述卡槽内上下滑动；

所述辅助滑块(8)的底部制有工字槽(82)，所述工字槽(82)内配合设有工字导轨(9)，

所述工字导轨(9)倾斜设置，且所述工字导轨(9)远离模具模腔的一端高于靠近模具模腔的

一端，所述工字导轨(9)两侧的中部制有凹槽(91)，所述凹槽(91)内设有压条(10)，所述压

条(10)将所述工字导轨(9)固定在所述动模上，所述工字导轨(9)远离模具模腔一端的底部

设有限位块(11)，所述限位块(11)固定在所述动模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斜顶杆(4)

的尾部设有导滑块(7)，所述导滑块(7)固定在所述动模上，所述导滑块(7)包括滑槽(71)以

及位于所述滑槽(71)两侧的滑动平面(74)，所述滑动平面(74)的端部制有限位板(72)，所

述滑动平面(74)与所述限位板(72)的结合部位制有弧形槽(73)，所述弧形槽(73)与所述滑

槽(71)相通，所述斜顶杆(4)的尾部还固定有滑脚(6)，所述滑脚(6)包括与所述斜顶杆(4)

固定连接的滑脚主体以及位于所述滑脚主体两侧的凸块(61)，所述凸块(61)的底面高于所

述滑脚主体的底面并与之形成滑脚台阶(62)，所述凸块(61)位于所述弧形槽(73)内，所述

滑脚主体位于所述限位板(72)之间的滑槽(71)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斜顶杆(4)

上制有截面呈圆弧形的第一限位槽(41)与第二限位槽(42)，所述第一限位槽(41)与所述第

二限位槽(42)之间的平面低于所述斜顶杆(4)的上表面，所述斜顶槽(103)内还安装有沿所

述第一限位槽(41)与所述第二限位槽(42)之间的平面移动的限位钢珠(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钢珠

(5)包括柱体(51)，所述柱体(51)固定在所述滑块(1)的斜顶槽(103)内，所述柱体(51)内制

有弹簧槽(52)，所述弹簧槽(52)内安装有弹簧(53)，所述弹簧(53)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弹簧

槽(52)的槽底，另一端连接有滚珠(5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1)的

两侧安装有压条(3)，所述压条(3)的下部内凹形成导滑台阶(31)，所述滑块(1)两侧侧面的

上部内凹形成与所述导滑台阶(31)配合的滑块台阶(102)。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154334 A

2



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属于注塑模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滚筒洗衣机后外桶是滚筒洗衣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此件原本是由功能件后外

桶与电脑板安装盒组装在一起形成的，两者分开注塑时需要开两副模具，占用两台注塑机，

生产效率低、后期组装繁琐。但是如果将后外桶与电脑板安装盒集成为一个件，在同一台注

塑机上进行注塑生产，模具结构就会比较复杂，存在倒扣及不同方向的抽芯，抽芯难度大，

废品率高，不易实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已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适用于后外桶与电脑板安装

盒集成注塑的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

[0004] 为实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注塑模具的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包括滑块，所述滑块滑动安装在动模上，所述滑

块内制有弯销槽，所述弯销槽内贯穿设有弯销，所述弯销固定在定模上，所述滑块内还制有

倾斜设置的斜顶槽，所述斜顶槽内贯穿设有斜顶，所述斜顶包括使产品倒扣成型的斜顶头

以及连接所述斜顶头的斜顶杆。

[0006]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滑块的侧面设有辅助滑块，所述辅助滑

块的一侧制有凸出的卡块，所述滑块的相应位置上制有卡槽，所述卡块位于所述卡槽内上

下滑动；

[0007] 所述辅助滑块的底部制有工字槽，所述工字槽内配合设有工字导轨，所述工字导

轨倾斜设置，且所述工字导轨远离模具模腔的一端高于靠近模具模腔的一端，所述工字导

轨两侧的中部制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压条，所述压条将所述工字导轨固定在所述动模

上，所述工字导轨远离模具模腔一端的底部设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固定在所述动模上。

[0008]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斜顶杆的尾部设有导滑块，所述导滑块

固定在所述动模上，所述导滑块包括滑槽以及位于所述滑槽两侧的滑动平面，所述滑动平

面的端部制有限位板，所述滑动平面与所述限位板的结合部位制有弧形槽，所述弧形槽与

所述滑槽相通，所述斜顶杆的尾部还固定有滑脚，所述滑脚包括与所述斜顶杆固定连接的

滑脚主体以及位于所述滑脚主体两侧的凸块，所述凸块的底面高于所述滑脚主体的底面并

与之形成滑脚台阶，所述凸块位于所述弧形槽内，所述滑脚主体位于所述限位板之间的滑

槽内。

[0009]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斜顶杆上制有截面呈圆弧形的第一限位

槽与第二限位槽，所述第一限位槽与所述第二限位槽之间的平面低于所述斜顶杆的上表

面，所述斜顶槽内还安装有沿所述第一限位槽与所述第二限位槽之间的平面移动的限位钢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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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限位钢珠包括柱体，所述柱体固定在所

述滑块的斜顶槽内，所述柱体内制有弹簧槽，所述弹簧槽内安装有弹簧，所述弹簧的一端固

定在所述弹簧槽的槽底，另一端连接有滚珠。

[0011]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滑块的两侧安装有压条，所述压条的下

部内凹形成导滑台阶，所述滑块两侧侧面的上部内凹形成与所述导滑台阶配合的滑块台

阶。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将后外桶与电脑板安装盒集成为一个件后再进行注塑生

产，通过在滑块上设置斜顶与辅助滑块，实现了不同部位不同方向抽芯，使得模具可以顺利

脱模，简化了模具结构，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与本发明配合的抽芯部位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中斜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中辅助滑块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本发明中限位钢珠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发明中滑脚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如图1-6所示，注塑模具的

滑块多方向抽芯机构，包括滑块1，所述滑块1滑动安装在动模上，所述滑块1内制有弯销槽

101，所述弯销槽101内贯穿设有弯销2，所述弯销2固定在定模上，所述滑块1内还制有倾斜

设置的斜顶槽103，所述斜顶槽103内贯穿设有斜顶，所述斜顶包括使产品倒扣13成型的斜

顶头12以及连接所述斜顶头12的斜顶杆4，如图2所示，产品倒扣13位于产品A区域内。

[0020] 上述技术方案中：如图4所示，所述滑块1的侧面设有辅助滑块8，所述辅助滑块8的

一侧制有凸出的卡块81，所述滑块1的相应位置上制有卡槽，所述卡块81位于所述卡槽内上

下滑动。

[002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辅助滑块8的底部制有工字槽82，所述工字槽82内配合设有

工字导轨9，所述工字导轨9倾斜设置，且所述工字导轨9远离模具模腔的一端高于靠近模具

模腔的一端，所述工字导轨9的倾斜角度与产品B区域脱模所需的抽芯角度相同，本实施例

中工字导轨9的倾斜角度为15°(与水平方向夹角15°)。所述工字导轨9两侧的中部制有凹槽

91，所述凹槽91内设有压条10，所述压条10将所述工字导轨9固定在所述动模上，所述工字

导轨9远离模具模腔一端的底部设有限位块11，所述限位块11固定在所述动模上。所述限位

块11对工字导轨9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使得工字导轨9倾斜设置。所述工字导轨9倾斜设

置，使得辅助滑块8被滑块1带动沿着工字导轨9斜向上运动，以此实现辅助滑块8与产品B区

域的抽芯。

[0022] 上述技术方案中：如图3所示，所述斜顶杆4的尾部设有导滑块7，所述导滑块7固定

在所述动模上，所述导滑块7包括滑槽71以及位于所述滑槽71两侧的滑动平面74，所述滑动

平面74的端部制有限位板72，所述滑动平面74与所述限位板72的结合部位制有弧形槽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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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弧形槽73与所述滑槽71相通。所述斜顶杆4的尾部还固定有滑脚6，如图6所示，所述滑

脚6包括与所述斜顶杆4固定连接的滑脚主体以及位于所述滑脚主体两侧的凸块61，所述凸

块61的底面高于所述滑脚主体的底面并与之形成滑脚台阶62，所述凸块61位于所述弧形槽

73内，所述滑脚主体位于所述限位板72之间的滑槽71内，即滑脚6被导滑块7限位，使得滑块

1抽芯时无法带动斜顶做水平抽芯运动，防止产品倒扣13被斜顶拉坏。

[002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斜顶杆4上制有截面呈圆弧形的第一限位槽41与第二限位

槽42，所述第一限位槽41与所述第二限位槽42之间的平面低于所述斜顶杆4的上表面，所述

斜顶槽103内还安装有沿所述第一限位槽41与所述第二限位槽42之间的平面移动的限位钢

珠5。所述第一限位槽41与第二限位槽42对限位钢珠5起到限位的作用，合模时，限位钢珠5

位于所述第一限位槽41内；注塑完毕后，限位钢珠5被滑块1带动在第一限位槽41与所述第

二限位槽42之间的平面移动，由于所述斜顶杆4的上表面高于第一限位槽41与所述第二限

位槽42之间的平面，当限位钢珠5移动到第二限位槽42内，限位钢珠5被卡住。

[0024] 上述技术方案中：如图5所示，所述限位钢珠5包括柱体51，所述柱体51固定在所述

滑块1的斜顶槽103上，所述柱体51内制有弹簧槽52，所述弹簧槽52内安装有弹簧53，所述弹

簧53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弹簧槽52的槽底，另一端连接有滚珠54。所述限位钢珠5与第一限位

槽41、第二限位槽42配合的原理是：滑块1开始往后平移抽芯时，限位钢珠5被带动脱离第一

限位槽41，此时弹簧53被压缩，滚珠54缩进弹簧槽52内；当限位钢珠5运动到第二限位槽42

时，弹簧53弹性释放，滚珠54卡入第二限位槽42内。

[0025]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滑块1的两侧安装有压条3，所述压条3的下部内凹形成导滑

台阶31，所述滑块1两侧侧面的上部内凹形成与所述导滑台阶31配合的滑块台阶102。所述

导滑台阶31与所述滑块台阶102的配合对滑块1的抽芯过程起到导滑作用，使其滑动更顺

畅。

[0026]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注塑完毕，动定模分离，弯销2带动滑块1往后做平移抽芯

运动，滑块1逐渐脱离产品，该过程中辅助滑块8被带动沿着工字导轨9斜向上运动，以此实

现辅助滑块8与产品B区域的脱离。由于滑脚6被导滑块7限位，滑块1平移抽芯的同时，斜顶

在斜顶槽103的作用下竖直向上抽芯，滑脚6在弧形槽73内向上滑动对斜顶起到导滑的作

用，使得斜顶头12脱离产品倒扣13。与此同时，限位钢珠5被滑块1带动在第一限位槽41与所

述第二限位槽42之间的平面上移动，由于所述斜顶杆4的上表面高于第一限位槽41与所述

第二限位槽42之间的平面，当限位钢珠5移动到第二限位槽42内，限位钢珠5被卡住，接下来

斜顶随着滑块1同步平移。此时凸块61已滑出弧形槽73，即滑脚台阶62与滑动平面74位于同

一平面，因此在斜顶与滑块1同步平移过程中，滑脚6沿滑槽71平移，使斜顶头12脱离产品A

区域。

[0027]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落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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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