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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木质复合板和木质复合板挂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木质复合板和木质复

合板挂板，木质复合板包括：位于顶面和底面的

两个木质面板、位于两个木质面板之间的金属框

架、设置在木质面板之间并且位于金属框架外侧

的木质边框、以及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质面板、

金属框架和木质边框形成的封闭空间内的内部

填充支撑结构，该内部填充支撑结构由相互交叉

布置的多个木质板条构成，木质复合板的表面涂

有水性漆。本实用新型的木质复合板兼具木质产

品的外观和金属产品的结构稳定性，可涂刷水性

漆而不会变形，减少对室内环境的污染，可广泛

用于柜子的柜板、箱子的箱板、桌子的桌板、抽屉

的围板，墙面的挂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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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木质复合板，其特征在于，该木质复合板包括：

两个木质面板；

金属框架，其位于所述两个木质面板之间；

木质边框，其位于所述两个木质面板之间并且设置在金属框架的外侧；

内部填充支撑结构，其由多个交叉布置的木质板条构成，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质面板

和所述金属框架形成的封闭空间内；

其中，所述木质复合板的表面涂有水性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木质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木质面板和木质边框的外表面

覆有实木皮。

3.一种木质复合板，其特征在于，该木质复合板包括：

两个木质面板；

金属框架，其位于所述两个木质面板之间；

木质边框，其位于所述两个木质面板之间并且设置在金属框架的外侧；

内部填充支撑结构，其由多个交叉布置的木质板条构成，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质面板

和所述金属框架形成的封闭空间内；

其中，所述木质复合板的表面复合三聚氰胺纸或防火装饰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木质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部填充支撑结构填充在

由所述两个木质面板、所述金属框架以及所述木质边框形成的封闭空间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木质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框架由金属管构成，所

述金属管的截面为矩形或L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木质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木质板条上均设置有多个

插槽，用于插接与其交叉布置的其它木质板条，从而形成网格状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木质复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木质面板和木质板条为三

合板。

8.一种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该木质复合板挂板包括：

一个或多个根据任一前述权利要求所述的木质复合板；

用于将所述一个或多个木质复合板挂在墙壁上的挂接组件，包括：

多个挂钩部件，其分别固定在每个木质复合板的面向墙壁的一侧的左右边缘处；

多个管部件，其分别固定在墙壁上并且具有沿其长度方向分布的用于挂接挂钩部件的

多个挂接孔；

多个墙壁固定组件，其用于将管部件固定在墙壁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挂钩部件通过紧固件固定

在木质复合板的金属框架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每个挂接孔能够接收相邻布

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的邻近的两个挂钩部件的钩部。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部件沿竖直方向固定

在墙壁上。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部件沿水平方向固定

在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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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每个木质复合板的左右两侧

上均设置有沿竖直方向延伸的凹槽，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的相邻两侧上的两个凹槽

彼此对准并形成容纳空间。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纳空间能够接收对准

部件以使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对齐。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对准部件为木条或金属

条。

16.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每个木质复合板的左右边缘

处均设置有台阶部，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的相邻边缘处的两个台阶部彼此对准并形

成凹部。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挂钩部件沿相应的

台阶部朝远离墙壁的方向弯折，并且每个所述凹部能够容纳相应管部件的至少一部分。

18.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部件为矩形钢管，所述

墙壁固定组件包括膨胀螺栓和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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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复合板和木质复合板挂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用于制作家具类日常用品的复合板，特别是涉及包括实木材料和

金属材料的木质复合板及木质复合板挂板。

背景技术

[0002] 实木板是家具制造业常用的材料，被广泛用于制作桌子和茶几的面板、椅子的座

板和靠背、书架和橱柜的面板和横竖隔板、抽屉板等。实木板由于具有自然的木材纹理、手

感以及色泽而备受用户青睐。但实木板通常售价较高，并且容易变形和开裂。在使用中，通

常需要在实木板的表面涂刷油性漆使木料与环境尤其是水分隔绝，以尽可能地避免实木板

的变形和开裂。而油性漆通常含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其挥发出的气体中含有大量对人体

健康有害的物质，这些有害物质一般会缓释挥发10-15年。水性漆以水作为介质，其无毒环

保、无气味、可挥发物极少，但是由于木料本身的特性，吸收水性漆中的水分后会更加易于

变形，因而通常不会在木质板材表面涂刷水性漆。

[0003] 另一方面，实木板对于钉子、螺钉等连接件的握力较小，并且经多次旋入旋出后，

钉孔或螺孔会变大，造成连接件的连接松动，影响家具的整体连接强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以上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表面可以涂刷水性漆的结

构稳定、不易变形且连接强度较高的木质复合板。

[000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木质复合板包括：

[0006] 两个木质面板；

[0007] 金属框架，其位于所述两个木质面板之间；

[0008] 木质边框，其位于所述两个木质面板之间并且设置在金属框架的外侧；

[0009] 内部填充支撑结构，其由多个交叉布置的木质板条构成，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质

面板和所述金属框架形成的封闭空间内；

[0010] 其中，所述木质复合板的表面涂有水性漆。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木质复合板包括：

[0012] 两个木质面板；

[0013] 金属框架，其位于所述两个木质面板之间；

[0014] 木质边框，其位于所述两个木质面板之间并且设置在金属框架的外侧；

[0015] 内部填充支撑结构，其由多个交叉布置的木质板条构成，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质

面板和所述金属框架形成的封闭空间内；

[0016] 其中，所述木质复合板的表面复合三聚氰胺纸或防火装饰板。

[0017]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内部填充支撑结构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质

面板、所述金属框架以及所述木质边框形成的封闭空间内。

[0018]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金属框架由金属管构成，金属管的截面为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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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L形。

[001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木质板条上设置有多个插槽，用于插接与其交

叉布置的其它木质板条，从而形成网格状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

[002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木质面板和木质板条为三合板。

[002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木质面板和木质边框的外表面覆有实木皮。

[0022] 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可挂接在墙壁上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包括：

[0023] 一个或多个根据前述实施方式所述的木质复合板；

[0024] 用于将所述一个或多个木质复合板挂在墙壁上的挂接组件，包括：

[0025] 多个挂钩部件，其分别固定在每个木质复合板的面向墙壁的一侧的左右边缘处；

[0026] 多个管部件，其分别固定在墙壁上并且具有沿其长度方向分布的用于挂接挂钩部

件的多个挂接孔；

[0027] 多个墙壁固定组件，其用于将管部件固定在墙壁上。

[0028]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挂钩部件通过紧固件固定在木质复合板的金属

框架上。

[002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每个挂接孔能够接收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

板的邻近的两个挂钩部件的钩部。

[003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管部件沿竖直方向固定在墙壁上。

[003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管部件沿水平方向固定在墙壁上。

[003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每个木质复合板的左右两侧上均设置有沿竖直

方向延伸的凹槽，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的相邻两侧上的两个凹槽彼此对准并形成容

纳空间。

[003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所述容纳空间能够接收对准部件以使相邻布置

的两个木质复合板对齐。

[003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对准部件为木条或金属条。

[003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每个木质复合板的左右边缘处均设置有台阶

部，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的相邻边缘处的两个台阶部彼此对准并形成凹部。

[003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每个挂钩部件沿相应的台阶部朝远离墙壁的方

向弯折，并且每个所述凹部能够容纳相应管部件的至少一部分。

[0037]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管部件为矩形钢管，墙壁固定组件包括膨胀螺

栓和螺母。

[0038]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木质复合板兼具木质产品的外观和金属产品的结构稳定性，可

涂刷水性漆而不会变形，减少对室内环境的污染，可广泛用于柜子的柜板、箱子的箱板、桌

子的桌板、抽屉的围板，墙面的挂板等。

附图说明

[0039]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及其他目的、特征、优点和功能，可以参考附图

中所示的优选实施方式。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代相同的部件。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

解，附图旨在示意性地阐明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范围没有任何限

制作用，图中各个部件并非按比例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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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图1A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木质复合板的立体图，其中一个角

部被部分切开以示出内部构造。

[0041] 图1B是图1A中所示木质复合板的分解视图。

[0042] 图1C和1D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的具体构造。

[0043] 图2A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木质复合板的立体图，其中一个角

部被部分切开以示出内部构造。

[0044] 图2B是图2A中所示木质复合板的分解视图。

[0045]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木质复合板的分解视图。

[0046] 图4A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木质复合板的立体图，其中一个角

部被部分切开以示出内部构造。

[0047] 图4B是图4A中所示木质复合板的分解视图。

[0048] 图5示例性地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挂接在墙壁上的木质复合板挂板。

[0049] 图6示出了固定在木质复合板上的挂钩部件。

[0050] 图7A和7B示出了用于固定在墙壁上的管部件和将管部件固定在墙壁上的墙壁固

定组件。

[0051] 图8A和8B分别示出了固定在木质复合板的左右边缘处的挂钩部件的放大视图。

[0052] 图8C示出了挂钩部件挂接在管部件的挂接孔内时的情形。

[0053] 图9示出了挂接在墙壁上的木质复合板挂板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接下来将参照附图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木质复合板和木质复合板挂板。这里所

描述的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所述优选实施方式的基

础上想到能够实现本实用新型的其他方式，所述其他方式同样落入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55] 图1A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木质复合板100 的立体图，其中一

个角部被部分切开以示出其内部构造。图1B是图  1A中所示木质复合板的分解视图，更清楚

地示出了木质复合板100 的内部构造。如图所示，木质复合板100包括：位于顶面和底面的

两个木质面板11、位于两个木质面板11之间的由矩形金属管构成的金属框架12、设置在所

述木质面板11之间并且包覆在金属框架12的外侧的木质边框13、以及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

质面板11、金属框架12 以及木质边框13形成的封闭空间内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14，该内部

填充支撑结构14的厚度与金属框架12的厚度相同，并且由相互交叉布置的多个木质板条

140构成。为了使木质复合板具有更好的外观，在木质面板11以及木质边框13的外表面可以

覆有实木皮15，并且，为了使木质复合板更加耐用，在木质复合板的表面涂有水性漆。作为

替代实施方式，为了节省成本和增强耐火性能，也可以在木质复合板的表面复合三聚氰胺

纸或防火装饰板。

[0056] 图1C和1D示例性地示出了内部填充支撑结构14的具体构造。如图所示，内部填充

支撑结构14由多个木质板条140构成，所述木质板条140上分别设置有沿木质板条的横向延

伸沿木质板条的宽度的一部分的多个插槽1401，用于插接其它的木质板条，从而形成网格

状或蜂窝状结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可以对木质面板起支撑作用，进一步提高木质复合板

的整体强度和抗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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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图2A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木质复合板  200的立体图，其中

一个角部被部分切开以示出其内部构造。图2B  是图2A中所示木质复合板的分解视图，更清

楚地示出了木质复合板  200的内部构造。类似地，木质复合板200包括：位于顶面和底面的

两个木质面板21、位于两个木质面板21之间的由矩形金属管构成的金属框架22、设置在所

述木质面板21之间并且包覆在金属框架22 的外侧的木质边框23、以及填充在由所述两个

木质面板21、金属框架22以及木质边框23形成的封闭空间内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24，该内

部填充支撑结构24由相互交叉布置的多个木质板条构成。同样地，木质复合板200的表面可

以覆有实木皮25并涂覆水性漆。替代地，也可以在木质复合板的表面复合三聚氰胺纸或防

火装饰板。

[0058] 与木质复合板100不同的是，木质复合板200中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24比金属框架

22厚，并且内部填充支撑结构24具有横向伸出的台阶部241，该台阶部241位于金属框架22

与上层木质面板21之间。金属框架22的外周上设置有多个插接部件221，木质边框23的内周

上设置有相应的凹槽231，其用于接收插接部件221，以使金属框架22与木质边框23相互固

定。当然，插接部件和凹槽不是必须的，在本实用新型的其它实施例中可以不具有插接部件

和凹槽。

[0059]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木质复合板的分解视图，更清楚

地示出了木质复合板的内部构造。类似地，木质复合板包括：位于顶面和底面的两个木质面

板31、位于两个木质面板31  之间金属框架32、设置在所述木质面板31之间并且包覆在金属

框架  32的外侧的木质边框33、以及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质面板31、金属框架32以及木质边

框33形成的封闭空间内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34，该内部填充支撑结构34由相互交叉布置的

多个木质板条构成。同样地，木质复合板的表面可以覆有实木皮35并涂覆水性漆。替代地，

也可以在木质复合板的表面复合三聚氰胺纸或防火装饰板。

[0060] 与前述木质复合板不同的是，图3所示木质复合板中的金属框架32由截面L形的金

属管构成，从而具有下部凸台321，内部填充支撑结构34的厚度与金属框架32的厚度相同，

并且具有横向伸出的台阶部341，该台阶部341与下部凸台321相匹配，使得台阶部341位于

下部凸台321上，并且内部填充支撑结构34与金属框架32的表面平齐。

[0061] 图4A是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又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木质复合板  400的立体图，其中

一个角部被部分切开以示出其内部构造。图4B  是图4A中所示木质复合板的分解视图，更清

楚地示出了木质复合板  400的内部构造。类似地，木质复合板400包括：位于顶面和底面的

两个木质面板41、位于两个木质面板41之间的由矩形金属管构成的金属框架42、设置在所

述木质面板41之间并且位于金属框架42的外侧的木质边框43、以及填充在由所述两个木质

面板41、金属框架42 以及木质边框43形成的封闭空间内的内部填充支撑结构44，该内部填

充支撑结构44由相互交叉布置的多个木质板条构成。同样地，木质复合板400的表面可以覆

有实木皮并涂覆水性漆。替代地，也可以在木质复合板的表面复合三聚氰胺纸或防火装饰

板。

[0062] 与前述木质复合板不同的是，木质边框43未包覆在金属框架42  上而是与之留有

间隙，内部填充支撑结构44比金属框架42厚并且具有凹槽441，该凹槽441能够容纳金属框

架42。

[0063] 根据上述实施方式所述的木质复合板，木质面板和木质板条可以是三合板。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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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的木质复合板内部具有金属框架和支撑结构，使得其具有很高的强度并且不易

变形，因此表面可以涂刷水性漆。并且，除支撑作用外，金属框架还可以用作木质复合板内

的连接件，用于连接螺栓、螺钉、钉子等紧固件，握力强且不会松动变形。

[0064] 图5示例性地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挂接在墙壁W上的木质复合板挂板，其包括

一个或多个如之前所述的木质复合板以及用于将木质复合板挂在墙壁W上的挂接组件。如

图6至图8A-C所示，该挂接组件包括：固定在木质复合板的面向墙壁一侧的左右边缘处的多

个挂钩部件70；用于固定在墙壁上的多个管部件80，优选由矩形钢管制成，管部件80上具有

沿其长度方向分布的用于挂接挂钩部件的多个挂接孔81；以及用于将管部件固定在墙壁上

多个墙壁固定组件90，其可以是例如膨胀螺栓和螺母。如图8A和8B所示，挂钩部件70分别固

定在木质复合板的左右边缘处，具体地，其通过紧固件固定在木质复合板内的金属框架上，

挂钩部件70具有用于挂接在挂接孔81内的钩部71。

[0065] 管部件80可以沿水平方向或竖直方向固定在墙壁上，并且每个挂接孔81能够接收

相邻的两个木质复合板的邻近的两个挂钩部件70 的钩部71，使得相邻两个木质复合板的

边缘紧密贴合。如图9所示，当管部件80沿竖直方向固定在墙壁上时，木质复合板的面向墙

壁侧的左右边缘处可以设置有台阶部T，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的相邻边缘处的两个

台阶部T彼此对准并形成凹部。相应地，每个挂钩部件70沿相应的台阶部T朝远离墙壁W的方

向弯折，并且由相邻台阶部T形成的凹部能够容纳相应管部件80的至少一部分，这种构造的

目的在于使木质复合板挂板与墙壁W之间的间隙变小，使木质复合板尽量靠近墙壁W，从而

节省室内空间。

[0066] 同样如图9所示，为了使挂接在墙壁上的木质复合板对齐，木质复合板的左右两侧

上可以设置有沿竖直方向延伸的凹槽S，这样，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的相邻两侧上的

两个凹槽S彼此对准并形成容纳空间，该容纳空间可以用于接收例如木条、金属条等对准部

件，以使相邻布置的两个木质复合板对齐，从而外观表面平整。

[0067]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仅由权利要求限定。得益于本实用新型的教导，本领域技

术人员容易认识到可将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结构的替代结构作为可行的替代实施方式，并且

可将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实施方式进行组合以产生新的实施方式，它们同样落入所附权利

要求书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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