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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packing-type vacuum-moulded composite board welded
by ultrasonic welding comprises aplastic surface plate (11), aplastic bottom
plate (12) and lling materials (13,14) packed between the plastic surface
plate (11) and the plastic bottom plate (12) The edge of plastic surface
plate ( 11) is overlapped over the edge of plastic bottom plate (12), wherein
a welding rod (15) made of plastic is arranged along the edge at the over
lapped joint region between the plastic surface plate (11) and the plastic
bottom plate (12) The welding rod (15) is connected to the plastic 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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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that local bonding is not unfirm because the whole plane mad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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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神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11) 、塑料底板 (12) 、填充在塑料
面板 (11 塑料底板 ( 12) 之何的填充物 (13 14) 。塑料面板 ( 11) 的迪緣勻塑料底板 (12)
的地錄相疊合 其疊合接合她的塑料面板 (11 ) 勻塑料底板 (12) 波有沿看周迪杯鎊的由塑料
材料制作而成的焊荼 (15) , 焊奈 (15) 以超芹波焊接方式勻塑料面板 ( 11) 、塑料底板 (12)
鈷合。通迂在塑料面板 (11) 勻塑料底板 (12) 之岡的焊接她沒置焊茶 (15) , 解抉了吸塑工
芝制成的大面秧乎板在采用超芹波焊接肘元法將整介平面熔化而造成局部粘接不上的弊端。核
夏合板可斤泛匝用于家具癸汗品如桌于的面板、弔架或楓樞的隔板、床共或床尾措板等使用以

及其它所需面板的使用。



技木領域

本岌明涉及一神吸塑夏合板，特別是涉及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

合板。

力保押生悉杯境，市省木材，本岌明人岌明了有夫塑料夏合板技木，并申

清了中因寺利。在先塑料夏合板寺利則是采用塑料面板、塑料底板以及在塑料面

板、塑料底板之同填入蜂窩紙板及內埋件來枸成塑料夏合板，迭神塑料夏合板具

有重量鞋、強度高、易于清洗、造份低且美叨的特庶。但是，由于迭神拮枸的塑

料 面 板 、塑 料 底 板 一般 力 吸 塑 工 乞 制 成 的 大 面 秧 平 板 ，雅 以

瀰足超戶波焊接的工芝要求，超戶波焊接吋雅以將整介平面熔化粘接，造成局部

粘接不上，早致粘接強度不高，廣量不稔定。

岌明內容

本岌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現有技木之不足，提供一神填料式超甫波焊接的吸

塑夏合板，通迂在枸成吸塑夏合板的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的超芹波焊接她置入焊

荼作力焊接凸筋，使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同能滿足超芹波焊接的工乞要求，爪

而保征了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同的焊接工乞強度。

本岌明解決其技木向題所采用的技木方案是，一神填料式超甫波焊接的吸

塑夏合板，包括塑料面板、塑料底板、填充在塑料面板占塑料底板所包覆空同內

的填充物 塑料面板的周迪勻塑料底板的周迪肘匝相疊合，其疊合相接她的塑料

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同投有沿看周迪杯劈的由塑料材料制作而成的焊集，焊集由超

戶波焊接方式占塑料面板、塑料底板拮合成一休。

所迷的焊集力達鏤杯饒在塑料底板外側沿的草佈拮枸。

所迷的焊集力斷鍥杯繞在塑料底板外側沿的多各車休拮枸。

獼 臥 禹忘



所迷的焊茶的截面力圓形或楠圓形。

所述的焊茶的截面力三角形或正方形或提方形。

所述的焊奈的截面力正多迪形或昇形。

所迷的填充物力蜂窩紙板或塑料友泡板和用于達接或加強作用的內埋件。

所述的塑料面板和 或塑料底板是單居或多房的塑料拼出板材直接加工而

成 或

單房或多居的塑料拼出板材吸塑加工而成。

本岌明的另一技木方案是 一神填料式超戶披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包括塑

料面板、塑料庶板、填充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所固成空同內的填充物、封嗣在

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同隙的塑料迪荼 塑料迪集沒有勻塑料面板相

疊合的第一迪和勻塑料底板相疊合的第二迪 所迷的第一迪和第二迪至少一休投

有一荼沿其咬度方向而投的焊接凸筋或若干焊接凸貞 第一迪的焊接凸筋或若千

焊接凸貞由超戶波焊接方式勻塑料面板地緣拮合成一休，第二迪的焊接凸筋或若

干焊接凸貞由超戶波焊接方式勻塑料底板迪緣拮合成一休。

所述的塑料迪架力達鏤杯繞在塑料面板周迪占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同隙的革

休錯枸。

所迷的塑料池各力斷鍥杯繞在塑料面板周迪占塑料底板周迪之回阿隙的多

集草休拮枸。

所途的塑料迪集力拼出成型方式制作而成的塑料集佈，或是注塑成型方式

制作而成的塑料茶休，或是拼出件和塑料件的夏合件。

所途的填充物力蜂窩紙板或塑料岌泡板和用于達接或加強作用的內埋件。

所迷的塑料面板和 或塑料底板是單尾或多居的塑料拼出板材盲接加工而

成 或

單尾或多房的塑料拼出板材吸塑加工而成。

本岌明的塑料面板、塑料底板是采用螺杆拼出成型杭直接加工成所需板休，



或將塑料拼出板材再通迂吸塑成型加工成所需的形狀和尺寸，其形狀可以力正方

形或弋方形，也可力圓形或楠圓形，也可力三魚形或多地形或昇形。根据戶品的

不同，可以在面板或底板作不同的花玟或顏色。

本岌明的內埋件可以采用管件或拼出型材，也可以采用注塑件或五金件，

以加強吸塑夏合板的劫緣強度，必要吋胚可以在塑料底板上一休制有若干加強筋

或是埋投加強管件。

本岌明的焊荼由塑料材料制作而成，焊余可以力革狙的奈伸，整奈杯努置

入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的超戶披焊接她，速神情況比較造合于制作圓形的吸塑

夏合板 焊各也可以是多段的塑料奈休，各塑料荼休呈斷升狀囿鋸在塑料面板勻

塑料底板的超戶波焊接她，迭神情況比較造合于制作方形的吸塑夏合板。焊集的

截面可以力圓形或楠圓形，也可以力三角形或正方形或校方形，江可以力正多迪

形或昇形。

本岌明的塑料迪各使用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沒有相疊合的狀況下，通迂

塑料迪荼柬達接塑料面板和塑料底板。

本岌明中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的超戶波焊接灶可以役在板佈側迪的底部位

置，也可以是在側池的申同位置。

超戶波焊接吋，是通迂焊接杭的高頻杭械振功，加于塑料面板、塑料底板、

焊集或塑料地集上，通迂塑料面板、塑料底板、焊架或塑料迪荼表面及內在分于

同的磨擦而使得侍涕到接合她的溫度升高，舀溫度迭到此塑料本身的熔庶吋，焊

荼或塑料迪集的焊接凸筋在塑料面板、塑料底板接合灶迅速溶佔，鑑而粘接在塑

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同，震功停止，塑料面板、塑料底板、塑料池荼同吋在一定

的匝力下冷卸定形，便迭成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河或塑料面板通迂塑料迪集勻

塑料底板之河的焊接，迭神通迂在枸成吸塑夏合板的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的超戶

波焊接她加校焊集，或是在塑料迪集占塑料面板、塑料底板的超甫波焊接她校置

焊接凸筋或若干焊接凸貞，使超戶波焊接吋的焊集或塑料迪荼的焊接凸筋或若千



焊接凸貞能融熔而使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粘接在一起，保征了塑料面板勻塑料底

板之向的焊接工芝強度和吸塑夏合板的旗量稔定性。

本岌明的有益效果是，由于采用了在疊合相接她的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

同役有沿看周迪杯饒的由塑料材料制作而成的焊架，焊集由超戶披焊接方式勻塑

料面板、塑料底板鈷合成一休，迭神加入焊集的方式解決了吸塑工芭制成的大面

秧乎板在采用超戶波焊接吋元法將整介乎面熔化粘接而造成局部粘接不上的弊

端，利用焊奈在超芹波焊接吋的能融熔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間，而使塑料面

板勻塑料底板之同的粘接強度大力增強，旗量也更加稔定 另一狡汁方案是在塑

料迪余上投有勻焊奈相同作用的焊接凸筋或若千焊接凸貞，利用塑料迪奈上的焊

接凸筋或若干焊接凸庶在超甫波焊接吋的能分別融熔在塑料面板勻塑料迪荼之

同及塑料底板勻塑料迪荼之同，伙而使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回通逍塑料迪集拮

合成一休，八而提高了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回的錯合強度，以及底量的稔定性。

上迷丙神拮枸形式都可以使塑料面板占塑料底板之同能滿足超戶波焊接的工乞

要求，伙而保征了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同的焊接工乞強度和廈量稔定性。

以下拮合附團及安施例肘本炭明作迸一步佯細碗明 但本炭明的一神填料

式超甫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不局限于宴施例。

團 1是宴施例一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圈

團 2 是突施例二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團

團 3 是奕施例三本友明的枸造示意團

圈 4 是突施例四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圈

團 5 是突施例五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囤

團 6 是突施例六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團

圈 7 是突施例七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圈

囤 8 是安施例八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團



團 9 是突施例九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圈

團 10 是突施例十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團

團 1 是宴施例十一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團

囤 2 是宴施例十二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團

團 13 是宴施例十三本岌明的枸造示意圈。

具休突施方式

突施例一，參兄團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披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1 、塑料底板 2、蜂窩紙板 3、內埋件 4、焊集 5，填充物采

用蜂窩紙板 3 和內埋件 4，舀然也可以采用塑料炭泡板和內埋件，塑料面板 1

的周迪向下芎折投力宵折部 11，塑料底板 2 的周迪向上芎折沒力弩折部 2

在塑料面板 勻塑料底板 2 所包覆空同內填充有蜂窩紙板 3 和內埋件 4 ，其

中蜂寓紙板 3 她在中部，內埋件 4 她于迪緣，內埋件 4 可以杯劈在蜂窩紙板

3 的周迪，比如是用于制作圓形吸塑夏合板吋 也可以校在蜂窩紙板 3 的肘匝

丙迪，比如是用于制作長方形或正方形吸塑夏合板吋 塑料面板的周迪勻塑料底

板的周迪吋匝相疊合，即塑料面板 的弩折部 靠在塑料底板 2 的芎折部

2 焊集 5 置在塑料面板 1 勻塑料底板 2 之同的疊合相接她，且沿看塑料面

板、塑料底板的周迪即繞而校，即焊茶 5 她在塑料面板 的芎折部 勻塑料

底板 2 的弩折部 2 之間，焊荼 5 力塑料材料制作而成，其截面力圓形 焊集

5 由超戶披焊接方式勻塑料面板 、塑料底板 2 鈷合成一休。

塑料面板 、塑料底板 12 是采用螺杆拼出成型析加工成板休，再通迂吸塑

成型把塑料面板、塑料底板加工成所需的形狀和尺寸，其形狀可以力正方形或長

方形，也可力圓形或楠圓形，也可力三角形或多迪形或昇形。塑料面板、塑料底

板也可以是塑料拼出板材直接加工而成 塑料面板、塑料底板可以是革居，也可

以是多尾，例如可以使用的材料是 A BS PP P S 車居或 N A C+PS 多

居共拼等。在塑料面板、塑料底板的肘匝表面速可以沒有以印刷方式制成的玟路



或圈案枸造，也可以夏合有含有玟路或團案枸造的薄膜居，比如在塑料面板、塑

料底板的肘匝表面可以用印刷的方式芒生各神木玟、大理石等天然材廣的顏色，

也可以夏合具有各神木玟、大理石等天然材廈顏色的薄膜，形成很強的玟理交佔

特征 在塑料面板、塑料底板的肘匝表面逐可以投有由特印薄膜芒生在其上的玟

路或團案枸造，比如在塑料面板、塑料底板的肘匝表面可以夏合具有各神木玟、

大理石等天然材瘋顏色的特印薄膜，特印后去除薄膜，噴涂熟固化或光圃化的光

抽，增加表面的硬度和耐候性。

塑料面板、塑料底板是分別加工后再夏合在一起，因而，塑料面板、塑料

底板既可以采用相同的顏色，比如，塑料面板力找灰色，塑料底板也力洩灰色

塑料面板和塑料底板也可以采用不同顏色，比如，塑料面板力洩灰色，塑料底板

力錄色，或是塑料面板力米黃色，塑料底板力藍色等 迭梓就形成了夏合板顏色

的多梓性，大大增加了夏合板的美別效果。

內埋件 14 可以采用管件或拼出型材，也可以采用注塑件或五金件，以加強

吸塑夏合板的迪緣強度。

焊荼 5 由塑料材料制作而成，焊荼 5 可以力單狙的集休，整集杯繞置入

在塑料面板 勻塑料底板 2 的超芹波焊接她，迭神情況比較造合于制作圓形的

吸塑夏合板 焊集 5 也可以是多段的塑料集休，各塑料集休呈斷升狀園繞在塑

料面板 勻塑料底板 2 的超芹波焊接她，迭神情況比較造合于制作方形的吸塑

夏合板。

塑料面板 11 勻塑料底板 吆 的超芹波焊接她是校在板休側迪的中下部位置。

超戶波焊接吋，是通迂焊接杭的高頻杭械振功，加于塑料面板 、塑料庶

板 2、焊集 5 ，通迂塑料面板 、塑料底板 2、焊奈 5 表面及內在分于同

的磨擦而使得佳速到接合她的溫度升高，舀溫度迭到此塑料本身的熔貞肘，焊集

5 在塑料面板 、塑料底板 2 接合她迅速溶化，鑑而粘接在塑料面板 勻塑

料底板 2 之同，震功停止，塑料面板 、塑料底板 2 同吋在一定的匝力下冷



卸定形，便迭成塑料面板 勻塑料底板 2 之何的焊接，迭神通迂在枸成吸塑夏

合板的塑料面板 11 勻塑料底板 2 的超芹波焊接她加校焊奈 15，使超戶波焊接

吋的焊荼 15 能融熔而使塑料面板 1 勻塑料底板 12 粘接在一起，保征了塑料面

板 勻塑料底板 12 之同的焊接工芝強度和吸塑夏合板的辰量稔定性。

突施例二，參凡團 2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21、塑料底板 22、蜂窩紙板 23、內埋件 24、焊集 25，塑料面板

的周地向下弩折投力芎折部 2 ，塑料底板 22 的周迪向上弩折沒力芎折部

22 ，勻宴施例一的不同之她在于，焊荼 25 的截面力三魚形，焊集 25 由超戶波

焊接方式勻塑料面板 21、塑料底板 22 拮合成一休。

宴施例三，參凡團 3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3 、塑料底板 32、蜂寓紙板 33、內埋件 34、焊集 35，塑料面板

3 的周迪向下芎折沒力芎折部 3 ，塑料底板 32 的周迪向上弩折投力芎折部

32 ，焊奈 35 由超戶波焊接方式勻塑料面板 3 、塑料底板 32 拮合成一休，勻突

施例一的不同之她在于，內埋件 34 力 L型，因而，內埋件 34 的L型的一迪可以

村托在蜂窩紙板 33 的地緣底部。

突施例四，參凡團 4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41、塑料底板 42、蜂窩紙板 43、內埋件 44、焊奢 45，塑料面板

4 的周迪向下弩折沒力芎折部 4 1，塑料底板 42 的周地向上弩折投力芎折部

42 ，焊集 45 由超芹波焊接方式占塑料面板 4 、塑料底板 42 拮合成一休，勻宴

施例三的不同之她在于，內埋件 44 力帶弩鉤及弩折的 L 型，因而，內埋件 44

利用某芎駒及芎折部增加其強度。

突施例五，參凡團 5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51、塑料底板 52、蜂窩紙板 53、內埋仲 54、焊奢 55，塑料面板

5 的周迪向下弩折枝方芎折部 5 ，塑料底板 52 的周迪先向下弩折再向上芎折

形成周迪的向下凸起，其向上弩折的部分投力弩折部 52 ，內埋件 54 是村墊在



蜂窩紙板 53 的迪緣底部，焊集 55 由超戶波焊接方式勻塑料面板 5 、塑料底板

52 拮合成一伸，焊奈 55 的截面力弋方形。

宴施例六，參兄團 6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6 、塑料底板 62、蜂窩紙板 63、內埋件 64、焊奈 65、加強管件

66，塑料面板 61 的周地向下芎折投力芎折部 611，塑料底板 62 的周地先向下弩

折再向上宵折形成周迪的向下凸起，其向上芎折的部分投力宵折部 621，內埋件

64 是包覆在蜂寓紙板 63 的周地，加強管件 66 投在蜂窩紙板 63 勻塑料底板 62

之阿，焊荼 65 由超戶波焊接方式勻塑料面板 6 、塑料底板 62 拮合成一休，焊

冬 55 的截面力正六迪形。

宴施例七，參兄團 7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71、塑料底板 72、填充在塑料面板丐塑料底板所園成空同內的蜂

窩紙板 73 和內埋件 74、封閉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同隙的塑料迪

集 76 塑料迪奈 76 校有占塑料面板相疊合的第一迪和勻塑料底板相疊合的第二

迪 第一迪一休投有一荼沿其弋度方向而投的焊接凸筋 76 ，第二迪一休校有一

奈沿其弋度方向而役的焊接凸筋 762，第一迪的焊接凸筋 76 由超戶波焊接方式

勻塑料面板 7 迪緣拮合成一伸，第二地的焊接凸筋 762 由超戶波焊接方式勻塑

料底板 72 迪緣拮合成二休。

塑料迪奈 76 可以力遵壞杯劈在塑料面板周劫勻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向隙的革

休拮枸，也可以力斷壞那繞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同隙的多荼革休

拮枸。塑料迪荼 76 可以力拼出成型方式制作而成的塑料各休，或是注塑成型方

式制作而成的塑料荼休，或是拼出件和塑料件的夏合件。

超戶波焊接肘，是通迂焊接析的高頻杭械振功，加于塑料面板 7 、塑料底

板 72、塑料迪架 76 ，通泣塑料面板 7 、塑料底板 72、塑料迪集 76 表面及內

在分于間的磨擦而使得估遴到接合她的溫度升高，舀溫度迭到此塑料本身的熔庶

吋，塑料迪奈的焊接凸筋 76 762 在塑料面板 7 1、塑料底板 72 接合她迅速溶



化，鑑而分別粘接在塑料面板 7 、塑料底板 72 ，震功停止，塑料面板 7 、塑

料底板 72、塑料迪奈 76 同吋在一定的匝力下冷卸定形，便迭成塑料面板 7 通

迂塑料迪荼 76 勻塑料底板 72 之同的焊接，迭神通迪在塑料迪荼 76 占塑料面板

71、塑料底板 72 的超甫波焊接她投實焊接凸筋 76 762，使超戶波焊接吋的塑

料迪集的焊接凸筋 76 762 能融熔而分別占塑料面板 71、塑料底板 72 粘接在

一起，保征了塑料面板 7 勻塑料底板 72 之同的焊接工芝強度和吸塑夏合板的反

突施例八，參凡團 8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81、塑料底板 82、填充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所圃成空同內的蜂

窩紙板 83 和內埋件 84、封閉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何同隙的塑料迪

奈 86 塑料迪集 86 投有勻塑料面板相疊合的第一迪和勻塑料底板相疊合的第二

池 第一迪一休投有一荼沿其枝度方向而投的焊接凸筋 86 ，第二迪一休校有一

各沿其弋度方向而技的焊接凸筋 862 勻安施例七的不同之灶在于，塑料迪集 86

是封閉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同隙的外側。

突施例九，參凡團 9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91、塑料底板 92、填充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所圃成空何內的蜂

窩紙板 93 和內埋件 94、封閉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間同隙的塑料迪

荼 96 塑料迪集 96 投有勻塑料面板相疊合的第一迪和勻塑料底板相疊合的第二

迪 第一迪一休沒有一荼沿其弋度方向而沒的焊接凸筋 96 ，第二迪一休沒有一

奈沿其弋度方向而坡的焊接凸筋 962 占突施例七的不同之她在于，塑料面板周

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河同隙的是校在板伸的側面底部。

突施例十，參凡團 0 所示，本炭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

包括塑料面板 0 、塑料底板 102、填充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所囿成空河內的

蜂窩紙板 03 和內埋件 04、封閉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同隙的塑

料迪荼 06 勻突施例九的不同之她在于，蜂窩紙板 03、內埋件 04 都貼靠在



底板上。

突施例十一，參凡團 1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

板，包括塑料面板 101、塑料底板 102、填充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所固成空同

內的蜂竄紙板 03 和內埋件 04、封閉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地之同閒隙

的塑料地奈 107 勻宴施例十的不同之她在于，超戶波焊接投在塑料地架 107 的

一迪勻塑料面板 0 的外表面相疊合她，以及塑料迪集 107 的另一迪勻塑料底板

02 的內表面相疊合她。

宴施例十二，參兄團 2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

板，包括塑料面板 10 、塑料底板 102、填充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所圃成空同

內的蜂窩紙板 03 和內埋件 04、封閉在塑料面板周迪占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同隙

的塑料迪奈 08 勻突施例十的不同之她在于，塑料迪荼 08 力 U 形，其 U 形口

內插入塑料面板 0 的迪緣，超戶波焊接校在塑料迪各 108 的一迪勻塑料面板

0 的外表面相疊合她，以及塑料迪集 07 的另一迪勻塑料底板 02 的外表面相

疊合她。

宴施例十三，參見圈 3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

板，包括塑料面板 0 、塑料底板 02、填充在塑料面板占塑料底板所囿成空同

內的蜂窩紙板 03 和內埋件 04、封閉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間同隙

的塑料迪奈 09 勻安施例十的不同之她在于，塑料迪荼 0g 力 L形，其 L形一

迪插在塑料面板迪緣勻塑料底板迪緣之阿，超戶波焊接技在塑料迪奈 09 的咳迪

第一面勻塑料面板 0 的內表面相疊合她，以及塑料迪集 09 的核地第二面勻塑

料底板 02 的外表面相疊合她。

本岌明的吸塑夏合板可亡泛匝用于制作家具癸芹品如桌子的面板、椅于的

座板和靠背、弔架或櫥拒的隔板、床共或床尾措板等，以及其它所需面板如建筑

領域中的所需板材等使用。

上迷突施例攸用來迸一步碗明本岌明的填料式超甫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但

本岌明井不局限于宴施例，凡是依据本岌明的技木宴廣肘以上突施例所作的任何



筒草修改、等同交化勻修佈，均落入本友明技木方案的保扣范園內。

工此奕用性

本岌明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結枸筒革，其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

間通迂焊茶的由超芹波焊接。因此，粘接強度高，反量稔定，具有 良好的工並突

用性。



杖 利 要 丈
1．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包括塑料面板、塑料底板、填充

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所包覆空何 內的填充物 其特征在于 塑料面板的周迪勻

塑料底板的周迪肘匝相疊合，其疊合相接她的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同投有沿看

周迪杯錦的由塑料材料制作而成的焊架，焊集由超戶波焊接方式占塑料面板、塑

料底板結合成一休。

2．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焊荼力達鍥杯劈在塑料底板外側沿的革休拮枸 或

所迷的焊冬力斷鏤杯鋅在塑料底板外側沿的多集單休緒枸。

3．根据杖利要求 所途的一神填料式超甫披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焊集的截面力圓形或楠圓形或三魚形或正方形或校方形或正多迪形或

昇形。

4．根掘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其特征在

于 所迷的填充物力蜂寓紙板或塑料岌泡板和用于達接或加強作用的內埋件。

5．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其特征在

于 所迷的塑料面板和 或塑料底板是草尾或多尾的塑料拼出板材盲接加工而成

或

所迷的塑料面板和 或塑料底板是單居或多屋的塑料拼出板材吸塑加工而

成。

6．一神填料式超芹披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包括塑料面板、塑料底板、填充

在塑料面板占塑料底板所園成空阿內的填充物、封閉在塑料面板周劫占塑料底板

周迪之同同隙的塑料迪集 塑料迪集沒有勻塑料面板相疊合的第一迪和勻塑料底

板柑疊合的第二劫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一迪和第二迪至少一休校有一集沿其

弋度方向而校的焊接凸筋或若干焊接凸庶 第一迪的焊接凸筋或若千焊接凸貞由

超戶披焊接方式勻塑料面板地緣拮合成一休，第二迪的焊接凸筋或若于焊接凸貞

由超芹波焊接方式勻塑料底板迪緣拮合成一休。



7．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神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某特征在

于 所迷的塑料地茶力達鏤杯鋅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同何隙的卓休

拮枸 或

所迷的塑料迪冬力斷鏤杯繞在塑料面板周迪勻塑料底板周迪之同同隙的多

荼革休鈷枸。

8．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迷的一神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其特征在

于，所迷的塑料迪冬力拼出成型方式制作而成的塑料荼休，或是注塑成型方式制

作而成的塑料集休，或是拼出件和塑料件的夏合件。

9．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迷的一神填料式超芹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填充物力蜂窩紙板或塑料岌泡板和用于達接或加強作用的內埋件。

10．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迷的一神填料式超戶波焊接的吸塑夏合板，其特征

在于 所迷的塑料面板和 或塑料底板是卓尾或多屋的塑料拼出板材直接加工而

成 或

所迷的塑料面板和 或塑料底板是卓居或多屋的塑料拼出板材吸塑加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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