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896055.X

(22)申请日 2019.11.06

(73)专利权人 山东鲁泰建筑产业化材料有限公

司

地址 271608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瓜店

街道办事处穆庄村

(72)发明人 侯庆国　董先林　王纪波　

(51)Int.Cl.

E04F 13/075(2006.01)

E04F 13/073(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

板，包括基板，所述基板的表面涂覆有涂层，所述

涂层的表面贴覆有金属膜材，所述金属膜材上涂

覆有彩色图案，所述金属膜材的另一侧贴有保护

膜。本实用新型的强度高、抗折好、耐候性好、环

保性好、图案丰富、表面丰满、硬度高、抗划伤、易

清洁和防火、防潮等特点的覆金属膜装饰板；可

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模式应用于不同的内饰场景

无论是公共场合合适家装场合，无论是房间，大

厅，卫生间，厨房还是特定环境场所，除了天花，

地板，墙面；尤其解决目前最为难解决的窗套，门

套，阴角，阳角的无缝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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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包括基板(1)，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1)的表面涂覆有涂

层(4)，所述涂层(4)的表面贴覆有金属膜材(2)，所述金属膜材(2)上涂覆有彩色图案，所述

金属膜材(2)的另一侧贴有保护膜(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1)可采用

轻质硅酸钙板和轻质水泥纤维板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金属膜材包括

室内用彩色金属膜材和室外用耐候型彩色金属膜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膜材(2)的

厚度为0.01-5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涂层(4)的厚度

为1-500μ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覆金属膜装饰板

用于墙面干法施工的快装、密拼、阳角、阴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覆金属膜装饰板

用于地面干法施工的快装地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覆金属膜装饰板

用于天花吊顶的冲口吸音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1)粘合金

属膜材(2)的面根据需求可以为基板(1)的正面、基板(1)的正面和左右侧面、基板(1)的正

面、左右侧面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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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材料装饰板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在基板的表面通过涂装涂料

涂层及贴覆金属膜材制备的装饰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各种建筑装饰材料如复合装饰材料、防火装饰材料相继出现，主要有纤

维增强水泥板、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纤维增强氧化镁板、轻质氯镁水泥板、菱镁板、石膏装饰

板等作为外墙或内墙等的装饰。目前的应用施工较为复杂，很多部位件无法达到设计师的

要求，尤其是窗套，门套，阴角，阳角的无缝应用，在安装时，每个板之间出现缝隙，降低室内

的美观性，一些材料只能对部分进行位置进行无缝应用，达不到使用要求，所以需要进行改

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墙上安装板材时，会留有缝隙，导致美

观性不足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包括基板，所述基板的表面涂覆有涂层，所述涂层的表

面贴覆有金属膜材，所述金属膜材上涂覆有彩色图案，所述金属膜材的另一侧贴有保护膜。

[0006] 优选地，所述基板可采用轻质硅酸钙板和轻质水泥纤维板材料。

[0007] 优选地，所述的金属膜材包括室内用彩色金属膜材和室外用耐候型彩色金属膜

材。

[0008] 优选地，所述金属膜材的厚度为0.01-50mm。

[0009] 优选地，所述步骤中涂层的厚度为1-500μm。

[0010] 优选地，所述覆金属膜装饰板用于墙面干法施工的快装、密拼、阳角、阴角。

[0011] 优选地，所述步骤中在切割完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对基板进行切割倒角，制造无缝

阳角、阴角。

[0012] 优选地，所述覆金属膜装饰板用于地面干法施工的快装地板。

[0013] 优选地，所述覆金属膜装饰板用于天花吊顶的冲口吸音板。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粘合金属膜材的面根据需求可以为基板的正面、正面和左右侧

面、正面、左右侧面和背面。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该装饰板在加工制作时具有所需生产场地小、设备投资低、生产效率高、能耗少

和无污染等优点，并且使用的物质不含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环保绿色涂料；具有固化速

度快、能耗低、设备投资低和场地占用面积小等优点；

[0017] 2、本装置的强度高、抗折好、耐候性好、环保性好、图案丰富、表面丰满、硬度高、抗

划伤、易清洁和防火、防潮等特点的覆金属膜装饰板；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模式应用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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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饰场景无论是公共场合合适家装场合，无论是房间，大厅，卫生间，厨房还是特定环境

场所，除了天花，地板，墙面；尤其解决目前最为难解决的窗套，门套，阴角，阳角的无缝应

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正面粘贴金属膜材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正面和两个侧面粘贴金属膜材的结

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冲孔吸音板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冲孔吸音板俯视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阳角安装切割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阳角安装完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阴角安装时切割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阳角安装时切割的侧视图。

[0027] 图中：1基板、2金属膜材、3保护膜、4涂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9] 参照图1-9，一种新型覆金属膜装饰板，包括基板1，基板1可采用轻质硅酸钙板和

轻质水泥纤维板材料等不同种类的装饰板上，并且在加工安装时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模式

应用于不同的内饰场景分别包括：墙面阳角的无缝包盖、墙面阴角的无缝回圆、门套线的无

缝包覆和窗套线的无缝包覆，将覆膜板背面的基板线性切刮掉，保留金属膜材，如图6-9所

示，根据需求进行切割，保证连接处的无缝，装饰板可以应用于墙面干法施工的快装和密

拼，也可以应用于地面干法施工的快装地板，还可以应用于冲孔吸音天花板，应用范围广。

[0030] 参照图1-9，基板1的表面涂覆有涂层4，涂层4的涂装方式可采用辊涂、刷涂或刮涂

等方式，根据需要涂覆金属膜材2的表面，对基板1的每个面进行涂覆涂层4，涂层4的表面涂

覆有金属膜材2，金属膜材2包括室内用彩色金属膜材和室外用耐候型彩色金属膜材，根据

室内和室外的需求使用，金属膜材2的厚度为0.01-20mm，金属膜材2上涂覆有彩色图案，该

图案根据客户的使用需要，进行设置，使得基板1的表面图案丰富和丰满，金属膜材2的另一

侧涂覆有保护膜3，保护膜3对金属膜材2进行保护，延长金属膜材2的使用寿命，充分利用轻

质硅酸钙板，轻质水泥纤维板的易切割性，易后加工性，及金属膜的后造型性；在场景应用

过程中通过将覆膜板背面的基板线性切刮掉，保留金属膜材2，利用膜材的可折弯的性能将

其前对折或后对折来无缝制作阴角线，阳角线，同样道理解决窗套线和门套线；同样可以应

用于圆柱体的外装饰面；线性切割可以是直立面，亦可是外斜立面或内斜立面，并且利用膜

材本身的强度和铆钉和握钉性进行墙面固定，同完整包边性板材的叠合贴合，保证装饰面

板边的无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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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再具体应用中，在对墙面的墙面阳角的无缝包盖、墙面阴角的无缝回圆时，先分别

测量墙面和基板1的长度，之后根据墙面的长度，对基板1进行切割，参照图6-9，切割可以为

直立面、外斜立面和内斜立面，需要保证和墙角的阳角或者阴角对应，保留金属膜材2，在切

割时，对金属膜材2进行保护，避免对金属膜材2造成损伤，之后利用金属膜材2本身的强度

和铆钉进行墙面固定，同完整包边性板材的叠合贴合，保证装饰面板边的无差异性，并且由

于金属膜材2上设置彩色图案，保证了图案的完整性，从而保证美观性。

[0032] 本实用新型中，使用时，先对基板1的表面进行砂磨和除尘，保证基板1每个面的平

整性，之后对基板1的表面涂层处理，涂层方式可采用辊涂、刷涂或刮涂，涂层完后对基板1

的表面进行固化，使涂层完全牢固固定在基板1的表面，对涂层完后的基板1表面再次进行

砂磨和除尘，根据需要使用板材时的需求，对板材的死板进行切割，保证直线和对角线符合

使用要求，之后对基板1的面通过胶水粘合金属膜材2，对粘合完后金属膜材2的基板1进行

检验，保证基板1符合要求，对粘合金属膜材2的面贴上保护膜3，对基板1上的金属膜材2和

金属膜材2上的彩色图案进行保护，之后对每个基板1打包和运输，再具体应用中，在对墙面

的墙面阳角的无缝包盖、墙面阴角的无缝回圆时，先分别测量墙面和基板1的长度，之后根

据墙面的长度，对基板1进行切割，切割可以为直立面、外斜立面和内斜立面，需要保证和墙

角的阳角或者阴角对应，保留金属膜材2，在切割时，对金属膜材2进行保护，避免对金属膜

材2造成损伤，之后利用金属膜材2本身的强度和铆钉进行墙面固定，同完整包边性板材的

叠合贴合，保证装饰面板边的无差异性，并且由于金属膜材2上设置彩色图案，保证了图案

的完整性，从而保证美观性，并且该板还能应用于门套线的无缝包覆和窗套线的无缝包覆。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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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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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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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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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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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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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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