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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包括金厲面板 (11) 、吸塑底板 (12) 、蜂窩底板 (13)

和內埋件 (141,142) 。所述蜂寓紙板和內埋件墳充于金厲面板勻吸塑底板之向。所述金厲面板

迪緣局吸塑庶板迪緣之同睽接相固定 。所迷夏合板的周迪完全或者部分地投有內埋件 所述內

埋件沒在金厲面板迪緣勻吸塑面板迪緣之同的耿接她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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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

技木領域

本岌明厲于家具癸日常生活用品，特別是涉及一神用作家具的夏合板材。

背景技木

板材可亡泛地匝用于家具制造血或建筑此，比如可以用來制作桌于的面板、

椅子的座板和靠背、弔架或櫥桓的隔板、床共或床尾的揩板等等。早先的堵如舍

汶桌、餐桌、休因桌、塢肪桌等各癸桌于的面板，或是椅子的座板和靠背、弔架

或櫥桓的隔板等多神戶內戶外芒品所使用的板材大多力木板、針堆板或刨花板，

速些以木廈力原料的板材格余隨看我囤森林強源的減少，肘木材砍伐的限制，以

及木材份格的不斷增高，而越未越少使用。因而，以塑料力原料制作而成的塑料

板則越未越多地被人們所采用，現有技木的塑料板被迭用作力上途芹品的板材

肘，一神是采用注塑成形方式未制作，但是，迭神鈷枸的塑料板廣量較力沉重，

搬劫十分不便，而且需要昂貴的投各和模具 另一神是采用吸塑成形方式宋制作，

即以吸塑板力面板和 或底板，在塑料面板勻塑料底板之同填充蜂窩紙板未枸成，

速神吸塑夏合板具有重量鞋、易于清洗、造份低且美溯的特貞，但是，速神夏合

板由于面板是采用塑料材料制作而成，因此它的抗沖苗力較差，而且也不耐明火，

比如作力桌面板使用吋，就很容易被姻共等之癸的明火損杯，爪而影晌桌面的美

汎度。

岌明內容

本岌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現有技木之不足，提供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

是以金厲板力面板，吸塑板力底板，蜂窩紙板力內茁，具有較強耐沖由力、重量

鞋、強度高、易于清洗，造份低、外形美湖且能有效防止明火損杯等特庶。

本岌明解決其技木何題所采用的技木方案是 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

包括面板、底板、蜂窩紙板、內埋件 所迷面板力金厲板 所迷底板力吸塑板

蜂窩紙板、內埋件填充于金厲面板勻吸塑底板之同 金厲面板迪緣占吸塑底板迪

緣之同耿接相固定 夏合板的周地完全或部分投有內埋件，內埋件校在金厲面板

迪緣勻吸塑底板迪緣之河的耿接她內。

所述的吸塑底板迪緣芎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囿垣形狀，內埋件投在吸塑底板



迪緣朝上的凹口內，金厲面板地錶向下芎折包覆于吸塑底板向上芎折的迪緣她，

所迷的吸塑底板地緣弩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園垣形狀，內埋件投在吸塑底板

迪緣朝上的凹口內，金厲面板迪緣向下芎折包覆于吸塑底板向上宵折的迪緣她，

所迷的吸塑底板地緣弩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囿垣形狀，內埋件投在吸塑底板

迪緣朝上的凹口內，吸塑底板向上芎折劫緣的外側投有內村件，金厲面板迪緣向

下曹折包覆于吸塑底板向上芎折迪緣外側的內村件，金厲面板迪緣的卷迪托碩在

內村件的底端，螺竺由吸塑底板迪緣的圃垣內側鎖接在吸塑底板、內埋件、內村

件之同。

所迷的吸塑底板迪緣芎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圃垣形狀，內埋件投在吸塑底板

迪緣朝上的凹口內，吸塑底板向上弩折迪緣的外側投有內村件，吸塑底板迪緣的

圃垣的碩端貼靠有村板，金厲面板迪緣向下弩折包覆于吸塑底板向上芎折迪緣外

側的內村件，金厲面板迪緣的卷地托項在村板的底端面，螺鏗由村板的底端面鎖

接在吸塑底板、內埋件之同。

一神如前所迷的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江包括封迪荼，封迪荼邪投在夏合板

的周迪，封迪荼力達鍥的一集或分段的若干荼，所述各段封迪荼的截面形狀力相

同或不相同。

所迷的封迪奈投有上、下芎折，封迪集的上芎折匝靠在金厲面板的向下弩折

她，封迪荼的下芎折庄貼在吸塑底板的向上芎折她。

所迷的封迪奈投有卡扣，內埋件技有肘匝的卡口，封迪集的上、下分別貼靠

在金厲面板、吸塑底板的迪緣，封迪荼的卡扣肘匝卡入內埋件的卡口中。

所迷的封迪奈校有上、下芎折和卡扣，內埋件投有肘匝的卡口，封地集的上

芎折庄靠在金厲面板的向下芎折她，封迪荼的下弩折匝貼在吸塑底板的向上弩折

她，封迪集的卡扣肘匝卡入內埋件的卡口申。

所途的夏合板的形狀力圓形或正方形或校方形或楠圓形或三角形或多迪形

或昇形。

本岌明的夏合板，金厲面板可以采用秩板、不銹例板或鍍辟板等金厲板。

本岌明的夏合板，吸塑底板可以力單尾塑料板，也可以力多侯塑料夏合板，



制作吋是按夏合板所需的形狀、尺寸直接加工成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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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舀采用單居塑料板吋，

其板厚度可在 0．3 毫米至 4 毫米之同，使用的材料可以力 PP P PE 等

舀采用多居塑料夏合板吋，其夏合板的厚度可在 0．3 臺米至 4 毫米之同，比如，

夏合板可以由 0．毫米至 仇 3 毫米的 勻 0．3 毫米至 3．5 毫米的 B 相夏合所

形成的夏合片材。在吸塑底板上胚可一休沒有若干加強筋。

本岌明的夏合板，蜂窩紙板可以力卓居蜂窩紙板，也可以力多居蜂窩紙板，

卓居蜂甯紙板則由蜂窩紙茁、面紙、底紙組成，蜂寓紙茁爽于面紙勻底紙之同，

井勻面紙、底紙黏鈷相固定。汶尾或汶尾以上的蜂窩紙板，則各尾蜂窩紙板之間

黏拮相固定，每居的蜂窩紙板由蜂窩紙茁、面紙、底紙組成，蜂窩紙茁爽于面紙

勻底紙之同，井勻面紙、底紙黏拮相固定。蜂窩紙板勻面板、底板的相接她采用

肢水粘接相固定。

本岌明的夏合板，內埋件可以力管件或拼出型材或注塑件或五金件。內埋件

可以增加夏合板的強度，也可以作力勻外部部件的遵接，增強運接強度。內埋件

勻面板、底板、蜂窩紙板的相接她力肢水粘接相固定或焊接相固定。

本友明的夏合板，可以迭用封迪荼，也可以不迭用封迪奢，封迪集可以采用

金厲件，也可以采用非金厲件，封迪荼的作用在于既突現了肘夏合板迪緣的封迪，

使夏合板的外形更起于美別，同吋也突現了面板迪緣勻底板迪緣之回的睽接相固

定。

本岌明的有益效果是，由于采用了金厲板力面板，使得由面板、底板、蜂寓

紙板、內埋件等部件枸成的夏合板，在原有夏合板具有重量斃、強度高、易于清

洗，造份低、外形美硯等特貞的基硝上，增加了板面灶具有較強耐沖苗力和能有

效防止明火損杯的仇庶，可斤泛匝用于桌面板、椅板、文件桓、備物桓、物料架、

摘面裝怖板、衣櫥隔板等 由于采用了吸塑底板，使夏合板可以根据安阮使用要

求投汁出交化夷活的各神形狀，而元須另外加工，且易于清洗，抗潮性強 由于

采用了以辰鞋的蜂寫紙板作力金厲面板勻吸塑底板之同的填充休，使制作好后的

夏合板重量較控 由于在金厲面板勻吸塑底板之同迂采用了管件或拼出型材或注

塑件或五金件力內埋件，可作力夏合板的加強框架，使夏合板的強度大大增強，

同肘迂可增強夏合板勻其它部件的達接強度，以及突現金厲面板勻吸塑底板之同



的耿接固定 由于迭用了封迪荼迸行封迪，使夏合板的美肌度和突用性大大得到

以下鈷合附囤及宴施例肘本岌明作迸一步祥鋼槐明 但本岌明的一神金厲板

塑料板的夏合板不局限于寞拋例。

團 1 是突施例一本岌明作力桌面板的枸造示意團

團 2 是安施例一桌于的枸造示意團

團 3 是宴施例一本友明的迪緣枸造示意囤

團 4 安施例二本友明的迪緣枸造示意團

團 5 突施例三本友明作力桌面板的枸造示意囤

團 6 突施例三桌于的枸造示意囤

團 7 突施例三本炭明的迪錄枸造示意囤

團 8 施例四本炭明作力桌面板的枸造示意團

圈 9 施例四桌于的枸造示意團

團 0 安施例四本岌明的迪緣枸造示意團

團 安施例五本岌明的迪緣枸造示意圈

團 2 安施例六本友明的迪緣枸造示意團

團 3 安施例七本岌明的迪緣枸造示意團。

具休宴施方式

宴施例一，參兄團 至團 3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是
制作成一張圓形桌面板，桌面板包括面板 、底板 2、蜂窩紙板 3、內埋件

面板 力金厲板，底板 2 力吸塑板 蜂窩紙板 3、內埋件填充于金厲面板

勻吸塑底板 2 之同 金厲面板 迪緣占吸塑底板 2 迪緣之同耿接相固定 內

埋件包括投在夏合板申部的內埋件 4 和投在夏合板周迪的內埋件 42，其中，
內埋 42 是技在金厲面板 1 迪緣勻吸塑底板 2 迪緣之回的睽接她內，而中部

的內埋 4 突現丐桌腳 0 的耿接相固定。

吸塑底板 吆迪緣芎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園垣 2 1 形狀，內埋件 42 包括杯

形迪框和十字形支撐件，其地框投在吸塑底板 2 劫緣朝上的凹口內，金厲面板

1 尬錄向下弩折包覆于吸塑底板 12 向上弩折的迪緣她，金厲面板 1 迪錄的卷



迪 11 托碩在吸塑底板 12 迪緣的凸出園垣 121 的底端。速梓，通迂金厲面板 1

地緣的卷地 肘吸塑底板 12 的托撐突現了夏合板迪緣的收迪，形成桌迪框

金厲面板 11 迪緣的卷迪 部分，肘桌迪框起到良好的支撐作用，同吋，金厲

面板 1 迪緣她卷迪也在梗用中更加安全。

本友明的夏合板，金厲面板 1 可以采用秩板、不銹翎板或鍍辟板等金厲板。

本友明的夏合板，吸塑底板 可以力車居塑料板，也可以力多屋塑料夏合

板，制作忖是按夏合板所需的形狀、尺寸直接加工成形，其形狀力圓形，舀采用

卓尾塑料板吋，其板厚度可在 0．3 毫米至 4 毫米之同，使用的材料可以力

PP p p 等 舀采用多居塑料夏合板吋，其夏合板的厚度可在 0．3 毫米至 4

毫米之同，比如，夏合板可以由 0．毫米至 0．3 毫米的 勻 0．3 毫米至 3．5

毫米的 相夏合所形成的夏合片材。在吸塑底板上胚可一休投有若千加強筋。

本岌明的夏合板，蜂窩紙板 可以力革居蜂窩紙板，也可以力多居蜂窩紙

板，卓居蜂窩紙板則由蜂窩紙茁、面紙、底紙組成，蜂窩紙茁夾于面紙均底紙之

河，井勻面紙、底紙黏鈷相固定。取侯或汶居以上的蜂窩紙板，則各尾蜂窩紙板

之同黏拮相固定，每展的蜂窩紙板由蜂窩紙茁、面紙、底紙組成，蜂寓紙茁央于

面紙勻底紙之同，井勻面紙、底紙黏拮相固定。蜂窩紙板勻面板、底板的相接她

采用肢水粘接相固定。

本炭明的夏合板，內埋件力管件，也可以迭用拼出型材或注塑件或五金件。

內埋件可以增加夏合板的強度，也可以作力占外部部件的達接，增強達接強度。

內埋件勻面板 、底板 2、蜂窩紙板 的相接她力肢水粘接相固定或焊接相固

定。

寞施例二，參兄團 4 所示，本友明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是制作成

一張圓形桌面板，桌面板包括面板 2 、底板 22、蜂窩紙板 23、內埋件 24，吸塑

底板 迪緣宵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園垣 22 形狀，內埋件 24 沒在吸塑底板 羽
迪緣朝上的凹口內，金厲面板 21迪緣向下芎折包覆于吸塑底板 22 向上弩折的迪

緣她，金厲面板 21迪緣的折迪 2 托庄在吸塑底板迪緣 22 的凸出固垣 221 的底

端。迭梓，通迂金厲面板 2 迪緣的折迪 2 吋吸塑底板 2 的托撐宴現了夏合板

池緣的收迪。

三，參兄團 5 至團 7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是



制作成一張正方形桌面板，桌面板包括面板 3 、底板 32、蜂窩紙板 33、內埋件

34 面板 31 力金厲板，底板 32 力吸塑板 蜂窩紙板 33、內埋件 34 填充于金厲

面板 31勻吸塑底板 32 之同 金厲面板 31迪錄勻吸塑底板 32 迪緣之間跌接相固

定 內埋件 34 包括投在夏合板中部的內埋件 34 和投在夏合板周迪的內埋件

342，其中，內埋件 342 是投在金厲面板 3 迪緣勻吸塑底板 32 迪緣之同的耿接

她丸 而中部的內埋件 34 1 突現勻桌腳 30 的耿接相固定。

吸塑底板 32 迪緣芎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固垣 32 形狀，內埋件 342 力田字

形，其外逝框投在吸塑底板 32 地錄朝上的凹口內，吸塑庶板 32 向上弩折地錄的

外側投有內村件 35，金厲面板 3 迪緣向下弩折包覆于吸塑底板 32 向上芎折迪

緣外側的內村件 35，金厲面板 31 迪緣的卷迪 3 托碩在內村件 35 的底端，螺

竺 36 由吸塑底板地緣的園垣 32 內側傲接在吸塑底板 32、內埋件 342 、內村件

35 之同。

宴施例四，參凡圍 8 至團 10 所示，本岌明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

是制作成一張正方形桌面板，桌面板包括面板 4 、底板 42、蜂窩紙板 43、內埋

件 44 面板 41 拘金厲板，底板 42 力吸塑板 蜂寓紙板 43、內埋件 44 填充于金

厲面板 4 勻吸塑底板 42 之同 金厲面板 4 1 迪緣勻吸塑底板 42 迪緣之向耿接相

固定 內埋件 44 包括沒在夏合板中部的內埋件 44 和校在夏合板周迪的內埋件

442，其申，內埋件 442 是投在金厲面板 4 迪緣勻吸塑底板 42 迪緣之同的瑛接

她札 而中部的內埋件 44 突現勻桌腳 40 的瑛接相固定。

吸塑底板 42 迪緣弩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囿垣 42 形狀，內埋件 442 投在吸

塑底板 42 迪緣朝上的凹口內，吸塑底板 42 向上芎折迪緣的外側投有內村件 45

吸塑底板 42 迪緣的圃垣 42 的碩端帖靠有村板 47，金厲面板 4 迪緣向下芎折

包覆于吸塑底板 42 向上弩折迪緣外側的內村件 45，金厲面板 4 迪緣的卷迪 4

托頂在村板 47 的底端面，螺竺 46 由村板 47 的底端面鎖接在吸塑底板 4 、內埋

件 42 之同。

宴施例五，參兄團 所示，本友明的一神金肩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包括面

板 5 、底板 52、蜂窩紙板 53、內埋件 54 面板 5 力金厲板 底板 52 力吸塑板

蜂窩紙板 53、內埋件 54 填充于金厲面板 5 勻吸塑底板 52 之阿 封迪荼 58 杯

投在夏合板的周迪，封迪集 58 可以力達壤的一集或分段的若于集，肘于分段的



若千荼來槐，各段封迪奈的截面形狀可以相同或也可以不相同。

封迪茶 58 投有上芎折 58 、下芎折 582 ，封迪茶 58 的上宵折匝靠在金厲面

板 5 的向下弩折她，封迪茶的下芎折 582 庄貼在吸塑底板 52 的向上芎折她。

封地集 58 可以采用金厲件，也可以采用非金厲件，封迪荼 58 的作用在于既

突現了肘夏合板迪緣的封迪，使夏合板的外形更趙于美肌，同吋也突現了面板迪

錄占底板地錄之間的瑛接相固定。

寞施例六，參凡團 吆 所示，本友明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包括面

板 6 、底板 62、蜂窩紙板 63、內埋件 64 面板 6 力金厲板 底板 62 力吸塑板

蜂窩紙板 63、內埋件 64 填充于金厲面板 6 均吸塑底板 62 之同 封迪架 68 杯

校在夏合板的周地。

封迪荼 68 投有卡 683，內埋件 64 沒有肘匝的卡口 643 ，封迪荼的上、下

分別帖靠在金厲面板 6 、吸塑底板 62 的迪緣，封迪荼的卡扣 683 肘匝卡入內埋

件的卡口643 中。

奕施例七，參凡團 3 所示，本炭明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包括面

板 7 、底板 72、蜂寓紙板 73、內埋件 74 面板 7 力金厲板 底板 72 力吸塑板

蜂窩紙板 73、內埋件 74 填充于金厲面板 7 勻吸塑底板 72 之同 封迪荼 78 杯

役在夏合板的周迪。

所迷的封迪荼校有上芎折 78 1、下弩折 782 和卡扣 783，內埋件 74 校有肘匝

的卡口 743，封迪荼的上芎折 78 匝靠在金厲面板 7 的向下弩折她，封迪荼的

下芎折 782 匝貼在吸塑底板 72 的向上弩折她，封迪荼的卡扣 783 肘匝卡入內埋

件的卡口743 中。

工此突用性

本炭明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有效的利用了金厲板、塑料板及蜂窩板的仇

庶，芒品生芹工芭筒革，造用范囿亡，具有良好的工血突用性。



杖 利 要 求

1．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包括面板、底板、蜂窩紙板、內埋件 其

特征在于 所迷面板力金厲板 所述底板力吸塑板 蜂窩紙板、內埋件填充于金

厲面板均吸塑底板之同 金厲面板迪緣占吸塑底板迪緣之同耿接相固定 夏合板

的周迪完全或部分投有內埋件，內埋件投在金厲面板迪緣均吸塑底板迪緣之間的

瑛接她內。

2．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吸塑底板迪緣弩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囿垣形狀，內埋件投在吸塑底板迪錄朝上

的凹口內，金厲面板池緣向下芎折包覆于吸塑底板向上弩折的迪緣她，金厲面板

迪緣的折地托庄在吸塑底板迪緣的凸出園垣的底端。

3．根掘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迷

的吸塑底板迪錶弩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園垣形狀，內埋件投在吸塑底板迪緣朝上

的凹口內，金厲面板迪緣向下芎折包覆于吸塑底板向上芎折的迪緣赴，金厲面板

迪緣的卷迪托項在吸塑底板迪緣的凸出園垣的底端。

4．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吸塑底板地錄弩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囿垣形狀，內埋件投在吸塑底板迪錄朝上

的凹口內，吸塑底板向上芎折迪緣的外側沒有內村件，金厲面板地緣向下芎折包

覆于吸塑底板向上芎折迪緣外側的內村件，金厲面板迪緣的卷迪托項在內村件的

底端，螺竺由吸塑底板迪緣的園垣內側碳接在吸塑底板、內埋件、內村件之阿。

5．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迷

的吸塑底板迪緣弩折成具有向下凸出的園垣形狀，內埋件投在吸塑底板迪緣朝上

的凹口內，吸塑底板向上芎折迪緣的外側投有內村件，吸塑底板迪緣的囿垣的項

端貼靠有村板，金厲面板迪緣向下芎折包覆于吸塑底板向上弩折地緣外側的內村

件，金厲面板迪緣的卷尬托頂在村板的底端面，螺鏗由村板的底端面倣接在吸塑

底板、內埋件之同。

6．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夏合板汪包括封地集，封迪荼杯投在夏合板的周迪，封迪荼力連鏤的一荼或分

段的若干集，所迷各段封迪荼的截面形狀力相同或不相同。

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迷



的封地集沒有上、下弩折，封迪茶的上芎折匝靠在金厲面板的向下弩折她，封地 ．

奐的下芎折底貼在吸塑底板的向上芎折她。

8．根掘杖利要求 6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迷

的封迪各投有卡扣，內埋件投有肘匝的卡口，封迪集的上、下分別貼靠在金厲面

板、吸塑底板的迪緣，封地黎的卡扣肘匝卡入內埋件的卡口中。

9．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迷

的封迪荼投有上、下芎折和卡扣，內埋件投有肘匝的卡口，封迪荼的上脊折庄靠

在金厲面板的向下弩折她，封迪荼的下弩折匝貼在吸塑底板的向上弩折她，封迪

奈的卡扣吋匝卡入內埋件的卡口中。

0．根据杖利要求 或 6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夏合板的形狀力圓形或正方形或弋方形或楠圓形或三角形或多迪形或昇

形。

．根掘杖利要求 至 5 任意一杖項所述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

特征在于 所迷的夏合板力桌面板，其內埋件包括一杯形迪框和十字形支撐件，
其迪框投在吸塑底板迪緣朝上的凹口內，形成桌迪框 十字形支撐件校在金厲面

板下，用以加強桌面板的強度。

2．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一神金厲板塑料板的夏合板，其特征在于 所

迷的桌面板力圓形或正方形或仗方形或楠圓形，相座的內埋件的杯形迪框力圓形

或正方形或校方形或楠圓形迪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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