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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合板材、复合板材的生

产方法以及用途，其中复合板材包括轻钢骨架、

填充隔层以及两片固定板材，填充隔层放置在轻

钢骨架的内腔中，两片固定板材安装在轻钢骨架

的正面和背面，将填充隔层固定在轻钢骨架内。

上述复合板材结构简单，生产方便，使得复合板

材的组装更加的简单方便，实现了复合板材的批

量规格化生产，生产的复合板材可以用来组装装

配式住宅，提高了装配式建筑部品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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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板材，其特征在于，包括轻钢骨架(110)、填充隔层(120)以及两片固定板材

(130)，所述填充隔层(120)放置在所述轻钢骨架(110)的内腔中，两片所述固定板材(130)

安装在所述轻钢骨架(110)的正面和背面，将所述填充隔层(120)固定在所述轻钢骨架

(110)内；所述轻钢骨架(110)为由矩形钢管焊接而成的矩形框架结构，所述轻钢骨架(110)

包括两根纵梁(112)以及至少两根横梁(113)，两根所述纵梁(112)并列平行设置，所述横梁

(113)均设置在两根所述纵梁(112)之间，两根所述纵梁(112)上均设置有多个贯穿所述纵

梁(112)的用于相邻所述复合板材间安装固定的板材连接孔(1125)；所述复合板材还包括

木条夹层(150)，所述木条夹层(150)设置在所述固定板材(130)与所述轻钢骨架(110)之

间，所述木条夹层(150)的宽度与所述矩形钢管的宽度相同，并且所述木条夹层(150)与所

述板材连接孔(1125)相对的位置均设置有夹层缺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材(130)为玻镁板，所述玻镁

板上与所述板材连接孔(1125)相对的位置均设置有板材缺口。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板材还包括密封剪口(140)，所

述密封剪口(140)可拆卸式安装在所述轻钢骨架(110)的两侧。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剪口(140)的厚度与所述矩形

钢管的厚度相同，所述密封剪口(140)的横截面为L型，所述密封剪口(140)为多节，多节所

述密封剪口(140)以所述板材连接孔(1125)为分割依次顺序安装在所述轻钢骨架(110)的

两侧。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复合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隔层(120)由酚醛树脂发泡而

成，所述填充隔层(120)的正面或背面预设有管路凹槽，相邻所述填充隔层(120)上的所述

管路凹槽通过所述横梁(113)或所述纵梁(112)上设置的穿孔连通。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隔层(120)的厚度为所述矩形

钢管与所述木条夹层(150)的厚度和，并且所述填充隔层(120)的正面和背面均与所述固定

板材(130)紧密接触。

7.一种如权利要求3至6任一项所述复合板材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0：焊接矩形钢管得到轻钢骨架；

步骤S20：在模具中制作填充隔层；

步骤S30：在所述轻钢骨架的正面和背面安装与所述矩形钢管宽度相同的木条夹层，并

在所述轻钢骨架的两侧安装密封剪口；

步骤S40：将所述填充隔层放入所述轻钢骨架的内腔中；

步骤S50：在所述轻钢骨架的正反两面安装固定板材，将所述填充隔离层固定在所述轻

钢骨架内。

8.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复合板材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板材用

于组装装配式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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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板材、复合板材的生产方法及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板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复合板材、复合板材的生产方法及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染，缩短建造工期，提升

工程质量。传统方法建造的房屋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而且占用并毁坏了大量的耕地，因

此寻找可持续发展、能有效的代替粘土砖的建筑体系己经势在必行。现有的装配式建筑有

钢筋混凝土预制装配式建筑、钢结构预制装配式建筑以及全钢结构预制装配式建筑，但是，

现有的装配式建筑存在部品化率低，利用率不高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部品化率高、利用率高、组装方便的复合板

材、复合板材的生产方法及用途。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复合板材，包括轻钢

骨架、填充隔层以及两片固定板材，所述填充隔层放置在所述轻钢骨架的内腔中，两片所述

固定板材安装在所述轻钢骨架的正反两面，将所述填充隔层固定在所述轻钢骨架内。

[0005]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本发明提供的复合板材，由轻

钢骨架、填充隔层以及固定板材组装而成，通过安装在轻钢骨架正反两面的两片固定板材

将填充隔层固定在轻钢骨架的空腔中，并且轻钢骨架、填充隔层以及固定板材都能够批量

规格化生产，使得复合板材的组装更加的简单方便，实现了复合板材的批量规格化生产，生

产的复合板材可以用来组装装配式住宅，实现了装配式住宅的高部品化率。上述复合板材

结构简单，生产方便，很好的解决了装配式建筑部品化率低的技术问题。

[0006] 较优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轻钢骨架为由矩形钢管焊接而成的矩形框架结

构，所述轻钢骨架包括两根纵梁以及至少两根横梁，两根所述纵梁并列平行设置，所述横梁

均设置在两根所述纵梁之间，两根所述纵梁上均设置有多个贯穿所述纵梁的用于相邻所述

复合板材间安装固定的板材连接孔。复合板材可以分为复合顶板和复合底板，复合底板的

纵梁的底部设置有复合板材与组合地板安装固定的底部连接孔，底部连接孔方便了复合板

材和组合地板间的安装固定，复合底板的纵梁的顶部设置有复合底板和复合顶板连接固定

的顶部连接孔，复合顶板的纵梁的底部设置有与复合底板连接固定的顶部连接孔，进一步，

复合顶板和复合底板的连接可以通过连接件进行安装固定。

[000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矩形结构的轻钢骨架在组装拼装

式更加的简单方便，同时矩形钢管上板材连接孔的设置，方便了相邻复合板材间的安装固

定。

[0008] 较优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复合板材还包括木条夹层，所述木条夹层设置在

所述固定板材与所述轻钢骨架之间，所述木条夹层的宽度与所述矩形钢管的宽度相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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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述木条夹层与所述板材连接孔相对的位置均设置有夹层缺口。

[000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由于固定板材不能够直接安装在

轻钢骨架上，而木条夹层的设置，则方便了固定板材与轻钢骨架间的安装固定，夹层缺口的

设置，则方便了相邻复合板材间的安装固定。

[0010] 较优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固定板材为玻镁板，所述玻镁板上与所述板材连

接孔相对的位置均设置有板材缺口。

[001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玻镁板具有防水、防火和使用寿命

长的特点，很好的提高了复合板材防水和防火的性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复合板材

的使用寿命。

[0012] 较优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复合板材还包括密封剪口，所述密封剪口可拆卸

式安装在所述轻钢骨架的两侧。

[001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密封剪口的设置方便了左右相邻

复合板材间的密封。

[0014] 较优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密封剪口的厚度与所述矩形钢管的厚度相同，所

述密封剪口的横截面为L型，所述密封剪口为多节，多节所述密封剪口以所述板材连接孔为

分割依次顺序安装在所述轻钢骨架的两侧。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多节密封剪口以板材连接孔为分

割依次顺序安装在轻钢骨架的两侧，方便了左右相邻复合板材间的安装固定，密封剪口的

横截面为L型，进一步，相邻复合板材密封剪口的L型截面相互贴合，组成一个完整的矩形或

正方形，并通过连接件，将两块复合板材安装固定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复合板材间

的密封性能，同时，也提高了由复合板材组装成装配式房屋的密封性能。

[0016] 较优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填充隔层由酚醛树脂发泡而成，所述填充隔层的

正面或背面预设有管路凹槽，相邻所述填充隔层上的所述管路凹槽通过所述横梁或所述纵

梁上设置的穿孔连通。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由酚醛树脂发泡而成的填充隔层

生产更加的简单方便，实现了填充隔层的批量化生产，进一步，填充隔层在与轻钢骨架匹配

的模具中制成，使得填充隔层在安装到轻钢骨架中时更加的简单，也更加的贴合，省去了不

必要的加工步骤，使得复合板材生产更加的简单，而管路凹槽的设置，则方便了线路、管路

等的安装固定。

[0018] 较优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填充隔层的厚度为所述矩形钢管与所述木条夹

层的厚度和，并且所述填充隔层的正面和背面均与所述固定板材紧密接触。

[0019]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使得组装成的复合板材架构更加

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复合板材的使用寿命。

[0020] 还提供了一种复合板材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步骤S10：焊接矩形钢管得到轻钢骨架；

[0022] 步骤S20：在模具中制作填充隔层；

[0023] 步骤S30：在所述轻钢骨架的正面和背面安装与所述矩形钢管宽度相同的木条夹

层，并在所述轻钢骨架的两侧安装密封剪口；

[0024] 步骤S40：将所述填充隔层放入所述轻钢骨架的内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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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步骤S50：在所述轻钢骨架的正反两面安装固定板材，将所述填充隔层固定在所述

轻钢骨架内。

[002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还提供了一种复合板材的用途，所述复合板材用于组

装装配式房屋。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复合板材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复合板材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图1或图2中复合板材的部分侧视图；

[0031] 图4是图1或图2中复合板材的俯视图；

[0032] 图5是图1或图2中相邻复合板材间相接处的俯视图；

[0033] 图6是本发明提供的复合板材生产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复合板材，包括轻钢骨架110、填充隔层120以及两

片固定板材130，填充隔层120放置在轻钢骨架110的内腔中，两片固定板材130安装在轻钢

骨架110的正反两面，将填充隔层120固定在轻钢骨架110内。

[0035]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轻钢骨架110为由矩形钢管焊接而成的矩形框架结构，轻钢

骨架110包括两根纵梁112以及至少两根横梁113，两根纵梁112并列平行设置，横梁113均设

置在两根纵梁112之间，两根纵梁112上均设置有多个贯穿纵梁112的用于相邻复合板材间

安装固定的板材连接孔1125。复合板材可以分为复合顶板和复合底板，复合底板的纵梁112

的底部设置有复合板材与组合地板安装固定的底部连接孔，底部连接孔方便了复合板材和

组合地板间的安装固定，复合底板的纵梁112的顶部设置有复合底板和复合顶板连接固定

的顶部连接孔，复合顶板的纵梁112的底部设置有与复合底板连接固定的顶部连接孔，进一

步，复合顶板和复合底板的连接可以通过连接件进行安装固定。矩形结构的轻钢骨架110在

组装拼装式更加的简单方便，同时矩形钢管上板材连接孔1125的设置，方便了相邻复合板

材间的安装固定。

[0036]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复合板材还包括木条夹层150，木条夹层150设置在固定板

材130与轻钢骨架110之间，木条夹层150的宽度与矩形钢管的宽度相同，并且木条夹层150

与板材连接孔1125相对的位置均设置有夹层缺口。由于固定板材130不能够直接安装在轻

钢骨架110上，而木条夹层150的设置，则方便了固定板材130与轻钢骨架110间的安装固定，

夹层缺口的设置，则方便了相邻复合板材间的安装固定。

[0037]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固定板材130为玻镁板，玻镁板上与板材连接孔1125相对的

位置均设置有板材缺口。玻镁板具有防水、防火和使用寿命长的特点，很好的提高了复合板

材防水和防火的性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复合板材的使用寿命。

[0038]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复合板材还包括密封剪口140，密封剪口140可拆卸式安装

在轻钢骨架110的两侧。密封剪口140的设置方便了左右相邻复合板材间的密封。

[0039]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密封剪口140的厚度与矩形钢管的厚度相同，密封剪口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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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横截面为L型，密封剪口140为多节，多节密封剪口140以板材连接孔1125为分割依次顺序

安装在轻钢骨架110的两侧。多节密封剪口140以板材连接孔1125为分割依次顺序安装在轻

钢骨架110的两侧，方便了左右相邻复合板材间的安装固定，密封剪口140的横截面为L型，

进一步，相邻复合板材密封剪口140的L型截面相互贴合，组成一个完整的矩形或正方形，并

通过连接件，将两块复合板材安装固定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复合板材间的密封性

能，同时，也提高了由复合板材组装成装配式房屋的密封性能。

[0040]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填充隔层120由酚醛树脂发泡而成，填充隔层120的正面或

背面预设有管路凹槽，相邻填充隔层120上的管路凹槽通过横梁113或纵梁112上设置的穿

孔连通。由酚醛树脂发泡而成的填充隔层120生产更加的简单方便，实现了填充隔层120的

批量化生产，进一步，填充隔层120在与轻钢骨架110匹配的模具中制成，使得填充隔层120

在安装到轻钢骨架110中时更加的简单，也更加的贴合，省去了不必要的加工步骤，使得复

合板材生产更加的简单，而管路凹槽的设置，则方便了线路、管路等的安装固定。

[0041] 作为一种可实施方式，填充隔层120的厚度为矩形钢管与木条夹层150的厚度和，

并且填充隔层120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均与固定板材130紧密接触。使得组装成的复合板材架

构更加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复合板材的使用寿命。

[0042] 还提供了一种复合板材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步骤S10：焊接矩形钢管得到轻钢骨架；

[0044] 步骤S20：在模具中制作填充隔层；

[0045] 步骤S30：在轻钢骨架的正面和背面安装与矩形钢管宽度相同的木条夹层，并在轻

钢骨架的两侧安装密封剪口；

[0046] 步骤S40：将填充隔层放入轻钢骨架的内腔中；

[0047] 步骤S50：在轻钢骨架的正反两面安装固定板材，将填充隔层固定在轻钢骨架内。

[004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还提供了一种复合板材的用途，复合板材用于组装装

配式房屋。

[0049]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达到的技术效果如下：本发明提供的复合板材，由轻

钢骨架、填充隔层以及固定板材组装而成，通过安装在轻钢骨架正反两面的两片固定板材

将填充隔层固定在轻钢骨架的空腔中，并且轻钢骨架、填充隔层以及固定板材都能够批量

规格化生产，使得复合板材的组装更加的简单方便，实现了复合板材的批量规格化生产，生

产的复合板材可以用来组装装配式住宅，实现了装配式住宅的高部品化率。上述复合板材

结构简单，生产方便，很好的解决了装配式建筑部品化率低的技术问题。

[0050] 上述实施方式旨在举例说明本发明可为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实现或使用，对上述

实施方式进行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故本发明包括但不限于

上述实施方式，任何符合本权利要求书或说明书描述，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性、

创造性特点的方法、工艺、产品，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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