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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

构，包括金属铜板，设置在金属铜板一侧的第一

金属铝板以及设置在金属铜板另一侧的第二金

属铝板，所述金属铜板呈方形且内部中空，金属

铜板的内部空腔为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金属铜

板的顶部设有多个上填充槽，金属铜板的底部设

有多个下填充槽，上填充槽和下填充槽与所述隔

音隔热材料填充腔连通；第一金属铝板的侧面设

有多个与上填充槽对应的上封堵块，第二金属铝

板的侧面设有多个与下填充槽对应的下封堵块；

上封堵块与上填充槽吻合，下封堵块与下填充槽

吻合从而将上填充槽和下填充槽堵塞，保证隔音

隔热材料填充腔的密封性，整体重量以及成本不

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隔音隔热的性能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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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包括金属铜板，设置在金属铜板一侧的第一金属

铝板以及设置在金属铜板另一侧的第二金属铝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铜板呈方形且内

部中空，金属铜板的内部空腔为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金属铜板的顶部设有多个上填充槽，

金属铜板的底部设有多个下填充槽，上填充槽和下填充槽与所述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连

通；

所述第一金属铝板的侧面设有多个与上填充槽对应的上封堵块，第二金属铝板的侧面

设有多个与下填充槽对应的下封堵块，上封堵块与所述上填充槽吻合，下封堵块与下填充

槽吻合，所述第一金属铝板的侧面与金属铜板的表面热轧固定贴合，第二金属铝板的侧面

与金属铜板的底面热轧固定贴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金属

铝板的底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和第二倾斜面，所述金属铜板表面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

斜面和第四倾斜面，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斜面以及第四倾斜面围成上部亮条安

装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金属

铝板的顶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和第二倾斜面，所述金属铜板底面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

斜面和第四倾斜面，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斜面以及第四倾斜面围成下部亮条安

装腔。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

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的截面呈葫芦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亮条

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内安装亮条组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亮条组件

的截面形状与上部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的截面形状对应，亮条组件为金属亮条，

金属亮条的周面被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斜面以及第四倾斜面压紧。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亮条组件

包括铝条以及与铝条连接的金属亮条，铝条和金属亮条的截面呈梯形，铝条的周面被第一

倾斜面、第二倾斜面压紧，金属亮条的周面被第三倾斜面和第四倾斜面压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封堵块

与第一金属铝板一体成型，下封堵块与第二金属铝板一体成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隔音隔热

材料为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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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板材领域，尤其是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复合板是指在一层金属上覆以另外一种金属的板子，已达到在不降低使用效

果（防腐性能、机械强度等）的前提下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效果。复合方法通常有爆炸复

合，爆炸轧制复合、轧制复合等。现在的金属复合板一般都是采用金属铝板与金属铜板通过

轧制复合的方式固定连接，目前的复合板一般存在隔热隔音较差的问题，主要与复合板的

厚度有关，复合板的厚度越大，隔热隔音的性能越好，但是复合板的材质都是金属，如果复

合板的厚度过大，复合板整体的重量就会很大，而且复合板耗材成本不可估量，隔音隔热是

目前所有复合板普遍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

结构。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包括金属铜板，设置在金属铜板一侧的第一金属铝

板以及设置在金属铜板另一侧的第二金属铝板，所述金属铜板呈方形且内部中空，金属铜

板的内部空腔为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金属铜板的顶部设有多个上填充槽，金属铜板的底

部设有多个下填充槽，上填充槽和下填充槽与所述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连通；

所述第一金属铝板的侧面设有多个与上填充槽对应的上封堵块，第二金属铝板的侧面

设有多个与下填充槽对应的下封堵块，上封堵块与所述上填充槽吻合，下封堵块与下填充

槽吻合，所述第一金属铝板的侧面与金属铜板的表面热轧固定贴合，第二金属铝板的侧面

与金属铜板的底面热轧固定贴合。

[0005] 进一步，所述第一金属铝板的底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和第二倾斜面，所述金

属铜板表面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斜面和第四倾斜面，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斜面

以及第四倾斜面围成上部亮条安装腔。

[0006] 进一步，所述第二金属铝板的顶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和第二倾斜面，所述金

属铜板底面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斜面和第四倾斜面，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斜面

以及第四倾斜面围成下部亮条安装腔。

[0007] 进一步，所述上部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的截面呈葫芦状。

[0008] 进一步，所述上部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内安装亮条组件。

[0009] 进一步，所述亮条组件的截面形状与上部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的截面形

状对应，亮条组件为金属亮条，金属亮条的周面被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斜面以

及第四倾斜面压紧。

[0010] 进一步，所述亮条组件包括铝条以及与铝条连接的金属亮条，铝条和金属亮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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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呈梯形，铝条的周面被第一倾斜面、第三倾斜面压紧，金属亮条的周面被第二倾斜面和

第四倾斜面压紧。

[0011] 进一步，所述上封堵块与第一金属铝板一体成型，下封堵块与第二金属铝板一体

成型。

[0012] 进一步，所述隔音隔热材料为石棉。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该金属复合板的金属铜板的内部空腔为隔音隔热材料填充

腔，金属铜板的顶部设有多个上填充槽，金属铜板的底部设有多个下填充槽，上填充槽和下

填充槽与所述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连通；第一金属铝板的侧面设有多个与上填充槽对应的

上封堵块，第二金属铝板的侧面设有多个与下填充槽对应的下封堵块，金属铜板与第一金

属铝板、第二金属铝板热轧贴合前，通过上填充槽和下填充槽可以朝金属铜板的隔音隔热

材料填充腔内添加隔音隔热材料，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被填满后，将第一金属铝板的侧面

与金属铜板的表面热轧固定贴合，第二金属铝板的侧面与金属铜板的底面热轧固定贴合，

此时，上封堵块与上填充槽吻合，下封堵块与下填充槽吻合从而将上填充槽和下填充槽堵

塞，保证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的密封性，该复合板的金属铜板内部方便填充隔音隔热材料，

整体重量以及成本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隔音隔热的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另外，第一金属铝板的底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和第二倾斜面，所述金属铜板表面

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斜面和第四倾斜面，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斜面以及第四倾

斜面围成上部亮条安装腔；第二金属铝板的顶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和第二倾斜面，所

述金属铜板底面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斜面和第四倾斜面，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

斜面以及第四倾斜面围成下部亮条安装腔，上部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内安装亮条

组件，亮条组件的截面形状与上部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的截面形状对应，亮条组

件为金属亮条，第一金属铝板和第二金属铝板与金属铜板热轧贴合时，金属亮条的周面被

第一倾斜面、第二倾斜面、第三倾斜面以及第四倾斜面压紧，压紧的过程中，第一倾斜面、第

三倾斜面对亮条组件施加挤压力，亮条组件朝复合板的外部扩张进一步被第二倾斜面和第

四倾斜面挤压，从而将亮条组件紧压扣合在上部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内，该复合

板通过压紧扣合的方式方便在复合板的外围边缘安装不同款式的亮条，亮条可以起到不同

复合板的装饰以及标识的作用，使用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爆炸示意图；

图3为图1中的A区放大图；

图4为图2中的B区放大图；

图5为本发明上部亮条安装腔的示意图；

图6为上部亮条安装腔中安装亮条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上部亮条安装腔中安装另一种亮条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隔音隔热的金属复合板结构，包括金属铜板1，设置在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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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板1一侧的第一金属铝板2以及设置在金属铜板1另一侧的第二金属铝板3，金属铜板1呈

方形且内部中空，金属铜板1的内部空腔为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4，金属铜板1的顶部设有多

个上填充槽5，金属铜板1的底部设有多个下填充槽6，上填充槽5和下填充槽6与所述隔音隔

热材料填充腔4连通；

第一金属铝板2的侧面设有多个与上填充槽5对应的上封堵块7，第二金属铝板3的侧面

设有多个与下填充槽6对应的下封堵块8，上封堵块7与上填充槽5吻合，下封堵块8与下填充

槽6吻合，第一金属铝板2的侧面与金属铜板1的表面热轧固定贴合，第二金属铝板3的侧面

与金属铜板1的底面热轧固定贴合。

[0016] 进一步，第一金属铝板2的底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9和第二倾斜面10，金属铜

板1表面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斜面11和第四倾斜面12，第一倾斜面9、第二倾斜面10、第三倾

斜面11以及第四倾斜面12围成上部亮条安装腔13。

[0017] 第二金属铝板3的顶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9和第二倾斜面10，金属铜板1底面

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斜面11和第四倾斜面12，第一倾斜面9、第二倾斜面10、第三倾斜面11

以及第四倾斜面12围成下部亮条安装腔14。上部亮条安装腔13和下部亮条安装腔14的截面

呈葫芦状。

[0018] 进一步，上部亮条安装腔13和下部亮条安装腔14内安装亮条组件，亮条组件呈条

形。

[0019] 如图6所示，亮条组件的截面形状与上部亮条安装腔13和下部亮条安装腔14的截

面形状对应，亮条组件为金属亮条15，金属亮条15的周面被第一倾斜面9、第二倾斜面10、第

三倾斜面11以及第四倾斜面12压紧。

[0020] 如图7所示，亮条组件的另一种结构为，亮条组件包括铝条16以及与铝条16连接的

金属亮条17，铝条16和金属亮条17的截面呈梯形，铝条16的周面被第一倾斜面9、第三倾斜

面11压紧，金属亮条17的周面被第二倾斜面10和第四倾斜面12压紧。

[0021] 本发明中，上封堵块7与第一金属铝板2一体成型，下封堵块8与第二金属铝板3一

体成型，隔音隔热材料为石棉。

[0022] 该金属复合板的金属铜板1的内部空腔为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4，金属铜板1的顶

部设有多个上填充槽5，金属铜板1的底部设有多个下填充槽6，上填充槽5和下填充槽6与所

述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4连通；第一金属铝板2的侧面设有多个与上填充槽5对应的上封堵

块7，第二金属铝板3的侧面设有多个与下填充槽6对应的下封堵块8，金属铜板1与第一金属

铝板2、第二金属铝板3热轧贴合前，通过上填充槽5和下填充槽6可以朝金属铜板1的隔音隔

热材料填充腔4内添加隔音隔热材料，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4被填满后，将第一金属铝板2的

侧面与金属铜板1的表面热轧固定贴合，第二金属铝板3的侧面与金属铜板1的底面热轧固

定贴合，此时，上封堵块7与上填充槽5吻合，下封堵块8与下填充槽6吻合从而将上填充槽5

和下填充槽6堵塞，保证隔音隔热材料填充腔4的密封性，该复合板的金属铜板内部方便填

充隔音隔热材料，整体重量以及成本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隔音隔热的性能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

另外，第一金属铝板2的底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9和第二倾斜面10，金属铜板1表面

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斜面11和第四倾斜面12，第一倾斜面9、第二倾斜面10、第三倾斜面11

以及第四倾斜面12围成上部亮条安装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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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第二金属铝板3的顶部边缘处设有第一倾斜面9和第二倾斜面10，金属铜板1底面

的边缘处设有第三倾斜面11和第四倾斜面12，第一倾斜面9、第二倾斜面10、第三倾斜面11

以及第四倾斜面12围成下部亮条安装腔14。上部亮条安装腔13和下部亮条安装腔14的截面

呈葫芦状，上部亮条安装腔13和下部亮条安装腔14内安装亮条组件，亮条组件呈条形，亮条

组件的截面形状与上部亮条安装腔和下部亮条安装腔的截面形状对应，亮条组件为金属亮

条15，第一金属铝板2和第二金属铝板3与金属铜板1热轧贴合时，金属亮条15的周面被第一

倾斜面9、第二倾斜面10、第三倾斜面11以及第四倾斜面12压紧，压紧的过程中，第一倾斜面

9、第三倾斜面11对亮条组件施加挤压力，亮条组件朝复合板的外部扩张进一步被第二倾斜

面10和第四倾斜面12挤压，从而将亮条组件紧压扣合在上部亮条安装腔13和下部亮条安装

腔14内，该复合板通过压紧扣合的方式方便在复合板的外围边缘安装不同款式的亮条，亮

条可以起到不同复合板的装饰以及标识的作用，使用效果好。

[0024]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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