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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包括墙面主体、

安装于所述墙面主体和地面之间的下限位体、安

装于所述墙面主体和天花板之间的上限位体；所

述墙面主体包括位于中间的内墙板以及将所述

内墙板两面包夹安装的外墙板。本实用新型的装

配式硬裱墙面结构的墙面主体由内墙板和外墙

板组成，内墙板能够横向拼接而成，外墙板通过

固定边框贴装在内墙板的两面，结构稳定，更换

方便；此外，墙面主体通过下限位体和上限位体

进行限位固定，使得整体结构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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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墙面主体（1）、安装于所述墙面主体（1）

和地面之间的下限位体（2）、安装于所述墙面主体（1）和天花板之间的上限位体（3）；所述墙

面主体（1）包括位于中间的内墙板（11）以及将所述内墙板（11）两面包夹安装的外墙板

（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限位体（2）截

面呈“凹”字形，在上方中间位置开设有墙板卡装槽（21），且所述墙板卡装槽（21）中间位置

开设有内墙板卡装槽（2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墙板（11）包括

配合的凸边（111）和凹边（112），所述凸边（111）和所述凹边（112）能够前后卡接使所述内墙

板（11）在宽度方向延伸，且所述内墙板（11）下方能够卡入所述内墙板卡装槽（21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墙板（12）通过

固定边框（4）拼接固定在所述内墙板（11）表面，所述固定边框（4）截面为“T”字形，压入所述

外墙板（12）的拼接缝隙后通过自攻螺钉（5）与所述内墙板（11）锁紧将所述外墙板（12）固

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墙板（12）下方

卡入所述墙板卡装槽（21）安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限位体（3）包

括与天花板相连的滑槽（31），以及与所述滑槽（31）配合且具备向内侧滑动将所述墙面主体

（1）包夹固定的夹装半体（3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夹装半体（32）分

别设置于所述墙面主体（1）两侧，且将所述墙面主体（1）包夹固定后通过螺栓（6）锁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夹装半体（32）将

所述墙面主体（1）固定后，所述墙面主体（1）上表面与两个所述夹装半体（32）围成的下表面

之间存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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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装配式建筑装修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式墙面是当前十分流行的一种新型房屋墙面安装模式，广泛应用在旅游度假

村、临时展厅等场合。装配式墙面的安装过程一般都简单高效，采用集成化的墙面构件，节

省了墙面搭建的时间。装配式墙面系统中，墙面的结构和设计决定了房屋整体的外观和人

居住时的舒适程度，是墙面系统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003] 公开号为CN107119848A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组合式装配墙体，可以节省安装工时，

其墙体在工厂成型时已经在外墙板外表面和内墙体内表面加工有装饰面，墙体内部的保温

和隔音也已做好，现在安装时只需将多个墙体依次对接即可；其次组合式装配墙体在生产

过程中没有产生额外的工业垃圾，且腔体内喷灌的发泡材料可以利用工业固废，降低了整

体的生产成本和环保成本；再次组合式装配墙体的节能等级高，墙体内保温和隔音效果好，

适宜居住。但是，该墙体的外墙板和内墙板之间通过堵头件进行连接，若需要更换外墙板则

需要将每一块墙板分离后再进行拆装，更换复杂，并且该墙体与地面和天花板之间的连接

不稳定。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本实用新型

的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的墙面主体由内墙板和外墙板组成，内墙板能够横向拼接而成，外

墙板通过固定边框贴装在内墙板的两面，结构稳定，更换方便；此外，墙面主体通过下限位

体和上限位体进行限位固定，使得整体结构稳定可靠。

[0005]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包括墙面主体、安装

于所述墙面主体和地面之间的下限位体、安装于所述墙面主体和天花板之间的上限位体；

所述墙面主体包括位于中间的内墙板以及将所述内墙板两面包夹安装的外墙板。

[0006] 由此，所述墙面主体可以通过所述下限位体和所述上限位体的限位作用实现装配

式安装，并且所述墙面主体由所述内墙板和所述外墙板共同组成，所述内墙板保证墙面强

度，所述外墙板根据外观选择性安装，安装完成后无需再进行粉刷等工作，大大加快了施工

进度，并且结构稳定可靠。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下限位体截面呈“凹”字形，在上方中间位置开设有

墙板卡装槽，且所述墙板卡装槽中间位置开设有内墙板卡装槽。

[0008] 由此，所述下限位体底部与地面之间通过螺钉、玻璃胶、地板卡接等方式固接，而

所述墙板卡装槽使所述外墙板安装后得到限位，所述内墙板卡装槽使所述内墙板的安装更

加稳固，并且所述下限位体的“凹”字形结构使得所述墙面主体安装完成后无需再安装踢脚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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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内墙板包括配合的凸边和凹边，所述凸边和所述凹

边能够前后卡接使所述内墙板在宽度方向延伸，且所述内墙板下方能够卡入所述内墙板卡

装槽。

[0010] 由此，所述内墙板能够根据墙宽进行拼接，减小了运输时的体积。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外墙板通过固定边框拼接固定在所述内墙板表面，

所述固定边框截面为“T”字形，压入所述外墙板的拼接缝隙后通过自攻螺钉与所述内墙板

锁紧将所述外墙板固定。

[0012] 由此，所述外墙板能够由小块的通过所述固定边框拼接而成，大大减小了运输体

积。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外墙板下方卡入所述墙板卡装槽安装。

[0014] 由此，所述外墙板下方得到所述墙板卡装槽的限位。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上限位体包括与天花板相连的滑槽，以及与所述滑

槽配合且具备向内侧滑动将所述墙面主体包夹固定的夹装半体。

[0016] 由此，所述夹装半体通过在所述滑槽向靠拢方向滑动便可实现所述墙面主体上方

的限位。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夹装半体分别设置于所述墙面主体两侧，且将所述

墙面主体包夹固定后通过螺栓锁紧。

[0018] 由此，所述夹装半体通过所述螺栓锁紧后能够将所述墙面主体在上方固定。

[001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夹装半体将所述墙面主体固定后，所述墙面主体上

表面与两个所述夹装半体围成的下表面之间存在空间。

[0020] 由此，所述夹装半体下表面空间的存在能够使所述墙面主体热涨后在高度方向存

在延伸空间。

[002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的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的墙面主体由内墙板和外墙板组成，内墙板能

够横向拼接而成，外墙板通过固定边框贴装在内墙板的两面，结构稳定，更换方便；此外，墙

面主体通过下限位体和上限位体进行限位固定，使得整体结构稳定可靠。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安装后截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实用新型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安装后正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实用新型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外墙板未装时正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实用新型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内墙板拼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实用新型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下限位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实用新型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上限位体装配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墙面主体、11-内墙板、111-凸边、112-凹边、12-外墙板、2-下限位体、21-

墙板卡装槽、211-内墙板卡装槽、3-上限位体、31-滑槽、32-夹装半体、4-固定边框、5-自攻

螺钉、6-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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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图2、图3，一种装配式硬裱墙面结构，包括墙面主体1、安装于墙面主体1和

地面之间的下限位体2、安装于墙面主体1和天花板之间的上限位体3；墙面主体1包括位于

中间的内墙板11以及将内墙板11两面包夹安装的外墙板12。

[0032] 由此，墙面主体1可以通过下限位体2和上限位体3的限位作用实现装配式安装，并

且墙面主体1由内墙板11和外墙板12共同组成，内墙板11保证墙面强度，外墙板12根据外观

选择性安装，安装完成后无需再进行粉刷等工作，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并且结构稳定可

靠。

[0033] 如图1、图5，下限位体2截面呈“凹”字形，在上方中间位置开设有墙板卡装槽21，且

墙板卡装槽21中间位置开设有内墙板卡装槽211。

[0034] 由此，下限位体2底部与地面之间通过螺钉、玻璃胶、地板卡接等方式固接，而墙板

卡装槽21使外墙板12安装后得到限位，内墙板卡装槽211使内墙板11的安装更加稳固，并且

下限位体2的“凹”字形结构使得墙面主体1安装完成后无需再安装踢脚线。

[0035] 如图1、图3、图4，内墙板11包括配合的凸边111和凹边112，凸边111和凹边112能够

前后卡接使内墙板11在宽度方向延伸，且内墙板11下方能够卡入内墙板卡装槽211。

[0036] 由此，内墙板11能够根据墙宽进行拼接，减小了运输时的体积。

[0037] 如图1、图2，外墙板12通过固定边框4拼接固定在内墙板11表面，固定边框4截面为

“T”字形，压入外墙板12的拼接缝隙后通过自攻螺钉5与内墙板11锁紧将外墙板12固定。

[0038] 由此，外墙板12能够由小块的通过固定边框4拼接而成，大大减小了运输体积。

[0039] 如图1、图2、图5，外墙板12下方卡入墙板卡装槽21安装。

[0040] 由此，外墙板12下方得到墙板卡装槽21的限位。

[0041] 如图1、图6，上限位体3包括与天花板相连的滑槽31，以及与滑槽31配合且具备向

内侧滑动将墙面主体1包夹固定的夹装半体32。

[0042] 由此，夹装半体32通过在滑槽31向靠拢方向滑动便可实现墙面主体1上方的限位。

[0043] 如图1、图6，夹装半体32分别设置于墙面主体1两侧，且将墙面主体1包夹固定后通

过螺栓6锁紧。

[0044] 由此，夹装半体32通过螺栓6锁紧后能够将墙面主体1在上方固定。

[0045] 如图1、图6，夹装半体32将墙面主体1固定后，墙面主体1上表面与两个夹装半体32

围成的下表面之间存在空间。

[0046] 由此，夹装半体32下表面空间的存在能够使墙面主体1热涨后在高度方向存在延

伸空间。

[0047]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

型的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本实用

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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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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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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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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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9

CN 210342331 U

9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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