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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

安装结构，旨在解决过现有装饰墙面板安装复杂

且不够美观的问题，包括墙面板、阳角线、阴角

线、踢脚线，其特征在于，墙面板设有两个转角，

转角处断开，通过阴角线和阳角线连接，踢脚线

位于墙面板底部用于支撑限定墙面板，相邻两墙

面板通过连接件定位安装于墙体上。本实用新型

将墙面板插设于阴角线、阳角线与踢脚线的相应

安装位置，通过简单的卡入方式实现安装，降低

安装难度，提高墙面板的安装效率，安装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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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包括墙面板（1）、阳角线（2）、阴角线（3）、踢脚线

（4），其特征在于，墙面板（1）设有两个转角，转角处断开，通过阴角线（3）和阳角线（2）连接，

所述踢脚线（4）位于墙面板（1）底部用于支撑限定所述墙面板（1），所述相邻两墙面板（1）通

过连接件（7）定位安装于墙体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踢脚线

（4）包括一支撑板（41），所述支撑板（41）上端向一侧凹陷形成一凹槽（42），所述凹槽（42）底

部外侧壁与墙体贴合，所述支撑板（41）另一侧设有向上开口且用于支撑卡设墙面板（1）的

第一卡槽（43），所述支撑板（41）底部设置有底板（44），且底板（44）倾斜设置，所述底板（44）

下端与地面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42）

外侧壁向下延伸与支撑板（41）形成一U型槽（5），所述U型槽（5）插设有透光板（6）；

所述透光板（6）包括卡臂（61）和盖板（62），所述盖板（62）两端设有卡位槽（63），所述U

型槽（5）内壁上设有凸块（51）和卡块（52），所述凸块（51）卡设于卡位槽（63）内，所述卡块

（52）卡紧所述卡臂（6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

（7）包括一型材体（71），所述型材体（71）两侧设有用于插接墙面板（1）的第二卡槽（72），所

述一第二卡槽（72）侧壁向外延伸后向下凹陷形成固定槽（7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

（7）包括横条（74）与竖条（75），所述横条（74）与竖条（75）相互垂直，所述竖条（75）向横条

（74）反方向凹陷形成用于插设墙面板（1）的插设槽（76），竖条（75）上端向一侧翻折形成翻

边（77），所述翻边（77）下方设有一垫块（78），所述垫块（78）与翻边（77）之间形成用于卡设

另一墙面板（1）的卡设部（79），所述横条（74）向下凹陷形成用于与墙体安装连接的安装槽

（70）；

所述卡设于卡设部（79）的墙面板（1）表面与插设于插设槽（76）内的墙面板（1）表面具

有高度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阳角线

（2）包括用于插装墙面板（1）的第一连接部（21）和第二连接部（22），所述第一连接部（21）、

第二连接部(22)均由内边条（23）、外边条（24）及将内外边条连接的连接条（25）组成，所述

第一连接部（21）的内边条（23）与第二连接部（22）的内边条（23）成90度角连接，所述第一连

接部（21）的连接条（25）与第二连接部（22）的连接条（25）成90度角连接；

所述第一连接部（21）的内边条（23）向下凹陷形成用于与墙体固定连接的安装部（2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阴角线

（3）包括第一角板（31）、第二角板（32）、第一卡板（33）、第二卡板（34），所述第一角板（31）与

第一卡板（33）通过第一加强件（35）连接形成用于墙面板（1）插入的第一腔体（311），所述第

二角板（32）与第二卡板（34）通过第二加强件（36）连接形成用于另一墙面板（1）插入的第二

腔体（312），所述墙面板（1）插入第一腔体（311）的插入方向与另一墙面板插入第二腔体

（312）的插入方向垂直，所述第二角板（32）向下凹陷形成用于与墙体固定连接的安装槽

（38）；

所述第一角板（31）与第二角板（32）通过衔接板（37）连接，第一角板（31）与第二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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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呈相互垂直，所述衔接板（37）呈平板状结构，衔接板（37）与第一角板（31）之间的夹角

呈135度，衔接板（37）与第二角板（32）之间的夹角呈135度；所述阴角线（3）由铝合金材料制

成，且所述阴角线（3）表面镀有铜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角板

（31）与第一卡板（33）通过第一加强件（35）连接形成开口向衔接板（37）方向的灯槽（8），所

述灯槽（8）内插设有透光板（81）。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09874333 U

3



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室内的装修，墙面装饰的主要目的是保护

墙体，美化墙面环境，让被装饰墙焕然一新、清新环保。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墙面装饰主要包

括装饰涂料饰面与墙纸类饰面。

[0003] 但是，现今的装饰墙面板需要安装到墙体时，需要通过紧固件直接打入墙内、或通

过胶黏剂、水泥等介质将装饰墙面板固定到墙体上，这样的安装方式一方面会导致装饰墙

面板在日后使用过程中若出现问题，不能随意更换，而且安装较为麻烦；另一方面，在装饰

墙面板的边沿通常设置框线型材以实现与墙面在视觉上的自然过渡，起到美化作用，但是

现有的框线型材自身的线条简单，其装饰效果较为一般。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美观的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包括墙面板、阳角线、阴角线、踢脚线，其特征在

于，墙面板设有两个转角，转角处断开，通过阴角线和阳角线连接，所述踢脚线位于墙面板

底部用于支撑限定所述墙面板，所述相邻两墙面板通过连接件定位安装于墙体上。

[0007] 其中，所述踢脚线包括一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端向一侧凹陷形成一凹槽，所述凹

槽底部外侧壁与墙体贴合，所述支撑板另一侧设有向上开口且用于支撑卡设墙面板的第一

卡槽，所述支撑板底部设置有底板，且底板倾斜设置，所述底板下端与地面贴合。

[0008] 其中，所述凹槽外侧壁向下延伸与支撑板形成一U型槽，所述U型槽插设有透光板；

[0009] 所述透光板包括卡臂和盖板，所述盖板两端设有卡位槽，所述U型槽内壁上设有凸

块和卡块，所述凸块卡设于卡位槽内，所述卡块卡紧所述卡臂；

[0010] 其中，所述连接件包括一型材体，所述型材体两侧设有用于插接墙面板的第二卡

槽，所述一第二卡槽侧壁向外延伸后向下凹陷形成固定槽。

[0011] 其中，所述连接件包括横条与竖条，所述横条与竖条75相互垂直，所述竖条向横条

反方向凹陷形成用于插设墙面板的插设槽，竖条上端向一侧翻折形成翻边，所述翻边下方

设有一垫块，所述垫块与翻边之间形成用于卡设另一墙面板的卡设部；

[0012] 所述卡设于卡设部的墙面板表面与插设于插设槽内的墙面板表面具有高度差。

[0013] 其中，所述阳角线包括用于插装墙面板的第一连接部和第二连接部，所述第一连

接部、第二连接部均由内边条、外边条及将内外边条连接的连接条组成，所述第一连接部的

内边条与第二连接部的内边条成90度角连接，所述第一连接部的连接条与第二连接部的连

接条成90度角连接；

[0014] 所述第一连接部的内边条向下凹陷形成用于与墙体固定连接的安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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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其中，所述阴角线包括第一角板、第二角板、第一卡板、第二卡板，所述第一角板与

第一卡板通过第一加强件连接形成用于墙面板插入的第一腔体，所述第二角板与第二卡板

通过第二加强件连接形成用于另一墙面板插入的第二腔体，所述墙面板插入第一腔体的插

入方向与另一墙面板插入第二腔体的插入方向垂直，所述第二角板向下凹陷形成用于与墙

体固定连接的安装槽；

[0016] 所述第一角板与第二角板通过衔接板连接，第一角板与第二角板呈相互垂直，所

述衔接板呈平板状结构，衔接板与第一角板之间的夹角呈135度，衔接板与第二角板之间的

夹角呈135度；所述阴角线由铝合金材料制成，且所述阴角线表面镀有铜层。

[0017] 其中，所述第一角板与第一卡板通过第一加强件连接形成开口向衔接板方向的灯

槽，所述灯槽内插设有透光板。

[0018]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9] 本实用新型将墙面板插设于阴角线、阳角线与踢脚线的相应安装位置，通过简单

的卡入方式实现安装，降低安装难度，提高墙面板的安装效率，安装便捷；在阴角线处还设

有用于卡设光源的灯槽，且灯槽开口朝向倾斜的衔接板，使得从中照射出来的光线具有层

次感，提高美观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C部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A部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B部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侧视D部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实用新型连接件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该实施例，凡

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应当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同时应当指出，对于

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

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8] 实施例一

[0029] 参加图1至图5所示，一种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包括墙面板1、阳角线2、阴

角线3、踢脚线4，所述墙面板1横向通过阳角线2与阴角线3固定安装在墙体上，所述踢脚线4

位于墙面板1底部用于支撑限定所述墙面板1，所述相邻两墙面板1通过连接件7定位安装于

墙体上。如图2所示，所述阴角线3被安装在墙面的阴角处，并且拼接两块墙面板1，所述阴角

线3有铝合金材料制成，且表面镀有铜层，以此丰富了阴角线3的颜色，使得阴角线更加美

观，阴角线3包括第一角板31、第二角板32、第一卡板33、第二卡板34，所述第一角板31与第

一卡板33通过第一加强件35连接形成用于墙面板1插入的第一腔体311，所述第二角板32与

第二卡板34通过第二加强件36连接形成用于另一墙面板1插入的第二腔体312，所述墙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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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插入第一腔体311的插入方向与另一墙面板插入第二腔体312的插入方向垂直，所述第二

角板32向下凹陷形成用于与墙体固定连接的安装槽38；所述第一角板31与第二角板32通过

衔接板37连接，第一角板31与第二角板32呈相互垂直，所述衔接板37呈平板状结构，衔接板

37与第一角板31之间的夹角呈135度，衔接板37与第二角板32之间的夹角呈135度，以此使

得第一角板31与第二角板32形成隐性的垂直结构，从而是第一角板31与第二角板32并未直

接相交并形成垂直连接，当阴角线3安装在墙面的阴角处时，第一角板31的外侧面与一墙面

相接触，第二角板32的外侧面与另一墙面相接触，而两墙面交汇形成的交接线则与衔接面

37的外侧面不接触，即阴角线并没有与墙面的交汇线通常情况下其直线度较差直接接触，

在装配阴角线3时，有效地降低对墙面的交汇线的要求，在其直线度较差的情况下，阴角线3

仍可以与墙面紧密贴合，有效的提高了安装稳定性；所述第一角板31与第一卡板33通过第

一加强件35灯槽8，所述U型槽8内插设有透光板81，灯槽8开口朝向倾斜的衔接板37，使得从

透光板81透射出来的光线经过衔接板37的折射，使得光线更加柔和，避免光线的直射对人

造成不适感。

[0030] 本实施例所述阳角线2包括用于插装墙面板1的第一连接部21和第二连接部22，所

述第一连接部21、第二连接部22均由内边条23、外边条24及将内外边条连接的连接条25组

成，所述第一连接部21的内边条23与第二连接部22的内边条23成90度角连接，所述第一连

接部21的连接条25与第二连接部22的连接条25成90度角连接；所述第一连接部21的内边条

23向下凹陷形成用于与墙体固定连接的安装部26，所述内边条23、外边条24和连接条25的

外表面均设有PVC膜，以此使得阳角线2线条更加明亮有光泽，更美观。

[0031] 本实施例所述墙面板1采用通过聚乙烯与50%-75%的木粉、秸秆和稻壳混合成的谷

木复合材料，且所述墙面板1表面设有装饰纹路11，所述装饰纹路11采用热固性树脂，以此

使得本墙面板1具有较好的防水、防尘、耐高温的优点。

[0032] 本实施例所述踢脚线4包括一支撑板41，所述支撑板41上端向右侧凹陷形成一凹

槽42，所述凹槽42底部外侧壁与墙体贴合，所述支撑板41左侧设有向上开口且用于支撑卡

设墙面板1的第一卡槽43，所述支撑板41底部设置有底板44，且底板44倾斜设置，所述底板

44下端与地面贴合，以此更好的支撑所述凹槽42外侧壁向下延伸与支撑板41形成一U型槽

5，所述U型槽5插设有透光板6；所述透光板6包括卡臂61和盖板62，所述盖板62两端设有卡

位槽63，所述U型槽5内壁上设有凸块51和卡块52，所述凸块51卡设于卡位槽63内，所述卡块

52卡紧所述卡臂61。

[0033] 本实施例所述连接件7包括一‘工’字型材体71，所述型材体71两侧设有用于插接

墙面板1的第二卡槽72，连接件2自身需要固定，为此在一第二卡槽72侧壁向外延伸后向下

凹陷形成固定槽73，所述固定槽73底部外侧面与墙体贴合，安装时，通过将铆钉从固定槽底

部打入墙体内实现安装。

[0034] 实施例二

[0035] 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与上述集成装饰墙面板的安装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连接

件7包括横条74与竖条75，横条74与竖条75相互垂直，竖条75向横条74反方向凹陷形成用于

插设墙面板1的插设槽76，竖条75上端向一侧翻折形成翻边77，翻边77下方设有一垫块78，

垫块78与翻边77之间形成用于卡设另一墙面板1的卡设部79，横条74向下凹陷形成用于与

墙体安装连接的安装槽70；且卡设于卡设部79的墙面板1表面与插设于插设槽76内的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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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表面具有高度差，以此使得装饰在墙体上的墙面板具有层次感，提高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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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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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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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