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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

包括有交错设置的横梁和立柱，还包括有与横梁

和立柱固定连接并用于固定面板的隐框结构或

明框结构；所述的横梁上设置有用于连接隐框结

构或明框结构的横梁连接部，所述的立柱上设置

有用于连接隐框结构或明框结构的立柱连接部，

所述横梁连接部的结构与立柱连接部的结构相

同，所述的隐框结构或明框结构通过连接件固定

在横梁连接部和立柱连接部上。本实用新型的幕

墙，横梁连接部的结构与立柱连接部的结构相

同，明框、隐框可以任意组合；采用相同的框架型

材，减少了型材的类型，提高了零部件的通用性，

方便了材料的采购、加工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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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交错设置的横梁(1)和立柱(2)，还包括

有与横梁(1)和立柱(2)固定连接并用于固定面板(3)的隐框结构(4)或明框结构(5)；所述

的横梁(1)上设置有用于连接隐框结构(4)或明框结构(5)的横梁连接部(11)，所述的立柱

(2)上设置有用于连接隐框结构(4)或明框结构(5)的立柱连接部(21)，所述横梁连接部

(11)的结构与立柱连接部(21)的结构相同，所述的隐框结构(4)或明框结构(5)通过连接件

固定在横梁连接部(11)和立柱连接部(2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连接部(11)包

括有设置在横梁(1)上的横梁固定槽(101)，还包括有设置在横梁固定槽(101)两侧用于连

接垫条(7)的横梁连接槽(102)；

所述立柱连接部(21)包括有设置在立柱(2)上的立柱固定槽(201)，还包括有设置在立

柱固定槽(201)两侧用于连接垫条(7)的立柱连接槽(20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件为一端能

固定在横梁固定槽(101)和立柱固定槽(201)内的螺栓(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隐框结构(4)包括

有设置在面板(3)内侧并与面板(3)固定连接的玻璃附框(401)，所述螺栓(6)上连接有用于

将玻璃附框(401)压紧在横梁(1)和立柱(2)上的第一压板(601)，所述第一压板(601)  上开

设有可供螺栓(6)一端穿过的通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栓(6)上并位于

面板(3)的外侧连接有第二压板(602)，所述面板(3)通过第二压板(602)压紧在横梁(1)和

立柱(2)上，所述的明框结构(5)包括有设置在第二压板(602)外侧的扣盖(501)，所述第二

压板(602)上开设有可供螺栓(6)一端穿过的通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明框结构(5)还

包括有设置在面板(3)内侧的玻璃附框(401)，所述玻璃附框(401)通过连接在螺栓(6)上的

第一压板(601)压紧在横梁(1)和立柱(2)上。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压板(602)与

面板(3)之间设置有胶条(8)，胶条(8)的外侧设置有密封胶(9)。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1)内还设置

有用于支撑面板(3)的托条(10)，所述托条(10)上设置有支承块(12)。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066681 U

2



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幕墙结构,具体涉及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

【背景技术】

[0002] 框支承结构的建筑幕墙由面板、立柱、横梁、连接件、结构胶、密封胶等组成。按面

板支承框架的显露程度来分，有明框幕墙(横向和竖向框架构件显露于面板室外侧)、隐框

幕墙(横向和竖向框架构件不显露于面板室外侧)、半隐框幕墙(包括横明竖隐、横隐竖明两

种形式)。一般的建筑幕墙，明框和隐框分别采用不同截面形式的立柱和横梁，如图7所示，

现有的明框结构，立柱中间的连接处向外突出，需要多种特定的压板来匹配安装，当需要改

变幕墙的明、隐框形式时，需要更换立柱及横梁，同时要准备多种型号的配件，施工不便且

造成材料浪费。

[0003] 本实用新型即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而研究提出。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结构简单，设计合

理，节省成本。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下述技术方案：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

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交错设置的横梁和立柱，还包括有与横梁和立柱固定连接并用于固定

面板的隐框结构或明框结构；所述的横梁上设置有用于连接隐框结构或明框结构的横梁连

接部，所述的立柱上设置有用于连接隐框结构或明框结构的立柱连接部，所述横梁连接部

的结构与立柱连接部的结构相同，所述的隐框结构或明框结构通过连接件固定在横梁连接

部和立柱连接部上。

[0006] 如上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连接部包括有设置在

横梁上的横梁固定槽，还包括有设置在横梁固定槽两侧用于连接垫条的横梁连接槽；

[0007] 所述立柱连接部包括有设置在立柱上的立柱固定槽，还包括有设置在立柱固定槽

两侧用于连接垫条的立柱连接槽。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件为一端能固定在

横梁固定槽和立柱固定槽内的螺栓。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隐框结构包括有设置在面

板内侧并与面板固定连接的玻璃附框，所述螺栓上连接有用于将玻璃附框压紧在横梁和立

柱上的第一压板，所述第一压板上开设有可供螺栓一端穿过的通孔。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栓上并位于面板的外侧

连接有第二压板，所述面板通过第二压板压紧在横梁和立柱上，所述的明框结构包括有设

置在第二压板外侧的扣盖，所述第二压板上开设有可供螺栓一端穿过的通孔。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明框结构还包括有设置

在面板内侧的玻璃附框，所述玻璃附框通过连接在螺栓上的第一压板压紧在横梁和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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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压板与面板之间设置

有胶条，胶条的外侧设置有密封胶。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内还设置有用于支撑

面板的托条，所述托条上设置有支承块。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达到了如下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的幕墙，横梁连接部的结构与立柱连接部的结构相同，明框、隐框可以

任意组合；采用相同的框架型材(包括立柱、横梁)，减少了型材的类型，提高了零部件的通

用性，方便了材料的采购、加工和安装。不同外立面形式的幕墙，玻璃面板可以通过不同的

连接方式与框架固定，后期需要改变明、隐框形式时，框架型材无需更换，方便了现场安装。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

[0017] 图1为隐框结构幕墙立柱连接构造节点；

[0018] 图2为明框结构幕墙立柱连接构造节点；

[0019] 图3为带玻璃附框的明框结构幕墙立柱连接构造节点；

[0020] 图4为隐框结构幕墙横梁连接构造节点；

[0021] 图5为明框结构幕墙横梁连接构造节点；

[0022] 图6为带玻璃附框的明框结构幕墙横梁连接构造节点；

[0023] 图7为现有的明框结构幕墙立柱连接构造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5] 如图1至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一种明隐框多组合幕墙，包括有交错设置的横梁

1和立柱2，还包括有与横梁1和立柱2固定连接并用于固定面板3的隐框结构4或明框结构5；

所述的横梁1上设置有用于连接隐框结构4或明框结构5的横梁连接部11，所述的立柱2上设

置有用于连接隐框结构4或明框结构5的立柱连接部21，所述横梁连接部11的结构与立柱连

接部21的结构相同，所述的隐框结构4或明框结构5通过连接件固定在横梁连接部11和立柱

连接部  21上。本实用新型的幕墙，横梁连接部的结构与立柱连接部的结构相同，明框、隐框

可以任意组合；采用相同的框架型材(包括立柱、横梁)，减少了型材的类型，方便了材料的

采购、加工和安装。不同外立面形式的幕墙，玻璃面板可以通过不同的连接方式与框架固

定，后期需要改变明框、隐框形式时，框架型材都无需更换，方便现场安装。

[0026] 如图1至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横梁连接部11包括有设置在横梁1上的横梁

固定槽101，还包括有设置在横梁固定槽101  两侧用于连接垫条7的横梁连接槽102；

[0027] 所述立柱连接部21包括有设置在立柱2上的立柱固定槽201，还包括有设置在立柱

固定槽201两侧用于连接垫条7的立柱连接槽  202；横梁固定槽101与立柱固定槽201、横梁

连接槽102与立柱连接槽202的结构以及位置均相同，方便了明框结构或隐框结构的更换。

[0028] 如图1至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连接件为一端能固定在横梁固定槽10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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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固定槽201内的螺栓6，一种型号的螺栓即可装配明框结构和隐框结构，节省材料。

[0029] 如图1至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隐框结构4包括有设置在面板3内侧并与面

板3固定连接的玻璃附框401，所述螺栓6上连接有用于将玻璃附框401压紧在横梁1和立柱2

上的第一压板601，所述第一压板601上开设有可供螺栓6一端穿过的通孔。

[0030] 如图1至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螺栓6上并位于面板3 的外侧连接有第二压

板602，所述面板3通过第二压板602压紧在横梁1和立柱2上，所述的明框结构5包括有设置

在第二压板602外侧的扣盖501，所述第二压板602上开设有可供螺栓6一端穿过的通孔。

[0031] 如图1至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明框结构5还包括有设置在面板3内侧的

玻璃附框401，所述玻璃附框401通过连接在螺栓6上的第一压板601压紧在横梁1和立柱2

上。

[0032] 如图1至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压板602与面板3  之间设置有胶条8，胶

条8的外侧设置有密封胶9。

[0033] 如图1至图6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横梁1内还设置有用于支撑面板3的托条10，

所述托条10上设置有支撑块12。

[0034] 按面板支承框架的显露程度来分，有明框幕墙、隐框幕墙及半隐框幕墙。当幕墙外

立面采用明框结构时，立柱及横梁均为明框即横向和竖向框架构件均显露于面板室外侧；

当采用隐框结构时，立柱及横梁均为隐框即横向和竖向框架构件均不显露于面板室外侧；

当采用半隐框幕墙时，有横明竖隐横梁明框立柱隐框或横隐竖明横梁隐框立柱明框的立面

形式。

[0035] 如图1所示，为隐框幕墙的立柱构造，面板3采用结构胶与玻璃附框401粘接，通过

螺栓6采用第一压板601把面板3固定于立柱2  上。玻璃附框401与立柱2之间，采用垫条7隔

开，避免由于热胀冷缩产生的摩擦噪音。相邻面板3之间，采用耐候密封胶嵌缝密封防水。上

下楼层的立柱2采用插芯连接。

[0036] 如图2所示，为明框幕墙的立柱构造，面板3通过螺栓6采用第二压板602固定于立

柱2上。面板3与立柱2之间采用垫条7隔开，避免硬接触并把面板3受到的荷载传递到立柱2。

同样，第二压板穿有胶条8，避免与面板3硬接触并传递荷载。在室外侧，为达到明框效果，第

二压板602外侧扣接有扣盖501，扣盖501与面板3之间，采用耐候密封胶密封防水。

[0037] 如图3所示，为带附框的明框幕墙立柱构造，面板3既采用结构胶和玻璃附框401，

通过螺栓6采用第一压板601与立柱2固定，同时室外侧也有第二压板602和扣盖501，通过螺

栓6与立柱2连接。

[0038] 如图4所示，为隐框幕墙横梁构造，面板3采用结构胶与玻璃附框401粘接，通过螺

栓6采用第一压块601把面板3固定于横梁1上。玻璃附框401与横梁1之间，采用垫条7隔开，

避免由于热胀冷缩产生的摩擦噪音。相邻面板3之间，采用耐候密封胶嵌缝密封防水。在横

梁1两端1/4跨度处，设置有托条10，并在上方放置橡胶支承块  12，承托面板3的重量。

[0039] 如图5所示，为明框幕墙的横梁构造，面板3通过螺栓6采用第二压板602固定于立

柱2上。面板3与立柱2之间采用垫条7隔开，避免硬接触并把面板3受到的荷载传递到立柱2。

同样，第二压板穿有胶条8，避免与面板硬接触并传递荷载。在室外侧，为达到明框效果，第

二压板602外侧扣接有扣盖501，扣盖501与面板3之间，采用耐候密封胶密封防水。在横梁1

两端1/4跨度处，设置有托条10，并在上方放置橡胶支承块12，承托面板3的重量。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066681 U

5



[0040] 如图6所示，为带附框的明框幕墙横梁构造，面板3既采用结构胶和玻璃附框401，

通过螺栓6采用第一压块601与横梁1固定，同时室外侧也有第二压板602和扣盖501，通过螺

栓6与横梁1连接。

[0041] 当幕墙采用明框形式时，立柱采用图2构造形式，横梁采用图5  形式。当幕墙采用

隐框形式时，立柱采用图1构造形式，横梁采用图  4形式。当幕墙采用横明竖隐形式时，立柱

采用图1构造形式，横梁采用图6形式。当幕墙采用横隐竖明形式时，立柱采用图3构造形式，

横梁采用图4形式。

[0042] 以上多种组合形式幕墙，立柱2和横梁1均采用相同结构的连接部，明框、隐框可以

任意组合。采用相同的框架型材(包括立柱、横梁)，减少了型材的类型，方便了材料的采购、

加工和安装。不同外立面形式的幕墙，玻璃面板可以通过不同的连接方式与框架固定，后期

需要改变明、隐框形式时，框架型材无需更换，方便了现场安装。

[0043] 以上构造形式不仅适用于玻璃幕墙，也适用于其他面板例如金属板、石材以及其

他人造板材的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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