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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

块连接结构，包括立柱、第一玻璃面板、第二玻璃

面板、副框、定位胶条和U形的装饰构件，第一玻

璃面板和第二玻璃面板均通过副框与立柱固定

连接，第一玻璃面板和第二玻璃面板的端部对齐

且设有空隙；副框上设有倒钩构件，倒钩构件面

向第一玻璃面板的一侧设有设有L形的钩槽，装

饰构件远离开口的一端设有挂钩，挂钩的厚度和

钩槽的厚度相适配，挂钩的长度小于钩槽的长

度；所述装饰构件设置于第一玻璃面板和第二玻

璃面板之间，装饰构件的挂钩卡入倒钩构件的钩

槽内，并且挂钩与倒钩构件之间设置定位胶条进

行压贴固定。通过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结构简单，

施工现场直接安装，不需任何机械加工，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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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立柱(1)、第一玻璃面板(2)、第

二玻璃面板(11)、副框、定位胶条(9)和U形的装饰构件(5)，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

板(11)均通过副框与立柱(1)固定连接，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的端部对齐

且设有空隙；副框上设有倒钩构件(31)，倒钩构件(31)面向第一玻璃面板(2)的一侧设有L

形的钩槽(301)，装饰构件(5)远离开口的一端设有挂钩(51)，挂钩(51)的厚度和钩槽(301)

的厚度相适配，挂钩(51)的长度小于钩槽(301)的长度；所述装饰构件(5)设置于第一玻璃

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之间，装饰构件(5)的挂钩(51)卡入倒钩构件(31)的钩槽

(301)内，并且挂钩(51)与倒钩构件(31)之间设置定位胶条(9)进行压贴固定，使装饰构件

(5)固定设置在副框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挂钩(51)的

顶部为楔形结构，钩槽(301)的端部为相应的楔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副框是由第

一副框(3)和第二副框(4)组成，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分别通过第一副框

(3)和第二副框(4)与立柱(1)固定连接，所述倒钩构件(31)设置于第一副框(3)靠近第一玻

璃面板(2)的一端端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挂钩(51)侧

部设有第一圆弧形缺口(501)，倒钩构件(31)侧部设有第二圆弧形缺口(302)，第二圆弧形

缺口(302)设置于钩槽(301)的入口处，定位胶条(9)两侧分别设有第一圆弧形凸棱(91)和

第二圆弧形凸棱(92)，第一圆弧形凸棱(91)和第二圆弧形凸棱(92)的形状分别与第一圆弧

形缺口(501)和第二圆弧形缺口(302)向适配。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装饰构件(5)

与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之间均填充有泡沫棒(8)和密封胶(6)，密封胶(6)

一面接触泡沫棒(8)，密封胶(6)另一面贴近于第一玻璃面板(2)的外表面。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副框(3)

和第二副框(4)均为U形结构，第一副框(3)中部设置第一支撑杆(32)，第二副框(4)中部设

置第二支撑杆(41)。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副框(3)

一端通过结构胶(7)与第一玻璃面板(2)粘接固定，第二副框(4)一端通过结构胶(7)与第二

玻璃面板(11)粘接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压板

(10)，压板(10)通过螺栓与立柱(1)固定连接，压板(10)将第一副框(3)一端和第二副框(4)

一端紧紧压贴在立柱(1)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副框(3)

和立柱(1)之间贴合有双面胶，第二副框(4)和立柱(1)之间贴合有双面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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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隐框玻璃幕墙板块之间的间隙一般保持在15mm左右,并采用密封胶进行封堵，防

止雨水进入幕墙内部。整个建筑的外立面在一个平面内。但在现有的建筑中，建筑师为追求

外立面的层次感效果，希望在玻璃板块之间设置沟槽，将整个建筑外立面分割成若干独立

的板块单元，增加建筑的立体感和层次感。为实现上述效果，通过在两个玻璃板块之间设置

U形装饰构件的方式，从而达到整个建筑立面的层次感。现有的U形装饰构件通常采用螺钉

与幕墙支撑结构连接，不但结构复杂，材料用量大，同时安装效率低，还存在容易产生漏水

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3] 为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安

装方便并且防水性能高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

[0004] 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立柱、第一玻璃面板、第二玻

璃面板、副框、定位胶条和U形的装饰构件，第一玻璃面板和第二玻璃面板均通过副框与立

柱固定连接，第一玻璃面板和第二玻璃面板的端部对齐且设有空隙；副框上设有倒钩构件，

倒钩构件面向第一玻璃面板的一侧设有设有L形的钩槽，装饰构件远离开口的一端设有挂

钩，挂钩的厚度和钩槽的厚度相适配，挂钩的长度小于钩槽的长度；所述装饰构件设置于第

一玻璃面板和第二玻璃面板之间，装饰构件的挂钩卡入倒钩构件的钩槽内，并且挂钩与倒

钩构件之间设置定位胶条进行压贴固定，使装饰构件固定设置在副框上。

[0005] 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挂钩的顶部为楔形结构，

钩槽的端部为相应的楔形结构。

[0006] 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副框是由第一副框和第二

副框组成，第一玻璃面板和第二玻璃面板分别通过第一副框和第二副框与立柱固定连接，

所述倒钩构件设置于第一副框靠近第一玻璃面板的一端端部。

[0007] 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挂钩侧部设有第一圆弧形

缺口，倒钩构件侧部设有第二圆弧形缺口，第二圆弧形缺口设置于钩槽的入口处，定位胶条

两侧分别设有第一圆弧形凸棱和第二圆弧形凸棱，第一圆弧形凸棱和第二圆弧形凸棱的形

状分别与第一圆弧形缺口和第二圆弧形缺口向适配。

[0008] 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装饰构件与第一玻璃面板

和第二玻璃面板之间均填充有泡沫棒和密封胶，密封胶一面接触泡沫棒，密封胶另一面贴

近于第一玻璃面板的外表面。

[0009] 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副框和第二副框均为

U形结构，第一副框中部设置第一支撑杆，第二副框中部设置第二支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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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副框一端通过结构胶

与第一玻璃面板粘接固定，第二副框一端通过结构胶与第二玻璃面板粘接固定。

[0011] 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压板，压板通过螺

栓与立柱固定连接，压板将第一副框一端和第二副框一端紧紧压贴在立柱上。

[0012] 所述的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一副框和立柱之间贴合

有双面胶，第二副框和立柱之间贴合有双面胶。

[0013]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取得的有益效果是：

[0014] 装饰构件的挂钩顶部设置为楔形结构，倒钩构件的钩槽内设置相配的楔形，进行

连接时，装饰构件能够紧紧的挂接在副框上，其次通过定位胶条的设置，进一步加强装饰构

件与副框的连接稳固性，圆弧形凸棱与圆弧形缺口的设置，加强定位胶条的稳固性。装饰构

件通过楔形构造与玻璃板块的副框进行连接固定，从而实现建筑外立面玻璃幕墙的层次

感，满足设计效果要求。装饰构件与副框的连接通过型材之间的构造完成，可承受风荷载作

用。通过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结构简单，施工现场直接安装，不需任何机械加工，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中A处的放大图；

[0017] 图3为第一副框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第二副框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装饰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定位胶条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立柱，2-第一玻璃面板，3-第一副框，31-倒钩构件，32-第一支撑杆，301-

钩槽，302-第二圆弧形缺口，4-第二副框，41-第二支撑杆，5-装饰构件，51-挂钩，501-第一

圆弧形缺口，6-密封胶，7-结构胶，8-泡沫棒，9-定位胶条，91-第一圆弧形凸棱，92-第二圆

弧形凸棱，10-压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此。

[0023] 实施例：对照图1～6

[0024] 一种隐框玻璃幕墙的板块连接结构，包括立柱1、第一玻璃面板2、第二玻璃面板

11、副框、定位胶条9、U形的装饰构件5和压板10。

[0025] 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均通过副框与立柱1固定连接，第一玻璃面板2

和第二玻璃面板11的端部对齐且设有空隙，所述装饰构件5设置于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

璃面板11之间；副框上设有倒钩构件31，倒钩构件31面向第一玻璃面板2的一侧设有设有L

形的钩槽301，装饰构件5远离开口的一端设有挂钩51，挂钩51的厚度和钩槽301的厚度相适

配，挂钩51的长度小于钩槽301的长度；所述装饰构件5设置于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

板11之间，装饰构件5的挂钩51卡入倒钩构件31的钩槽301内，并且挂钩51与倒钩构件31之

间设置定位胶条9进行压贴固定，使装饰构件5紧紧固定设置在副框上。为了增加装饰构件5

与副框的连接紧密性，挂钩51的顶部为楔形结构，钩槽301的端部为相应的楔形结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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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挂接在钩槽301内时不易落下。

[0026] 在本实施例中，副框是由第一副框3和第二副框4组成，第一副框3和第二副框4均

为U形结构，第一副框3中部设置第一支撑杆32，第二副框4中部设置第二支撑杆41，由此增

加第一副框3和第二副框4的耐压性能。

[0027] 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分别通过第一副框3和第二副框4与立柱1固定

连接，连接方式是：第一副框3一端通过结构胶7与第一玻璃面板2粘接固定，第二副框4一端

通过结构胶7与第二玻璃面板11粘接固定。所述倒钩构件31设置于第一副框3靠近第一玻璃

面板2的一端端部。压板10通过螺栓与立柱1固定连接，压板10将第一副框3另一端和第二副

框4另一端紧紧压贴在立柱1上。为了增加副框和立柱1之间的连接稳固性，在第一副框3和

立柱1之间贴合有双面胶，第二副框4和立柱1之间贴合有双面胶。

[0028] 为了增加定位胶条9与挂钩51、倒钩构件31之间的贴合紧密性，在挂钩51侧部设有

第一圆弧形缺口501，倒钩构件31侧部设有第二圆弧形缺口302，第二圆弧形缺口302设置于

钩槽301的入口处，定位胶条9两侧分别设有第一圆弧形凸棱91和第二圆弧形凸棱92，第一

圆弧形凸棱91和第二圆弧形凸棱92的形状分别与第一圆弧形缺口501和第二圆弧形缺口

302向适配。由此凸棱和缺口的设置，定位胶条9不易掉落。

[0029] 装饰构件5与第一玻璃面板2、第二玻璃面板11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隙，由此在装饰

构件5与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之间均填充有泡沫棒8和密封胶6，密封胶6一面

接触泡沫棒8，密封胶6另一面贴近于第一玻璃面板2的外表面。

[0030] 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安装时：先在工厂将第一副框3和第二副框4采用结构胶7分别

与第一玻璃面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组成一个组件，然后运送至施工现场。将组装形成的组

件位置调整完毕后，用压板10和螺栓，将第一副框3和第二副框4与立柱1连接固定。将装饰

构件5插入到第一副框3的钩槽301内然后平移使两者形成连接；将定位胶条9塞入第一副框

3和装饰构件5之间，防止装饰构件5移位，起到定位作用；最后在在装饰构件5与第一玻璃面

板2和第二玻璃面板11之间均填充泡沫棒8和密封胶6，从而完成玻璃板块的安装。

[0031] 本说明书所述的内容仅仅是对发明构思实现形式的列举，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应

当被视为仅限于实施例所陈述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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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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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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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8

CN 209429343 U

8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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