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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涉

及装修设计技术领域，包括高位板、立框板以及

边吊板，高位板上方设置有吊顶基层部，吊顶基

层部包括吊挂部、方钢件以及通过卡接件与方钢

件连接的龙骨，龙骨设置有向下开设的开口，高

位板包括至少两块饰面板，相邻两块饰面板之间

通过与龙骨卡接的高位件连接，立框板通过立框

连接部与高位板连接，边吊板通过边吊连接件与

立框板连接，边吊板通过墙边件与墙体连接。本

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吊顶基层、高位

板、立框板以及边吊板之间的连接全部采用卡扣

式连接，高位板、立框板以及边吊板端部都设置

有型材件，可以加强板材的结构强度，板材不易

变形，且无须打钉安装，美观性好，安装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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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包括高位板（1）、设置于所述高位板（1）边部的

立框板（2）以及设置于所述立框板（2）下端的边吊板（3），所述高位板（1）上方设置有吊顶基

层部，所述吊顶基层部包括吊挂部（4）、设置于所述吊挂部（4）上的方钢件（14）以及通过卡

接件（15）与所述方钢件（14）连接的龙骨（13），所述龙骨（13）设置有向下开设的开口，所述

高位板（1）包括至少两块饰面板，相邻两块饰面板之间通过与所述龙骨（13）卡接的高位件

连接，所述立框板（2）通过立框连接部（5）与高位板（1）连接，所述边吊板（3）通过边吊连接

件（6）与立框板（2）连接，所述边吊板（3）远离所述立框板（2）的一端通过墙边件（7）与墙体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接件（15）包括卡

板（151）和设置于所述卡板（151）上方的用于与所述方钢件（14）连接的挂钩（152），所述卡

板（151）下方设置有卡槽（153），所述龙骨（13）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卡槽（153）内，所述龙

骨（13）包括顶板（131）、设置于所述顶板（131）一侧的第一夹板（132）以及设置于所述顶板

（131）远离所述第一夹板（132）的一侧的第二夹板（13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所述高位件包括设置于

所述饰面板端部的第一高位件（11）和设置于所述饰面板远离所述第一高位件（11）的一端

的第二高位件（12），所述第一高位件（11）包括第一上板（111）、第一下板（112）以及用于连

接所述第一上板（111）和第一下板（112）的第一连板（113），所述饰面板至少有一部分位于

所述第一上板（111）和第一下板（112）之间，所述第一上板（111）远离所述饰面板的一端设

置有伸出板（114），所述第二高位件（12）包括第二上板（121）、第二下板（122）以及用于连接

所述第二上板（121）和第二下板（122）的第二连板（123），所述饰面板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

述第二上板（121）和第二下板（122）之间，所述第二连板（123）远离所述饰面板的一侧设置

有用于与所述伸出板（114）连接的凸起板（124），所述第二连板（123）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

述第一夹板（132）和第二夹板（133）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吊挂部（4）包括吊

杆（41）、与所述吊杆（41）连接的第一挂件（42）以及通过连接螺杆（44）与所述第一挂件（42）

连接的第二挂件（43），所述第一挂件（42）包括横挂板（421）和与所述横挂板（421）连接的竖

挂板（422），所述横挂板（421）上设置有用于方便所述吊杆（41）穿过的第一孔，所述竖挂板

（422）上设置有用于方便所述连接螺杆（44）穿过的第二孔（424），所述第二挂件（43）包括第

一侧板（431）、第二侧板（432）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一侧板（431）和第二侧板（432）的连接底

板（433），所述第一侧板（431）和第二侧板（432）上均设置有用于方便所述连接螺杆（44）穿

过的第三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框连接部（5）包

括设置于所述立框板（2）上端的端部件（53）、设置于所述高位件上的辅助件（52）以及用于

连接所述端部件（53）和辅助件（52）的立框卡件（51），所述端部件（53）包括第三侧板（531）、

第四侧板（532）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三侧板（531）和第四侧板（532）的连板（533），所述立框

板（2）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三侧板（531）和第四侧板（532）之间，所述第三侧板（531）远

离所述第四侧板（532）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夹口（534），所述第一高位件（11）上设置有伸出板

（114），所述辅助件（52）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高位件上，所述辅助件（52）下端设置有第四

夹口（521），所述立框卡件（51）上设置有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一夹口（534）内的第一延伸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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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和用于插入至所述第四夹口（521）内的第二延伸柱（5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所述边吊板（3）靠近所

述立框板（2）的一端设置有第二端部件（31），所述第二端部件（31）包括第一横板（311）、第

二横板（312）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一横板（311）和第二横板（312）的第四连板（313），所述边

吊板（3）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一横板（311）和第二横板（312）之间，所述第一横板（311）

远离所述第二横板（312）的一侧设置有第二夹口（314），所述边吊板（3）靠近所述墙边件（7）

的一端设置有第三端部件（32），所述第三端部件（32）包括第三横板（321）、第四横板（322）

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三横板（321）和第四横板（322）的第三连板（323），所述边吊板（3）至少

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三横板（321）和第四横板（322）之间，所述第三横板（321）远离所述第

四横板（322）的一侧设置有第三夹口（324），所述边吊连接件（6）上设置有用于插入至所述

第一夹口（534）内的第三延伸柱（61）和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二夹口（314）内的第四延伸柱

（62），所述墙边件（7）包括与墙体连接的固定板（71）、设置于所述固定板（71）上向远离所述

墙体方向延伸的第一延伸板（72）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一延伸板（72）远离所述墙体的一端的

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三夹口（324）内的第五延伸柱（7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所述高位板（1）上侧设

置有加装件（8）和用于安装所述加装件（8）的加装槽，所述加装件（8）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

述加装槽内，所述加装件（8）包括底板（81）以及设置于所述底板（81）上的第二延伸板（82），

所述第二延伸板（82）上设置有卡接凸起（821），所述龙骨（13）包括顶板（131）、设置于所述

顶板（131）侧面的第一夹板（132）和设置于所述顶板（131）远离所述第一夹板（132）的一侧

的第二夹板（133），所述卡接凸起（821）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一夹板（132）和第二夹板

（133）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81）的两端分

别设置有用于与所述加装槽内侧壁连接的第五侧板（83）和第六侧板（84），所述第一夹板

（132）远离所述顶板（131）的一端设置有向远离所述第二夹板（133）的方向延伸的第一弧形

板（134）；所述第二夹板（133）远离所述顶板（131）的一端设置有向远离所述第一夹板（132）

的方向延伸的第二弧形板（135），所述第五侧板（83）远离所述底板（81）的一端设置有与所

述第一弧形板（134）连接的第一卡板（831）；所述第六侧板（84）远离所述底板（81）的一端设

置有与所述第二弧形板（135）连接的第二卡板（84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其特征在于：所述饰面板、立框板

（2）、边吊板（3）上均设置有饰面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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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装修设计技术领域，

[0002] 尤其是，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

背景技术

[0003] 目前的装饰行业正在向着工业化模块化安装的方向发展，一般来说，吊顶饰板装

饰是室内设计中普遍采用的装饰方法，可以增加室内空间的层次感，起到美化装饰的作用。

[0004] 跌级吊顶是目前装修领域最常见的装修手段，而在跌级吊顶的安装时通常都是先

安装高位板，再在高位板边缘安装立框板，最后在立框板底端安装底位板进行收边，以达到

层次分明的结构，而且这样的安装结构在安装时的十分方便快捷，所以对于跌级吊顶的安

装的稳定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中国专利发明专利CN108240065A公开了一种欧式跌级吊

顶。欧式跌级吊顶包括相对设置的两个墙面、依次连接的一级顶板、立板、以及二级顶板，一

级顶板的高度大于二级顶板的高度，一级顶板和二级顶板分别位于立板的两侧；一级顶板

安装在两个墙面上；垂直连接的立框板和三级顶板，立框板安装在二级顶板上远离立板的

一端，立框板的高度小于二级顶板的高度；三级顶板朝远离二级顶板的方向延伸。欧式跌级

吊顶的安装方法用于安装欧式跌级吊顶。上述发明提供的欧式跌级吊顶，结构设计新颖、结

构简单、安装方便、安装周期短，保证了欧式跌级吊顶能够快速安装、减少对顶面上原始混

凝土的破坏，提高施工现场环境的整洁性，降低劳动强度。

[0005] 但是上述吊顶安装结构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结构复杂，安装麻烦且安装成本高，另

外，吊顶板的高位板、立框板以及边吊板之间的连接都需要进行打钉安装，可能破坏板材的

结构，板材的结构强度低，使用时间长之后板材容易变形，安全性差，且打钉安装的吊顶安

装效率低，美观性差，不符合现在流行的装配式安装方式。

[0006]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一种合理高效的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对我们来说是很

有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吊顶基层、高位板、立框板

以及边吊板之间的连接全部采用卡扣式连接，高位板、立框板以及边吊板端部都设置有型

材件，可以加强板材的结构强度，板材不易变形，且无须打钉安装，美观性好，安装效率高的

全卡扣装配式吊顶。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9] 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包括高位板、设置于所述高位板边部的立框板以及设置

于所述立框板下端的边吊板，所述高位板上方设置有吊顶基层部，所述吊顶基层部包括吊

挂部、设置于所述吊挂部上的方钢件以及通过卡接件与所述方钢件连接的龙骨，所述龙骨

设置有向下开设的开口，所述高位板包括至少两块饰面板，相邻两块饰面板之间通过与所

述龙骨卡接的高位件连接，所述立框板通过立框连接部与高位板连接，所述边吊板通过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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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连接件与立框板连接，所述边吊板远离所述立框板的一端通过墙边件与墙体连接。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卡接件包括卡板和设置于所述卡板上方的用于与所

述方钢件连接的挂钩，所述卡板下方设置有卡槽，所述龙骨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卡槽内，

所述龙骨包括顶板、设置于所述顶板一侧的第一夹板以及设置于所述顶板远离所述第一夹

板的一侧的第二夹板。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高位件包括设置于所述饰面板端部的第一高位件和

设置于所述饰面板远离所述第一高位件的一端的第二高位件，所述第一高位件包括第一上

板、第一下板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一上板和第一下板的第一连板，所述饰面板至少有一部

分位于所述第一上板和第一下板之间，所述第一上板远离所述饰面板的一端设置有伸出

板，所述第二高位件包括第二上板、第二下板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二上板和第二下板的第

二连板，所述饰面板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二上板和第二下板之间，所述第二连板远离

所述饰面板的一侧设置有用于与所述伸出板连接的凸起板。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吊挂部包括吊杆、与所述吊杆连接的第一挂件以及

通过连接螺杆与所述第一挂件连接的第二挂件，所述第一挂件包括横挂板和与所述横挂板

连接的竖挂板，所述横挂板上设置有用于方便所述吊杆穿过的第一孔，所述竖挂板上设置

有用于方便所述连接螺杆穿过的第二孔，所述第二挂件包括第一侧板、第二侧板以及用于

连接所述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的连接底板，所述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上均设置有用于方便

所述连接螺杆穿过的第三孔。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立框连接部包括设置于所述立框板上端的端部件、

设置于所述高位件上的辅助件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端部件和辅助件的立框卡件，所述端部件

包括第三侧板、第四侧板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三侧板和第四侧板的连板，所述立框板至少

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三侧板和第四侧板之间，所述第三侧板远离所述第四侧板的一侧设置

有第一夹口，所述第一高位件上设置有伸出板，所述第二高位件靠近所述第一高位件的一

侧设置有用于与所述伸出板连接的凸起板，所述第二高位件远离所述凸起板的一端设置有

第一开口，所述辅助件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一开口内，所述辅助件下端设置有第四夹

口，所述立框卡件上设置有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一夹口内的第一延伸柱和用于插入至所述第

四夹口内的第二延伸柱。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边吊板靠近所述立框板的一端设置有第二端部件，

所述第二端部件包括第一横板、第二横板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一横板和第二横板的第四连

板，所述边吊板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一横板和第二横板之间，所述第一横板远离所述

第二横板的一侧设置有第二夹口，所述边吊板靠近所述墙边件的一端设置有第三端部件，

所述第三端部件包括第三横板、第四横板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三横板和第四横板的第三连

板，所述边吊板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三横板和第四横板之间，所述第三横板远离所述

第四横板的一侧设置有第三夹口，所述边吊连接件上设置有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一夹口内的

第三延伸柱和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二夹口内的第四延伸柱，所述墙边件包括与墙体连接的固

定板、设置于所述固定板上向远离所述墙体方向延伸的第一延伸板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一延

伸板远离所述墙体的一端的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三夹口内的第五延伸柱。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高位板上侧设置有加装件和用于安装所述加装件的

加装槽，所述加装件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加装槽内，所述加装件包括底板以及设置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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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底板上的第二延伸板，所述第二延伸板上设置有卡接凸起，所述龙骨包括顶板、设置于所

述顶板侧面的第一夹板和设置于所述顶板远离所述第一夹板的一侧的第二夹板，所述卡接

凸起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一夹板和第二夹板之间。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底板的两端分别设置有用于与所述加装槽内侧壁连

接的第五侧板和第六侧板，所述第一夹板远离所述顶板的一端设置有向远离所述第二夹板

的方向延伸的第一弧形板；所述第二夹板远离所述顶板的一端设置有向远离所述第一夹板

的方向延伸的第二弧形板，所述第五侧板远离所述底板的一端设置有与所述第一弧形板连

接的第一卡板；所述第六侧板远离所述底板的一端设置有与所述第二弧形板连接的第二卡

板。

[001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所述饰面板、立框板、边吊板上均设置有饰面覆膜。

[0018] 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有益效果在于：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吊顶基

层、高位板、立框板以及边吊板之间的连接全部采用卡扣式连接，高位板、立框板以及边吊

板端部都设置有型材件，可以加强板材的结构强度，板材不易变形，且无须打钉安装，美观

性好，安装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一个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的组装示意

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一个实施例中的整体结构的组装时的

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一个实施例中的吊挂部的立体结构示

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一个实施例中的卡接件的立体结构示

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一个实施例中的高位件的安装示意

图；

[0024]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一个实施例中的立框板的安装示意

图；

[0025]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一个实施例中的边吊板的安装示意

图；

[0026]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一个实施例中的加装件与龙骨的安装

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高位板，11、第一高位件，111、第一上板，112、第一下板，113、第一连板，

114、伸出板，12、第二高位件，121、第二上板，122、第二下板，123、第二连板，124、凸起板，

13、龙骨，131、顶板，132、第一夹板，133、第二夹板，134、第一弧形板，135、第二弧形板，14、

方钢件，15、卡接件，151、卡板，152、挂钩，153、卡槽，2、立框板，3、边吊板，31、第二端部件，

311、第一横板，312、第二横板，313、第二连板，314、第二夹口，32、第三端部件，321、第三横

板，322、第四横板，323、第三连板，324、第三夹口，4、吊挂部，41、吊杆，42、第一挂件，421、横

挂板，422、竖挂板，  424、第二孔，43、第二挂件，431、第一侧板，432、第二侧板，433、连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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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44、连接螺杆，441、第二螺母，442、第二外螺纹，5、立框连接部，51、立框卡件，511、第一

延伸柱，512、第二延伸柱，52、辅助件，521、第四夹口，53、端部件，531、第一侧板，532、第二

侧板，533、连板，534、第一夹口，6、边吊连接件，61、第三延伸柱，62、第四延伸柱，7、墙边件，

71、固定板，711、固定螺钉，72、延伸板，73、第五延伸柱，8、加装件，81、底板，82、延伸板，

821、卡接凸起，83、第一侧板，831、第一卡板，84、第二侧板，841、第二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但

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9] 现在将参照附图来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各种示例性实施例。应注意到：除非另

外具体说明，否则在这些实施例中阐述的模块和步骤的相对布置和步骤不限制本实用新型

的范围。

[0030] 同时，应当明白，为了便于描述，附图中的流程并不仅仅是单独进行，而是多个步

骤相互交叉进行。

[003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

是本实用新型产品使用时惯常摆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

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

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区分描述，

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32] 以下对至少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实际上仅仅是说明性的，决不作为对本实用

新型及其应用或使用的任何限制。

[0033] 对于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技术、方法及系统可能不作详细讨论，但在适

当情况下，技术、方法及系统应当被视为授权说明书的一部分。

[0034] 实施例一：如图1至8所示，仅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其中一个的实施例，一种全卡扣装

配式吊顶，包括高位板1、设置于所述高位板1边部的立框板2以及设置于所述立框板2下端

的边吊板3，所述高位板1上方设置有吊顶基层部，所述吊顶基层部包括吊挂部4、设置于所

述吊挂部4上的方钢件14以及通过卡接件15与所述方钢件14连接的龙骨13，所述龙骨13设

置有向下开设的开口，所述高位板1包括至少两块饰面板，相邻两块饰面板之间通过与所述

龙骨13卡接的高位件连接，所述立框板2通过立框连接部5与高位板1连接，所述边吊板3通

过边吊连接件6与立框板2连接，所述边吊板3远离所述立框板2的一端通过墙边件7与墙体

连接。

[0035] 在本实用新型中，现在天花板上安装吊顶基层部，然后将高位板1卡扣式连接至吊

顶基层部下方，再将立框板2卡扣式连接至高位板1的边部，再将边吊板3卡扣式连接至立框

板2的底端，同时将边吊板3远离立框板2的一端卡扣式连接至安装在墙体上的墙边件7处，

完成整体的卡扣式安装吊顶。

[0036] 首先是吊顶基层部，所述吊顶基层部包括吊挂部4、设置于所述吊挂部4上的方钢

件14以及通过卡接件15与所述方钢件14连接的龙骨13，所述龙骨13设置有向下开设的开

口，所述卡接件15包括卡板151和设置于所述卡板151上方的用于与所述方钢件14连接的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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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152，所述卡板151下方设置有卡槽153，所述龙骨13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卡槽153内，所

述龙骨13包括顶板131、设置于所述顶板131一侧的第一夹板132以及设置于所述顶板131远

离所述第一夹板132的一侧的第二夹板133

[0037] 在这里，所述吊挂部4包括吊杆41、与所述吊杆41连接的第一挂件42以及通过连接

螺杆44与所述第一挂件42连接的第二挂件43，所述第一挂件42包括横挂板421和与所述横

挂板421连接的竖挂板422，所述横挂板421上设置有用于方便所述吊杆41穿过的第一孔，所

述竖挂板422上设置有用于方便所述连接螺杆44穿过的第二孔424，所述第二挂件43包括第

一侧板431、第二侧板432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一侧板431和第二侧板432的连接底板433，所

述第一侧板431和第二侧板432上均设置有用于方便所述连接螺杆44穿过的第三孔。

[0038] 所述吊杆41的上端向上垂直钉入至天花墙面上，吊杆41的下端与第一挂件42连

接，第一挂件42的下端与第二挂件43连接，最后将吊顶的方钢件14挂载在第二挂件43上即

可完成吊顶的吊挂。

[0039] 然后是高位板1的结构，所述高位板1包括有多个设置有高位件的饰面板，所述高

位件包括设置于所述饰面板端部的第一高位件11和设置于所述饰面板远离所述第一高位

件11的一端的第二高位件12，所述第一高位件11包括第一上板111、第一下板112以及用于

连接所述第一上板111和第一下板112的第一连板113，所述饰面板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

第一上板111和第一下板112之间，所述第一上板111远离所述饰面板的一端设置有伸出板

114，所述第二高位件12包括第二上板121、第二下板122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二上板121和

第二下板122的第二连板123，所述饰面板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二上板121和第二下板

122之间，所述第二连板123远离所述饰面板的一侧设置有用于与所述伸出板114连接的凸

起板124。所述第二连板123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一夹板132和第二夹板133之间。第一

个饰面板的一端的第二连板123卡插至龙骨13处，另一端的伸出板114则搭载在另一个饰面

板的凸起板124处，完成多块饰面板的拼接。

[0040] 考虑到第一块饰面板不好安装，我们默认在第一个龙骨13的下方凭空吊挂一个第

二高位件12。

[0041] 这个凭空吊挂一个第二高位件12也便于进行立框板2的安装。

[0042] 接着就是立框板2的安装，所述立框板2通过立框连接部5与高位板1连接，所述立

框连接部5包括设置于所述立框板2上端的端部件53、设置于所述高位件上的辅助件52以及

用于连接所述端部件53和辅助件52的立框卡件51，所述端部件53包括第三侧板531、第四侧

板532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三侧板531和第四侧板532的连板533，所述立框板2至少有一部

分位于所述第三侧板531和第四侧板532之间，所述第三侧板531远离所述第四侧板532的一

侧设置有第一夹口534，所述第一高位件11上设置有伸出板114，所述第二高位件12靠近所

述第一高位件11的一侧设置有用于与所述伸出板114连接的凸起板124，所述第二高位件12

远离所述凸起板124的一端设置有第一开口，所述辅助件52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一开

口内，所述辅助件52下端设置有第四夹口521，所述立框卡件51上设置有用于插入至所述第

一夹口534内的第一延伸柱511和用于插入至所述第四夹口521内的第二延伸柱512。

[0043] 再是边吊板3的安装，所述边吊板3通过边吊连接件6与立框板2连接，所述边吊板3

远离所述立框板2的一端通过墙边件7与墙体连接，所述边吊板3靠近所述立框板2的一端设

置有第二端部件31，所述第二端部件31包括第一横板311、第二横板312以及用于连接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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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横板311和第二横板312的第四连板313，所述边吊板3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一横板

311和第二横板312之间，所述第一横板311远离所述第二横板312的一侧设置有第二夹口

314，所述边吊板3靠近所述墙边件7的一端设置有第三端部件32，所述第三端部件32包括第

三横板321、第四横板322以及用于连接所述第三横板321和第四横板322的第三连板323，所

述边吊板3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第三横板321和第四横板322之间，所述第三横板321远离

所述第四横板322的一侧设置有第三夹口324，所述边吊连接件6上设置有用于插入至所述

第一夹口534内的第三延伸柱61和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二夹口314内的第四延伸柱62，所述墙

边件7包括与墙体连接的固定板71、设置于所述固定板71上向远离所述墙体方向延伸的第

一延伸板72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一延伸板72远离所述墙体的一端的用于插入至所述第三夹

口324内的第五延伸柱73。

[0044] 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吊顶基层、高位板、立

框板以及边吊板之间的连接全部采用卡扣式连接，高位板、立框板以及边吊板端部都设置

有型材件，可以加强板材的结构强度，板材不易变形，且无须打钉安装，美观性好，安装效率

高。

[0045] 实施例二，如图1至8所示，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其中一个实施例，在实施例一的基础

上，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中，所述高位板1上侧设置有加装件8和用于安装所

述加装件8的加装槽，所述加装件8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述加装槽内，所述加装件8包括底板

81以及设置于所述底板81上的第二第二延伸板82，所述第二第二延伸板82上设置有卡接凸

起821，所述龙骨13包括顶板131、设置于所述顶板131侧面的第一夹板132和设置于所述顶

板131远离所述第一夹板132的一侧的第二夹板133，所述卡接凸起821至少有一部分位于所

述第一夹板132和第二夹板133之间。

[0046] 而且，所述底板81的两端分别设置有用于与所述加装槽内侧壁连接的第五侧板83

和第六侧板84，所述第一夹板132远离所述顶板131的一端设置有向远离所述第二夹板133

的方向延伸的第一弧形板134；所述第二夹板133远离所述顶板131的一端设置有向远离所

述第一夹板132的方向延伸的第二弧形板135，所述第五侧板83远离所述底板81的一端设置

有与所述第一弧形板134连接的第一卡板831；所述第六侧板84远离所述底板81的一端设置

有与所述第二弧形板135连接的第二卡板841。

[0047] 最后，所述饰面板、立框板2、边吊板3上均设置有饰面覆膜。

[0048] 实施例三，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上述所有实施例中的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安装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S1：在墙顶上安装吊挂部，在吊挂部下方吊挂方钢件，将龙骨通过卡接件吊挂在方

钢件上，完成吊顶基层部的安装；

[0050] S2：在饰面板上安装高位件，高位件插入至龙骨的开口内完成饰面板的安装，将多

块饰面板拼合成高位板；

[0051] S3：通过立框连接部将立框板安装在高位板的边部；

[0052] S4：通过边吊连接件将边吊板安装在立框板的底端，并通过墙边件将边吊板远离

立框板的一端与墙体连接，完成收边。

[0053] 本实用新型一种全卡扣装配式吊顶的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吊顶基层、高位板、立

框板以及边吊板之间的连接全部采用卡扣式连接，高位板、立框板以及边吊板端部都设置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216305083 U

9



有型材件，可以加强板材的结构强度，板材不易变形，且无须打钉安装，美观性好，安装效率

高。

[0054]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

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方式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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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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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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