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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

装结构，其包括：墙板；龙骨，其固定设置于原始

墙体上；卡接组件，其包括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

接件，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的反面均与龙骨

相卡接，且第一卡接件位于第二卡接件的两侧；

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的正面均与墙板相卡

接。本发明相较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墙板

只需要卡接在龙骨上即可完成自身的安装工作，

无需粘接或螺钉连接，不仅节省墙板的安装时

间、提升施工效率，同时简化施工安装方法、实现

真正的免钉免胶装配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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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墙板(1)；

龙骨(2)，其固定设置于原始墙体(3)上；

卡接组件，其包括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所述第一卡接件(4)和所述第二卡

接件(5)的反面均与所述龙骨(2)相卡接，且所述第一卡接件(4)位于所述第二卡接件(5)的

两侧；所述第一卡接件(4)和所述第二卡接件(5)的正面均与所述墙板(1)相卡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

接件(4)的正面设置有第一卡接板(41)，其反面设置有第一卡扣(42)，所述第一卡扣(42)设

置于所述第一卡紧板(41)的同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卡

接件(5)的正面设置有第二卡接板(51)，其反面设置有第二卡扣(52)，所述第二卡扣(52)设

置于所述第二卡接板(51)的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

接件(4)位于所述墙板(1)的中间位置，所述第二卡接件(5)位于所述墙板(1)的两侧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卡扣(42)成对并对称设置于所述第一卡接件(4)的上下两角。

6.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卡扣(52)设置于所述第二卡接件(5)的四角位置，且上下对称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

扣(42)和所述第二卡扣(52)的侧面呈“L”型。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

紧板(41)和所述第二卡紧板(51)分别与所述墙板(1)的中间卡槽(11)和侧边卡槽(12)相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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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墙面的安装结构，具体而言，涉及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

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式装饰是近年新兴的一种装饰施工形式。装配式装饰顾名思义，即是将装饰

所需要使用的各个部品部件在工厂内实现生产完成，然后运输到装饰现场进行组合安装，

免去了传统的装饰现场对各部品部件的测量、切割等作业，施工更为简单方便，可以极大地

提高装饰现场的施工效率，并且施工现场更为整洁和美观，不会产生过多的装饰材料垃圾，

是一种更为绿色环保的装饰施工形式。

[0003] 传统的集成墙板安装流程为：墙面测量、找平，墙板背面打胶，安装墙板卡件，墙板

铺装，墙板中缝处理。采用上述安装方法具有以下缺点：室内不环保、易造成甲醛等有害物

质的污染，在墙板安装时需要在墙板背面打上粘接胶用于固定，而市面上很多粘接胶产品

中含有大量有毒物质，如：甲醛、丙烯酸、苯酚等物质，随着人们的日常居住，这些有害物质

会持续释放，影响人们健康；安装流程复杂：从找平墙面到打胶、铺装完成需要五到六道工

序，以20m2的套内面积算，墙面安装墙板大概两名工人需要两天左右才可安装完成。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墙板只需要卡接在龙

骨上即可完成自身的安装工作，无需粘接或螺钉连接，不仅节省墙板的安装时间、提升施工

效率，同时简化施工安装方法、实现真正的免钉免胶装配式安装。

[0005] 为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其包括：

[0006] 墙板；

[0007] 龙骨，其固定设置于原始墙体上；

[0008] 卡接组件，其包括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的反面均

与龙骨相卡接，且第一卡接件位于第二卡接件的两侧；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的正面均

与墙板相卡接。

[0009] 进一步地，上述第一卡接件的正面设置有第一卡接板，其反面设置有第一卡扣，第

一卡扣设置于第一卡紧板的同一侧。

[0010] 进一步地，上述第二卡接件的正面设置有第二卡接板，其反面设置有第二卡扣，第

二卡扣设置于第二卡接板的两侧。

[0011] 进一步地，上述第一卡接件位于墙板的中间位置，第二卡接件位于墙板的两侧位

置。

[0012] 进一步地，上述第一卡扣成对并对称设置于第一卡接件的上下两角。

[0013] 进一步地，上述第二卡扣设置于第二卡接件的四角位置，且上下对称设置。

[0014] 进一步地，上述第一卡扣和第二卡扣的侧面呈“L”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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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上述第一卡紧板和所述第二卡紧板分别与墙板的中间卡槽和侧边卡槽

相匹配。

[0016]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主要包括墙板、龙骨和卡接

组件，卡接组件包括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的反面均与龙骨

相卡接，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的正面均与墙板相卡接，即可实现墙板和龙骨的卡接安

装。

[0017] 安装时，首先将龙骨找平固定在原始墙体上，之后在龙骨上卡接第一卡接件和第

二卡接件，最后将墙板的卡槽与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相卡接，即可完成墙板的卡接工

作。

[0018] 通过上述结构，使得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相较于现

有技术主要具有以下优点：

[0019] 1)、墙板卡接不用任何胶水或螺钉，只需把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的反面卡接

到轻钢龙骨上，再把墙板卡接到第一卡接件和第二卡接件的正面，就能使龙骨和墙板卡接

连接，安装快捷简单；

[0020] 2)、相比同类型产品提升了施工效率，节省了安装时间，实现真正的免钉免胶装配

式安装；

[0021] 3)、施工工具简单，节省安装成本。

附图说明

[0022] 通过阅读下文优选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各种其他的优点和益处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将变得清楚明了。附图仅用于示出优选实施方式的目的，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明

的限制。而且在整个附图中，用相同的参考符号表示相同的部件。在附图中：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的主视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的侧视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的俯视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中第一卡接件的主

视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中第二卡接件的主

视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中第一卡接件的侧

视图

[0029]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中第二卡接件的侧

视图。

[0030] 其中，1、墙板，11、中间卡槽，12、侧边卡槽，2、龙骨，3、原始墙体，4、第一卡接件，

41、第一卡紧板，42、第一卡扣，5、第二卡接件，51、第二卡紧板，52、第二卡扣。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虽然附图中显示了本公开

的示例性实施例，然而应当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公开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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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限制。相反，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公开，并且能够将本公开的范围

完整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0032] 实施例一：

[0033] 参见图1至图3，图中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

结构，其包括：墙板1；龙骨2，其固定设置于原始墙体3上；卡接组件，其包括第一卡接件4和

第二卡接件5，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的反面均与龙骨2相卡接，且第一卡接件4位于第

二卡接件5的两侧；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的正面均与墙板1相卡接。

[0034] 本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主要包括墙板1、龙骨2和

卡接组件，卡接组件包括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的反面

均与龙骨2相卡接，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的正面均与墙板1相卡接，即可实现墙板1和

龙骨2的卡接安装。

[0035] 安装时，首先将龙骨2找平固定在原始墙体3上，之后在龙骨2上卡接第一卡接件4

和第二卡接件5，最后将墙板1的卡槽与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相卡接，即可完成墙板1

的卡接工作。

[0036] 通过上述结构，使得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构相较于现

有技术主要具有以下优点：

[0037] 1)、墙板1卡接不用任何胶水或螺钉，只需把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的反面卡

接到轻钢龙骨2上，再把墙板1卡接到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件5的正面，就能使龙骨2和墙

板1卡接连接，安装快捷简单；

[0038] 2)、相比同类型产品提升了施工效率，节省了安装时间，实现真正的免钉免胶装配

式安装；

[0039] 3)、施工工具简单，节省安装成本。

[0040] 实施例二：

[0041] 参见图1-7，图中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二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安装结

构，本实施例在上述各实施例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地做出了以下作为改进的技术方案：第一

卡接件4的正面设置有第一卡接板41，其反面设置有第一卡扣42，第一卡扣42设置于第一卡

紧板41的同一侧；第二卡接件5的正面设置有第二卡接板51，其反面设置有第二卡扣52，第

二卡扣52设置于第二卡接板51的两侧；第一卡接件4位于墙板1的中间位置，第二卡接件5位

于墙板1的两侧位置；第二卡扣52设置于第二卡接件5的四角位置，且上下对称设置。通过上

述结构的设置，第一卡扣42和第二卡扣52与龙骨2卡接，即可实现第一卡接件4和第二卡接

件5与龙骨2的卡接安装，第一卡紧板41同一侧的上下两个第一卡扣42能够将第一卡接件4

牢牢与龙骨2卡接，第二卡紧板51两侧的四个第二卡扣52将第二卡接件5牢牢与龙骨2卡接，

之后墙板1再分别与第一卡紧板41和第二卡紧板51插装卡接，不仅安装方便，同时卡接力度

好。

[0042] 实施例三：

[0043] 参见图2-3、图6-7，图中示出了本发明实施例三提供的一种装配式墙面的卡接式

安装结构，本实施例在上述各实施例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地做出了以下作为改进的技术方

案：第一卡扣42和第二卡扣52的侧面呈“L”型；第一卡紧板41和第二卡紧板51分别与墙板1

的中间卡槽11和侧边卡槽12相匹配。通过上述结构的设置，能够进一步提高卡接件和龙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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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卡接效果，进一步提高卡接件与墙板1之间的卡接效果。

[0044]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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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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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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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