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689594.6

(22)申请日 2019.10.10

(66)本国优先权数据

201921251014.5 2019.08.05 CN

(73)专利权人 佛山市快装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528225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罗村芦塘路“连生围”即桂丹路芦塘段

8号F4厂房(住所申报)

(72)发明人 龙远才　

(51)Int.Cl.

E04B 9/00(2006.01)

E04B 9/18(2006.01)

E04B 9/06(2006.01)

E04B 9/2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稳装型吊顶系统

(57)摘要

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呈型材

状的吊顶主梁，吊顶主梁包括有第一装饰材结合

部和弹片结合部，第一装饰材结合部用于承托装

饰面板，弹片结合部位于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之

上；还包括有定位弹簧片，定位弹簧片用于在安

装状态下让其首端结合到弹片结合部上而其尾

端弹性顶压于装饰面板上，并在弹片结合部与装

饰面板的压缩作用下在上下方向上发生弹性压

缩变形从而形成向下的把装饰面板固定于第一

装饰材结合部上的顶压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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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呈型材状的吊顶主梁，所述吊顶主梁包括有第一

装饰材结合部和弹片结合部，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用于承托装饰面板，所述弹片结合部

位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之上；还包括有定位弹簧片，所述定位弹簧片用于在安装状态

下让其首端结合到所述弹片结合部上而其尾端弹性顶压于所述装饰面板上，并在所述弹片

结合部与所述装饰面板的压缩作用下在上下方向上发生弹性压缩变形从而形成向下的把

所述装饰面板固定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上的顶压作用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弹簧片为大致呈几字

形的钣金件，包括有上、下分置的上弹性支脚、下弹性支脚和连接于上弹性支脚、下弹性支

脚之间的连接臂，所述上弹性支脚包括有用于结合到所述弹片结合部的首端以及设置于所

述首端与所述连接臂之间的折弯部，所述折弯部用于供人手施力按压驱动所述上弹性支脚

的首端下移以便结合到所述弹片结合部；所述下弹性支脚用于横向平靠于所述装饰面板上

为所述定位弹簧片提供平稳的支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吊顶主梁的顶部位置设

置有主梁连接插槽，所述主梁连接插槽构成所述弹片结合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吊顶主梁的顶部位置设

置有三个主梁连接插槽，包括一对左右分置的第一主梁连接插槽和位于一对所述第一主梁

连接插槽侧边的第二主梁连接插槽，一对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

呈品字形布置；一对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的槽口分别朝左、右方向布置，所述第二主梁连

接插槽的槽口朝上布置，所述定位弹簧片的首端、吊装吊顶的吊杆可选择地使用三个所述

主梁连接插槽中的任一适配的主梁连接插槽从而便于安装作业。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吊顶主梁的

底部位置还设置有左、右分置的左竖向臂和右竖向臂，在所述左竖向臂和右竖向臂之间形

成有凹槽，在所述左竖向臂或/和所述右竖向臂上设置有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辅助夹持型材，在所

述左竖向臂上设置有卡接槽，所述卡接槽用于卡接所述辅助夹持型材，所述辅助夹持型材

用于在安装状态下让其首端卡接在所述卡接槽内而其尾端与所述左竖向臂形成夹口。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凹槽的槽壁上设置有用

于定位发光体的安装区，还包括有透光灯罩，所述透光灯罩封盖所述凹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稳装型吊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光灯罩的外表面与所述

第一装饰材结合部的外表面平齐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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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装型吊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稳装型吊顶系统，所述吊顶系统一般用于装饰建筑物室内的顶

部，主要包括吊顶主梁和承托于所述吊顶主梁上的装饰面板。

背景技术

[0002] 很长一段时间，铝扣板是吊顶装饰面板的主力军，铝扣板的四侧外沿边分别设置

有外翻边，通过所述外翻边与三角龙骨的夹持配合可稳定地固定在吊顶系统中。所述铝扣

板最为显著的缺陷是结构强度不足，不能设置大面积，严重地限制了吊顶系统装饰效果的

配置。后来市面上出现了使用蜂窝板作为吊顶装饰面板的设计方案，由于蜂窝板的结构强

度比铝扣板优异，其可任意设置板面积。但是蜂窝板不能像铝扣板一样冲压出能够夹持到

三角龙骨上的外翻边，如何把蜂窝板定位于吊顶系统中是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在

中国发明专利CN201210274165.9中提出一种带装饰梁的集成吊顶连接结构，包括装饰面板

和连接组件，所述连接组件包括有装饰梁，所述装饰梁上设置有用于搭接装饰面板的第二

搭接平台和用于安装卡扣弹簧的卡接槽。所述卡扣弹簧包括设置于首端的L形固定部和设

置于尾端的弹性部，在所述固定部上还设置有卡条，所述固定部通过所述卡条夹持固定在

所述卡位槽中，所述弹性部与所述装饰梁的横部匹配夹持并固定装饰面板。对专利

CN201210274165.9中的技术方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所述卡扣弹簧之所以能够夹持固定所

述装饰面板，是通过所述装饰面板反向挤压所述弹性部让其发生弯曲变形而形成下压固定

力，这样的结构存在致命的技术弊端，即非常容易在累积所述卡接槽的制造尺寸误差、所述

卡扣弹簧的制造尺寸误差和装配尺寸误差以及所述装饰面板的制造尺寸误差后，所述弹性

部并不能形成足够强大的下压固定力固定所述装饰面板，甚至根本接触不了所述装饰面板

从而不能很好地固定所述装饰面板。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发明目的之一旨在提出一种新型稳装型吊顶系

统，所述吊顶系统具有稳定性优越的装饰面板固定结构。本发明涉及一种稳装型吊顶系统，

其特征在于，包括呈型材状的吊顶主梁，所述吊顶主梁包括有第一装饰材结合部和弹片结

合部，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用于承托装饰面板，所述弹片结合部位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

合部之上；还包括有定位弹簧片，所述定位弹簧片用于在安装状态下让其首端结合到所述

弹片结合部上而其尾端弹性顶压于所述装饰面板上，并在所述弹片结合部与所述装饰面板

的压缩作用下在上下方向上发生弹性压缩变形从而形成向下的把所述装饰面板固定于所

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上的顶压作用力。

[0004] 其中，所述弹片结合部位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之上，上述特征定义了在所述

稳装型吊顶系统中，所述弹片结合部在所述吊顶主梁上的位置高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

在所述吊顶主梁上的位置，其可以位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的正上方或斜上方。

[0005] 其中，所述定位弹簧片是能够在所述弹片结合部与所述装饰面板的压缩作用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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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方向上发生弹性压缩变形的，即所述定位弹簧片配置有能够在上下方向上适当伸展和

收缩的弹性结构，能够适配所述弹片结合部与承托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上的装饰面板

之间的竖直间距灵活地调整在上下方向上的伸缩量。

[000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CN201210274165.9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在于：由于所述定位弹簧片能够在所述弹片结合部与承托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上的所

述装饰面板的压缩作用下在上下方向上发生弹性压缩变形，这样有利于面对由所述弹片结

合部的制造尺寸误差、所述装饰面板的制造尺寸误差、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的制造尺寸

误差等尺寸误差的叠加而引发的所述弹片结合部与承托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上的装

饰面板之间的竖直间距大小的不稳定性时，所述定位弹簧片仍能够可靠地把所述装饰面板

顶压固定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上，优化所述装饰面板的稳定性，而且也可以降低了所

述吊顶主梁的制造精度的要求。

[0007]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所述定位弹簧片为大致呈几字形的钣金件，包括有

上、下分置的上弹性支脚、下弹性支脚和连接于上弹性支脚、下弹性支脚之间的连接臂，所

述上弹性支脚包括有用于结合到所述弹片结合部的首端以及设置于所述首端与所述连接

臂之间的折弯部，所述折弯部用于供人手施力按压驱动所述上弹性支脚的首端下移以便结

合到所述弹片结合部；所述下弹性支脚用于横向平靠于所述装饰面板上为所述定位弹簧片

提供平稳的支撑。根据上述技术方案，可便利并稳定地把所述定位弹簧片安装到所述吊顶

主梁和所述装饰面板上。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在所述吊顶主梁的顶部位置设置有主梁连接插槽，

所述主梁连接插槽构成所述弹片结合部。根据上述技术方案，可以利用所述主梁连接插槽

的槽结构加强对所述定位弹簧片的首端的定位，避免其首端轻易地脱离所述弹片结合部而

破坏所述定位弹簧片对所述装饰面板的固定作用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在所述吊顶主梁的顶部位置设置有三个主梁连接插

槽，包括一对左右分置的第一主梁连接插槽和位于一对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侧边的第二

主梁连接插槽，一对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呈品字形布置；一对所

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的槽口分别朝左、右方向布置，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的槽口朝上布

置，所述定位弹簧片的首端、吊装吊顶的吊杆可选择地使用三个所述主梁连接插槽中的任

一适配的主梁连接插槽从而便于安装作业。根据上述技术方案，利用三个所述主梁连接插

槽的设置可以强化所述吊顶主梁的结构强度，并且三个所述主梁连接插槽的布局位置、槽

口朝向是不同的，从而可根据现场安装情况、吊顶结构等因素让所述定位弹簧片的首端、所

述吊杆灵活选择连接到三个所述主梁连接插槽中的任一个适配的主梁连接插槽上。其中与

所述定位弹簧片的首端适配结合的主梁连接插槽构成所述弹片结合部。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在所述吊顶主梁的底部位置还设置有左、右分置的

左竖向臂和右竖向臂，在所述左竖向臂和右竖向臂之间形成有凹槽，在所述左竖向臂或/和

所述右竖向臂上设置有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根据上述技术方案，可以利用所述凹槽丰

富所述吊顶主梁的外观造型，增强所述吊顶系统的立体感；或者可以利用所述凹槽的槽腔

储存功能性构件，例如音响、抽风机、发光体等，丰富所述吊顶系统的功能。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还包括有辅助夹持型材，在所述左竖向臂上设置有

卡接槽，所述卡接槽用于卡接所述辅助夹持型材，所述辅助夹持型材用于在安装状态下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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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端卡接在所述卡接槽内而其尾端与所述左竖向臂形成夹口。根据上述技术方案，利用

所述夹口可以夹持具有插接边的装饰扣板，丰富可以应用到所述吊顶系统上的装饰件数

量，为设计出外观多样化的吊顶提出实现基础。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在所述凹槽的槽壁上设置有用于定位发光体的安装

区，还包括有透光灯罩，所述透光灯罩封盖所述凹槽。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所述透光灯罩的外表面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的

外表面平齐布置。

[0014] 由于本发明具有上述特点和优点，为此可以应用到稳装型吊顶系统中。

附图说明

[0015] 图1  是应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第一种稳装型吊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  是从横截面看，所述吊顶主梁1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  是从横截面看，所述定位弹簧片3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  是应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第二种稳装型吊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  是从横截面看，所述吊顶主梁1a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  是从横截面看，所述吊顶主梁1b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  是应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第三种稳装型吊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  是应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第一种稳装型吊顶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9  是图8中A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0  是第一种过渡连接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1   是表示所述辅助定位梁与所述过渡连接件的第二支臂之间连接关系的剖

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2   是表示所述吊顶主梁与所述过渡连接件的第一支臂之间连接关系的剖面

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3   是所述吊顶主梁、所述辅助定位梁和所述过渡连接件的另种连接结构示意

图；

[0028] 图14  是第二种过渡连接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5  是表示所述间隔梁与装饰面板连接关系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应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稳装型吊顶系统的结构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新型稳装型吊顶系统，包括稳装型吊顶结构，具体包括

吊顶主梁1，从横截面看，所述吊顶主梁1包括用于衔接到吊杆4上的主梁基体11以及从所述

主梁基体11上延伸出来的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用于承托吊顶装

饰材，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吊顶装饰材为装饰面板2，所述装饰面板2的板边缘承托在所述

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上。在所述主梁基体11上还设置有槽口朝下布置的主梁连接插槽110。

为了便于与下面将要提及到的主梁连接插槽相区分，将所述主梁连接插槽110命名为第三

主梁连接插槽110。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位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之上。还包括

有定位弹簧片3，所述定位弹簧片3用于在安装状态下让其首端311结合到所述第三主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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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插槽110上而尾端321弹性顶压于所述装饰面板2上，并在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与所

述装饰面板2的压缩作用下在上下方向发生弹性压缩变形从而形成向下的把所述装饰面板

2固定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上的顶压作用力。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构成用于与

所述定位弹簧片3的首端311结合的所述弹片结合部。

[0032] 其中，在所述主梁基体11上还设置有槽口朝下布置的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上述

特征定义了在吊顶系统中，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的槽口是朝向地面布置的。这样所述

定位弹簧片3的首端311需要从下往上插接到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中的。当所述定位

弹簧片3的首端311插接到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后，由于所述定位弹簧片3发生弹性压

缩变形而具有向上伸展的趋势从而能够让其首端311尽量向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的

槽底1102方向靠近而不会轻易地越过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的槽侧壁1101脱离所述第

三主梁连接插槽110。

[0033] 其中，所述定位弹簧片3是能够在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与所述装饰面板2的

压缩作用下在上下方向上发生弹性压缩变形的，即所述定位弹簧片3配置有能够在上下方

向适当伸展和收缩的弹性结构，能够适配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与承托于所述第一装

饰结合部12上的所述装饰面板2之间的竖直间距灵活地调整在上下方向上的伸缩量。具体

说，如图3所示，所述定位弹簧片3为大致呈几字形的钣金件，包括有上、下分置的上弹性支

脚31、下弹性支脚32和连接于上弹性支脚31、下弹性支脚32之间的连接臂33，所述上弹性支

脚31包括有用于结合到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上的首端311以及设置于所述首端311与

所述连接臂33之间的折弯部312，所述折弯部312用于供人手施力按压驱动所述上弹性支脚

31的首端311下移以便结合到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上；所述下弹性支脚32用于横向平

靠于所述装饰面板2上为所述定位弹簧片3提供平稳的支撑。根据上述技术方案，在安装所

述吊顶系统的过程中，先把所述装饰面板2的板边缘承托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上，然

后把所述定位弹簧片3的下弹性支脚32放置于所述装饰面板2上，人手通过下压所述折弯部

312向所述上弹性支脚31施加下压力让所述定位弹簧片3发生压缩弹性变形使得所述首端

311下移并插接到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内。在人手下压所述折弯部312的同时所述下

弹性支脚32受力变形而横向平靠于所述装饰面板2上为所述定位弹簧片3提供平稳的支撑。

当然在其他的实施方式中，所述下弹性支脚32可以在受力前就已经横向平靠于所述装饰面

板2上。

[0034]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首先，由于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的槽口是朝下布置的，

并且所述定位弹簧片3配合有在上下方向上适当伸展和收缩的弹性结构，这样利用所述第

三主梁连接插槽110可稳定所述定位弹簧片3的首端311，避免其首端311轻易地脱离所述第

三主梁连接插槽110而破坏所述定位弹簧片3对所述装饰面板2的固定作用。可见，所述定位

弹簧片3的定位结构简单、可靠。其次，由于所述定位弹簧片3能够在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

110与所述装饰面板2的压缩作用下在上下方向上发生弹性压缩变形，这样有利于在面对所

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的制造尺寸误差、所述装饰面板2的制造尺寸误差以及所述第一装

饰材结合部12的制造尺寸误差等尺寸误差的叠加而引发的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与承

托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上的所述装饰面板2之间的竖直间距大小的不稳定性时，所

述定位弹簧片3仍能够可靠地把所述装饰面板2顶压固定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上，优

化所述装饰面板2的稳定性，而且也可以降低所述吊顶主梁1的制造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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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如图2所示，在所述主梁基体11的顶部位置设置有连接槽组，具体为三个主梁连接

插槽，所述连接槽组位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和所述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之上，利用

所述连接槽组的设置可以强化所述主梁基体11的结构强度。所述连接槽组包括一对左右分

置的第一主梁连接插槽（112、112＇）和位于一对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112、112＇）侧边的

第二主梁连接插槽113，一对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112、112＇）、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

113呈品字形布置；一对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112、112＇）的槽口分别朝左、右方向布置，

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113的槽口朝上布置，吊装吊顶的吊杆4以及下面将要论述到的过渡

连接件9的第一支臂91可选择地使用三个所述主梁连接插槽（112、112＇、113）中的任一适配

的主梁连接插槽从而便于安装作业。根据上述技术方案，三个所述主梁连接插槽（112、

112＇、113）的布局位置、槽口朝向是不同的，从而可根据现场安装情况、吊顶结构等因素让

所述过渡连接件9的第一支臂91、所述吊杆4灵活选择连接到三个所述主梁连接插槽（112、

112＇、113）中的任一个适配的主梁连接插槽上。具体说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主梁连接

插槽112的槽口朝向右侧，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112＇的槽口朝向左侧，利用连接角码插接

到所述第一主梁连接插槽（112、112＇）的结构可把前后直线排列或转角位置的所述吊顶主

梁1连接一起。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113的槽口朝上布置，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113用于

衔接所述吊杆4。所述吊杆4包括有横向布置的杆主体41和连接于所述杆主体41首端的T型

头部42，所述T型头部42插接到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113中，定位螺杆5穿过所述杆主体41

连接到建筑屋顶200上。而所述过渡连接件9的第一支臂91插入到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

113中。

[0036] 所述吊顶主梁还可以采用如图4和图5所示的结构，为了便于区分，下面把吊顶主

梁标记为1a。所述吊顶主梁1a的结构与所述吊顶主梁1的结构类似，下面着重论述它们的主

要区别点：在所述主梁基体11a的底部位置还设置有左、右分置的左竖向臂114a＇和右竖向

臂114a，在所述左竖向臂114a＇和右竖向臂114a之间形成有凹槽115a。根据上述技术方案，

可以利用所述凹槽115a丰富所述吊顶主梁1a的外观造型，增强所述吊顶系统的立体感；或

者可以利用所述凹槽115a的槽腔储存功能性构件，例如音响、抽风机、发光体等，丰富所述

吊顶系统的功能。在本实施方式中，在所述凹槽115a的槽壁上设置有用于定位发光体的安

装区1150a。还包括有透光灯罩6，所述透光灯罩6封盖所述凹槽115a。所述透光灯罩6的外表

面60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a的外表面120a平齐布置。这样，所述透光灯罩6的外表面

60与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a的外表面120a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高低落差，有利于优化

所述吊顶系统的装饰效果。另外，在所述右竖向臂114a上设置有第三主梁连接插槽110a、所

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a。在所述左竖向臂114a＇上设置有卡接槽116a。还包括有辅助夹持

型材7，所述辅助夹持型材7用于在安装状态下让其首端71卡接在所述卡接槽116a内而尾端

72与所述左竖向臂114a＇形成夹口。根据上述技术方案，利用所述夹口可以夹持具有插接边

的装饰扣板，丰富所述吊顶系统的外观效果。

[0037] 所述吊顶主梁还可以采用如图6所示的结构，为了便于区分，下面把吊顶主梁标记

为1b。所述吊顶主梁1b的结构与所述吊顶主梁1a的结构类似，下面着重论述它们的主要区

别点：在所述左竖向臂114b＇和所述右竖向臂114b上分别设置有所述插接槽（110b、110b＇）、

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b、12b＇）。

[0038] 所述吊顶主梁还可以采用如图7所示的结构，为了便于区分，下面把吊顶主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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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c。所述吊顶主梁1c的结构与所述吊顶主梁1的结构类似，下面着重论述它们的主要区别

点：在所述吊顶主梁1c的主梁基体11c的顶部位置设置有一对左右分置的主梁连接插槽

（112c、112c＇），一对所述主梁连接插槽（112c、112c＇）的槽口分别朝左、右方向布置。所述主

梁连接插槽（112c、112c＇）的结构类似，下面以所述连接槽112c的结构为例作介绍。所述主

梁连接插槽112c包括有上、下分置的上槽侧壁1121c、下槽侧壁1122c以及连接于所述上槽

侧壁1121c、下槽侧壁1122c之间的槽底壁1123c，所述主梁连接插槽112c的槽口收窄布置并

在其槽口位置设置有分别连接到所述上槽侧壁1121c和下槽侧壁1122c的上收口壁1124c和

下收口壁1125c，所述主梁连接插槽112c形成所述弹片结合部，同样所述主梁连接插槽

112c＇也形成所述弹片结合部。根据上述方案，可以利用连接角码插接到所述主梁连接插槽

（112c、112c＇）的结构把前后直线排列或转角位置的所述吊顶主梁连接一起，还可以利用所

述主梁连接插槽（112c、112c＇）固定所述定位弹簧片3c。

[0039] 如图9所示，所述稳装型吊顶系统包括沿第一轴线方向布置的吊顶主梁1，所述吊

顶主梁1呈型材状用于承托吊顶装饰材，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吊顶装饰材为装饰面板2。还

包括辅助定位梁8，所述辅助定位梁8呈型材状，所述辅助定位梁8沿第二轴线方向布置在所

述吊顶主梁1的上方，从俯视方向看，所述吊顶主梁1与所述辅助定位梁8之间的交叉角度大

于零，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吊顶主梁1与所述辅助定位梁8之间的交叉角度为90°。所述辅

助定位梁8用于通过一根所述辅助定位梁8同时定位二根以上的前后布置的所述吊顶主梁

1。还包括过渡连接件9，所述过渡连接件9包括有第一支臂91和第二支臂92，所述第一支臂

91通过螺丝95能够连接并定位到所述吊顶主梁1的在第一轴线方向上的任意位置，所述第

二支臂92通过螺丝94能够连接并定位到所述辅助定位梁8的在第二轴线方向上的任意位

置；所述辅助定位梁8、过渡连接件9与螺丝（94、95）组合，共同用于随机地定义所述吊顶主

梁1在所述辅助定位梁8上的定位位置，而且用于稳固所述吊顶主梁1的水平位置。

[0040] 如图10、图11和12所示，所述过渡连接件9整体呈L形，所述第一支臂91与所述第二

支臂92的延伸方向相互垂直，所述第一支臂91与所述第二支臂92分别呈扁平状并且所述第

一支臂91所在平面与所述第二支臂92所在平面也相互垂直。所述辅助定位梁8上至少设置

有一个辅梁连接插槽，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辅助定位梁8上设置有一个辅梁连接插槽80。

当然在其他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辅助定位梁8上亦可以设置多个辅梁连接插槽。所述第二支

臂92上设置有螺纹孔920，所述第二支臂92插入到所述辅梁连接插槽80中并通过螺丝94旋

入到所述螺纹孔920的结构而连接定位到所述辅助定位梁8的在第二轴线方向上的任意位

置。这样，在松开所述螺丝94的情况下，所述过渡连接件9能够通过所述第二支臂92在所述

辅梁连接插槽80中滑动而调整所述吊顶主梁1在所述第二轴向方向上的位置，并且在整个

过程中，所述吊顶主梁1通过所述过渡连接件9与所述辅助定位梁8之间仍然保持连接关系

而不分离，在所述辅助定位梁8已经被定位在吊顶系统中的情况下，所述吊顶主梁1可以依

靠与所述辅助定位梁8之间的连接关系减少调整过程中人手对所述吊顶主梁1的承托力。而

所述第一支臂91上设置有通孔910，通过能够卡接在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113中的带螺丝

头951的螺丝95穿过所述通孔910并旋接螺母97而将所述第一支臂91收紧连接定位到所述

吊顶主梁1的在第一轴线方向上的任意位置。这样当需要拆卸所述吊顶主梁1时，拧松所述

螺母97、螺丝95可便捷地把所述吊顶主梁1拆卸下来。当然在其他的实施方式中，还可以参

考图11所示的连接方式，通过能够卡接在所述第二主梁连接插槽113中的带连接螺母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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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穿过所述通孔910而将所述第一支臂91收紧连接定位到所述吊顶主梁1的在第一轴线方

向上的任意位置。

[004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由于所述辅助定位梁8、过渡连接件9与螺丝组合，共同用于随

机地定义所述吊顶主梁1在所述辅助定位梁8上的定位位置，而且用于稳固所述吊顶主梁1

的水平位置，这样，首先能够在安装现场依靠所述辅助定位梁8来确定、定义所述吊顶主梁1

的水平位置，所述辅助定位梁8为所述吊顶主梁1提供水平定位基准，而且能够将所述吊顶

主梁1确定在所述辅助定位梁8上的任意位置上，可见所述吊顶主梁1在所述第一轴线方向

的位置是任意可调性的，使所述吊顶主梁1更容易地适配所述装饰面板2的尺寸大小、安装

位置而灵活地调整自身位置，特别是当所述装饰面板2与相邻的所述吊顶主梁1之间具有严

格的配合尺寸要求，制造商可在工厂把所述装饰面板2预先按照设计要求把所述装饰面板2

裁切为特定规格，而不需要在现场一一测量相邻的所述吊顶主梁1之间的间隔尺寸，并按照

所述间隔尺寸来裁切所述装饰面板2，大大提高了现场安装的效率，而且还有利于降低所述

装饰面板2的配合尺寸精度要求；其次，所述辅助定位梁8、过渡连接件9与螺丝组合还能够

让前后相邻的所述吊顶主梁1之间具有稳定的间距从而有利于稳固所述装饰面板2，并与所

述辅助定位梁8组成稳定的吊顶骨架系统，如此在现场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先在地面上

把所述吊顶主梁1与所述辅助定位梁8组成吊顶骨架系统后再整体吊装到屋顶上，安装更加

便捷；另外，所述第一支臂91a通过螺丝95能够连接并定位到所述吊顶主梁1上，以及所述第

二支臂92通过螺丝94能够连接并定位到所述辅助定位梁8上的连接结构，使所述吊顶主梁1

与所述辅助定位梁8之间形成稳固的连接关系，有利于提升吊顶系统的抗震能力，特别适用

于高层建筑、地震多的地区、大平面吊顶中的多装饰造型变幻的场合等。

[0042] 至于所述吊顶主梁、辅助定位梁与过渡连接件之间的连接结构还可以采用另一种

技术方案。如图13和图14所示，过渡连接件9a的第一支臂91a上设置有螺纹孔910a，所述第

一支臂91a插入到所述吊顶主梁1的主梁连接插槽（图中未画出）中并通过螺丝95a旋入到所

述螺纹孔910a的结构而连接定位到所述吊顶主梁1的在第一轴线方向上的任意位置。这样，

在松开螺丝95a的情况下，所述过渡连接件9a能够通过所述第一支臂91a在所述主梁连接插

槽中滑动而调整所述辅助定位梁8的在所述第一轴向方向上的位置，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所

述吊顶主梁1通过所述过渡连接件9a与所述辅助定位梁8之间仍然保持在连接关系而不分

离，可以减少调整过程中人手对所述吊顶主梁1的承托力。而所述第二支臂92a上设置有通

孔920a，通过能够卡接在所述辅梁连接插槽80中的带螺丝头或连接螺母的螺丝94a穿过所

述通孔920a而将所述第二支臂92收紧连接定位到所述辅助定位梁8的在第二轴线方向上的

任意位置。这样当需要拆卸所述吊顶主梁1时，拧松所述螺丝94a可便捷地把所述吊顶主梁1

拆卸下来。

[0043] 如图8和图15所示，在与所述第一轴线方向垂直的方向上还布置有间隔梁100（当

然在其他的实施方式中，在与所述第一轴线方向倾斜的方向上还布置有间隔梁100），所述

间隔梁100呈型材状包括左、右布置的第二装饰材结合部（1001、1002），所述第二装饰材结

合部（1001、1002）用于结合所述装饰面板2，所述间隔梁100的前后两端分别搭接结合在前

后相邻的所述吊顶主梁1的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上。根据上述技术方案，首先，所述间

隔梁100依靠搭接结合在前后相邻的所述吊顶主梁1的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上进行初

步定位，为此在所述第一装饰材结合部12沿所述第一轴线方向延伸的情况下，所述间隔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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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在所述第一轴线方向上的位置也是可以任意设置的，从而可以适配不同尺寸规格或安

装位置的装饰面板2而布置；其次，所述间隔梁100还可以依靠相邻布置并结合到所述第二

装饰材结合部（1001、1002）上的所述装饰面板2作进一步的定位，所以所述间隔梁100的安

装和拆卸也是非常便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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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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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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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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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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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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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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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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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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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