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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

结构包括亚克力地板、扣合支座、连接板，相邻两

块亚克力地板通过扣合支座连接在一起，相邻两

块扣合支座均无缝连接于连接板，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使得亚克力地板具

有防火的功能，从而能够避免亚克力地板受燃，

能够避免生成甲醛，且铝板蜂窝上的蜂窝孔可使

板内气体可以自由流动，减少亚克力地板受热膨

胀系数，实现亚克力地板与亚克力地板的间接拼

接，使得亚克力地板与亚克力地板不直接接触，

从而使两者具有伸缩间隙，避免亚克力地板冷缩

产生缝隙，热胀亚克力地板凸起或开裂，对亚克

力地板具有保护作用，有助于延长亚克力地板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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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结构包括亚克力地板(100)、扣合支座(200)、连接板

(300)，所述亚克力地板(100)与扣合支座(200)拼接，所述扣合支座(200)连接于连接板

(300)，其特征在于：

所述亚克力地板(100)包括有上亚克力板(Q1)、勾式扣合板(Q2)、铝板蜂窝(Q3)、中亚

克力板(Q4)、下亚克力板(Q5)；

所述扣合支座(200)包括有高强度连接组(P1)、高强度基座(P2)、弹簧组(P3)、高强度

连杆(P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亚克力板(Q1)

与中亚克力板(Q4)、中亚克力板(Q4)与下亚克力板(Q5)之间均连有铝板蜂窝(Q3)，所述上

亚克力板(Q1)、下亚克力板(Q5)均设有勾式扣合板(Q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强度基座(P2)

通过弹簧组(P3)与高强度连接组(P1)相连，两组所述高强度连接组(P1)通过高强度连杆

(P4)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强度连接组

(P1)包括有外动板(P10)、弹簧铰链伸缩叉(P11)、内动板(P12)，所述外动板(P10)与内动板

(P12)通过弹簧铰链伸缩叉(P11)相接，所述内动板(P12)与弹簧组(P3)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动板(P10)包

括有二阶孔(100)、一号板体(101)，所述一号板体(101)上均布有与高强度连杆(P4)配合的

二阶孔(10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动板(P12)包

括有二号板体(120)、小孔(121)、导向孔(122)，所述二号板体(120)上均布有与高强度连杆

(P4)配合的导向孔(122)及与弹簧组(P3)配合的小孔(121)。

7.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强度基座

(P2)包括有基体(P20)、安装孔(P21)、卡槽(P22)，所述基体(P20)上均布与高强度连杆(P4)

配合的安装孔(P21)，所述基体(P20)还设有与勾式扣合板(Q2)吻合的卡槽(P22)，所述基体

(P20)与弹簧组(P3)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组(P3)

包括有导向杆(P30)、连接环(P31)、弹簧(P32)、导向片(P33)，所述弹簧(P32)均布设有带导

向片(P33)的连接环(P31)，所述导向片(P33)与导向杆(P30)配合，所述弹簧(P32)一端与基

体(P20)相连，另一端与二号板体(120)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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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板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

背景技术

[0002] 亚克力是一种开发较早的重要可塑性高分子材料，具有较好的透明性、化学稳定

性和耐候性、易染色、易加工、外观优美，在建筑业中有着广泛应用，因亚克力板具有耐候及

耐酸碱性等优良的性能，故被引用到了地板中，但是现有的亚克力地板由于技术不够完善，

具有以下缺陷待以改进：

[0003] 1)当发生火宅时，亚克力地板会燃烧，因亚克力板由甲基烯酸甲酯单体聚合而成，

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不完全燃烧生产甲醛和二氧化碳，而甲醛的危害众所皆知，且甲醛燃

烧会爆炸，极其危险；

[0004] 2)亚克力板冷缩热胀系数很大，亚克力地板拼接呈一片，若冷缩时，亚克力地板与

亚克力地板之间的间距会变大，故缝隙会变大，从而粉尘杂质易掉落于缝隙，较难清理，若

若冷缩时，亚克力地板与亚克力地板之间的间距会变大，故缝隙会变小，甚至因无可伸缩间

隙，因两板之间的内应力而导致亚克力地板开裂或者凸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

[0006]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其结构包括亚克力地板、扣合支座、连接板，相邻两块

所述亚克力地板通过扣合支座连接在一起，相邻两块所述扣合支座均无缝连接于连接板；

[0008] 所述亚克力地板包括有上亚克力板、勾式扣合板、铝板蜂窝、中亚克力板、下亚克

力板，所述勾式扣合板与扣合支座相扣合；

[0009] 所述扣合支座包括有高强度连接组、高强度基座、弹簧组、高强度连杆，所述高强

度基座与勾式扣合板相扣合。

[0010] 作为优化，所述上亚克力板与中亚克力板、中亚克力板与下亚克力板之间均固定

连接有铝板蜂窝，所述上亚克力板、下亚克力板的四个正方位均固定有与之为一体化结构

的勾式扣合板。

[0011] 作为优化，所述高强度基座两侧均通过弹簧组连接有高强度连接组，两组所述高

强度连接组均与高强度基座滑动连接，两组所述高强度连接组还通过高强度连杆进行配

合。

[0012] 作为优化，所述高强度连接组包括有外动板、弹簧铰链伸缩叉、内动板，所述外动

板与内动板之间通过弹簧铰链伸缩叉连接在一起，所述弹簧铰链伸缩叉呈等距式布列有组

及以上，所述内动板与弹簧组连接。

[0013] 作为优化，所述外动板包括有二阶孔、一号板体，所述一号板体上均布有二阶孔，

相邻两个所述二阶孔之间呈错开布设，所述二阶孔与高强度连杆的一端采用间隙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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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优化，所述内动板包括有二号板体、小孔、导向孔，所述二号板体上均布设有

相互错开设置的导向孔，所述导向孔的四个方位均设置有与二号板体为一体化结构的小

孔，所述导向孔与高强度连杆采用间隙配合，所述小孔配合于弹簧组，所述二号板体与高强

度基座滑动连接。

[0015] 作为优化，所述高强度基座包括有基体、安装孔、卡槽，所述基体上均布有相互错

开设置的安装孔，所述基体的上下两端两侧均开设有与之为一体化结构的卡槽，所述安装

孔与高强度连杆的居中部位采用过度配合，所述卡槽与勾式扣合板相扣合，所述基体与弹

簧组连接。

[0016] 作为优化，所述弹簧组包括有导向杆、连接环、弹簧、导向片，所述弹簧四个正方位

弹簧圈上均布设有连接环，所述连接环铰链连接有导向片，所述导向片贯穿有与之采用间

隙配合的导向杆，所述弹簧的一端与基体连接，另一端连接于二号板体，所述导向杆还贯穿

于与之采用间隙配合的小孔。

[0017] 有益效果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9] (I)本发明通过上、中、下亚克力板与铝板蜂窝的结合设置，相邻两块亚克力板间

夹置铝板蜂窝，因蜂窝材料具有抗高风压、减震，隔音、阻燃和比强度高等优良性能，使亚克

力地板更加稳定，使得亚克力地板具有防火的功能，从而能够避免亚克力地板受燃，能够避

免生成甲醛，且铝板蜂窝上的蜂窝孔可使板内气体可以自由流动，减少亚克力地板受热膨

胀系数；

[0020] (II)本发明通过高强度连接组、高强度基座、弹簧组、高强度连杆的结合设置，实

现亚克力地板与亚克力地板的间接拼接，使得亚克力地板与亚克力地板不直接接触，从而

使两者具有伸缩间隙，避免亚克力地板冷缩产生缝隙，热胀亚克力地板凸起或开裂，对亚克

力地板具有保护作用，有助于延长亚克力地板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亚克力地板与扣合支座结合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亚克力地板的纵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勾式扣合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扣合支座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的外动板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的内动板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的高强度基座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为本发明的弹簧组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部件名称与附图编号的对应关系为：

[0031] 亚克力地板-100、扣合支座-200、连接板-300、上亚克力板-Q1、勾式扣合板-Q2、铝

板蜂窝-Q3、中亚克力板-Q4、下亚克力板-Q5、高强度连接组-P1、高强度基座-P2、弹簧组-

P3、高强度连杆-P4、外动板-P10、弹簧铰链伸缩叉-P11、内动板-P12、二阶孔-100、一号板

体-101、二号板体-120、小孔-121、导向孔-122、基体-P20、安装孔-P21、卡槽-P22、导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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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连接环-P31、弹簧-P32。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0033] 请参阅图1-9，本发明提供一种双层抗压亚克力地板技术方案：其结构包括亚克力

地板100、扣合支座200、连接板300，相邻两块所述亚克力地板100通过扣合支座200连接在

一起，相邻两块所述扣合支座200均无缝连接于连接板300；

[0034] 所述亚克力地板100包括有上亚克力板Q1、勾式扣合板Q2、铝板蜂窝Q3、中亚克力

板Q4、下亚克力板Q5，所述勾式扣合板Q2与扣合支座200相扣合；

[0035] 所述扣合支座200包括有高强度连接组P1、高强度基座P2、弹簧组P3、高强度连杆

P4，所述高强度基座P2与勾式扣合板Q2相扣合。

[0036] 所述上亚克力板Q1与中亚克力板Q4、中亚克力板Q4与下亚克力板Q5之间均固定连

接有铝板蜂窝Q3，所述上亚克力板Q1、下亚克力板Q5的四个正方位均固定有与之为一体化

结构的勾式扣合板Q2，所述铝板蜂窝Q3的设置因蜂窝材料具有抗高风压、减震，隔音、阻燃

和比强度高等优良性能，使亚克力地板更加稳定，使得亚克力地板具有防火的功能，避免生

成甲醛，且铝板蜂窝Q3上的蜂窝孔可使板内气体可以自由流动，减少亚克力地板受热膨胀

系数。

[0037] 所述高强度基座P2两侧均通过弹簧组P3连接有高强度连接组P1，两组所述高强度

连接组P1均与高强度基座P2滑动连接，两组所述高强度连接组P1还通过高强度连杆P4进行

配合。

[0038] 所述高强度连接组P1包括有外动板P10、弹簧铰链伸缩叉P11、内动板P12，所述外

动板P10与内动板P12之间通过弹簧铰链伸缩叉P11连接在一起，所述弹簧铰链伸缩叉P11呈

等距式布列有3组及以上，所述内动板P12与弹簧组P3连接，所述高强度连接组P1的设置能

够快速将两块亚克力地板进行拼接，且能随亚克力地板冷缩热胀变化，避免亚克力地板冷

缩产生缝隙，防止热胀亚克力地板凸起。

[0039] 所述外动板P10包括有二阶孔100、一号板体101，所述一号板体101上均布有二阶

孔100，相邻两个所述二阶孔100之间呈错开布设，所述二阶孔100与高强度连杆P4的一端采

用间隙配合，所述二阶孔100的设置对高强度连杆P起到限制的作用，有效防止外动板P10脱

离高强度连杆P，同时使得外动板P10受支撑较为均匀，提高了扣合支座200的强度及抗压系

数。

[0040] 所述内动板P12包括有二号板体120、小孔121、导向孔122，所述二号板体120上均

布设有相互错开设置的导向孔122，所述导向孔122的四个方位均设置有与二号板体120为

一体化结构的小孔121，所述导向孔122与高强度连杆P4采用间隙配合，所述小孔121配合于

弹簧组P3，所述二号板体120与高强度基座P2滑动连接，所述导向孔122的设置对高强度连

杆P起到导向的作用，使得内动板P12能够水平移动。

[0041] 所述高强度基座P2包括有基体P20、安装孔P21、卡槽P22，所述基体P20上均布有相

互错开设置的安装孔P21，所述基体P20的上下两端两侧均开设有与之为一体化结构的卡槽

P22，所述安装孔P21与高强度连杆P4的居中部位采用过度配合，所述卡槽P22与勾式扣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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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相扣合，所述基体P20与弹簧组P3连接，所述卡槽P22的设置能够与勾式扣合板Q2吻合，在

冷缩或者冷胀时，都能使高强度基座P2与亚克力地板贴合，防止出现缝隙。

[0042] 所述弹簧组P3包括有导向杆P30、连接环P31、弹簧P32、导向片P33，所述弹簧P32四

个正方位弹簧圈上均布设有连接环P31，所述连接环P31铰链连接有导向片P33，所述导向片

P33贯穿有与之采用间隙配合的导向杆P30，所述弹簧P32的一端与基体P20连接，另一端连

接于二号板体120，所述导向杆P30还贯穿于与之采用间隙配合的小孔121，所述导向杆P30

的设置对弹簧P32的伸缩起到导向、限制的作用，有效防止弹簧P32发生扭曲。

[004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通过勾式扣合板Q2与卡槽P22的配合即可实现亚克力地板100

与亚克力地板100的拼装，当亚克力地板100冷缩时，勾式扣合板Q2与内动板P12产生一定缝

隙，从而弹簧铰链伸缩叉P11具有一定的空间内缩，使得内动板P12、外动板P10在高强度连

杆P4的导向作用下相向位移，能将基体P20与勾式扣合板Q2进行夹紧，高强度连杆P4的设置

不仅对内动板P12、外动板P10起导向的作用，还起到支撑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扣合支座

200的强度系数及抗压能力，且弹簧P32由于受挤压因缝隙的产生而具有复位的空间，使得

弹簧P32在连接环P31、导向杆P30的导向作用下外伸，导向杆P30的设置对弹簧P32的伸缩起

到导向、限制的作用，有效防止弹簧P32发生扭曲，进一步提高了内动板P12对勾式扣合板Q2

与基体P20的夹紧度，使得亚克力地板100与扣合支座200不会产生缝隙，反之同理，能够避

免热胀亚克力地板凸起或开裂，对亚克力地板具有保护作用，有助于延长亚克力地板的使

用寿命。

[0044]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获得的技术进步是：

[0045] (1)本发明通过上、中、下亚克力板与铝板蜂窝的结合设置，相邻两块亚克力板间

夹置铝板蜂窝，因蜂窝材料具有抗高风压、减震，隔音、阻燃和比强度高等优良性能，使亚克

力地板更加稳定，使得亚克力地板具有防火的功能，从而能够避免亚克力地板受燃，能够避

免生成甲醛，且铝板蜂窝上的蜂窝孔可使板内气体可以自由流动，减少亚克力地板受热膨

胀系数；

[0046] (2)本发明通过高强度连接组、高强度基座、弹簧组、高强度连杆的结合设置，实现

亚克力地板与亚克力地板的间接拼接，使得亚克力地板与亚克力地板不直接接触，从而使

两者具有伸缩间隙，避免亚克力地板冷缩产生缝隙，热胀亚克力地板凸起或开裂，对亚克力

地板具有保护作用，有助于延长亚克力地板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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