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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

结构，属于饰面板装配技术领域。该用以安装饰

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包括龙骨、第一安装板、第一

固定件、第二固定件、第一支撑件、第二支撑件。

本实用新型中的第一支撑件设置在墙壁一端，第

一固定件设置于第一安装板一端，第一支撑件一

端连接于第一固定件，这样就可以将第一安装板

一端固定在墙壁上，第二支撑件设置在墙壁另一

端，第二固定件设置于第一安装板另一端，第二

支撑件一端连接于第二固定件，这样就可以将第

二安装板另一端固定在墙壁上，龙骨连接于第一

安装板，这样就可以将龙骨悬挂起来，施工程序

简单，实现快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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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龙骨（1）、连接于龙骨（1）的第

一安装板（2）、设置于第一安装板（2）一端的第一固定件（3）、设置于第一安装板（2）另一端

的第二固定件（5）、设置于墙壁一端、一端连接于第一固定件（3）的第一支撑件（4）、设置于

墙壁另一端、一端连接于第二固定件（5）的第二支撑件（6）。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

件（3）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2）一端的第一固定结构和连接于第一固定结构另一端

的第一悬挂板（33），所述第一支撑件（4）包括一端连接于墙壁一端的第一支撑板（42）和一

端连接于第一支撑结构、另一端抵接于第一悬挂板（33）底端、用以将第一悬挂板（33）顶起

以将第一固定件（3）固定在第一预设位置处的第二悬挂板（4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固定

件（5）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2）另一端的第二固定结构和连接于第二固定结构另一

端的第三悬挂板（53），所述第二支撑件（6）包括一端连接于墙壁另一端的第二支撑板（62）

和一端连接于第二支撑结构、另一端抵接于第三悬挂板（53）底端、用以将第三悬挂板（53）

顶起以将第二固定件（5）固定在第二预设位置处的第四悬挂板（61）。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悬挂

板（33）平行于第一安装板（2），所述第二悬挂板（41）平行于第一安装板（2），所述第一悬挂

板（33）为矩形板，所述第二悬挂板（41）为矩形板。

5.如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固定结构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2）一端的第一固定板（31）、一端连接于第一悬挂板

（33）一端、另一端连接于第一固定板（31）的第二固定板（32），所述第二固定结构包括一端

连接于第一安装板（2）另一端的第三固定板（51）、一端连接于第三悬挂板（53）一端、另一端

连接于第三固定板（51）的第四固定板（5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

结构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悬挂板（33）另一端的第一止挡板（34），所述第一止挡板（34）与

第二固定板（32）形成供第二悬挂板（41）插入其中以顶起第一悬挂板（33）的第一顶起槽，所

述第二固定结构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三悬挂板（53）另一端的第二止挡板（54），所述第二止

挡板（54）与第四固定板（52）形成供第三悬挂板（53）插入其中以顶起第三悬挂板（53）的第

二顶起槽。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

件（3）、第二固定件（5）均为铝型材固定件，所述第一支撑件（4）、第二支撑件（6）均为铝型材

支撑件。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固定

板（31）平行于第一安装板（2），所述第二固定板（32）垂直于第一安装板（2）。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固定

板（51）平行于第一安装板（2），所述第四固定板（52）垂直于第一安装板（2）。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止

挡板（34）平行于第二固定板（32），所述第二止挡板（54）平行于第四固定板（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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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饰面板装配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建筑装饰领域的工厂化生产与模块化安装的推进，吊顶的装饰也逐渐从以石

膏板的传统安装方式到板块化吊顶安装的方向转变。传统吊顶收口通常采用吊顶边龙骨固

定在墙面上，饰面板固定在边龙骨底，与墙面形成直角形的对接，不仅影响装饰墙面收边线

的美观，最后一块板材的安装难度也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

结构，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供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包括龙骨、连接于龙骨的第一安装板、设置于

第一安装板一端的第一固定件、设置于第一安装板另一端的第二固定件、设置于墙壁一端、

一端连接于第一固定件的第一支撑件、设置于墙壁另一端、一端连接于第二固定件的第二

支撑件。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固定件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一端的第一固定结构和连接

于第一固定结构另一端的第一悬挂板，所述第一支撑件包括一端连接于墙壁一端的第一支

撑板和一端连接于第一支撑结构、另一端抵接于第一悬挂板底端、用以将第一悬挂板顶起

以将第一固定件固定在第一预设位置处的第二悬挂板。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二固定件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另一端的第二固定结构和连

接于第二固定结构另一端的第三悬挂板，所述第二支撑件包括一端连接于墙壁另一端的第

二支撑板和一端连接于第二支撑结构、另一端抵接于第三悬挂板底端、用以将第三悬挂板

顶起以将第二固定件固定在第二预设位置处的第四悬挂板。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一悬挂板平行于第一安装板，所述第二悬挂板平行于第一安装板，

所述第一悬挂板为矩形板，所述第二悬挂板为矩形板。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固定结构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一端的第一固定板、一端

连接于第一悬挂板一端、另一端连接于第一固定板的第二固定板，所述第二固定结构包括

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另一端的第三固定板、一端连接于第三悬挂板一端、另一端连接于

第三固定板的第四固定板。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固定结构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悬挂板另一端的第一止挡板，

所述第一止挡板与第二固定板形成供第二悬挂板插入其中以顶起第一悬挂板的第一顶起

槽，所述第二固定结构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三悬挂板另一端的第二止挡板，所述第二止挡

板与第四固定板形成供第三悬挂板插入其中以顶起第三悬挂板的第二顶起槽。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固定件、第二固定件均为铝型材固定件，所述第一支撑件、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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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件均为铝型材支撑件。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固定板平行于第一安装板，所述第二固定板垂直于第一安装板。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三固定板平行于第一安装板，所述第四固定板垂直于第一安装板。

[0014] 优选的，所述第一止挡板平行于第二固定板，所述第二止挡板平行于第四固定板。

[0015] 本实用新型中的第一支撑件设置在墙壁一端，第一固定件设置于第一安装板一

端，第一支撑件一端连接于第一固定件，这样就可以将第一安装板一端固定在墙壁上，第二

支撑件设置在墙壁另一端，第二固定件设置于第一安装板另一端，第二支撑件一端连接于

第二固定件，这样就可以将第二安装板另一端固定在墙壁上，龙骨连接于第一安装板，这样

就可以将龙骨悬挂起来，施工程序简单，实现快速安装。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支撑件、第二支撑件分别设置于墙壁两端以将第一安装

板悬挂起来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的第一固定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的第一支撑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中的第二固定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的第二支撑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龙骨，2-第一安装板，3-第一固定件，31-第一固定板，32-第二固定板，33-

第一悬挂板，34-第一止挡板，4-第一支撑件，41-第二悬挂板，42-第一支撑板，5-第二固定

件，51-第三固定板，52-第四固定板，53-第三悬挂板，54-第二止挡板，6-第二支撑件，61-第

四悬挂板，62-第二支撑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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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和图5，本实施例中的用以安装饰面板的装配式结构，包

括龙骨1、连接于龙骨1的第一安装板2、设置于第一安装板2一端的第一固定件3、设置于第

一安装板2另一端的第二固定件5、设置于墙壁一端、一端连接于第一固定件3的第一支撑件

4、设置于墙壁另一端、一端连接于第二固定件5的第二支撑件6。

[0024] 此处，第一支撑件4设置在墙壁一端，第一固定件3设置于第一安装板2一端，第一

支撑件4一端连接于第一固定件3，这样就可以将第一安装板2一端固定在墙壁上，第二支撑

件6设置在墙壁另一端，第二固定件5设置于第一安装板2另一端，第二支撑件6一端连接于

第二固定件5，这样就可以将第二安装板另一端固定在墙壁上，龙骨1连接于第一安装板2，

这样就可以将龙骨1悬挂起来，施工程序简单，实现快速安装。龙骨1可以通过射钉钉在第一

支撑板42上。

[0025] 第一固定件3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2一端的第一固定结构和连接于第一固

定结构另一端的第一悬挂板33，第一支撑件4包括一端连接于墙壁一端的第一支撑板42和

一端连接于第一支撑结构、另一端抵接于第一悬挂板33底端、用以将第一悬挂板33顶起以

将第一固定件3固定在第一预设位置处的第二悬挂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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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第二固定件5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2另一端的第二固定结构和连接于第二

固定结构另一端的第三悬挂板53，第二支撑件6包括一端连接于墙壁另一端的第二支撑板

62和一端连接于第二支撑结构、另一端抵接于第三悬挂板53底端、用以将第三悬挂板53顶

起以将第二固定件5固定在第二预设位置处的第四悬挂板61。

[0027] 第一悬挂板33平行于第一安装板2，第二悬挂板41平行于第一安装板2，第一悬挂

板33为矩形板，第二悬挂板41为矩形板。

[0028] 第一固定结构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安装板2一端的第一固定板31、一端连接于第

一悬挂板33一端、另一端连接于第一固定板31的第二固定板32，第二固定结构包括一端连

接于第一安装板2另一端的第三固定板51、一端连接于第三悬挂板53一端、另一端连接于第

三固定板51的第四固定板52。

[0029] 第一固定结构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一悬挂板33另一端的第一止挡板34，第一止挡

板34与第二固定板32形成供第二悬挂板41插入其中以顶起第一悬挂板33的第一顶起槽，第

二固定结构还包括一端连接于第三悬挂板53另一端的第二止挡板54，第二止挡板54与第四

固定板52形成供第三悬挂板53插入其中以顶起第三悬挂板53的第二顶起槽。第一顶起槽为

矩形槽，第二顶起槽为矩形槽。

[0030] 第一固定件3、第二固定件5均为铝型材固定件，第一支撑件4、第二支撑件6均为铝

型材支撑件。

[0031] 第一固定板31平行于第一安装板2，第二固定板32垂直于第一安装板2。

[0032] 第三固定板51平行于第一安装板2，第四固定板52垂直于第一安装板2。

[0033] 第一止挡板34平行于第二固定板32，第二止挡板54平行于第四固定板52。第一固

定板31一端可以焊接于第一安装板2、另一端可以焊接于第二固定板32，第一悬挂板33一端

可以焊接于第二固定板32、另一端可以焊接于第一止挡板34。第一支撑板42可以通过射钉

钉在墙壁上，第二悬挂板41可以焊接于第一支撑板42。第三固定板51一端可以焊接于第一

安装板2、另一端可以焊接于第四固定板52，第三悬挂板53一端可以焊接于第四固定板52、

另一端可以焊接于第二止挡板54。第二支撑板62可以通过射钉钉在墙壁上，第四悬挂板61

可以焊接于第二支撑板62，便于将龙骨1安装在墙壁上。

[0034]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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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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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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