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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用于提供工程领

域墙面装饰板的安装施工，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快装干挂系统结构为一型腔龙骨装有多个快速

连接的移动装置挂件体，由此在型腔龙骨的结构

上定义了挂装板的连接点，其中所述的型腔龙骨

带有立面导轨体，用于插入连接的挂件体卡槽

中，这样所述的挂件体可沿导轨体垂直滑动和位

移，从而快速在型腔龙骨上调节定位点，同时所

述的挂件体正面带有突出本体的插钩，用于插入

挂装板的嵌槽中，进而构成挂板的连接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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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包括：

一型腔龙骨；一挂件体；以及

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用于提供工程领域墙面装饰板的安装施工，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快装干挂系统结构为一型腔龙骨装有多个快速连接的移动装置挂件体，由此在型腔龙

骨的结构上定义了挂装板的连接点，其中所述的型腔龙骨带有立面导轨体，用于插入连接

的挂件体卡槽中，这样所述的挂件体可沿导轨体垂直滑动和位移，从而快速在型腔龙骨上

调节定位点，同时所述的挂件体正面带有突出本体的插榫件，用于插入挂装板的嵌槽中，进

而构成挂板的连接和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挂件体底面带有用于

插装导轨体的侧向卡槽，该卡槽由基板引出一平行侧板并与基板底面共同形成一通道式空

隙，该空隙作为挂件体的导槽与导轨体相对运动，而卡槽连接本体部位作为侧向限位定义

了挂件体的运动中心，这样所述的挂件体可沿导轨体中心位置上下位移和连续滑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挂件体卡槽位置

呈斜对角状分布，上下相互高低错位，这种高低错位分布用于挂件体偏转一定角度后其外

侧对角端垂直宽度收窄，特别是收窄宽度小于型腔龙骨开口空隙的距离，由此上下两个卡

槽能够进入型腔龙骨的开口空隙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挂件体卡槽具有

端角部位收窄的切角，该切角特别是上面的卡槽下端角收窄和下面的卡槽上端角收窄，由

此进一步地使偏转后的上下两个卡槽外侧对角端部位垂直宽度收窄。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挂件体正面带有

多个突出本体的插榫件，它们呈水平排列，该插榫件由基板引出的一侧扳并且端部弯折向

上或向下而形成一插榫件，从侧面观察其L型结构，其中至少有两个插榫件的端部朝向上下

互为对应，用于分别插入上下两个挂装板的嵌槽中，从而构成与上下挂装板的插入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挂件体两侧底面

带有凸起体，用于沿型腔龙骨外壳两侧二次定位挂件体位置中心，该凸起体位置呈斜对角

状分布，其内对角垂直间距略大于型腔龙骨外侧。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型腔龙骨带有导

轨体，用于导引挂件体的位移，该导轨体从型腔龙骨一端到相对一端，这样可使挂件体在任

意位置连接或位移。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型腔龙骨正面带

有开口空隙，用于挂件体背面带有的卡槽能够置入导轨体中，该开口空隙从型腔龙骨一端

到相对一端，这样可使挂件体在任意位置连接或位移。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型腔龙骨正面带

有平行的两立面，该立面用于外侧挂件体靠平，同时安装的挂装板背面与之接触从而达到

平直作用，且在安装过程中在该处作为涂饰胶黏剂的基面，使挂装板达到更为优良的固定

安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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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装干挂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快装干挂系统，用于工程领域墙面装饰板的安装施工，尤其适用于室内装饰

瓷砖、大理石的干挂施工。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建筑内装饰墙体施工瓷砖、大理石大部分采用传统湿法铺贴，这种工艺技术

较为落后，而现行的干挂系统仅适合用于外墙施工，用于内墙其结构厚度大，浪费使用空

间，且成本高昂。

[0003] 一般来说，湿贴法工艺繁琐，要求工人技能严格，质量难以保证，易存在空鼓缺陷，

导致脱落风险，造成人身潜在危害，此外，传统湿贴方法材料浪费比较严重，施工环境污染

易脏，产生废料垃圾过多，固废乱丢弃情况严重。

[0004] 随着我国的房地产的建设开发，装修施工人员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拖延工期的

情况非常普遍，施工单位难以找到技能娴熟、经验丰富的人员，特别是瓦工因工作体力劳动

大，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人员已越来越少，许多瓦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接近退休年龄，行业普

遍为此担忧，这一状况很难适应今后发展，已成为整个装修行业的发展难题，因此迫切需求

更加先进施工工艺，替代当前的作业模式，以提高现场作业环境和施工效率。

[0005] 依据我国工程技术资料《GB/T  21086-2007建筑幕墙》幕墙干挂系统的技术情况

看，现行干挂系统适用范围有限，特别是对住宅室内装修工艺研究不足，虽有公司研发了

“室内干挂石材无焊装配龙骨系统”，以及“建筑陶瓷轻质板幕墙式干挂系统”，不过这些均

未能达到技术普及的要求。

[0006] 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新技术和工艺，能够快速安装，且轻便施工系统，以满足住宅

内装领域的发展需求。

发明内容

[0007] 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其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快捷的工艺方法，解决工艺施工难

题，本发明通过一种快速移动的装置，达到与装饰挂板相连接的目的，从而有效的提高安装

效率。

[0008] 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简易的结构方式，用于解决干挂式系统结构复杂问题，本

系统结构采用制成一体部件，代替很多现场组装的连接件，使构造大为简化复杂性得以降

低，对安装工艺的技能要求降低，进而实现迅速普及的目的。

[0009] 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轻型的工艺技术以替代人工体力劳动，与传统干挂系统相

比，本系统部件采用轻型结构型材，其体积小、重量轻，搬运轻便，大幅降低人工劳动强度。

[0010] 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成本结构方案，在本系统中结构型材易于批量化制成，

且成本低、性能优，经济价值明显。

[0011]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更为广泛的用途；如住宅、商业、办公、学校、医院

等室内场所，不仅其本身可以高效完成墙砖、大理石的干挂，还可以安装其它的墙体装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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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木墙板、铝单板等装修材料。

[0012] 为达到以上目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包括：

[0013] 一型腔龙骨；一挂件体；以及

[0014] 所述的一种快装干挂系统用于提供工程领域墙面装饰板的安装施工，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快装干挂系统结构为一型腔龙骨装有多个快速连接的移动装置挂件体，由此在

型腔龙骨的结构上定义了挂装板的连接点，其中所述的型腔龙骨带有立面导轨体，用于插

入连接的挂件体卡槽中，这样所述的挂件体可沿导轨体垂直滑动和位移，从而快速在型腔

龙骨上调节定位点，同时所述的挂件体正面带有突出本体的插榫件，用于插入挂装板的嵌

槽中，进而构成挂板的连接和安装，同时，所述的挂件体底面带有用于插装导轨体侧向卡

槽，该卡槽由基板引出一平行侧板并与基板底面共同形成一通道式空隙，该空隙作为挂件

体的导槽与导轨体相对运动，而卡槽连接本体部位作为侧向限位定义了挂件体的运动中

心，这样所述的挂件体可沿导轨体中心位置上下位移和连续滑动，与此同时，所述的挂件体

卡槽带有呈斜对角状分布的位置相互高低错位，这种错位分布用于挂件体偏转一定角度后

其外侧对角端垂直宽度收窄，特别是收窄宽度小于型腔龙骨开口空隙的距离，由此上下两

个卡槽能够进入型腔龙骨的开口空隙中，而且，所述的挂件体卡槽具有端角部位收窄的切

角，该切角特别是上面的卡槽下端角收窄和下面的卡槽上端角收窄，由此进一步地使偏转

后的上下两个卡槽外侧对角端部位垂直宽度收窄，并且，所述的挂件体正面带有多个突出

本体的插榫件，它们呈水平排列，该插榫件由基板引出的一侧扳并且端部弯折向上或向下

而形成一插榫件，从侧面观察其L型结构，其中至少有两个插榫件的端部朝向上下互为对

应，用于分别插入上下两个挂装板的嵌槽中，从而构成与上下挂装板的插入连接，另且，所

述的挂件体两侧底面带有凸起体，用于沿型腔龙骨外壳两侧二次定位挂件体位置中心，该

凸起体位置呈斜对角状分布，其内对角垂直间距略大于型腔龙骨外侧，再且，所述的型腔龙

骨带有导轨体，用于导引挂件体的位移，该导轨体从型腔龙骨一端到相对一端，这样可使挂

件体在任意位置连接或位移，再且，所述的型腔龙骨正面带有开口空隙，用于挂件体背面带

有的卡槽能够置入导轨体中，该开口空隙从型腔龙骨一端到相对一端，这样可使挂件体在

任意位置连接或位移，再且，所述的型腔龙骨正面带有平行的两立面，该立面用于外侧挂件

体靠平，同时安装的挂装板背面与之接触从而达到平直作用，且在安装过程中在该处作为

涂饰胶黏剂的基面，使挂装板达到更为优良的固定安装效果。

[0015] 本发明的这些目的，特点，和优点将会在下面的具体实施方式，附图，和权利要求

中详细的揭露。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型腔龙骨示意图。

[0017] 图2为挂件体正面视图。

[0018] 图3为挂件体背面视图。

[0019] 图4为挂装节点大样图。

[0020] 图5为挂件体安装示意图。

[0021] 图6为系统安装挂板示意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8473210 U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至6所示，说明了一种快装干挂系统的一较佳实施例。所述包括一型腔龙骨

01；一导轨体01a；一垂靠面01b；一挂件体02；一插榫件02a；一卡槽02b；一侧向限位02c；一

侧板切角02d；一凸起体02e；一挂装板03；一挂板嵌槽03a。

[0023] 在实施安装的过程中，如图6所示，所述的型腔龙骨01按设定的间距分别固定在墙

体上，其中每个型腔龙骨01装有多个挂件体02，这样在型腔龙骨01的结构上具有连接挂装

板03的连接点，该连接点能够快速的移动垂直位置，并且停留精确插连挂板嵌槽03a，如图4

所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挂件体02底面设有卡槽02b，用于插入型腔龙骨01带有的导轨体

01a中，同时卡槽02b一侧端带有连接本体的部位侧向限位02c，由此定义了挂件体02的定位

滑动，从而达到精确位移的目的。

[0024] 值得一提的是，所述的挂件体02两侧卡槽02b上下位置相互高低错位，呈斜对角分

布于基体底面，如图3所示，这样当挂件体02偏转一定角度后其两侧卡槽02b角度趋于竖直，

其垂直宽度距离变小，如图5所示的0d尺寸，特别是垂直宽度距离小于型腔龙骨01开口空隙

1d的宽度距离，这样外径大于开口空隙的两侧卡槽02b可以同时置入开口空隙1d中，并且与

导轨体01a相连接，而恰当的间隙保证了挂件体02可顺利的沿导轨体01a滑动，并且卡槽02b

带有的侧向限位02c限定于其在1d中心上下位移，且不发生横向偏差过大，特别是震动导致

的移动装置挂件体02的外掉脱落，使其在安装过程中易于把稳。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的两侧卡槽02b侧板带有端面收窄部位的切角02d，该切角02d用于

偏转角度后其外角尺寸突出部位收窄，同时更利于卡槽02b插入导轨体中，特别是上面的卡

槽02b下端面收窄和下面的卡槽02b上端面收窄，进一步地使偏转后的上下卡槽02b横向空

间总宽度距离变小，而且切角02d带有导角部分利于插入导轨立面01b的侧面。

[0026] 进一步地，所述的挂件体02正面突出位置上具有至少有三个相互平行的插榫件

02a，如图2所示，该直钩体由基板条孔引出的一侧扳并且端部弯折向上或向下而形成一插

榫件，该插榫件分别用于插入上下两个挂装板的嵌槽中，从而构成与上下挂装板的插入连

接，如图4所示，所述的插榫件02a端面呈L型结构，以及突出本体的结构部位特别适用于机

械冲压成型生产，其制造成本也相对较低，相比T型端部插榫件制造需要二次焊接，本案优

选由三个L型端部插榫件联合组成，从而达到整体结构一次冲压加工成型，此外，在安装其

它材质的板材的应用中，插榫件02a可为多种造型的插榫部件，以适用各种安装类型。

[0027] 进一步地，所述的挂件体02底面带有凸起体02e，用于沿型腔龙骨两外侧二次定

位，其内对角垂直间距略大于型腔龙骨01外侧，同时该凸起体02e具有加强筋用途，能够起

到挂件体02边角不易发生弯曲变形的作用。

[0028] 进一步地，所述的挂装板03被插入导轨体01a的挂件体02牢固拉紧于型腔龙骨01

的垂靠面01b外侧，该垂靠面01b用于挂装板03的基底靠直平面，进而使挂装板03的定位安

装达到纵向垂直横向平直的作用，且在安装过程中在该处作为涂饰胶黏剂的基面，使与之

接触的挂板体背面相粘合，从而到更为优良的固定安装效果。

[0029] 进一步地，为了实现更高效率的快装效果，本干挂系统避免使用现场安装的紧固

件，而是采用一体化的整体部件，如挂件体02基体含有的插榫件02a；卡槽02b；侧向限位

02c；侧板切角02d；凸起体02e制成一体，如图2-3所示，这样不仅利于制造，且更为挂件体02

尺寸精密，无需其它附属部件即可完成安装，通过这种方式固定装饰挂装板03安装效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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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特别是避免了调整固定螺栓，节省了安装时间。

[0030] 本实施例中，为进一步确保在安装的状态下相连的挂装板03边角无高低误差，所

诉的型腔龙骨01中心位置可处于挂装板垂直接缝之间，如图6所示，这样，在四角交叉部位

便于消除板体的高低误差。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型腔龙骨正面带有开口空隙，如图1所示，用于挂件体背面带

有的卡槽能够置入导轨体中，该开口空隙从型腔龙骨一端到相对一端，这样可使挂件体在

任意位置连接或位移，其中导轨体01a从型腔龙骨一端到相对一端，这样可使移动装置挂件

体02在任意位置连接或位移，从而适合在安装过程中方便调节件体02位置和连接点，其中，

所述的型腔龙骨01主体为型材结构，这样能够降低该件制造成本，同时其结构强度更佳。

[0032] 通过上述实施例，本发明的目的已经被完全有效的达到了。熟悉该项技艺的人士

应该明白本发明包括但不限于附图和上面具体实施方式中描述的内容。任何不偏离本发明

的功能和结构原理的修改都将包括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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