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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带灯带的阳角线条，涉及

建筑装修技术领域，包括阳角线条本体，所述阳

角线条本体固定于墙体的阳角并沿着墙体的高

度方向延伸；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具有开口背对墙

体的阳角的条形凹槽，所述条形凹槽沿着墙体的

高度方向延伸；还包括灯带和透明胶条，所述灯

带沿着墙体的高度方向布置于所述条形凹槽内，

所述透明胶条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固定连接并

完全封盖住所述条形凹槽的开口。本实用新型能

够增强阳角线条的视觉效果和装饰风格，提高用

户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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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包括阳角线条本体，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固定于墙体的阳角

并沿着墙体的高度方向延伸；其特征在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具有开口背对墙体的阳角的

条形凹槽，所述条形凹槽沿着墙体的高度方向延伸；还包括灯带和透明胶条，所述灯带沿着

墙体的高度方向布置于所述条形凹槽内，所述透明胶条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固定连接并完

全封盖住所述条形凹槽的开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胶条在垂直于墙体

的高度方向上的截面为向远离墙体的阳角方向突出的圆弧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包括第一

竖直平板、第二竖直平板、第三竖直平板和第一竖直弧形板，所述第一竖直平板与一面墙体

垂直，所述第二竖直平板与另一面墙体垂直，所述一面墙体与所述另一面墙体的连接处形

成所述墙体的阳角，所述第三竖直平板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靠近所述一面墙体的一

侧相连，所述第三竖直平板与所述一面墙体相贴并固定于所述一面墙体，所述第一竖直弧

形板在垂直于墙体的高度方向上的截面为向远离墙体的阳角方向突出的圆弧形，所述第一

竖直弧形板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的中部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的另一侧与所述

第二竖直平板的中部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远离墙体的阳角的部

分和所述第二竖直平板远离墙体的阳角的部分围成所述条形凹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灯带与所述第一竖直弧

形板粘接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竖直平板通过螺钉

与所述一面墙体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还包括第

一竖直线条和第二竖直线条，所述第一竖直线条位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朝向所述第二竖直

平板的一侧，所述第一竖直线条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远离所述一面墙体的一侧相

连，所述第一竖直线条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一卡槽；所述第二竖直线条位于所述第二竖直平

板朝向所述第一竖直平板的一侧，所述第二竖直线条的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远离所述

另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二竖直线条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二卡槽；所述透明胶条的一

侧卡接于所述第一卡槽内，所述透明胶条的另一侧卡接于所述第二卡槽内。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还包括第

二竖直弧形板，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在垂直于墙体的高度方向上的截面为向远离墙体的阳

角方向突出的圆弧形，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的靠近所述一面墙

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的另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的靠近所述另一面墙体

的一侧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还包括第

四竖直平板、第五竖直平板和第六竖直平板，所述第四竖直平板的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

板靠近所述另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四竖直平板与所述另一面墙体相贴；所述第五

竖直平板位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背对所述第二竖直平板的一侧，所述第五竖直平板的一侧

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远离所述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平板与所述第三竖直平

板、所述第五竖直平板围成第三卡槽；所述第六竖直平板位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背对所述

第一竖直平板的一侧，所述第六竖直平板的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远离所述另一面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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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二竖直平板与所述第四竖直平板、所述第六竖直平板围成第四卡槽；铺

设在所述一面墙体的第一墙板的一侧卡接于所述第三卡槽内，铺设在所述另一面墙体的第

二墙板的一侧卡接于所述第四卡槽内。

9.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阳角线条本

体为一体挤出成型的铝合金件。

10.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胶条

为亚克力材质的一体挤出成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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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灯带的阳角线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装修技术领域，并且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带灯带的阳角线条。

背景技术

[0002] 阳角线条是墙面与墙面的一种收口方案。中国专利文件CN203247823U公开了一种

铝合金阳角线条，包括一铝合金结构，包括与装饰物插装的第一连接部和第二连接部，第一

连接部、第二连接部均由内边条、外边条及将内外边条连接的连接条组成，第一连接部的内

边条与第二连接部的内边条成90度角连接，第一连接部的外边条与第二连接部的外边条连

接在连接处形成阳角线条；第一连接部的内边条和第二连接部的内边条的至少一个内边条

上设有一向另一内边条侧凸起设置的用于与墙体、装饰物或木工基板固定连接的安装部。

该阳角线条采用铝合金材质制作，颜色单调且没有质感，从而影响用户使用体验。

[0003] 因此，有必要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就是为了弥补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带灯带的阳角线

条，以增强阳角线条的视觉效果。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带灯带的阳角线条，包括阳角线条本体，所述阳角线

条本体固定于墙体的阳角并沿着墙体的高度方向延伸；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具有开口背对墙

体的阳角的条形凹槽，所述条形凹槽沿着墙体的高度方向延伸；还包括灯带和透明胶条，所

述灯带沿着墙体的高度方向布置于所述条形凹槽内，所述透明胶条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固

定连接并完全封盖住所述条形凹槽的开口。

[0006] 可选地，所述透明胶条在垂直于墙体的高度方向上的截面为向远离墙体的阳角方

向突出的圆弧形。

[0007] 可选地，所述阳角线条本体包括第一竖直平板、第二竖直平板、第三竖直平板和第

一竖直弧形板，所述第一竖直平板与一面墙体垂直，所述第二竖直平板与另一面墙体垂直，

所述一面墙体与所述另一面墙体的连接处形成所述墙体的阳角，所述第三竖直平板的一侧

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靠近所述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三竖直平板与所述一面墙体相

贴并固定于所述一面墙体，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在垂直于墙体的高度方向上的截面为向远

离墙体的阳角方向突出的圆弧形，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的中部

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的另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的中部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弧形

板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远离墙体的阳角的部分和所述第二竖直平板远离墙体的阳角的部

分围成所述条形凹槽。

[0008] 可选地，所述灯带与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粘接固定。

[0009] 可选地，所述第三竖直平板通过螺钉与所述一面墙体固定连接。

[0010] 可选地，所述阳角线条本体还包括第一竖直线条和第二竖直线条，所述第一竖直

线条位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朝向所述第二竖直平板的一侧，所述第一竖直线条的一侧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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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一竖直平板远离所述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一竖直线条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一卡

槽；所述第二竖直线条位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朝向所述第一竖直平板的一侧，所述第二竖

直线条的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远离所述另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二竖直线条的

另一侧开设有第二卡槽；所述透明胶条的一侧卡接于所述第一卡槽内，所述透明胶条的另

一侧卡接于所述第二卡槽内。

[0011] 可选地，所述阳角线条本体还包括第二竖直弧形板，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在垂直

于墙体的高度方向上的截面为向远离墙体的阳角方向突出的圆弧形，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

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的靠近所述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的另一

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的靠近所述另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

[0012] 可选地，所述阳角线条本体还包括第四竖直平板、第五竖直平板和第六竖直平板，

所述第四竖直平板的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靠近所述另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四

竖直平板与所述另一面墙体相贴；所述第五竖直平板位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背对所述第二

竖直平板的一侧，所述第五竖直平板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远离所述一面墙体的一侧

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平板与所述第三竖直平板、所述第五竖直平板围成第三卡槽；所述第六

竖直平板位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背对所述第一竖直平板的一侧，所述第六竖直平板的一侧

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远离所述另一面墙体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二竖直平板与所述第四竖直

平板、所述第六竖直平板围成第四卡槽；铺设在所述一面墙体的第一墙板的一侧卡接于所

述第三卡槽内，铺设在所述另一面墙体的第二墙板的一侧卡接于所述第四卡槽内。

[0013] 可选地，所述阳角线条本体为一体挤出成型的铝合金件。

[0014] 可选地，所述透明胶条为亚克力材质的一体挤出成型件。

[001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通过设置阳角线条本体具有开口背

对墙体的阳角的条形凹槽以设置灯带，透明胶条封盖条形凹槽的开口以对灯带进行防护，

灯带发出的光亮透过透明胶条可增强阳角线条的视觉效果和装饰风格，从而提高用户使用

体验。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本对实用新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所描述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与墙体和墙板的装配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

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实

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如图1、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带灯带的阳角线条10，包括阳角线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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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00，所述阳角线条本体100固定于墙体20的阳角并沿着墙体20的高度方向延伸。所述阳

角线条本体100具有开口背对墙体20的阳角的条形凹槽110，所述条形凹槽110沿着墙体20

的高度方向延伸。带灯带的阳角线条10还包括灯带200和透明胶条300，所述灯带200沿着墙

体20的高度方向布置于所述条形凹槽110内，所述透明胶条300与所述阳角线条本体100固

定连接并完全封盖住所述条形凹槽110的开口。

[002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10通过设置阳角线条本体100具有开

口背对墙体20的阳角的条形凹槽110以设置灯带200，透明胶条300封盖条形凹槽110的开口

以对灯带200进行防护，灯带200发出的光亮透过透明胶条300可增强阳角线条10的视觉效

果和装饰风格，从而提高用户使用体验。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的实施方式，如图1、2所示，所述透明胶条300在垂直

于墙体20的高度方向上的截面为向远离墙体20的阳角方向突出的圆弧形。本实施例中，阳

角线条10的外表面为圆弧形，外形更加美观。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的实施方式，如图1、2所示，所述阳角线条本体100包

括第一竖直平板120、第二竖直平板130、第三竖直平板140和第一竖直弧形板150，所述第一

竖直平板120与一面墙体21垂直，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与另一面墙体22垂直，所述一面墙

体21与所述另一面墙体22的连接处形成所述墙体20的阳角，所述第三竖直平板140的一侧

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120靠近所述一面墙体21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三竖直平板140与所述一

面墙体21相贴并固定于所述一面墙体21，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150在垂直于墙体20的高度

方向上的截面为向远离墙体20的阳角方向突出的圆弧形，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150的一侧

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120的中部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150的另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

板130的中部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弧形板150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120远离墙体20的阳角的

部分和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远离墙体20的阳角的部分围成所述条形凹槽110。本实施例

中，通过设置第一竖直弧形板150与第一竖直平板120和第二竖直平板130围成条形凹槽110

以设置灯带200，第三竖直平板140的一侧与第一竖直平板120一侧相连并固定于一面墙体

21，阳角线条本体100的结构简单、与墙体20的固定牢靠。

[0024] 作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的实施方式，如图1、2所示，所述灯带200与所述第一

竖直弧形板150粘接固定。本实施例中，灯带200粘接固定于条形凹槽110，不会产生晃动，从

而不会影响阳角线条10的视觉效果。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的实施方式，如图1、2所示，所述第三竖直平板140通

过螺钉与所述一面墙体21固定连接。本实施例中，第三竖直平板140通过螺钉与一面墙体21

固定连接，操作简便，施工效率高。

[0026] 作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的实施方式，如图1、2所示，所述阳角线条本体100还

包括第一竖直线条121和第二竖直线条131，所述第一竖直线条121位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

120朝向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的一侧，所述第一竖直线条121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

120远离所述一面墙体21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一竖直线条121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一卡槽122；

所述第二竖直线条131位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朝向所述第一竖直平板120的一侧，所述

第二竖直线条131的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远离所述另一面墙体22的一侧相连，所述

第二竖直线条131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二卡槽132；所述透明胶条300的一侧卡接于所述第一

卡槽122内，所述透明胶条300的另一侧卡接于所述第二卡槽132内。本实施例中，通过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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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竖直平板120远离一面墙体21的一侧设置第一竖直线条121以形成第一卡槽122，在第二

竖直平板130远离另一面墙体22的一侧设置第二竖直线条131以形成第二卡槽132，将透明

胶条300的两侧分别卡接于第一卡槽122内和第二卡槽132内，即可完成透明胶条300与阳角

线条本体100的固定连接，透明胶条300的安装简便。

[0027] 作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的实施方式，如图1、2所示，所述阳角线条本体100还

包括第二竖直弧形板160，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160在垂直于墙体20的高度方向上的截面为

向远离墙体20的阳角方向突出的圆弧形，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160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

平板120的靠近所述一面墙体21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二竖直弧形板160的另一侧与所述第二

竖直平板130的靠近所述另一面墙体22的一侧相连。本实施例中，在第一竖直平板120和第

二竖直平板130之间还连接设置第二竖直弧形板160，可以增强阳角线条本体100的结构强

度。

[0028] 作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的实施方式，如图1、2所示，所述阳角线条本体100还

包括第四竖直平板170、第五竖直平板180和第六竖直平板190，所述第四竖直平板170的一

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靠近所述另一面墙体22的一侧相连，所述第四竖直平板170与所

述另一面墙体22相贴；所述第五竖直平板180位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120背对所述第二竖直

平板130的一侧，所述第五竖直平板180的一侧与所述第一竖直平板120远离所述一面墙体

21的一侧相连，所述第一竖直平板120与所述第三竖直平板140、所述第五竖直平板180围成

第三卡槽191；所述第六竖直平板190位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背对所述第一竖直平板120

的一侧，所述第六竖直平板190的一侧与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远离所述另一面墙体22的一

侧相连，所述第二竖直平板130与所述第四竖直平板170、所述第六竖直平板190围成第四卡

槽192；铺设在所述一面墙体21的第一墙板30的一侧卡接于所述第三卡槽191内，铺设在所

述另一面墙体22的第二墙板40的一侧卡接于所述第四卡槽192内。本实施例中，通过在阳角

线条本体100的两侧设置第一竖直平板120与第三竖直平板140、第五竖直平板180围成第三

卡槽191，第二竖直平板130与第四竖直平板170、第六竖直平板190围成第四卡槽192，一面

墙体21上铺设的第一墙板30和另一面墙体22上铺设的第二墙板40分别卡装在第三卡槽191

和第四卡槽192内，使得第一墙板30和第二墙板40与阳角线条本体100之间无缝连接，墙面

的美观度高。

[0029] 作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阳角线条本体100为一体挤出成型

的铝合金件，所述透明胶条300为亚克力材质的一体挤出成型件。本实施例中，阳角线条本

体100和透明胶条300的产品质量可控，且可大批量生产。

[003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带灯带的阳角线条的安装方法，所述带灯带的阳角

线条为如上所述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10，如图1、2所示，包括如下步骤：

[0031] 将灯带200提前粘在阳角线条本体100的条形凹槽110内，然后将透明胶条300的两

侧分别卡入第一卡槽122和第二卡槽132；

[0032] 将阳角线条本体100定位于墙体20的阳角处，使用螺钉将第三竖直平板140与一面

墙体21固定；

[0033] 将第一墙板30的一侧卡接于第三卡槽191内，将第二墙板40的一侧卡接于第四卡

槽192内。

[003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带灯带的阳角线条10通过设置阳角线条本体100具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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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背对墙体20的阳角的条形凹槽110以设置灯带200，透明胶条300封盖条形凹槽110的开口

以对灯带200进行防护，灯带200发出的光亮透过透明胶条300可增强阳角线条10的视觉效

果和装饰风格，从而提高用户使用体验。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各种

等效的修改或替换，这些修改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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