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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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406153.6

(22)申请日 2018.08.30

(73)专利权人 广东欧耐特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513000 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下镇新

联村

(72)发明人 李森　

(51)Int.Cl.

E04D 1/12(2006.01)

E04D 1/3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新型屋面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新型屋面瓦，瓦本体由斜板、主瓦体和侧板组

成；斜板和侧板分别设置在主瓦体的相邻两个侧

面上；瓦本体的上表面设置有若干个螺丝孔；斜

板和主瓦体均为开口朝下的壳体；瓦本体的底表

面均布有若干条瓦体加强筋条；瓦体加强筋条沿

瓦本体的宽度方向均匀分布；主瓦体的上表面设

置有防风槽；防风槽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斜板的

一端；侧板的上表面设置有导水槽；瓦本体的底

表面设置有与导水槽相互平行的挡水条；挡水条

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侧板的一侧。在使用本实用

新型时，该结构的瓦片防水、导水性能和抗风性

能好，瓦体质量轻之余能够有足够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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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屋面瓦，它包括有瓦本体；所述瓦本体由斜板（1）、主瓦体（2）和侧板（3）组

成；所述斜板（1）、主瓦体（2）和侧板（3）经一体成型而成；所述斜板（1）和侧板（3）分别设置

在主瓦体（2）的相邻两个侧面上；所述瓦本体的上表面设置有若干个螺丝孔（201）；

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板（1）和主瓦体（2）均为开口朝下的壳体；所述瓦本体的底表面均

布有若干条瓦体加强筋条（4）；所述瓦体加强筋条（4）沿瓦本体的宽度方向均匀分布；所述

主瓦体（2）的上表面设置有防风槽（202）；所述防风槽（202）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斜板（1）的

一端；所述侧板（3）的上表面设置有导水槽（301）；所述瓦本体的底表面设置有与导水槽

（301）相互平行的挡水条（205）；所述挡水条（205）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侧板（3）的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其特征在于：所述瓦体加强筋条（4）上均设

置有两个加强筋缺口（401）；其中一个加强筋缺口（401）设置在斜板（1）的下方；另一个加强

筋缺口（401）设置在主瓦体（2）的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瓦体（2）的上表面设置

有围绕防风槽（202）边缘一圈的凸缘（20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风槽（202）的侧壁上分

别设置有纵向通风口（202a）和横向通风口（202b）；所述纵向通风口（202a）从防风槽（202）

的内腔贯穿凸缘（203）中靠近斜板（1）的一侧边；所述横向通风口（202b）从防风槽（202）的

内腔贯穿凸缘（203）中靠近侧板（3）的一侧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板（3）上靠近斜板（1）的

一端设置有侧板缺口（30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瓦体（2）的底表面设置

有若干个凸台（5）；所述凸台（5）沿瓦本体的宽度方向均匀分布；所述凸台（5）设置在主瓦体

（2）上远离斜板（1）的一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板（1）的底表面设置有

若干个斜板加强筋组（101）；所述斜板加强筋组（101）由两条相交的凸条组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板（3）的底表面设置有

侧板凸条（303）；所述侧板凸条（303）沿瓦本体的长度方向延伸。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瓦体（2）的上表面设置

有短隔条（204）；所述短隔条（204）沿瓦本体的宽度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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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屋面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新型屋面瓦。

背景技术

[0002] 房子的屋面系统大致可以分成坡屋面和平屋面两个系统。坡屋面系统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远古，我国自有史记载以来至清末，房屋建筑几乎都是坡屋面的。国外也大致如此，

不过更具特色和多样性，如有各种尖屋顶、圆球屋顶等。平屋面系统实际是从古代城堡结构

演化而来，伴随着现代混凝土构件的发展，在许多高层建筑上获得了广泛的采用。坡形屋面

基本都使用了屋面瓦。

[0003] 目前在民用仿古住宅、高级公寓、别墅等建筑物中已越来越多采用屋面瓦这种建

筑材料，这样使得屋顶变得特别有风格，能够受到广大用户的喜欢。但现有屋面瓦的防风、

导水的效果还是有所欠佳，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建筑业的需要。另外，现有的屋面瓦的强度和

重量不协调，通常是提高了屋面瓦强度就加重了屋面瓦的重量，或者是减轻了屋面瓦的重

量就降低了屋面瓦强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新型屋面瓦。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所述瓦本体由斜板、主瓦体和侧板组成；所述

斜板、主瓦体和侧板经一体成型而成；所述斜板和侧板分别设置在主瓦体的相邻两个侧面

上；所述瓦本体的上表面设置有若干个螺丝孔；所述斜板和主瓦体均为开口朝下的壳体；所

述瓦本体的底表面均布有若干条瓦体加强筋条；所述瓦体加强筋条沿瓦本体的宽度方向均

匀分布；所述主瓦体的上表面设置有防风槽；所述防风槽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斜板的一端；

所述侧板的上表面设置有导水槽；所述瓦本体的底表面设置有与导水槽相互平行的挡水

条；所述挡水条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侧板的一侧。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瓦体加强筋条上均设置有两个加强筋缺口；其中一个加强筋缺口

设置在斜板的下方；另一个加强筋缺口设置在主瓦体的下方。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主瓦体的上表面设置有围绕防风槽边缘一圈的凸缘。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防风槽的侧壁上分别设置有纵向通风口和横向通风口；所述纵向

通风口从防风槽的内腔贯穿凸缘中靠近斜板的一侧边；所述横向通风口从防风槽的内腔贯

穿凸缘中靠近侧板的一侧边。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侧板上靠近斜板的一端设置有侧板缺口。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主瓦体的底表面设置有若干个凸台；所述凸台沿瓦本体的宽度方

向均匀分布；所述凸台设置在主瓦体上远离斜板的一端。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斜板的底表面设置有若干个斜板加强筋组；所述斜板加强筋组由

两条相交的凸条组成。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718231 U

3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侧板的底表面设置有侧板凸条；所述侧板凸条沿瓦本体的长度方

向延伸。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主瓦体的上表面设置有短隔条；所述短隔条沿瓦本体的宽度方向

延伸。

[0015] 采用上述结构后，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瓦

本体由斜板、主瓦体和侧板组成；斜板、主瓦体和侧板经一体成型而成；斜板和侧板分别设

置在主瓦体的相邻两个侧面上；瓦本体的上表面设置有若干个螺丝孔；斜板和主瓦体均为

开口朝下的壳体；瓦本体的底表面均布有若干条瓦体加强筋条；瓦体加强筋条沿瓦本体的

宽度方向均匀分布；主瓦体的上表面设置有防风槽；防风槽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斜板的一

端；侧板的上表面设置有导水槽；瓦本体的底表面设置有与导水槽相互平行的挡水条；挡水

条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侧板的一侧。在使用本实用新型时，斜板和主瓦体均设置成壳体，降

低瓦的总重量；同时在壳体状瓦体的内腔设置瓦体加强筋条增强瓦体的强度；通过把斜板

和主瓦体均设置成壳体以及在瓦壳体的内腔设置瓦体加强筋条，既能够保证瓦体的强度，

又能够减轻瓦体的总重量；防风槽能够防止大风挂起瓦片；在瓦本体一侧的侧板上设置导

水槽，由于侧板上表面的水平高度低于主瓦体上表面的水平高度，在瓦本体安装后挡水条

设置在侧板的正上方，而挡水条用于把瓦片之间的水导流到导水槽内，防止雨水进入到主

瓦体内；该结构的瓦片防水、导水性能和抗风性能好，瓦体质量轻之余能够有足够的强度。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仰视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

[0020] 1、斜板；101、斜板加强筋组；

[0021] 2、主瓦体；201、螺丝孔；202、防风槽；

[0022] 202a、纵向通风口；202b、横向通风口；203、凸缘；204、短隔条；

[0023] 205、挡水条；

[0024] 3、侧板；301、导水槽；302、侧板缺口；303、侧板凸条；

[0025] 4、瓦体加强筋条；401、加强筋缺口；5、凸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如图1至3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新型屋面瓦，所述瓦本体由斜板1、主瓦体2

和侧板3组成；所述斜板1、主瓦体2和侧板3经一体成型而成；所述斜板1和侧板3分别设置在

主瓦体2的相邻两个侧面上；所述瓦本体的上表面设置有若干个螺丝孔201；螺丝孔201用于

瓦体的安装；所述斜板1和主瓦体2均为开口朝下的壳体；所述瓦本体的底表面均布有若干

条瓦体加强筋条4；所述瓦体加强筋条4沿瓦本体的宽度方向均匀分布；所述主瓦体2的上表

面设置有防风槽202；所述防风槽202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斜板1的一端；所述侧板3的上表

面设置有导水槽301；所述瓦本体的底表面设置有与导水槽301相互平行的挡水条205；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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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水条205设置在瓦本体上远离侧板3的一侧；斜板1和主瓦体2均设置成壳体，降低瓦的总

重量；同时在壳体状瓦体的内腔设置瓦体加强筋条4增强瓦体的强度；通过把斜板1和主瓦

体2均设置成壳体以及在瓦壳体的内腔设置瓦体加强筋条4，既能够保证瓦体的强度，又能

够减轻瓦体的总重量；防风槽202能够防止大风挂起瓦片；在瓦本体一侧的侧板3上设置导

水槽301，由于侧板3上表面的水平高度低于主瓦体2上表面的水平高度，在瓦本体安装后挡

水条205设置在侧板3的正上方，而挡水条205用于把瓦片之间的水导流到导水槽301内，防

止雨水进入到主瓦体2内；该结构的瓦片防水、导水性能和抗风性能好，瓦体质量轻之余能

够有足够的强度。

[002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瓦体加强筋条4上均设置有两个加强筋缺

口401；其中一个加强筋缺口401设置在斜板1的下方；另一个加强筋缺口401设置在主瓦体2

的下方；加强筋缺口401是增强相邻瓦片之间的通风能力，提高瓦片的散热效率。

[002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主瓦体2的上表面设置有围绕防风槽202边

缘一圈的凸缘203；凸缘203的作用是加强瓦体的强度。

[003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防风槽202的侧壁上分别设置有纵向通风

口202a和横向通风口202b；所述纵向通风口202a从防风槽202的内腔贯穿凸缘203中靠近斜

板1的一侧边；所述横向通风口202b从防风槽202的内腔贯穿凸缘203中靠近侧板3的一侧

边；纵向通风口202a和横向通风口202b能够保证防风槽202具有透风能力，提高瓦体之间的

散热效率。

[003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侧板3上靠近斜板1的一端设置有侧板缺口

302；侧板缺口302的作用是增强瓦片的通水能力，防止瓦片积水。

[003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主瓦体2的底表面设置有若干个凸台5；所

述凸台5沿瓦本体的宽度方向均匀分布；所述凸台5设置在主瓦体2上远离斜板1的一端；凸

台5可以增加瓦体下方的透风能力。

[003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斜板1的底表面设置有若干个斜板加强筋

组101；所述斜板加强筋组101由两条相交的凸条组成；斜板加强筋组101能够进一步增强斜

板1位置的强度。

[003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侧板3的底表面设置有侧板凸条303；所述

侧板凸条303沿瓦本体的长度方向延伸；侧板凸条303可以增加瓦体下方的透风能力。

[003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主瓦体2的上表面设置有短隔条204；所述

短隔条204沿瓦本体的宽度方向延伸；短隔条204的作用是用于阻隔水和风进入到瓦本体的

上部。

[0036] 使用本实用新型时，斜板和主瓦体均设置成壳体，降低瓦的总重量；同时在壳体状

瓦体的内腔设置瓦体加强筋条增强瓦体的强度；通过把斜板和主瓦体均设置成壳体以及在

瓦壳体的内腔设置瓦体加强筋条，既能够保证瓦体的强度，又能够减轻瓦体的总重量；斜板

加强筋组和凸缘均能够进一步增强斜板位置的强度；防风槽能够防止大风挂起瓦片；在瓦

本体一侧的侧板上设置导水槽，由于侧板上表面的水平高度低于主瓦体上表面的水平高

度，在瓦本体安装后挡水条设置在侧板的正上方，而挡水条用于把瓦片之间的水导流到导

水槽内，防止雨水进入到主瓦体内；短隔条的作用是用于阻隔水和风进入到瓦本体的上部；

侧板缺口的作用是增强瓦片的通水能力，防止瓦片积水凸台、加强筋缺口和侧板凸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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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瓦体下方的透风能力；纵向通风口和横向通风口能够保证防风槽具有透风能力，提高

瓦体之间的散热效率；该结构的瓦片防水、导水性能和抗风性能好，瓦体质量轻之余能够有

足够的强度。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所述

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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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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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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