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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金属凉亭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技术领域，特指一种金

属凉亭，包括立柱,立柱上端设置有顶梁和横梁，

顶梁或横梁上设置有椽安装条，椽安装条上通过

椽扣件设置有椽子，椽子上设置有瓦片；椽扣件

包括安装在椽安装条上的固定部A和安装椽子的

支撑部A，固定部A和支撑部A上均设置有安装孔

A，椽子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部A上，固定部A通过

螺钉固定在椽安装条上。本实用新型的立柱、顶

梁、横梁、椽安装条、椽子、脊梁等部件连接处通

过不同型号的扣件以及螺钉进行连接，极大的提

升了承重结构的安装强度，同时具有成本低、组

装方便等特点；相比于焊接，上手简单，且极大的

提高了安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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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凉亭，包括立柱(1) ,立柱(1)上端设置有顶梁(2)和横梁(3)，所述顶梁(2)

或横梁(3)上设置有椽安装条(4)，其特征在于：所述椽安装条(4)上通过椽扣件(41)设置有

椽子(5)，椽子(5)上设置有瓦片；所述椽扣件(41)包括安装在椽安装条(4)上的固定部A

(42)和安装椽子(5)的支撑部A(43)，所述固定部A(42)和支撑部A(43)上均设置有安装孔A

(44)，所述椽子(5)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部A(43)上，所述固定部A(42)通过螺钉固定在椽安

装条(4)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部A(42)为向下开口的

槽条结构，所述支撑部A(43)为向上开口的槽条结构，并设置在固定部A(42)的一侧或者两

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梁(2)和横梁(3)通过柱扣

件(31)固定在立柱(1)上，所述柱扣件(31)包括安装在立柱(1)上的安装盘(32)、安装顶梁

(2)或横梁(3)的支撑部B(33)，所述安装盘(32)和支撑部B(33)上均设置有安装孔B(34)，并

通过螺钉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1)为中空的铜管，其内

设置有钢管(8)，钢管(8)并向下延伸至地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梁(2)或者椽安装条(4)的

上端通过环形扣件(21)安装有中心柱(6)，环形扣件(21)包括安装在中心柱(6)上的固定部

C(22)和安装顶梁(2)或者椽安装条(4)的支撑部C(23)，支撑部C(23)周向设置在固定部C

(22)上；所述固定部C(22)和支撑部C(23)均设置有安装孔C(24)，并通过螺钉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心柱(6)上通过环形扣件

(21)设置有脊梁(7)，脊梁(7)上设置有脊瓦(71)，所述脊瓦(71)通过螺钉固定在脊梁(7)

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脊瓦(71)一端的上表面上开

设有安装槽B(72)，盖瓦(61)另一端的下表面上设置有与安装槽B(72)形状相适配的安装条

B(73)。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瓦片包括依次叠放

的底瓦(51)和盖瓦(61)，所述底瓦(51)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带连接孔的连接部A(52)，螺钉通

过连接孔后把底瓦(51)固定在椽子(5)上；所述底瓦(51)和底瓦(51)之间设置有盖瓦(61)，

所述盖瓦(61)也通过螺钉固定在椽子(5)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瓦(51)中部向下凹陷形成

集水槽(53)，其两侧向上弯曲形成止水条(54)，所述盖瓦(61)扣合在相邻两个底瓦(51)的

止水条(54)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金属凉亭，其特征在于：所述盖瓦(61)一端的上表面上

开设有安装槽A(62)，盖瓦(61)另一端的下表面上设置有与安装槽A(62)形状相适配的安装

条A(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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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凉亭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技术领域，特指一种金属凉亭。

背景技术

[0002] 凉亭，建筑在路旁供行人休息的小亭。因为造型轻巧，选材不拘，布设灵活而被广

泛应用在园林建筑之中。常建在花园或公园中的开敞的纳凉亭榭或北铭亭子，常由柱子支

承屋顶建造。

[0003] 目前，为了丰富别墅、庭院、园林的装饰风格，出现了由铜等金属制成的凉亭，其主

要通过焊接而成，由于焊接需要专业的电焊工完成，人工成本比较昂贵，且比较费时费力，

安装效率比较低，更重要是其强度不稳定，偶尔会出现屋顶崩塌的现象，存在比较大的安全

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成本低、承重强度稳定的金属

凉亭。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金属凉亭，包括立柱,立柱上端设置有顶梁和横梁，所述顶梁或横梁上设置有

椽安装条，所述椽安装条上通过椽扣件设置有椽子，椽子上设置有瓦片；所述椽扣件包括安

装在椽安装条上的固定部A和安装椽子的支撑部A，所述固定部A和支撑部A上均设置有安装

孔A，所述椽子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部A上，所述固定部A通过螺钉固定在椽安装条上。

[0007] 优选地，所述固定部A为向下开口的槽条结构，所述支撑部A为向上开口的槽条结

构，并设置在固定部A的一侧或者两侧。

[0008] 优选地，所述顶梁和横梁通过柱扣件固定在立柱上，所述柱扣件包括安装在立柱

上的安装盘、安装顶梁或横梁的支撑部B，所述安装盘和支撑部B上均设置有安装孔B，并通

过螺钉固定。

[0009] 优选地，所述立柱为中空的铜管，其内设置有钢管，钢管并向下延伸至地下。

[0010] 优选地，所述顶梁或者椽安装条的上端通过环形扣件安装有中心柱，环形扣件包

括安装在中心柱上的固定部C和安装顶梁或者椽安装条的支撑部C，支撑部C周向设置在固

定部C上；所述固定部C和支撑部C均设置有安装孔C，并通过螺钉固定。

[0011] 优选地，所述中心柱上通过环形扣件设置有脊梁，脊梁上设置有脊瓦，所述脊瓦通

过螺钉固定在脊梁上。

[0012] 优选地，所述脊瓦一端的上表面上开设有安装槽B，盖瓦另一端的下表面上设置有

与安装槽B形状相适配的安装条B。

[0013] 优选地，所述瓦片包括依次叠放的底瓦和盖瓦，所述底瓦的左右两侧设置有带连

接孔的连接部A，螺钉通过连接孔后把底瓦固定在椽子上；所述底瓦和底瓦之间设置有盖

瓦，所述盖瓦也通过螺钉固定在椽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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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所述底瓦中部向下凹陷形成集水槽，其两侧向上弯曲形成止水条，所述盖

瓦扣合在相邻两个底瓦的止水条上。

[0015] 优选地，所述盖瓦一端的上表面上开设有安装槽A，盖瓦另一端的下表面上设置有

与安装槽A形状相适配的安装条A。

[0016]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突出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的立柱、顶梁、横梁、椽安装条、椽子、脊梁等部件连接处通过不同型

号的扣件进行连接，扣件包括支撑部和固定部，且支撑部和固定部上设置有安装孔，并通过

螺钉与上述部件连接，极大的提升了承重结构的安装强度，同时具有成本低、组装方便等特

点；相比于焊接，上手简单，且极大的提高了安装效率。

[0018] 2、本实用新型的底瓦、盖瓦、脊瓦均通过螺钉固定，提升了安装强度，同时具有成

本低、组装方便、效率高等特点。

[0019] 3、本实用新型底瓦两侧向上弯曲形成止水条，盖瓦和脊瓦之间设置有安装槽和安

装条，其可以方便瓦片的安装，同时防止屋顶漏雨。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凉亭的主支撑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凉亭一角的支撑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椽扣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环形扣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实用新型柱扣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脊扣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一角设置瓦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是本实用新型底瓦和盖瓦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是本实用新型底瓦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0是本实用新型盖瓦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1是本实用新型盖瓦的剖视图。

[0031] 图12是本实用新型脊瓦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32] 图13是本实用新型脊瓦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33] 图中标号所表示的含义：

[0034] 1-立柱；2-顶梁；3-横梁；4-椽安装条；5-椽子；6-中心柱；7-脊梁；8-钢管；9-底座；

[0035] 11-脊扣件；12-固定部D；13-脊支撑部D；14-椽支撑部D；15-安装孔D；

[0036] 21-环形扣件；22-固定部C；23-支撑部C；24-安装孔C；

[0037] 31-柱扣件；32-安装盘；33-支撑部B；34-安装孔B；

[0038] 41-椽扣件；42-固定部A；43-支撑部A；44-安装孔A；

[0039] 51-底瓦；52-连接部A；53-集水槽；54-止水条；55-瓦片状凹凸结构；

[0040] 61-盖瓦；62-安装槽A；63-安装条A；64-连接槽；65-连接凸沿；66-螺钉安装柱；

[0041] 71-脊瓦；72-安装槽B；73-安装条B；74-螺钉安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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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43] 如图1-2所示，一种金属凉亭，包括设置在底座9上的立柱1,为了提升强度，所述立

柱1为中空的铜管，其内设置有钢管8，钢管8并向下延伸至地下。所述立柱1上端设置有顶梁

2和横梁3，所述顶梁2或横梁3上设置有椽安装条4，本实施例中，所述椽安装条4优选安装在

顶梁2上。所述椽安装条4上通过椽扣件41设置有椽子5，椽子5上设置有瓦片。

[0044] 如图3所示，所述椽扣件41包括安装在椽安装条4上的固定部A42和安装椽子5的支

撑部A43，所述固定部A42为向下开口的槽条结构，所述支撑部A43为向上开口的槽条结构，

并设置在固定部A42的一侧或者两侧。所述固定部A42和支撑部A43上均设置有安装孔A44，

所述椽子5通过螺钉固定在支撑部A43上，所述固定部A42通过螺钉固定在椽安装条4上。另

外，为了方便安装，所述固定部A42和支撑部A43形成锐角结构。

[0045] 如图4所示，所述顶梁2或者椽安装条4上端通过环形扣件21安装有中心柱6，环形

扣件21包括安装在中心柱6上的固定部C22和安装顶梁2或者椽安装条4的支撑部C23，支撑

部C23周向设置在固定部C22上；所述固定部C22和支撑部C23均设置有安装孔C24，并通过螺

钉固定。

[0046] 所述中心柱6还通过环形扣件21设置有脊梁7，脊梁7的末端通过脊扣件11固定在

顶梁2上。所述脊扣件11包括设置在顶梁2上的固定部D12、安装脊梁7的脊支撑部D13以及安

装椽安装条4的椽支撑部D14，所述固定部D12、脊支撑部D13以及椽支撑部D14上均设置有安

装孔D15。

[0047] 如图5所示，所述顶梁2和横梁3通过柱扣件31固定在立柱1上，所述柱扣件31包括

安装在立柱1上的安装盘32、安装顶梁2或横梁3的支撑部B33，支撑部B33倾斜设置，所述安

装盘32和支撑部B33上均设置有安装孔B34，并通过螺钉固定。

[0048] 本实用新型的立柱、顶梁、横梁、椽安装条、椽子、脊梁等部件均为金属件，优选材

料为铜，且其连接固定处通过不同型号的扣件进行连接，扣件包括支撑部和固定部，且支撑

部和固定部上设置有安装孔，并通过螺钉与上述部件连接，极大的提升了承重结构的安装

强度，同时具有成本低、组装方便等特点；相比于焊接，上手简单，且极大的提高了安装效

率。

[0049] 如图7-8所示，所述瓦片包括依次叠放的底瓦51和盖瓦61，所述底瓦51的左侧或/

和右侧设置有带连接孔的连接部A52，优选连接部A52设置在底瓦51的左右两侧并均匀分

布，螺钉通过连接孔后把底瓦51固定在椽子5上。所述底瓦51和底瓦51之间设置有盖瓦61，

所述盖瓦61也通过螺钉固定在椽子5上。

[0050] 如图9所示，所述底瓦51中部向下凹陷形成集水槽53，其两侧向上弯曲形成止水条

54，所述盖瓦61扣合在相邻两个底瓦51的止水条54上，防止漏水。所述集水槽53的底部成型

有瓦片状凹凸结构55，且能够连接上下级底瓦51。瓦片状凹凸结构55的设计一方面方便底

瓦安装，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底瓦的强度，而且，本实用新型的底瓦相当于多片传统的瓦片

一体压铸成型，减少了瓦片的安装次数，从而提高安装效率。

[0051] 如图10-11所示，所述盖瓦61的一端中部延伸设置有连接部B，连接部B的上表面上

开设有安装槽A62，盖瓦61的另一端下表面上设置有与安装槽A62形状相适配的安装条A63，

安装槽A62一方面方便进行安装槽A62的安装；另一方面，进入安装间隙的雨水可以沿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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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槽A62流入集水槽53，这样防止雨水通过安装间隙进入亭内。当盖瓦61通过连接部B相互

连接时，盖瓦61的主体外表面首尾连接，并设置在同一曲面上，看上去更加美观。所述安装

槽A62的内壁开设有连接槽64，所述盖瓦61的另一端延伸设置有连接凸沿65，所述连接凸沿

65卡接在下一级盖瓦61的连接槽64内。所述安装槽A62外侧的盖瓦61端部设置有螺钉安装

柱66，所述螺钉安装柱66内设置有螺钉安装孔A，螺钉安装柱66可以固定盖瓦的同时防止盖

瓦变形，提升盖瓦的结构稳定性。本实用新型盖瓦61的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椽子上，另一端

通过连接凸沿65固定在另外的盖瓦61上，实现了可靠固定，避免瓦片因大风而刮落。

[0052] 如图12-13所示，所述椽连接条4上设置有脊梁7，脊梁7上设置有脊瓦71，所述脊瓦

71通过螺钉固定在脊梁7上。脊瓦71的结构和盖瓦61基本相似，所述脊瓦71一端中部延伸设

置有连接部C，连接部C的上表面上开设有安装槽B72，盖瓦61另一端的下表面上设置有与安

装槽B72形状相适配的安装条B73。所述安装槽B72外侧的脊瓦71端部设置有螺钉安装部74，

所述螺钉安装部74内设置有螺钉安装孔B。

[0053] 本实用新型的底瓦、盖瓦、脊瓦均通过螺钉固定，提升了安装强度，具有成本低、组

装方便等特点；相比于焊接，上手简单，且极大的提高了安装效率。

[0054] 优选地，所述底瓦51、盖瓦61、脊瓦71均压铸成型的金属件，所述金属件的材质优

选为铜，具有制作方便、生产成本低等优点。

[0055]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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