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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

墙的组框结构，包括底边框(1)，底边框(1)上方

设有通风器(2)，底边框(1)两端设有侧边框(3)，

底边框(1)和两个侧边框(3)之间呈三角形排布；

所述底边框(1)和侧边框(3)之间还设有倾斜玻

璃(4)，底边框(1)和侧边框(3)之间的连接端设

有底部角码(5)，两个侧边框(3)之间的顶部连接

端设有顶部角码(6)；所述底边框(1)和侧边框

(3)内均设有贯通的腔体，底部角码(5)和顶部角

码(6)分别与对应的腔体相配合。本发明具有能

够有效提高产品质量以及组装方便的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8页

CN 112627400 A

2021.04.09

CN
 1
12
62
74
00
 A



1.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底边框(1)，底边框(1)

上方设有通风器(2)，底边框(1)两端设有侧边框(3)，底边框(1)和两个侧边框(3)之间呈三

角形排布；所述底边框(1)和侧边框(3)之间还设有倾斜玻璃(4)，底边框(1)和侧边框(3)之

间的连接端设有底部角码(5)，两个侧边框(3)之间的顶部连接端设有顶部角码(6)；所述底

边框(1)和侧边框(3)内均设有贯通的腔体，底部角码(5)和顶部角码(6)分别与对应的腔体

相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边框(1)包括底边框体(101)，底边框体(101)内设有底部前腔(102)和底部后腔(103)，底

边框体(101)上表面的中部设有通风器安装槽(10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其特征在于：底边

框体(101)前侧的内端设有玻璃挡边(105)，玻璃挡边(105)外侧设有倾斜面(106)，底边框

体(101)前侧还设有与玻璃挡边(105)相配合的卡槽(107)，卡槽(107)上设有底部玻璃压线

(10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侧边框(3)包括侧边框体(301)，侧边框体(301)内设有侧边前腔(302)和侧边后腔(303)；侧

边框体(301)的内壁上经螺栓连接有滑动边框(304)，滑动边框(304)端部设有侧边玻璃压

线(305)；所述侧边框体(301)的后端还设有连接安装槽(30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滑动边框(304)包括框体(307)，框体(307)上设有玻璃安装开口(308)，玻璃安装开口(308)

的一端设有挡板(309)，玻璃安装开口(308)另一端设有卡接槽(310)，侧边玻璃压线(305)

与卡接槽(310)相配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顶部角码(6)和底部角码(5)均包括呈V型结构的角码本体(7)，角码本体(7)内设有多个螺

钉安装孔(8)；角码本体(7)的外壁上设有限位凸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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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特别是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

的组框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幕墙(reflection  glass  curtainwall)，是指由支承结构体系可相对主体结

构有一定位移能力、不分担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或装饰结构。随着科技的

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异形结构的玻璃幕墙开始出现，如菱形结构的玻璃幕墙、三角形结构的

玻璃幕墙等等。而为了保证建筑物的通风性能，往往会在玻璃幕墙的一些特定位置设置通

风窗和通风器，针对三角形或者菱形结构的玻璃幕墙，其通风窗往往是三角形结构，由组框

和倾斜设置在组框内的玻璃组成。现有的组框是工人在现场进行切割然后拼框而成，产品

较为粗糙，质量也不高，易产生漏水等现象；而且工人现场切割所耗费的时间也较长，组装

也较为麻烦。因此，现有的技术存在着产品质量不佳以及组装麻烦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本发明具有

能够有效提高产品质量以及组装方便的特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包括底边框，底边

框上方设有通风器，底边框两端设有侧边框，底边框和两个侧边框之间呈三角形排布；所述

底边框和侧边框之间还设有倾斜玻璃，底边框和侧边框之间的连接端设有底部角码，两个

侧边框之间的顶部连接端设有顶部角码；所述底边框和侧边框内均设有贯通的腔体，底部

角码和顶部角码分别与对应的腔体相配合。

[0005] 前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中，所述底边框包括底边框体，

底边框体内设有底部前腔和底部后腔，底边框体上表面的中部设有通风器安装槽。

[0006] 前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中，底边框体前侧的内端设有玻

璃挡边，玻璃挡边外侧设有倾斜面，底边框体前侧还设有与玻璃挡边相配合的卡槽，卡槽上

设有底部玻璃压线。

[0007] 前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中，所述侧边框包括侧边框体，

侧边框体内设有侧边前腔和侧边后腔；侧边框体的内壁上经螺栓连接有滑动边框，滑动边

框端部设有侧边玻璃压线；所述侧边框体的后端还设有连接安装槽。

[0008] 前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中，所述滑动边框包括框体，框

体上设有玻璃安装开口，玻璃安装开口的一端设有挡板，玻璃安装开口另一端设有卡接槽，

侧边玻璃压线与卡接槽相配合。

[0009] 前述的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中，所述顶部角码和底部角码均

包括呈V型结构的角码本体，角码本体内设有多个螺钉安装孔；角码本体的外壁上设有限位

凸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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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是由底边框、两个侧边框以及底部角码和顶部角码拼装

而成的三角形框，并通过螺栓固定，三角形框在工厂就能够实现组装，保证产品的精细度，

还能够提高组框后整体的水密封性能，进而提高产品整体的质量。本发明通过在底边框和

侧边框内均开设贯通的腔体，并通过底部角码和顶部角码插入腔体，并在角码上设置螺钉

安装孔，完成底边框和侧边框之间的连接，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而且产品的刚度也能够得

到保证。同时，本发明通过在底边框上设置通风器安装槽，不仅便于安装通风器，还能够有

效提高整体的通风性能。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能够有效提高产品质量以及组装方便的特

点。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的安装视图；

[0012] 图2是图1中的A‑A向视图；

[0013] 图3是图1中的B‑B向视图；

[0014] 图4是三角组框的结构视图；

[0015] 图5是两个侧边框的连接视图；

[0016] 图6是侧边框与底边框的连接视图；

[0017] 图7是顶部角码的角码的结构视图；

[0018] 图8是侧边框与倾斜玻璃之间的安装视图；

[0019] 图9是滑动边框的结构视图；

[0020] 图10是底边框与倾斜玻璃之间的安装视图。

[0021] 附图中的标记为：1‑底边框，2‑通风器，3‑侧边框，4‑倾斜玻璃，5‑底部角码，6‑顶

部角码，7‑角码本体，8‑螺钉安装孔，9‑限位凸块，101‑底边框体，102‑底部前腔，103‑底部

后腔，104‑通风器安装槽，105‑玻璃挡边，106‑倾斜面，107‑卡槽，108‑底部玻璃压线，301‑

侧边框体，302‑侧边前腔，303‑侧边后腔，304‑滑动边框，305‑侧边玻璃压线，306‑连接安装

槽，307‑框体，308‑玻璃安装开口，309‑挡板，310‑卡接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限制的依

据。

[0023] 实施例。一种倾斜通风型三角玻璃幕墙的组框结构，构成如图1至图10所示，包括

底边框1，底边框1上方设有通风器2，底边框1两端设有侧边框3，底边框1和两个侧边框3之

间呈三角形排布；所述底边框1和侧边框3之间还设有倾斜玻璃4，底边框1和侧边框3之间的

连接端设有底部角码5，两个侧边框3之间的顶部连接端设有顶部角码6；所述底边框1和侧

边框3内均设有贯通的腔体，底部角码5和顶部角码6分别与对应的腔体相配合。

[0024] 所述底边框1包括底边框体101，底边框体101内设有底部前腔102和底部后腔103，

底边框体101上表面的中部设有通风器安装槽104。

[0025] 底边框体101前侧的内端设有玻璃挡边105，玻璃挡边105外侧设有倾斜面106，底

边框体101前侧还设有与玻璃挡边105相配合的卡槽107，卡槽107上设有底部玻璃压线108。

[0026] 所述侧边框3包括侧边框体301，侧边框体301内设有侧边前腔302和侧边后腔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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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框体301的内壁上经螺栓连接有滑动边框304，滑动边框304端部设有侧边玻璃压线

305；所述侧边框体301的后端还设有连接安装槽306。

[0027] 所述滑动边框304包括框体307，框体307上设有玻璃安装开口308，玻璃安装开口

308的一端设有挡板309，玻璃安装开口308另一端设有卡接槽310，侧边玻璃压线305与卡接

槽310相配合。

[0028] 所述顶部角码6和底部角码5均包括呈V型结构的角码本体7，角码本体7内设有多

个螺钉安装孔8；角码本体7的外壁上设有限位凸块9。

[0029] 角码本体的外壁上设有限位凸块，保证角码与边框之间连接位置的精确性。

[0030] 本发明的安装过程：在工厂生产相应结构的底边框和侧边框，将底部角码插入底

边框的底部前腔和底部后腔，并用螺钉与底部角码上的螺钉安装孔相连，然后将侧边框插

入底部角码的上部，底部角码与侧边框内的侧边前腔和侧边后腔相配合，并用螺钉固定；两

个侧边框完成底部的连接后，将顶部角码插入两侧边框顶部的侧边前腔和侧边后腔，用螺

钉将顶部角码与侧边框连接固定，完成组框的拼装。组框角码型材与组框型材的腔体间隙

配合，组框时带胶操作，保证了组框后整体的水密性能。

[0031] 倾斜玻璃的安装过程为：根据设计尺寸要求，将滑动边框安装固定在侧边框体的

内壁上，然后将三角玻璃的底边安装在玻璃挡边内，三角玻璃的两侧边放置在滑动边框内，

然后将底部玻璃压线、侧边玻璃压线分别卡接在卡槽和卡接槽内，完成的倾斜玻璃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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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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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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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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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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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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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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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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