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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及其

安装方法，涉及标识牌，解决普通标识牌拆卸后

会在墙面上留下缺陷的问题，悬挂结构包括安装

板、悬挂板，安装板与悬挂板之间设置有连接结

构，连接结构包括开设于安装板上的插接口、开

设于安装板上的配合槽、开设于配合槽的内壁上

的咬合槽、固定于悬挂板上的插接块、一体设置

于插接块上的咬合条，配合槽的截面尺寸等于插

接块的截面尺寸，插接块嵌入配合槽内时，咬合

条和咬合槽相互啮合，且在安装板上设置有用于

填补插接口和配合槽的挡位机构；这种会议标牌

悬挂结构在拆掉标识牌和悬挂板后，能够隐藏于

墙体内，并由挡位机构填补安装板上的空洞，减

少墙体表面的突兀感，从而达到提高墙面美观度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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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包括安装板(1)、悬挂板(2)，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板(1)与

悬挂板(2)之间设置有连接结构(3)，所述连接结构(3)包括开设于安装板(1)上的插接口

(31)、开设于安装板(1)上且与插接口(31)连通的配合槽(32)、开设于配合槽(32)的内壁上

且沿配合槽(32)的深度方向排列分布的咬合槽(33)、固定于悬挂板(2)上的插接块(34)、一

体设置于插接块(34)上且沿插接块(34)的长度方向分布的咬合条(35)，所述配合槽(32)的

截面尺寸等于插接块(34)的截面尺寸，所述插接块(34)嵌入配合槽(32)内时，咬合条(35)

和咬合槽(33)相互啮合，且在安装板(1)上设置有用于填补插接口(31)和配合槽(32)的挡

位机构(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配合槽(32)与插接

口(31)相连通的开口尺寸小于插接口(31)的宽度，且配合槽(32)的宽度在朝着远离插接口

(31)一侧延伸的过程中逐渐减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位机构(4)包括

嵌设于插接口(31)和配合槽(32)内的挡位块(41)、嵌设于插接口(31)和配合槽(32)内且用

于驱使挡位块(41)朝向脱离安装板(1)一侧运动的驱动件(42)，所述挡位块(41)在驱动件

(42)的驱使下与安装板(1)的表面相平齐，且在模板上设置有用于限制挡位块(41)从插接

口(31)内脱出的限位组件(4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位块(41)包括位

于插接口(31)内的抵挡部(411)、位于配合槽(32)内的填补部(412)，所述填补部(412)与抵

挡部(411)组合后的截面与插接口(31)和配合槽(32)组合后的截面形状相同，且在抵挡部

(411)和填补部(412)之间设置有用于将抵挡部(411)和填补部(412)进行联动的联动组件

(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组件(5)包括

开设于抵挡部(411)侧壁上的联动槽(51)、一体设置于填补部(412)侧壁上的联动块(52)，

所述联动块(52)远离填补部(412)的一端嵌设于联动槽(51)内。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组件(43)包括

开设于插接口(31)的侧壁上且分别位于抵挡部(411)两侧的限位槽(431)、开设于抵挡部

(411)侧壁上的限位孔(432)、嵌设于限位孔(432)内的弹性件(433)、嵌设于限位孔(432)内

且分别位于弹性件(433)两侧的限位柱(434)，两根所述限位柱(434)相互背对的一端分别

嵌入两个限位槽(431)内，且弹性件(433)在两个限位柱(434)的挤压下始终处于压缩状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挂板(2)两侧的

侧壁上开设有用于供标识牌插入的插槽(21)，所述插槽(21)的一端与悬挂板(2)远离地面

一侧的侧壁相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S1：在墙壁上开凿墙洞，墙洞的尺寸要大于安装板，并调整墙洞的深度与安装板厚度相

等，然后在墙洞内涂抹胶水，接着再将安装板装入墙洞内，轻轻压实以固定安装板，待胶水

干透后以与墙面相同的材料填补安装板与墙洞之间的空隙，完成安装板的安装；

S2：将悬挂板上的插接块对准安装板上的插接口，然后将悬挂板推向安装板，使两者相

抵触，之后再向下拉动悬挂板，让悬挂板上的插接块由插接口转入配合槽内与咬合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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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合，完成悬挂板的安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

中，墙洞在开凿后，还需要进行修整清洁，具体操作方法为：先用砂纸对墙洞内壁以及边角

进行打磨，至露出砖石结构为止，然后用湿毛巾敷贴于墙洞底部，并用手沿垂直于墙面的方

向对湿毛巾进行施压，之后沿同一方向对墙面反复擦拭3~5次，在擦拭完墙洞后，再用吹风

机将墙洞内的水分吹干，并且在吹干的过程中还需要用毛刷对墙洞进行清扫，完成吹干作

业后需静置30min以上方可进行下步操作。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1中，胶水的涂抹步骤为：首先在墙洞内壁上涂刷一层结构胶，然后贴上一层网布，之后在

网布上再刷一层结构胶，结构胶需要将网布完全浸湿，随后再贴一层滤布，最后在滤布表面

再刷一层结构胶后才能将安装板装入墙洞内。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686235 A

3



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及其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标识牌，特别涉及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及其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标识牌是融合规划、建筑、空间、雕塑、逻辑、色彩、美学以及材质于一体的产物，除

了作为指示标志以外，它还能够起到装饰的作用。

[0003] 目前，授权公告号为CN206741825U的中国发明公开了一种便于拆装的多用途标

牌，包括标牌本体，所述标牌本体的上端设有反光贴，所述标牌本体的内部设有插槽，所述

插槽的内部设有标签板，所述插槽的开口处通过销轴铰接有封盖，所述封盖的侧面设有卡

头，所述标牌本体的内部设有与卡头相匹配的卡槽，所述标牌本体的下端设有缓冲棉，所述

缓冲面的下端设有粘结层，所述粘结层的下端设有油纸层。

[0004] 大多数标识牌在悬挂时，通常在墙面上打孔，或者如上述标牌一样，采用不干胶胶

粘的形式，但是这两种安装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在拆除标牌后，会在墙面上留

下孔洞或者不干胶在拆除时会将墙面上的石灰装饰层剥落，都会造成墙面受损，从而导致

墙面美观度下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提供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能够在拆除标识牌和悬挂板

后，使安装板隐藏于墙体内，隐藏墙体上的空洞缺陷，从而达到提高墙面美观度的目的。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

构，包括安装板、悬挂板，所述安装板与悬挂板之间设置有连接结构，所述连接结构包括开

设于安装板上的插接口、开设于安装板上且与插接口连通的配合槽、开设于配合槽的内壁

上且沿配合槽的深度方向排列分布的咬合槽、固定于悬挂板上的插接块、一体设置于插接

块上且沿插接块的长度方向分布的咬合条，所述配合槽的截面尺寸等于插接块的截面尺

寸，所述插接块嵌入配合槽内时，咬合条和咬合槽相互啮合，且在安装板上设置有用于填补

插接口和配合槽的挡位机构。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安装板作为悬挂板与墙体之间的连接部件，而悬挂板则用于

供标识牌安装，使标识牌能够挂设于墙体上；当悬挂板上的插接块嵌入配合槽内与咬合槽

形成啮合时，能够限制悬挂板朝向远离安装板的一侧运动，并且挡位机构会封堵插接口，限

制插接块与咬合槽脱离啮合，从而使得悬挂板不容易与安装板发生脱离；在安装时只需要

将安装板内嵌于墙体上，并使安装板表面与墙体表面相平齐，就能够在拆除悬挂板时，由挡

位机构填补插接口和配合槽的空洞，使安装板与墙体浑然一体，从表面上看不出墙面有损

坏，从而达到提高墙面美观度的目的。

[0008]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配合槽与插接口相连通的开口尺寸小于插接口的宽

度，且配合槽的宽度在朝着远离插接口一侧延伸的过程中逐渐减小。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插接块的尺寸肯定必须与配合槽相同，将插接口的尺寸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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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于配合槽后，那么在拼接安装板和悬挂板的过程中，就能够方便插接块嵌入；而将配合

槽的宽度设置成逐渐缩窄，则能够使插接块在逐渐进入配合槽的过程中，让咬合条慢慢地

与咬合槽形成啮合，并随着插接块的深入，两者之间咬合度逐渐紧密，从而使得插接块与咬

合槽之间不容易出现脱离连接的情况。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位机构包括嵌设于插接口和配合槽内的挡位块、

嵌设于插接口和配合槽内且用于驱使挡位块朝向脱离安装板一侧运动的驱动件，所述挡位

块在驱动件的驱使下与安装板的表面相平齐，且在模板上设置有用于限制挡位块从插接口

内脱出的限位组件。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连接悬挂板和安装板时，先将插接块嵌入插接口内，插接块

会对挡位块产生推挤，使挡位块缩入插接口内，然后将插接块朝向配合槽的一侧拉动，使插

接块嵌入配合槽内即可完成悬挂板和连接板的安装；在将悬挂板从安装板上拆下时，挡位

块则会在驱动件的驱使下向外弹出，并与安装板的表面相平齐，将插接口和配合槽填补，使

安装板的表面呈平整状态，从而达到提高墙面美观度的目的。

[0012]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位块包括位于插接口内的抵挡部、位于配合槽内

的填补部，所述填补部与抵挡部组合后的截面与插接口和配合槽组合后的截面形状相同，

且在抵挡部和填补部之间设置有用于将抵挡部和填补部进行联动的联动组件。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将挡位块分割设置后，当悬挂板上的插接块进入配合槽内

与咬合槽形成啮合时，抵挡部能够在驱动件的驱使下向外弹出，对插接口进行封堵，阻挡插

接块从配合槽进入插接口内，使得插接块不容易与咬合槽发生分离，从而达到限制悬挂板

与安装板发生分离的目的。

[0014]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联动组件包括开设于抵挡部侧壁上的联动槽、一体

设置于填补部侧壁上的联动块，所述联动块远离填补部的一端嵌设于联动槽内。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将联动块设置于填补部上，而将联动槽设置于抵挡部上的好

处在于，当将抵挡部往插接口内按压时，抵挡部会通过联动块带动填补部一起朝向缩入安

装板的一侧运动，从而方便插接块从插接块移入配合槽内，而在插接块进入配合槽后，抵挡

部则能够在驱动件的驱使下向外弹出，封挡住插接口，阻挡插接块从配合槽内脱出，从而达

到限制悬挂板和安装板发生分离的目的。

[0016]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限位组件包括开设于插接口的侧壁上且分别位于抵

挡部两侧的限位槽、开设于抵挡部侧壁上的限位孔、嵌设于限位孔内的弹性件、嵌设于限位

孔内且分别位于弹性件两侧的限位柱，两根所述限位柱相互背对的一端分别嵌入两个限位

槽内，且弹性件在两个限位柱的挤压下始终处于压缩状态。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安装时，先将填补部放入配合槽内，然后再挤压两个限位

柱，使两个限位柱缩入限位孔内，然后再将抵挡部放入插接口内，并使填补部上的联动块滑

入联动槽内，随后将抵挡部按入插接口内，当限位孔与限位槽相对准时，两个限位柱就会在

弹性件的驱使下弹出限位孔，并嵌入限位槽内，此时由于有限位柱的限制作用，即使放开抵

挡部，抵挡部也不会从插接口内完全脱出，而抵挡部又能够通过联动槽和联动块的配合卡

住填补部，从而达到限制抵挡部和填补部从安装板上脱落的目的。

[0018]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悬挂板两侧的侧壁上开设有用于供标识牌插入的插

槽，所述插槽的一端与悬挂板远离地面一侧的侧壁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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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悬挂板两侧的插槽能够供标识牌插接，并且在标识牌插接后，

能够挂住标识牌，从而使得标识牌能够进行悬挂。

[0020]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提供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的安装方法，能够将标牌悬挂结

构隐藏于墙体内，减少墙体表面的差异感，从而达到提高墙面美观度的目的。

[0021]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

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墙壁上开凿墙洞，墙洞的尺寸要大于安装板，并调整墙洞的深度与安装板厚度相

等，然后在墙洞内涂抹胶水，接着再将安装板装入墙洞内，轻轻压实以固定安装板，待胶水

干透后以与墙面相同的材料填补安装板与墙洞之间的空隙，完成安装板的安装；

S2：将悬挂板上的插接块对准安装板上的插接口，然后将悬挂板推向安装板，使两者相

抵触，之后再向下拉动悬挂板，让悬挂板上的插接块由插接口转入配合槽内与咬合槽形成

啮合，完成悬挂板的安装。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开凿墙洞用于对安装板进行隐藏，而填补缝隙则能够使安装

板与墙体的整体度更好，减少墙体表面的差异化，从而提高墙面的美观度；悬挂板用于供标

识牌挂设，并且在不需要时，还能将悬挂板拆下，并且在悬挂板拆下后，安装板上的挡位机

构还能填补插接口和配合槽，隐藏安装板上的空洞，减少墙面突兀感，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

墙体美观度的目的。

[0023]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1中，墙洞在开凿后，还需要进行修整清洁，具

体操作方法为：先用砂纸对墙洞内壁以及边角进行打磨，至露出砖石结构为止，然后用湿毛

巾敷贴于墙洞底部，并用手沿垂直于墙面的方向对湿毛巾进行施压，之后沿同一方向对墙

面反复擦拭3~5次，在擦拭完墙洞后，再用吹风机将墙洞内的水分吹干，并且在吹干的过程

中还需要用毛刷对墙洞进行清扫，完成吹干作业后需静置30min以上方可进行下步操作。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对墙洞进行打磨，主要考虑到安装板的安装牢固性，砖石基础

外面有水泥或石灰层时，如果是防渗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墙面在经常受潮后容易发生剥落，

这样安装板就容易发生脱落，导致墙面开裂，将安装板与墙体的砖石结构直接相连的话，安

装板与墙体之间的连接结构就会比较牢固，从而使得安装板更加耐用；而对墙洞进行清洁，

则是因为墙面在凿出墙洞以及打磨后，墙面上肯定会附着很多粉尘，这些粉尘会严重影响

胶水与墙体之间的粘结力，用湿毛巾擦拭能够通过水的张力将粉尘从墙面上抹掉，而之所

以沿同一个方向进行反复擦拭，则是因为抹过墙面的湿毛巾上沾染了粉尘，这些粉尘在湿

毛巾回抹的过程中又会附着到墙面上，若只沿一个方向进行擦拭，则能够尽可能减少湿毛

巾上的粉尘再次附着到墙洞内壁上，从而使墙面的清洁更加彻底；被湿毛巾抹过后，墙洞的

内壁上肯定会附着有水分，这些水分也会严重影响胶水与墙面之间的粘结力，用吹风机对

墙洞进行吹风则能够清除这些水分，使踢脚线槽的内壁尽可能保持干燥，从而使踢脚板能

够胶粘的更加牢固。

[0025]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S1中，胶水的涂抹步骤为：首先在墙洞内壁上涂

刷一层结构胶，然后贴上一层网布，之后在网布上再刷一层结构胶，结构胶需要将网布完全

浸湿，随后再贴一层滤布，最后在滤布表面再刷一层结构胶后才能将安装板装入墙洞内。

[0026] 胶水固化后，会变脆，当安装板受到撞击时，可能会导致胶水破碎，那么安装板就

很容易从墙体上脱落，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胶水中内浸网布和滤布后，由于网布和滤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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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柔性材料，并且还是渗透性很好的材料，故而能够在胶水涂抹的过程中让胶水完全浸透，

这样胶水固化后的强度不会受到影响，同时，网布和滤布能够在固化的胶水破碎后拉住胶

水碎块，使其藕断丝连，这样只要还有胶水是与墙体胶粘住的，那么安装板就不容易从墙体

上脱落，从而达到提高安装板安装牢固度的目的。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这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在拆掉标识牌和悬挂板后，能够隐藏于墙体内，并由挡位机

构填补安装板上的空洞，减少墙体表面的突兀感，从而达到提高墙面美观度的目的；

2.分体式的挡位块，既能够实现插接口与配合槽的填补功能，又能够在插接块与咬合

槽相互啮合后阻挡插接块从配合槽内脱出，从而在保证安装板隐藏性的同时，使得悬挂板

能够安装得更加牢固；

3.墙洞的开凿、清理及涂胶方式能够尽可能减少粉尘对胶水强度的影响，从而使得安

装板的连接更加牢固。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图，其中，安装板做局部剖切处理；

图2是图1中位于A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3是本发明挡位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安装板；2、悬挂板；21、插槽；3、连接结构；31、插接口；32、配合槽；33、咬合

槽；34、插接块；35、咬合条；4、挡位机构；41、挡位块；411、抵挡部；412、填补部；42、驱动件；

43、限位组件；431、限位槽；432、限位孔；433、弹性件；434、限位柱；5、联动组件；51、联动槽；

52、联动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包括安装板1、悬挂板2，安装板1内嵌于墙体内，悬

挂板2通过连接结构3与安装板1相连，且在悬挂板2相互背对的两个侧壁上开设有用于供标

识牌插接的插槽21，插槽21的一侧与悬挂板2上位于两道插槽21之间的那个侧壁相连通。

[0032] 连接结构3包括插接口31、配合槽32、咬合槽33、插接块34、咬合条35，插接口31至

少设置有四个，开设于安装板1上，且分布于安装板1的各个边角处；配合槽32的数量与插接

口31相等，开设于模板上位于插接口31下方的位置，且一侧与插接口31相连通；配合槽32与

插接口31相通的通口宽度小于插接口31的尺寸，且配合槽32的宽度在朝着远离插接口31一

侧延伸的过程中逐渐减小；咬合槽33开设于配合槽32的内壁上，且咬合槽33之间沿着配合

槽32的深度逐层排列。

[0033] 插接块34的数量与插接口31相等，固定于悬挂板2上，且插接块34的截面形状与配

合槽32相同；咬合条35一体设置于插接块34上，咬合条35呈环状分布于插接块34上，且多个

咬合条35之间沿插接块34的长度方向排列。

[0034] 悬挂板2与安装板1相互拼接的过程中，先将插接块34插入插接口31内，然后将插

接块34朝向配合槽32的一侧拉动，使插接块34进入配合槽32内，让咬合条35和咬合槽33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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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啮合，即完成安装板1与悬挂板2之间的拼接。

[0035] 如图2和图3所示，在安装板1上还设置有挡位机构4，挡位机构4包括挡位块41、驱

动件42、限位组件43，驱动件42为压簧，设置有两个，分别放置于插接口31和配合槽32内；挡

位块41包括抵挡部411和填补部412，填补部412的截面形状与配合槽32相同，先抵挡部411

进行安装，且其嵌设于配合槽32内；抵挡部411的截面形状与插接口31相同，嵌设于插接口

31内，对驱动件42形成挤压，且在抵挡部411和填补部412之间设置有联动组件5。

[0036] 联动组件5包括联动槽51、联动块52，联动槽51开设于抵挡部411的与填补部412相

抵触一侧的侧壁上，且与抵挡部411朝向驱动件42一侧的表面相连通；联动块52一体设置于

填补部412上，且嵌设于联动槽51内，这样当抵挡部411朝向插接口31内缩入时，能够通过联

动块52带动填补部412缩入配合槽32。

[0037] 限位组件43包括限位槽431、限位孔432、弹性件433、限位柱434，限位槽431开设于

插接口31的内壁上，且分布于抵挡部411的两侧；限位孔432开设于抵挡部411的侧壁上且将

抵挡部411贯穿；弹性件433为弹簧，嵌设于限位孔432内；限位柱434设置有两个，分别插设

于限位孔432的两头，并对弹性件433形成挤压，且两个限位块相互背对的一端在弹性件433

的驱使下分别嵌入两个限位槽431内。

[0038] 当抵挡部411和填补部412在驱动件42的驱使下弹起到最大行程时，抵挡部411、填

补部412与安装板1表面相平齐。

[0039] 具体实施过程：在将悬挂板2从安装板1上拆下时，抵挡部411和填补部412会在驱

动件42的驱使下向外弹出，与安装板1的表面相平齐，此时安装板1上的空洞被填补，而安装

板1的表面又是与墙面相平齐的，故而墙面就不容易出现突兀感，从而达到提高墙体美观度

的面对。

[0040] 实施例2：

一种会议标牌悬挂结构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墙壁上开凿墙洞，墙洞的尺寸要大于安装板，并调整墙洞的深度与安装板厚度相

等，墙洞在开凿好后，还需要进行修正清洁，具体操作方法为：先用砂纸对墙洞内壁以及边

角进行打磨，至露出砖石结构为止，然后用湿毛巾敷贴于墙洞底部，并用手沿垂直于墙面的

方向对湿毛巾进行施压，之后沿同一方向对墙面反复擦拭~次，在擦拭完墙洞后，再用吹风

机将墙洞内的水分吹干，并且在吹干的过程中还需要用毛刷对墙洞进行清扫，完成吹干作

业后需静置30min以上方可进行下步操作。

[0041] 墙洞在清洁好后，需要在墙洞内涂抹胶水，胶水的涂抹方法为：首先在墙洞内壁上

涂刷一层结构胶，然后贴上一层网布，之后在网布上再刷一层结构胶，结构胶需要将网布完

全浸湿，随后再贴一层滤布，接着再在滤布表面刷一层结构胶，完成胶水的涂抹。

[0042] 胶水涂抹完成后，还需要进行排气处理，排气操作为：用铁钉在胶水的表面以点状

分布的形式戳出三排以上的凹坑，凹坑的戳动深度以不能牵扯到滤布为准。

[0043] 以上步骤都完成后，还需要做贴胶前处理，具体操作为：先用热风机对结构胶进行

热烘，在热烘时必须来回移动热风机，使结构胶受热均匀，同一处位置的胶水受热风吹的时

间不能超过5秒，避免胶水干燥过度失去粘性，直至结构胶呈半干状态时再将安装板贴上

去，摆正、放牢后轻轻压实，待胶水干透后以与墙面相同的材料填补安装板与墙洞之间的空

隙，完成安装板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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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S2：将悬挂板上的插接块对准安装板上的插接口，然后将悬挂板推向安装板，使两

者相抵触，之后再向下拉动悬挂板，让悬挂板上的插接块由插接口转入配合槽内与咬合槽

形成啮合，完成悬挂板的安装。

[0045] 将这种悬挂结构安装于墙体上后，在不安装悬挂板的情况下，安装板看起来是与

墙面呈一整体的，这样从表面上就看不出墙面有何缺陷，减少空洞、破损对墙面的影响，从

而达到提高墙面美观度的目的。

[0046]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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