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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材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

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包括正脊瓦、三通瓦、斜脊

瓦、正脊堵头、斜脊堵头、自攻螺丝、主瓦、滴水瓦

和分檐；本实用新型设置了装饰部使本实用新型

能根据安装场所调整脊瓦的张开程度，从而提高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范围、提高产品耐用度，同时

利用装饰部展现仿古纹路，使得产品能根据用户

需求呈现不同表现效果，提高产品竞争力，另外，

本实用新型通过搭接和带盖的自攻螺丝进行安

装，具有远高于现有产品的防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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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正脊瓦(1)、三通瓦(2)、斜脊瓦(3)、正脊堵头

(4)、斜脊堵头(5)、自攻螺丝(6)、主瓦(7)、滴水瓦(71)和分檐(72)，所述正脊瓦(1)一端通

过三通瓦(2)与斜脊瓦(3)一端搭接，另一端与正脊堵头(4)搭接，所述斜脊瓦(3)另一端与

斜脊堵头(5)搭接，所述正脊瓦(1)包括位于中部的第一拱形部(11)、连接在第一拱形部

(11)两侧且具有仿古纹路(9)的第一装饰部(12)以及连接在第一装饰部(12)底部且用于搭

接主瓦(7)的第一延伸部(13)，所述斜脊瓦(3)包括位于中部的第二拱形部(31)、连接在第

二拱形部(31)两侧且具有仿古纹路(9)的第二装饰部(32)以及连接在第二装饰部(32)底部

且用于搭接主瓦(7)的第二延伸部(33)，所述第一延伸部(33)、第二延伸部(33)均通过自攻

螺丝(6)与主瓦(7)固定连接，所述主瓦(7)为倾斜设置的合成树脂琉璃瓦，其底边与滴水瓦

(71)固定连接，其靠近正脊堵头(4)的斜边与分檐(72)固定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自攻螺丝(6)为带盖螺丝，

其包括置于第一延伸部(13)或第二延伸部(33)上的垫盖(61)、穿过垫盖(61)的螺丝本体

(62)和扣合在垫盖(61)上而将螺丝本体(62)遮盖的帽盖(6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正脊瓦(1)、斜脊瓦(3)、三

通瓦(2)、正脊堵头(4)、斜脊堵头(5)上均设有用于限位搭接的凸棱(8)。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檐(72)包括与主瓦(7)

斜边底面配合的波浪状翻边(721)和与波浪状翻边(721)连接且具有仿古纹路(9)的檐边

(722)。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滴水瓦(71)包括与主瓦

(7)底边底面配合的筒瓦边(711)和连接在筒瓦边(711)下边缘且依次交替设置的勾头片

(712)和滴水片(713)。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斜脊堵头(5)底部具有U型

防水边(5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装饰部(12)与第一拱

形部(11)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一折边过渡部(14)，所述第二装饰部(32)与第二拱形部

(31)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二折边过渡部(34)。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装饰部(12)与第一延

伸部(13)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三折边过渡部(15)，所述第二装饰部(32)与第二延伸部

(33)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四折边过渡部(35)。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正脊瓦(1)的第一延伸部

(13)上具有若干从第一装饰部(12)端面向外延伸且为等距设置的弧面凸起(16)。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仿古纹路(9)为外凸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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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树脂瓦顶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树脂瓦屋顶。

背景技术

[0002] 合成树脂瓦，是运用高新化学化工技术研制而成的新型建筑材料，具有重量轻、强

度大、防水防潮、防腐阻燃、隔音隔热等多种优良特性，普遍适用于开发区平改坡、农贸市

场、商场、住宅小区、新农村建设居民高档别墅、雨篷、遮阳篷、仿古建筑等。

[0003] 传统琉璃瓦瓦顶组件主要包括正脊、斜脊、滴水、筒瓦、板瓦、勾头、合角筒瓦和分

檐瓦，而合成树脂瓦则仅需正脊瓦、斜脊瓦、三通、堵头、滴水瓦、分檐瓦、主瓦组成，其中，正

脊瓦和斜脊瓦普遍由中部拱形片和两侧的搭接片一体成型而成，拱形片和延伸片连接处强

度不足，建筑工人安装会通过挤压拱形片使之配合进行安装，挤压过程中若力度过大可能

导致延伸片上翘，而将延伸片固定在主瓦上时，会使拱形片与延伸片连接处断裂；另外，各

部分瓦体之间的连接均需要采用自攻螺丝进行连接，安装成本高，且脊瓦位置对接过程较

为繁琐。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强度高、安装便捷的树脂瓦顶组

件。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包括正脊瓦、三通瓦、斜脊瓦、正脊堵头、斜脊堵头、自攻螺丝、

主瓦、滴水瓦和分檐，所述正脊瓦一端通过三通瓦与斜脊瓦一端搭接，另一端与正脊堵头搭

接，所述斜脊瓦另一端与斜脊堵头搭接，所述正脊瓦包括位于中部的第一拱形部、连接在第

一拱形部两侧且具有仿古纹路的第一装饰部以及连接在第一装饰部底部且用于搭接主瓦

的第一延伸部，所述斜脊瓦包括位于中部的第二拱形部、连接在第二拱形部两侧且具有仿

古纹路的第二装饰部以及连接在第二装饰部底部且用于搭接主瓦的第二延伸部，所述第一

延伸部、第二延伸部均通过自攻螺丝与主瓦固定连接，所述主瓦为倾斜设置的合成树脂琉

璃瓦，其底边与滴水瓦固定连接，其靠近正脊堵头的斜边与分檐固定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自攻螺丝为带盖螺丝，其包括置于第一延伸部或第二延伸部上的

垫盖、穿过垫盖的螺丝本体和扣合在垫盖上而将螺丝本体遮盖的帽盖。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正脊瓦、斜脊瓦、三通瓦、正脊堵头、斜脊堵头上均设有用于限位搭

接的凸棱。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分檐包括与主瓦斜边底面配合的波浪状翻边和与波浪状翻边连接

且具有仿古纹路的檐边。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滴水瓦包括与主瓦底边底面配合的筒瓦边和连接在筒瓦边下边缘

且依次交替设置的勾头片和滴水片。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斜脊堵头底部具有U型防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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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装饰部与第一拱形部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一折边过渡

部，所述第二装饰部与第二拱形部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二折边过渡部。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装饰部与第一延伸部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三折边过渡

部，所述第二装饰部与第二延伸部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四折边过渡部。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正脊瓦的第一延伸部上具有若干从第一装饰部端面向外延伸且为

等距设置的弧面凸起。

[0015] 进一步的，所述仿古纹路为外凸纹。

[0016]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相比现有的合成树脂瓦顶，本实用新型设置了装饰部使本实用新型能根据安装场

所调整脊瓦的张开程度，从而提高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范围、提高产品耐用度，同时利用装饰

部展现仿古纹路，使得产品能根据用户需求呈现不同表现效果，提高产品竞争力，另外，本

实用新型通过搭接和带盖的自攻螺丝进行安装，具有远高于现有产品的防水性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自攻螺丝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正脊瓦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斜脊瓦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正脊堵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三通瓦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分檐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滴水瓦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为斜脊堵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正脊瓦；2、三通瓦；3、斜脊瓦；4、正脊堵头；5、斜脊堵头；6、自攻螺丝；7、主

瓦；8、凸棱；9、仿古纹路；11、第一拱形部；12、第一装饰部；13、第一延伸部；14、第一折边过

渡部；15、第三折边过渡部；16、弧面凸起；31、第二拱形部；32、第二装饰部；33、第二延伸部；

34、第二折边过渡部；35、第四折边过渡部；51、U型防水边；61、垫盖；62、螺丝本体；  63、帽

盖；71、滴水瓦；72、分檐；711、筒瓦边；712、勾头片；713、滴水片；  721、波浪状翻边；722、檐

边。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描述，以便于更清楚的理

解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技术思想。

[0029] 如图1-9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树脂瓦顶组件，包括正脊瓦1、三通瓦2、斜脊瓦3、正

脊堵头4、斜脊堵头5、自攻螺丝6、主瓦7、滴水瓦71和分檐72，所述正脊瓦1一端通过三通瓦2

与斜脊瓦3一端搭接，另一端与正脊堵头4搭接，所述斜脊瓦3另一端与斜脊堵头5搭接，所述

正脊瓦1包括位于中部的第一拱形部11、连接在第一拱形部11两侧且具有仿古纹路9的第一

装饰部12以及连接在第一装饰部12底部且用于搭接主瓦7的第一延伸部13，所述斜脊瓦3 

包括位于中部的第二拱形部31、连接在第二拱形部31两侧且具有仿古纹路9的第二装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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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以及连接在第二装饰部32底部且用于搭接主瓦7的第二延伸部  33，所述正脊瓦1的第一

延伸部13和斜脊瓦3的第二延伸部33均通过自攻螺丝6与主瓦7固定连接，所述主瓦7为倾斜

设置的合成树脂琉璃瓦，其底边与滴水瓦71固定连接，其靠近正脊堵头4的斜边与分檐72固

定连接。

[0030] 所述正脊瓦1分成位于中部的第一拱形部11、连接在第一拱形部11两侧的第一装

饰部12以及连接在第一装饰部12底部且用于搭接主瓦的第一延伸部13，合成树脂材质的第

一拱形部11结构可保证正脊瓦1具有足够的支撑强度和一定的弹性形变能力，在实际安装

时，根据配合需求或误差原因，第一拱形部11需要略微张开或收紧以进行安装调整，以匹配

具体斜梁结构进行安装，连接在第一拱形部11两侧的第一装饰部12可扩大改调整范围的极

限值，可有效避免第一拱形部11折损的情况，并提高本实用新型的适用范围，第一装饰部12

搭在脊梁侧面，用户可在户外直接观察到第一装饰部12外表，第一装饰部12设置仿古纹路9

能糅合古典文化和现代材料工艺，展现文化遗产的推陈出新，所述第一延伸部13用于主瓦7

的连接，一般铺设于主瓦7上方并采用自攻螺丝进行固定；斜脊瓦3和正脊瓦1组成一致，因

而其结构特点相似，在此不再详述。

[0031] 更具体地，第一装饰部12和第二装饰部32为倾斜向外延伸的平板状，使得同一正

脊瓦1上的两个第一装饰部12以及同一斜脊瓦3上的两个第二装饰部  32具有向下张开的特

点，便于第一拱形部11和第二拱形部31配合搭在脊梁上，另外倾斜设置可使第一装饰部12

过渡至第一延伸部13以及第二装饰部32过渡至第二延伸部33更为平滑，进一步避免安装调

整时第一装饰部12与第一延伸部13张开度调整时以及第二装饰部32与第二延伸部33张开

度调整时被折断的问题。

[0032] 值得一提的是，本实用新型中的正脊瓦1、三通瓦2、斜脊瓦3、正脊堵头  4、斜脊堵

头5、主瓦7、滴水瓦71和分檐72均为独立一体成型的合成树脂瓦型产品。

[0033] 值得一提的是，本实用新型可变形成正脊瓦1两端均通过三通瓦2连接斜脊瓦3的

样式或正脊瓦1两端均直接安装正脊堵头4的样式，样式设计视乎具体脊梁样式而变，在此

不作详述。

[0034] 值得一提的是，三通瓦3用于正脊瓦1和斜脊瓦2的连接，因而其通口外形适性设计

成邻接脊瓦贴合的形状。

[0035] 值得一提的是，本实用新型实际使用时，可将多个正脊瓦1搭接成一个更长的组合

正脊瓦，斜脊瓦同理。

[0036] 优选地，所述自攻螺丝6为带盖螺丝，其包括置于第一延伸部13或第二延伸部33上

的垫盖61、穿过垫盖61的螺丝本体62和扣合在垫盖61上而将螺丝本体62遮盖的帽盖63；采

用带盖螺丝进行连接，可利用垫盖61和帽盖63遮盖螺孔，防止水体渗入腐蚀瓦体，从而提高

本实用新型的耐用度。

[0037] 优选地，所述正脊瓦1、斜脊瓦3、三通瓦2、正脊堵头4、斜脊堵头5上均设有用于限

位搭接的凸棱8；设置凸棱8进行限位搭接，正脊瓦1、三通瓦2、斜脊瓦3、正脊堵头4和斜脊堵

头5之间的搭接部分无需采用螺丝等固件进行固定，可减少螺丝用材，还能提高安装效率；

另外，正脊瓦1、三通瓦2、斜脊瓦  3为由高到低进行搭接，斜脊瓦3搭接在斜脊堵头5上，正脊

瓦1搭接在正脊堵头4上，该搭接顺序利于雨水下滑，防止雨水反渗。

[0038] 更具体地，正脊瓦1、三通瓦2、斜脊瓦3、正脊堵头4、斜脊堵头5均搭接在主瓦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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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瓦7搭接在滴水瓦71和分檐72上方，该搭接方式为按照雨水下滑顺序进行设计，保证雨水

能在本实用新型上自高而下地滑下，防止雨水渗透。

[0039] 优选地，所述分檐72包括与主瓦7斜边底面配合的波浪状翻边721和与波浪状翻边

721连接且具有仿古纹路9的檐边722，所述波浪状翻边721通过自攻螺丝固定在主瓦7底面；

设置分檐72可防止雨水横吹渗入脊梁，檐边722设计仿古纹路能增加本实用新型的古典艺

术感。

[0040] 优选地，所述滴水瓦71包括与主瓦7底边底面配合的筒瓦边711和连接在筒瓦边

711下边缘且依次交替设置的勾头片712和滴水片713；所述筒瓦边711  通过自攻螺丝固定

在主瓦7底面；其中，勾头片712和滴水片713均为平面状，与传统琉璃瓦的滴水瓦样式相近，

其上设有传统滴水瓦使用滴水纹。

[0041] 优选地，所述斜脊堵头5底部具有U型防水边51，防水边51可压接在两个主瓦7的边

角端，以提高屋顶的防水性能。

[0042] 优选地，所述第一装饰部12与第一拱形部11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一折边过渡

部14；所述第二装饰部32与第二拱形部31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二折边过渡部34；第一

折边过渡部14和第二折边过渡部34均为L型，设置第一折边过渡部14和第二折边过渡部34

可增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强度，另外，正脊瓦1的第一拱形部11下压张开时会时第一折边过

渡部14上翘，进而使第一装饰部12具有更大的摆动幅度，反过来说就是相比没有第一折边

过渡部14  的第一装饰部12，调整第一装饰部12相应张开角度时，本实用新型第一拱形部 

11的形变更小，可有效避免第一拱形部11张开过度而损坏。而第二折边过渡部  34在斜脊瓦

3上起到相似的效果。

[0043] 优选地，所述第一装饰部12与第一延伸部13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三折边过渡

部15；所述第二装饰部32与第二延伸部33的连接处具有倒圆角的第四折边过渡部35；第一

延伸部13和第二延伸部33用于连接主瓦7，根据主瓦7  铺设倾斜度，第一延伸部13带动第一

装饰部12的倾斜度，第二延伸部33带动第二装饰部32的倾斜度，因而设置第三折边过渡部

15和第四折边过渡部35以达到与第一折边过渡部14和第二折边过渡部34相似的效果，避免

第三折边过渡部15与第一装饰部12的连接部分以及第四折边过渡部35与第二装饰部22  连

接部分撕裂，同时增强对应脊瓦的结构强度。

[0044] 优选地，所述正脊瓦1的第一延伸部13上具有若干从第一装饰部12端面向外延伸

且为等距设置的弧面凸起16，正脊瓦1安装位置影响本实用新型整体的布局形状，设置与主

瓦7波浪面贴合的弧面凸起16能便于正脊瓦1的安装，并提高脊瓦整体的防水效果，使本实

用新型整体连接更紧密、防水性能更佳。

[0045] 优选地，所述正脊堵头4上还可设置仿古纹路9。

[0046] 优选地，所述仿古纹路9为外凸纹，采用凸纹设计能更还原复古样式纹路。

[0047] 相比现有的合成树脂瓦顶，本实用新型设置了装饰部使本实用新型能根据安装场

所调整脊瓦的张开程度，从而提高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范围、提高产品耐用度，同时利用装饰

部展现仿古纹路，使得产品能根据用户需求呈现不同表现效果，提高产品竞争力，另外，本

实用新型通过搭接和带盖的自攻螺丝进行安装，具有远高于现有产品的防水性能。

[0048]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可根据以上描述的技术方案以及构思，做出其它各

种相应的改变以及变形，而所有的这些改变以及变形都应该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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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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