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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

包括柱体和若干个装饰板，柱体截面呈“U”型，柱

体内设有若干个支撑肋和支撑板，支撑肋一端与

柱体连接，支撑肋的另一端与支撑板连接，支撑

板位于柱体开口处，支撑板上设有若干个正干挂

件，墙体上设有与正干挂件配合的反干挂件。本

实用新型通过“U”型柱体及装饰板外设的设置，

解决了固定模具不适用于大批量生产、胶粘剂安

装污染环境和易老化的的技术问题，实现了组装

快速，满足批量生产，减轻重量、环保的有益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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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包括柱体，其特征是，所述的柱体截面呈“U”型，“U”型柱体

的空腔位置设有若干个支撑肋和支撑板，所述的支撑肋一端与柱体连接，支撑肋的另一端

与支撑板连接，所述的支撑板位于“U”型柱体的开口处，所述的支撑板上设有若干个正干挂

件，墙体上设有与正干挂件配合的反干挂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其特征是，所述的支撑肋与柱体的连

接处设有角码，所述的角码与支撑肋和柱体螺栓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其特征是，所述柱体的底端外壁上还

设有踢脚板，所述的踢脚板与柱体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其特征是，所述柱体的外侧壁上设有

若干个装饰板，所述的柱体外壁上设有若干个用于固定装饰板和踢脚板的装配件，所述的

装配件与柱体螺栓连接，所述的装配件包括扣装配件、插装配件和挂装配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其特征是，所述扣装配件的一端与柱

体连接，扣装配件的另一端设有扣装凸块，所述的装饰板上设有用于与扣装凸块配合的扣

装凹槽，所述插装配件的一端与柱体连接，所述的装饰板上设有插装槽，插装配件的自由端

位于插装槽内，所述的踢脚板上设有挂装槽，所述挂装配件的一端与柱体连接，挂装配件的

另一端设有挂装凸块，所述的挂装凸块位于挂装槽内，所述插装配件与挂装配件自由端的

外壁上均设有安装齿，所述的插装槽与挂装槽内对应的设置有槽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其特征是，所述的扣装配件上设有若

干个扣装凸块，所述的扣装凸块呈球形，所述扣装凹槽的侧壁呈弧形。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其特征是，所述挂装凸块靠近柱体的

一端设有挂装空腔，所述挂装槽的一端设有踢脚凸起，所述的踢脚凸起位于挂装空腔内。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其特征是，所述的支撑肋与

支撑板、支撑板与正干挂件、墙体与反干挂件之间均为螺栓连接，所述的正干挂件包括正挂

接部和正连接部，所述的反干挂件包括反挂接部和反连接部，所述的正挂接部包括正挂接

块和正挂接槽，所述的反挂接部包括位于正挂接槽内的反挂接块和用于放置正挂接块的反

挂接槽，所述的正连接部远离支撑板的一端设有用于放置固定螺栓的正螺栓槽，所述的反

连接部远离墙体的一端设有用于放置固定螺栓的反螺栓槽。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其特征是，所述的正连接部与支撑板

连接的一端设有齿状的正连接槽，所述的反连接部与墙体连接的一端设有齿状的反连接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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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装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装饰支柱的种类较多，在一些欧式风格的背景墙装饰中，罗马柱大

量使用，起到了较好的装饰效果。罗马柱，基本单位由柱础、柱身、柱头(柱帽)三部分构成，

由于各部分尺寸、比例、形状的不同，加上柱身处理和装饰花纹的各异，而形成各不相同的

柱子样式。现有背景墙用罗马柱柱身大多是通过模具灌注，柱础与柱头通过雕刻喷漆，然后

通过胶粘方式与墙体固定。这种方式能满足装饰需求，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模具灌注

各部件均需定制相应的尺寸，不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和推广；而且胶粘剂存在环境污染和老

化的问题，时间长之后粘贴安装容易导致柱础、柱身、柱头脱落，使用寿命短。

[0003] 例如，一种在中国专利文献上公开的“一种带有罗马柱的背景墙结构”，其公告号

[0004] CN105735583A，包括背景墙主体；两罗马柱，罗马柱包括柱头、柱身以及柱脚，柱头

安装于柱身的顶端，柱脚安装于柱身的底端；柱身以可拆卸的方式挂接于外部墙面，柱身的

底端与柱脚之间安装有次级柱脚，柱身的底端穿接于次级柱脚并与次级柱脚的内壁滑动配

合；支撑件；该支撑件的底端面开设有凹槽，支撑件的顶端面凸设有与凹槽形状相匹配的凸

块；直线条，该直线条固设于所述墙面并且沿所述墙面的高度方向延伸。该方案中，尽管将

柱身与墙体通过挂接的方式连接，但其柱身的生产仍需通过模具灌注，需针对不同样式使

用不同模具，不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和推广，同时由于柱身重量较重，不易于装配。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罗马柱不适用于大批量生产，且装配困难的问

题，提供一种组装快速，满足批量生产的装配式罗马柱。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包括

柱体，所述的柱体截面呈“U”型，“U”型柱体的空腔位置设有若干个支撑肋和支撑板，所述的

支撑肋一端与柱体连接，支撑肋的另一端与支撑板连接，所述的支撑板位于“U”型柱体的开

口处，所述的支撑板上设有若干个正干挂件，墙体上设有与正干挂件配合的反干挂件。截面

呈“U”型的柱体，通过与墙体配合，形成了罗马柱的主体，“U”型的设置能够减少柱体的重

量，本方案中柱体可通过饰面板折弯形成，即美观又易于加工，支撑肋与支撑板的设计，用

于提高柱体的稳定性，同时，位于柱体开口处的支撑板，能够固定于墙体挂接的正干挂件，

通过正反干挂件的配合，将柱体与墙体连接，罗马柱主体通过挂接的方式与墙体连接，便于

安装，各结构均易于加工，能够达到批量生产的目的。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支撑肋与柱体的连接处设有角码，所述的角码与支撑肋和柱体

螺栓连接。角码的设置，用于连接支撑肋与柱体，通过角码的螺栓连接，能够保证支撑肋与

柱体连接的稳定性。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柱体的底端外壁上还设有踢脚板，所述的踢脚板与柱体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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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脚板的设置，能够加大底端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提高罗马柱整体的稳定性。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柱体的外侧壁上设有若干个装饰板，所述的柱体外壁上还设有若

干个用于固定装饰板和踢脚板的装配件，所述的装配件与柱体螺栓连接，所述的装配件包

括扣装配件、插装配件和挂装配件。通过装饰板与柱体表面花纹来满足装饰需求，无需对柱

体进行雕刻，方便快捷，通过与柱体螺栓连接的装配件来固定装饰板，无需对柱体和装饰板

进行大面积加工，便于生产，装配方便。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扣装配件的一端与柱体连接，扣装配件的另一端设有扣装凸块，所

述的装饰板上设有用于与扣装凸块配合的扣装凹槽，所述插装配件的一端与柱体连接，所

述的装饰板上设有插装槽，插装配件的自由端位于插装槽内，所述的踢脚板上设有挂装槽，

所述挂装配件的一端与柱体连接，挂装配件的另一端设有挂装凸块，所述的挂装凸块位于

挂装槽内，所述插装配件与挂装配件自由端的外壁上均设有安装齿，所述的插装槽与挂装

槽内对应的设置有槽齿。扣装配件用于固定较大装饰板，插装配件用于固定较小装饰板，挂

装配件用于固定踢脚板，通过各不同配件对装饰板和踢脚板的固定，在保证稳定性的前提

下，降低了加工难度的同时，提高了安装效率。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扣装配件上设有若干个扣装凸块，所述的扣装凸块呈球形，所述

扣装凹槽的侧壁呈弧形。多个扣装凸块的设置保证装饰板受力稳定，球形设置的扣装凸块

便于安装，同时不易脱落，提高了连接的稳定性。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挂装凸块靠近柱体的一端设有挂装空腔，所述挂装槽的一端设

有踢脚凸起，所述的踢脚凸起位于挂装空腔内。通过挂装空腔以及踢脚凸起的配合，保证了

踢脚板不会受水平力作用影响，放止踢脚板脱落。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的支撑肋与支撑板、支撑板与正干挂件、墙体与反干挂件之间均为

螺栓连接，所述的正干挂件包括正挂接部和正连接部，所述的反干挂件包括反挂接部和反

连接部，所述的正挂接部包括正挂接块和正挂接槽，所述的反挂接部包括位于正挂接槽内

的反挂接块和用于放置正挂接块的反挂接槽，所述的正连接部远离支撑板的一端设有用于

放置固定螺栓的正螺栓槽，所述的反连接部远离墙体的一端设有用于放置固定螺栓的反螺

栓槽。螺栓连接能够保证结构的稳定性，且易于安装，挂接块与挂接槽的配合能够达到较好

的固定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通常将正干挂件和反干挂件设置为同干挂件的反向固定，能够

降低零部件数量，更易于加工，同时避免因操作不良而引起的安装失误。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的正连接部与支撑板连接的一端设有齿状的正连接槽，所述的反

连接部与墙体连接的一端设有齿状的反连接槽。罗马柱在安装时，通常会存在墙体碎屑或

其他杂物，连接槽的设置，能够避免干挂件与墙体或支撑板的连接受到杂物的影响，提高连

接的稳定性。

[0015] 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1）便于安装；

[0017] （2）适用于大批量生产；

[0018] （3）美观大方。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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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俯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图1中A区域的放大图。

[0022] 图4是图1中B区域的放大图。

[0023] 图5是图1中C区域的放大图。

[0024] 图6是图3中D区域的放大图。

[0025] 图中：1-柱体  2-支撑肋  3-支撑板  4-正干挂件  5-反干挂件  6-第一装饰板  7-第

二装饰板  8-第三装饰板  9-踢脚板  10-角码  11-墙体  12-安装齿  13-槽齿  41-正挂接部 

42-正连接部  411-正挂接块  412-正挂接槽  421-正螺栓槽  422-正连接槽51-反挂接部 

52-反连接部  511-反挂接块  512-反挂接槽  521-反螺栓槽  522-反连接槽61-扣装配件 

62-扣装凸块  63-扣装凹槽  71-插装配件  72-插装槽  91-挂装配件  92-挂装槽  93-挂装凸

块  94-挂装空腔  95-踢脚凸起。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7] 如附图所示的实施例中，

[0028] 一种装配式挂装罗马柱，包括柱体1、第一装饰板6、第二装饰板7、第三装饰板8和

与第三装饰板对称设置的第四装饰板，柱体1截面呈“U”型，柱体1内设有两条支撑肋2和一

块支撑板3，支撑肋2一端与柱体1连接，支撑肋2的另一端与支撑板3连接，支撑板3位于柱体

1开口处，支撑板3上设有两个正干挂件4，墙体上设有与正干挂件4配合的反干挂件5，装饰

板与柱体1固定连接，装饰板位于柱体1的外侧壁上，支撑肋2与柱体1的连接处设有角码10，

角码10与支撑肋2和柱体1螺栓连接，柱体1的底端外壁上设有踢脚板9，踢脚板9与柱体1固

定连接，柱体1外壁上设有五个用于固定上述四块装饰板和一块踢脚板9的装配件，装配件

与柱体1螺栓连接，装配件包括一个扣装配件61、三个插装配件71和一个挂装配件91，扣装

配件61的一端与柱体1连接，扣装配件61的另一端设有球形的扣装凸块62，第一装饰板6上

设有用于与扣装凸块62配合的扣装凹槽，插装配件71的一端与柱体1连接，第二装饰板7上

设有插装槽72，插装配件71的自由端位于插装槽72内，踢脚板9上设有挂装槽92，挂装配件

91的一端与柱体1连接，挂装配件91的另一端设有挂装凸块93，挂装凸块93位于挂装槽92

内，挂装凸块93靠近柱体1的一端设有挂装空腔94，挂装槽92的一端设有踢脚凸起95，踢脚

凸起95位于挂装空腔94内，插装配件71与挂装配件91自由端的外壁上均设有安装齿12，插

装槽72与挂装槽92内对应的设置有槽齿13，支撑肋2与支撑板3、支撑板3与正干挂件4、墙体

11与反干挂件5之间均为螺栓连接，正干挂件4包括正挂接部41和正连接部42，反干挂件5包

括反挂接部51和反连接部52，正挂接部41包括正挂接块411和正挂接槽412，反挂接部51包

括位于正挂接槽412内的反挂接块511和用于放置正挂接块411的反挂接槽512，正连接部42

远离支撑板3的一端设有用于放置固定螺栓的正螺栓槽421，反连接部52远离墙体11的一端

设有用于放置固定螺栓的反螺栓槽521，正连接部42与支撑板3连接的一端设有齿状的正连

接槽422，反连接部52与墙体11连接的一端设有齿状的反连接槽522，在本实施例中，正干挂

件4与反干挂件5为相同结构干挂件的异向设置。

[0029] 截面呈“U”型的柱体1，通过与墙体配合，形成了罗马柱的主体，“U”型的设置能够

减少柱体1的重量，柱体1由饰面板折弯形成，即美观又易于加工，支撑肋2与支撑板3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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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用于提高柱体1的稳定性，同时，位于柱体1开口处的支撑板3，能够固定用于墙体挂接的

正干挂件4，通过正反干挂件的配合，将柱体1与墙体连接，通过装饰板与柱体1表面花纹来

满足装饰需求，无需对柱体进行雕刻，方便快捷，柱体1通过挂接的方式与墙体连接，便于安

装，角码10的设置，用于连接支撑肋2与柱体1，通过角码10的螺栓连接，能够保证支撑肋2与

柱体1连接的稳定性，踢脚板9的设置，能够加大底端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提高罗马柱整体的

稳定性，通过与柱体1螺栓连接的装配件来固定装饰板，无需对柱体1和装饰板进行大面积

加工，便于生产，扣装配件61，插装配件71和挂装配件91的设置，降低了加工难度的同时，提

高了安装效率，螺栓连接能够保证结构的稳定性，且易于安装，同干挂件异向设置形成的正

干挂件4与反干挂件5，能够降低零部件数量，更易于加工，避免因操作不良而引起的安装失

误。

[0030] 值得一提的是，装饰板与踢脚板均已成型，带入现场组装即可，无需雕刻与裁切，

提高安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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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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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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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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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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