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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快装式户外帐篷，包

括沿X方向排列组装的第一组装单元、沿Y方向排

列组装的第二组装单元及安装于第一组装单元

与第二组装单元交接处的换向单元。第一组装单

元包括第一屋顶梁、第一斜梁、第一横梁以及第

一立柱；第二组装单元第二屋顶梁、第二斜梁、第

二横梁以及第二立柱；换向单元包括屋顶梁换向

通和横梁换向通，第一屋顶梁与第二屋顶梁之间

通过屋顶梁换向通组装，第一横梁与第二横梁之

间通过横梁换向通组装。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

用新型借助换向单元包括屋顶梁换向通及横梁

换向通，从而帮助第二组装单元以垂直于第一组

装单元的Y方向上任意增减，从而不受限于只能

在单一方向的增加或者减少，从而能够更好地利

用户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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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包括沿X方向排列组装的第一组装单元、沿Y方向

排列组装的第二组装单元及安装于所述第一组装单元与所述第二组装单元交接处的换向

单元；所述第一组装单元包括沿X方向设置的第一屋顶梁、组装于所述第一屋顶梁的两端并

沿所述第一屋顶梁呈轴对称设置的第一斜梁、组装于两所述第一斜梁之间且沿X方向设置

的第一横梁以及同时支撑所述第一斜梁与所述第一横梁的第一立柱；所述第二组装单元包

括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屋顶梁、组装于所述第二屋顶梁的两端并沿所述第二屋顶梁呈轴对

称设置的第二斜梁、组装于两所述第二斜梁之间且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横梁以及同时支撑

所述第二斜梁与所述第二横梁的第二立柱；所述换向单元包括屋顶梁换向通和横梁换向

通，所述第一屋顶梁与所述第二屋顶梁之间通过所述屋顶梁换向通组装，所述第一横梁与

所述第二横梁之间通过所述横梁换向通组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组装单元的宽度为至

少两个所述第一组装单元的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两相邻的所述第一屋顶梁之间

及两相对的所述第一斜梁之间通过屋顶安装通连接，所述屋顶安装通为四通结构，所述屋

顶安装通包括沿X方向设置的屋顶梁通管及与所述屋顶梁相互垂直并以所述屋顶梁通管为

轴对称设置的斜梁上端通管，所述斜梁上端通管还沿所述屋顶梁通管所在的竖直面呈锐角

的倾斜设置，所述第一屋顶梁插置于屋顶梁通管上，所述第一斜梁的上端插置于所述斜梁

上端通管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两相邻的所述第二屋顶梁之间

及两相对的所述第二斜梁之间通过所述屋顶安装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两相邻的所述第一横梁、第一

立柱及第一斜梁之间通过立柱通连接，所述立柱通为四通结构，所述立柱通包括沿X方向设

置的横梁通管、沿竖直方向设置的立柱通管及与所述立柱通管在同一平面且相对所述立柱

通管呈钝角设置的斜梁下端通管，所述第一斜梁的下端插置于所述斜梁下端通管上，所述

第一立柱的上端插置于所述立柱通管上，所述第一横梁插置于所述横梁通管内。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相邻的所述第二横梁、第二立

柱及第二斜梁之间通过所述立柱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屋顶梁换向通为四通结

构，所述屋顶梁换向通包括沿X方向呈相对设置的第一屋顶梁通管、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屋

顶梁通管及与所述第二屋顶梁通管位于同一竖直平面的第一斜梁上端通管，所述第一屋顶

梁通管与所述第二屋顶梁通管位于同一水平面上，所述第一屋顶梁插置于所述第一屋顶梁

通管上，所述第二屋顶梁插置于所述第二屋顶梁通管上，所述第一斜梁的上端插置于所述

第一斜梁上端通管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换向通包括沿X方向

相对设置的第一横梁通管、与所述第一横梁通管位于同一水平面并相互垂直的第二横梁通

管、竖直设于所述第一横梁通管及所述第二横梁通管的下方的共用立柱通管、与所述第一

横梁通管垂直的第一斜梁下端通管以及与所述第二横梁通管垂直的第二斜梁下端通管，所

述第一斜梁下端通管与所述第一横梁通管所在的水平面的夹角为锐角，所述第二斜梁下端

通管与所述第二横梁通管所在的水平面的夹角为锐角，所述第一立柱或者所述第二立柱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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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所述共用立柱通管上，所述第一横梁插置于所述第一横梁通管上，所述第二横梁插置

于所述第二横梁通管上，所述第一斜梁的下端插置于所述第一斜梁下端通管上，所述第二

斜梁的下端插置于所述第二斜梁下端通管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横梁、第二横梁、所述

第一斜梁、所述第二斜梁、所述第一立柱、所述第二立柱、所述第一屋顶梁及所述第二屋顶

梁均为直管。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直管包括相互可拆卸与

组装的第一直管及第二直管，所述第一直管外侧壁上开设有卡合孔，所述第二直管包括卡

合主体及直管主体，所述卡合主体的外径小于所述直管主体的外径，所述卡合主体设有带

弹性的卡合销，所述卡合主体穿置于所述第一直管时，所述卡合销先弹性压缩以随着第二

直管进入第一直管，当所述卡合销与所述卡合孔对齐时，所述卡合销弹性恢复以卡合所述

卡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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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装式户外帐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户外用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快装式户外帐篷。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旅行成为人们生活中放

松身心和拓宽视野的不二选择。旅行过程中，一个好的住宿环境能够为人们带来愉悦的心

情。户外帐篷一种在条件允许下能够更加亲自大自然的户外住宿用具之一。

[0003] 目前市场上现有的户外帐篷，整体结构多为单一方向设置的长条型或圆形，形状

较为单一，且对占地面积的利用率较低，且对功能用途限制较多，无法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

求。

[0004] 目前市面上的户外帐篷多为组装式，但是其只能沿同一方向增加或者减小单元，

而无法沿垂直方向做增加或者减小单元，故而使得该户外帐篷只能适用地形为长形的占

地，而无法在垂直方向上布置占地面积。

[0005] 因此，急需要一种美观实用、模块化、安装拆卸方便及空间利用率高的快装式户外

帐篷来克服上述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美观实用、模块化、安装拆卸方便及空间利用率

高的快装式户外帐篷。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包括沿X方向排列组装的第一组

装单元、沿Y方向排列组装的第二组装单元及安装于所述第一组装单元与所述第二组装单

元交接处的换向单元；所述第一组装单元包括沿X方向设置的第一屋顶梁、组装于所述第一

屋顶梁的两端并沿所述第一屋顶梁呈轴对称设置的第一斜梁、组装于两所述第一斜梁之间

且沿X方向设置的第一横梁以及同时支撑所述第一斜梁与所述第一横梁的第一立柱；所述

第二组装单元包括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屋顶梁、组装于所述第二屋顶梁的两端并沿所述第

二屋顶梁呈轴对称设置的第二斜梁、组装于两所述第二斜梁之间且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横

梁以及同时支撑所述第二斜梁与所述第二横梁的第二立柱；所述换向单元包括屋顶梁换向

通和横梁换向通，所述第一屋顶梁与所述第二屋顶梁之间通过所述屋顶梁换向通组装，所

述第一横梁与所述第二横梁之间通过所述横梁换向通组装。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快装式户外帐篷借助第一组装单元与第二组装单

元之间具有换向单元，换向单元包括屋顶梁换向通及横梁换向通，从而帮助第二组装单元

能够以垂直于第一组装单元的Y方向上任意增减，从而使得本实用新型的快装式户外帐篷

整体为T型，不受限于只能在单一方向的增加或者减少，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户外的空间，

使得占地空间更加合理以及最大化，从而使得搭建的快装式户外帐篷空间更宽敞，更能适

用于户外环境。

[0009] 较佳地，所述第二组装单元的宽度为至少两个所述第一组装单元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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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较佳地，两相邻的所述第一屋顶梁之间及两相对的所述第一斜梁之间通过屋顶安

装通连接，所述屋顶安装通为四通结构，所述屋顶安装通包括沿X方向设置的屋顶梁通管及

与所述屋顶梁相互垂直并以所述屋顶梁通管为轴对称设置的斜梁上端通管，所述斜梁上端

通管还沿所述屋顶梁通管所在的竖直面呈锐角的倾斜设置，所述第一屋顶梁插置于屋顶梁

通管上，所述第一斜梁的上端插置于所述斜梁上端通管上。

[0011] 较佳地，两相邻的所述第二屋顶梁之间及两相对的所述第二斜梁之间通过所述屋

顶安装通连接。

[0012] 较佳地，两相邻的所述第一横梁、第一立柱及第一斜梁之间通过立柱通连接，所述

立柱通为四通结构，所述立柱通包括沿X方向设置的横梁通管、沿竖直方向设置的立柱通管

及与所述立柱通管在同一平面且相对所述立柱通管呈钝角设置的斜梁下端通管，所述第一

斜梁的下端插置于所述斜梁下端通管上，所述第一立柱的上端插置于所述立柱通管上，所

述第一横梁插置于所述横梁通管内。

[0013] 较佳地，相邻的所述第二横梁、第二立柱及第二斜梁之间通过所述立柱通连接。

[0014] 较佳地，所述屋顶梁换向通为四通结构，所述屋顶梁换向通包括沿X方向呈相对设

置的第一屋顶梁通管、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屋顶梁通管及与所述第二屋顶梁通管位于同一

竖直平面的第一斜梁上端通管，所述第一屋顶梁通管与所述第二屋顶梁通管位于同一水平

面上，所述第一屋顶梁插置于所述第一屋顶梁通管上，所述第二屋顶梁插置于所述第二屋

顶梁通管上，所述第一斜梁的上端插置于所述第一斜梁上端通管上。

[0015] 较佳地，所述横梁换向通包括沿X方向相对设置的第一横梁通管、与所述第一横梁

通管位于同一水平面并相互垂直的第二横梁通管、竖直设于所述第一横梁通管及所述第二

横梁通管的下方的共用立柱通管、与所述第一横梁通管垂直的第一斜梁下端通管以及与所

述第二横梁通管垂直的第二斜梁下端通管，所述第一斜梁下端通管与所述第一横梁通管所

在的水平面的夹角为锐角，所述第二斜梁下端通管与所述第二横梁通管所在的水平面的夹

角为锐角，所述第一立柱或者所述第二立柱插置于所述共用立柱通管上，所述第一横梁插

置于所述第一横梁通管上，所述第二横梁插置于所述第二横梁通管上，所述第一斜梁的下

端插置于所述第一斜梁下端通管上，所述第二斜梁的下端插置于所述第二斜梁下端通管

上。

[0016] 较佳地，所述第一横梁、第二横梁、所述第一斜梁、所述第二斜梁、所述第一立柱、

所述第二立柱、所述第一屋顶梁及所述第二屋顶梁均为直管。

[0017] 较佳地，所述直管包括相互可拆卸与组装的第一直管及第二直管，所述第一直管

外侧壁上开设有卡合孔，所述第二直管包括卡合主体及直管主体，所述卡合主体的外径小

于所述直管主体的外径，所述卡合主体设有带弹性的卡合销，所述卡合主体穿置于所述第

一直管时，所述卡合销先弹性压缩以随着第二直管进入第一直管，当所述卡合销与所述卡

合孔对齐时，所述卡合销弹性恢复以卡合所述卡合孔。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之第一组装单元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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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4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之屋顶安装通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之立柱通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之屋顶梁换向通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之横梁换向通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之基座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之加强基座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0是本实用新型快装式户外帐篷之直管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图

作进一步说明。

[0029] 请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的快装式户外帐篷100包括沿X方向排列组装的第一组装

单元1、沿Y方向排列组装的第二组装单元2及安装于第一组装单元1与第二组装单元2交接

处的换向单元。具体地，于本实施例中，第一组装单元1为四个，第二组装单元2为两个，第二

组装单元2的宽度为两个第一组装单元1的长度。即是说，第一组装单元1至少为两个，第二

组装单元2至少为一个。可理解的是，于其他实施例中，第一组装单元1可为两个、三个或者

五个不等，第二组装单元2可为一个、三个或者四个不等。第二组装单元2的宽度为至少两个

第一组装单元1的长度，举例而言，第二组装单元2的宽度为三个第一组装单元1的长度，或

者，第二组装单元2的宽度为四个第一组装单元1的长度，故第一组装单元1的数量、第二组

装单元2的数量以及第二组装单元2的宽度不以此为限。更具体地，如下：

[0030] 请参阅图1及图3，第一组装单元1包括沿X方向设置的第一屋顶梁11、组装于第一

屋顶梁11的两端并沿第一屋顶梁11呈轴对称设置的第一斜梁12、组装于两第一斜梁12之间

且沿X方向设置的第一横梁13以及同时支撑第一斜梁12与第一横梁13的第一立柱14。可理

解的是，第一组装单元1的具体结构与第二组装单元2的具体地结构一致，仅仅是布置方向

的差异。请继续参阅图1及图3，第二组装单元2包括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屋顶梁21、组装于第

二屋顶梁21的两端并沿第二屋顶梁21呈轴对称设置的第二斜梁22、组装于两第二斜梁22之

间且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横梁23以及同时支撑第二斜梁22与第二横梁23的第二立柱24。

[0031] 请参阅图1、图3及图4，两相邻的第一屋顶梁11之间及两相对的第一斜梁12之间通

过屋顶安装通3连接。屋顶安装通3为四通结构。屋顶安装通3包括沿X方向设置的屋顶梁通

管31及与屋顶梁通管31相互垂直并以屋顶梁通管31为轴对称设置的斜梁上端通管32，斜梁

上端通管32还沿屋顶梁通管31所在的竖直面呈锐角的倾斜设置，第一屋顶梁11插置于屋顶

梁通管31上，第一斜梁12的上端插置于斜梁上端通管32上。可理解的是，在第二组装单元2

内，两相邻的第二屋顶梁21之间及两相对的第二斜梁22之间通过屋顶安装通3连接，其连接

方式与第一组装单元1的一致，故不在此赘述。

[0032] 请参阅图1、图3及图5，两相邻的第一横梁13、第一立柱14及第一斜梁12之间通过

立柱通4连接。立柱通4为四通结构。立柱通4包括沿X方向设置的横梁通管41、沿竖直方向设

置的立柱通管42及与立柱通管42在同一平面且相对立柱通管42呈钝角设置的斜梁下端通

管43。第一斜梁12的下端插置于斜梁下端通管43上，第一立柱14的上端插置于立柱通管42

上，第一横梁13插置于横梁通管41内。可理解的是，在第二组装单元2内，相邻的第二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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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二立柱24及第二斜梁22之间通过立柱通4连接，其连接方式与第一组装单元1的一致，

故不在此赘述。

[0033] 请参阅图1、图2、图8及图9，本实用新型的快装式户外帐篷100还包括基座7，第一

立柱14与地板(图中未示)之间通过基座7连接，基座7包括用于与地板连接的基板71及用于

供第一立柱14插置的插置通72，插置通72位于基板71的上方，基板71的四周设有用于与地

板固定连接的螺孔711。较优的是，沿X方向的首端或者尾端的第一组装单元1还包括两根第

一加强支撑梁9、两根第二加强支撑梁10及相对设置的加强基座8，加强基座8的一端设有与

第一加强支撑梁9铰接的第一铰接点81和与第二加强支撑梁10铰接的第二铰接点82，第一

铰接点81与第二铰接点82沿第一组装单元1的宽度方向间隔设置。第一加强支撑梁9的下端

与第一铰接点81铰接，第一加强支撑梁9的上端位于第一屋顶梁11的下方，两第一加强支撑

梁9的上端呈交叉设置且交点位于第一屋顶梁11的下方，第二加强支撑梁10的下端与第二

铰接点82铰接，第二加强支撑梁10的上端穿置于一立柱加强通15上，立柱加强通15设有沿

竖直方向设置的第一通管151及与第一通管151的夹角呈锐角设置的第二通管152。

[0034] 请参阅图1、图6及图7，换向单元包括屋顶梁换向通5和横梁换向通6，第一屋顶梁

11与第二屋顶梁21之间通过屋顶梁换向通5组装，第一横梁13与第二横梁23之间通过横梁

换向通6组装。

[0035] 请参阅图1及图6，屋顶梁换向通5为四通结构，屋顶梁换向通5包括沿X方向呈相对

设置的第一屋顶梁通管51、沿Y方向设置的第二屋顶梁通管52及与第二屋顶梁通管52位于

同一竖直平面的第一斜梁上端通管53，第一屋顶梁通管51与第二屋顶梁通管52位于同一水

平面上，第一屋顶梁11插置于第一屋顶梁通管51上，第二屋顶梁21插置于第二屋顶梁通管

52上，第一斜梁12的上端插置于第一斜梁上端通管53上。

[0036] 请参阅图1及图7，横梁换向通6包括沿X方向相对设置的第一横梁通管61、与第一

横梁通管61位于同一水平面并相互垂直的第二横梁通管62、竖直设于第一横梁通管61及第

二横梁通管62的下方的共用立柱通管63、与第一横梁通管61垂直的第一斜梁下端通管64以

及与第二横梁通管62垂直的第二斜梁下端通管65，第一斜梁下端通管64与第一横梁通管61

所在的水平面的夹角为锐角，第二斜梁下端通管65与第二横梁通管62所在的水平面的夹角

为锐角，第一立柱14或者第二立柱24插置于共用立柱通管63上，第一横梁13插置于第一横

梁通管61上，第二横梁23插置于第二横梁通管62上，第一斜梁12的下端插置于第一斜梁下

端通管64上，第二斜梁22的下端插置于第二斜梁下端通管65上。

[0037] 请参阅图10，于本实施例中，第一横梁13、第二横梁23、第一斜梁12、第二斜梁22、

第一立柱14、第二立柱24、第一屋顶梁11、第二屋顶梁21、第一加强支撑梁9、第二加强支撑

梁10均为直管。较优的是，为了方便户外运输，直管设置为可拆卸组装的两段式结构。以第

一加强支撑梁9举例，直管包括相互可拆卸与组装的第一直管91及第二直管92，第一直管91

外侧壁上开设有卡合孔911，第二直管92包括卡合主体921及直管主体922，卡合主体921的

外径小于直管主体922的外径，卡合主体921设有带弹性的卡合销9211，卡合主体921穿置于

第一直管91时，卡合销9211先弹性压缩以随着第二直管92进入第一直管91，当卡合销9211

与卡合孔911对齐时，卡合销9211弹性恢复以卡合卡合孔911。

[0038] 值得注意的是，X方向和Y方向指的是同一水平面上的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竖直

方向同时垂直于X方向与Y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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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于本实施例中，第一横梁13、第二横梁23、第一斜梁12、第二斜梁22、第一立柱14、

第二立柱24、第一屋顶梁11、第二屋顶梁21、第一加强支撑梁9、第二加强支撑梁10均为钢管

结构，当然，于其他实施例中，第一横梁13、第二横梁23、第一斜梁12、第二斜梁22、第一立柱

14、第二立柱24、第一屋顶梁11、第二屋顶梁21、第一加强支撑梁9、第二加强支撑梁10可为

木质棍结构，故其材质不以此为限。

[0040] 可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快装式户外帐篷100还包括内布(图中未示)、外布(图

中未示)及绳索(图中未示)。以第一组装单元1为例，内布由第一屋顶梁11、第一斜梁12及第

一横梁13支撑，绳索穿置于内布的周侧并缠绕于第一横梁13上以张紧内布，同样的，绳索穿

置于外布的周侧并缠绕于第一横梁13上以张紧外布，可理解的是，内布具有落地的帷幕，而

外布搭载于内布之外且搭载在所有的第一组装单元1及第二组装单元2所形成的屋顶上。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快装式户外帐篷100借助第一组装单元1与第二组

装单元2之间具有换向单元，换向单元包括屋顶梁换向通5及横梁换向通6，从而帮助第二组

装单元2能够以垂直于第一组装单元1的Y方向上任意增减，从而使得本实用新型的快装式

户外帐篷100整体为T型，不受限于只能在单一方向的增加或者减少，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

户外的空间，使得占地空间更加合理以及最大化，从而使得搭建的快装式户外帐篷100空间

更宽敞，更能适用于户外环境。

[0042]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例而已，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之权

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均属于本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215255084 U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9

CN 215255084 U

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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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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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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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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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4

CN 215255084 U

14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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