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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餐具组合式包装。本发明

包装包括外包装和内包装两部分；外包装包括底

包装和外框两部分；底包装可以盛放四只碗和2

个(或者4个)盘子；内包装可以盛放四只碗。本发

明的包装适用于八只碗与两只盘子(或者四只盘

子)的包装，结构稳定，造型新颖，展示性强，设置

有提手，便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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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餐具组合式包装，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包装和内包装两部分；

所述外包装包括依次折叠连接的粘合襟片一(1)、右侧板(2)、顶板(4)、左侧板(7)和卡

板(8)；所述顶板(4)上自左至右依次设置有第一盘卡孔(3)、第一插缝(5)和第二盘卡孔

(6)；所述卡板(8)上自左至右依次设置有第三盘卡孔(27)、第二插缝(18)和第四盘卡孔

(17)；所述第二插缝的上侧依次设置第一碗卡孔(15)、第二碗卡孔(16)，第二插缝(18)的下

侧对称依次设置第三碗卡孔(26)和第四碗卡孔(19)；所述第一碗卡孔(15)、第二碗卡孔

(16)、第三碗卡孔(26)和第四碗卡孔(19)结构相同；每个碗卡孔的外缘均与卡板(8)折叠连

接，内部掏孔，孔边缘与外缘之间平均切分成八个叶片，分别为叶片一(32)、叶片二(33)、叶

片三(34)、叶片四(35)、叶片五(36)、叶片六(37)、叶片七(38)和叶片八(39)；所述卡板(8)

的上侧依次与后板(9)、后底板(10)、后插板(12)折叠连接，卡板(8)的下侧依次与前板

(25)、前底板(24)和前插板(22)折叠连接；所述后插板(12)的左上端设置第一插孔(11)，后

插板(12)的右上端设置第二插孔(14)，后插板(12)的上侧设置第一提手(13)；所述前插板

(22)的左下端设置第三插孔(23)，前插板(22)的右下端设置第四插孔(20)，前插板(22)的

下侧设置第二提手(21)；

所述内包装包括依次折叠连接的粘合襟片二(40)、粘合襟片三(43)、第一体板(45)、第

二体板(46)、第三体板(47)、底板(48)、第四体板(50)、第五体板(51)、第六体板(53)；所述

第六体板(53)分别与第一内底板(54)和第二内底板(68)折叠连接；所述第一内底板(54)的

右侧依次与第七体板(55)、第八体板(57)、第九体板(59)和粘合襟片四(60)折叠连接；所述

第二内底板(68)的右侧分别与第十体板(67)、第十一体板(65)、第十二体板(64)和粘合襟

片五(63)折叠连接；所述粘合襟片二(40)与粘合襟片三(43)之间设置有第三插缝(42)；所

述底板(48)的中央设置有第四插缝(49)；所述第一内底板(54)、第七体板(55)、第八体板

(57)、第九体板(59)和粘合襟片四(60)，与第二内底板(68)、第十体板(67)、第十一体板

(65)、第十二体板(64)和粘合襟片五(63)之间设置有第五插缝(61)；所述第一体板(45)与

第二体板(46)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第五碗卡孔(44)和第六碗卡孔(41)；所述第

五体板(51)与第六体板(53)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第七碗卡孔(52)和第八碗卡

孔(69)；所述第七体板(55)与第八体板(57)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九碗卡孔(56)；所述第八

体板(57)与第九体板(59)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碗卡孔(58)；所述第十体板(67)与第十一

体板(65)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一碗卡孔(66)；所述第十一体板(65)与第十二体板(64)的

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二碗卡孔(6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具组合式包装，其特征在于，顶板(4)上设置第五盘卡孔

(28)和第六盘卡孔(29)；卡板(8)上设置第七盘卡孔(30)和第八盘卡孔(3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餐具组合式包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的材料为硬纸板或者

薄瓦楞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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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餐具组合式包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装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餐具组合式包装。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碗盘的组合式包装形式一般为外包装盒与内包装衬垫的分体结构，

制作比较复杂。内包装衬垫主要选用泡沫塑料，不环保。少量碗盘包装选用纸衬垫，但是结

构形式单一，促销性不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缺陷，而提供一种餐具组合式包装，

适用于八只碗与两只盘子(或者四只盘子)的包装，结构稳定，造型新颖，展示性强，设置有

提手，便于提携。

[0004]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餐具组合式包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包括外包装和内包装两部分；所述外

包装包括底包装和外框两部分；所述底包装可以盛放四只碗和2个(或者4个)盘子；所述内

包装可以盛放四只碗。所述组合式包装的内包装展示性强；包装整体结构稳定，对餐具的保

护性能好；造型新颖；设置了提手，便于提携。

[0006] 外包装包括依次折叠连接的粘合襟片一1、右侧板2、顶板4、左侧板7和卡板8。顶板

4上自左至右依次设置有第一盘卡孔3、第一插缝5和第二盘卡孔6；若插入四只盘子，则还要

设置第五盘卡孔28和第六盘卡孔29。卡板8上自左至右依次设置有第三盘卡孔27、第二插缝

18和第四盘卡孔17；若插入四只盘子，则还要设置第七盘卡孔30和第八盘卡孔31。第二插缝

18的上侧依次设置第一碗卡孔15、第二碗卡孔16，下侧对称依次设置第三碗卡孔26和第四

碗卡孔19。第一碗卡孔15、第二碗卡孔16、第三碗卡孔26和第四碗卡孔19结构相同。每个碗

卡孔的外缘均与卡板8折叠连接，内部掏孔，孔边缘与外缘之间平均切分成六个或者八个叶

片，本实施例中，切分成8个叶片，分别为叶片一32、叶片二33、叶片三34、叶片四35、叶片五

36、叶片六37、叶片七38和叶片八39。卡板8的上侧依次与后板9、后底板10、后插板12折叠连

接，下侧依次与前板25、前底板24和前插板22折叠连接。后插板12的左上端设置第一插孔

11，右上端设置第二插孔14，上侧设置第一提手13。前插板22的左下端设置第三插孔23，右

下端设置第四插孔20，下侧设置第二提手21。

[0007] 内包装包括依次折叠连接的粘合襟片二40与粘合襟片三43、第一体板45、第二体

板46、第三体板47、底板48、第四体板50、第五体板51、第六体板53。第六体板53分别与第一

内底板54和第二内底板68折叠连接。第一内底板54的右侧依次与第七体板55、第八体板57、

第九体板59和粘合襟片四60折叠连接；第二内底板68的右侧分别与第十体板67、第十一体

板65、第十二体板64和粘合襟片五63折叠连接。粘合襟片二40与粘合襟片三43之间设置有

第三插缝42；底板48的中央设置有第四插缝49；第一内底板54、第七体板55、第八体板57、第

九体板59和粘合襟片四60，与第二内底板68、第十体板67、第十一体板65、第十二体板6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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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合襟片五63之间设置有第五插缝61。第一体板45与第二体板46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

次设置第五碗卡孔44和第六碗卡孔41。第五体板51与第六体板53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

次设置第七碗卡孔52和第八碗卡孔69。第七体板55与第八体板57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九碗

卡孔56；第八体板57与第九体板59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碗卡孔58；第十体板67与第十一

体板65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一碗卡孔66；第十一体板65与第十二体板64的折叠连接处设

置第十二碗卡孔62。

[0008] 所述包装适用于八只碗与两只盘子(或者四只盘子)的组合式包装。

[0009] 所述包装材料为硬纸板或者薄瓦楞纸板。

[0010] 1、本发明的包装适用于八只碗与两只盘子(或者四只盘子)的包装，结构稳定。

[0011] 2、本发明的包装造型新颖，展示性强。

[0012] 3、本发明的包装设置有提手，便于提携。

附图说明

[0013] 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外包装的平面展开图(八只碗、两只盘)；

[0014] 图2所示为本发明的外包装的立体结构示意图(顶板打开)(八只碗、两只盘)；

[0015] 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外包装的立体结构示意图(组合后)(八只碗、两只盘)；

[0016] 图4所示为本发明的第一碗卡孔、第二碗卡孔、第三碗卡孔和第四碗卡孔的平面展

开图；

[0017] 图5所示为本发明的第一碗卡孔、第二碗卡孔、第三碗卡孔和第四碗卡孔的立体结

构示意图；

[0018] 图6所示为本发明的外包装的平面展开图(八只碗、四只盘)；

[0019] 图7所示为本发明的内包装的平面展开图；

[0020] 图8所示为本发明的内包装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9所示为本发明的组合包装的立体结构示意图(顶板打开)(八只碗、两只盘)；

[0022] 图10所示为本发明的组合包装的立体结构示意图(组合后)(八只碗、两只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本发明的餐具组合式包装的示意图如图1-图10所示。一种餐具组合式包装，其特

征在于，包装包括外包装和内包装两部分；外包装包括底包装和外框两部分；底包装可以盛

放四只碗和2个(或者4个)盘子；内包装可以盛放四只碗。组合式包装的内包装展示性强；包

装整体结构稳定，对餐具的保护性能好；造型新颖；设置了提手，便于提携。

[0025] 外包装包括依次折叠连接的粘合襟片一1、右侧板2、顶板4、左侧板7和卡板8。顶板

4上自左至右依次设置有第一盘卡孔3、第一插缝5和第二盘卡孔6；若插入四只盘子，则还要

设置第五盘卡孔28和第六盘卡孔29。卡板8上自左至右依次设置有第三盘卡孔27、第二插缝

18和第四盘卡孔17；若插入四只盘子，则还要设置第七盘卡孔30和第八盘卡孔31。第二插缝

18的上侧依次设置第一碗卡孔15、第二碗卡孔16，下侧对称依次设置第三碗卡孔26和第四

碗卡孔19。第一碗卡孔15、第二碗卡孔16、第三碗卡孔26和第四碗卡孔19结构相同。每个碗

卡孔的外缘均与卡板8折叠连接，内部掏孔，孔边缘与外缘之间平均切分成六个或者八个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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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本实施例中，切分成8个叶片，分别为叶片一32、叶片二33、叶片三34、叶片四35、叶片五

36、叶片六37、叶片七38和叶片八39。卡板8的上侧依次与后板9、后底板10、后插板12折叠连

接，下侧依次与前板25、前底板24和前插板22折叠连接。后插板12的左上端设置第一插孔

11，右上端设置第二插孔14，上侧设置第一提手13。前插板22的左下端设置第三插孔23，右

下端设置第四插孔20，下侧设置第二提手21。

[0026] 内包装包括依次折叠连接的粘合襟片二40与粘合襟片三43、第一体板45、第二体

板46、第三体板47、底板48、第四体板50、第五体板51、第六体板53。第六体板53分别与第一

内底板54和第二内底板68折叠连接。第一内底板54的右侧依次与第七体板55、第八体板57、

第九体板59和粘合襟片四60折叠连接；第二内底板68的右侧分别与第十体板67、第十一体

板65、第十二体板64和粘合襟片五63折叠连接。粘合襟片二40与粘合襟片三43之间设置有

第三插缝42；底板48的中央设置有第四插缝49；第一内底板54、第七体板55、第八体板57、第

九体板59和粘合襟片四60，与第二内底板68、第十体板67、第十一体板65、第十二体板64和

粘合襟片五63之间设置有第五插缝61。第一体板45与第二体板46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

次设置第五碗卡孔44和第六碗卡孔41。第五体板51与第六体板53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

次设置第七碗卡孔52和第八碗卡孔69。第七体板55与第八体板57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九碗

卡孔56；第八体板57与第九体板59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碗卡孔58；第十体板67与第十一

体板65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一碗卡孔66；第十一体板65与第十二体板64的折叠连接处设

置第十二碗卡孔62。

[0027] 成型时，先成型内包装。将底板48左侧的第三体板47内折并与底板48垂直，将第二

体板46内折并与底板48平行，将第一体板45内折并与底板48垂直，将粘合襟片二40与粘合

襟片三43分别粘贴于底板48的内壁。将第四体板50内折并与底板48垂直，将第五体板51内

折并与底板48平行，将第六体板53内折并与底板48垂直，将第一内底板54外折并与底板粘

合，将第七体板55外折并与底板48垂直，将第八体板57内折并与底板48平行，将第九体板59

内折并与底板48垂直，将粘合襟片四60粘贴于底板48的内壁。将第二内底板68外折并与底

板粘合，将第十体板67外折并与底板48垂直，将第十一体板65内折并与底板48平行，将第十

二体板64内折并与底板48垂直，将粘合襟片五63粘贴于底板48的内壁。将四只碗分别插入

碗卡孔包围的空间。

[0028] 再成型外包装。将后板9外折并与卡板8垂直，将后底板10外折并与卡板8平行，将

后插板12外折并与卡板8垂直，同时插过第二插缝18。将前板25外折并与卡板8垂直，将前底

板24外折并与卡板8平行，将前插板22外折并与卡板8垂直，同时插过第二插缝18。将四只碗

分别插入第一碗卡孔15、第二碗卡孔16、第三碗卡孔26和第四碗卡孔19。将内包装放置于卡

板8上，同时，外包装的后插板12和前插板22穿过第三插缝42、第四插缝49和第五插缝61。将

第一只盘子分别插入第三盘卡孔27、第一插孔11和第三插孔23；将第二只盘子分别插入第

四盘卡孔17、第二插孔14和第四插孔20。此时，盘子正好卡住内包装的第三体板47和第四体

板50，防止内包装晃动。将左侧板7内折并垂直于卡板8，将顶板4内折并平行于卡板8，同时

后插板12和前插板22穿过第一插缝5。此时，第一只盘子的上端穿过第二盘卡孔6，第二只盘

子的上端穿过第一盘卡孔3，两只盘子固定。将右侧板2内折并垂直于卡板8，将粘合襟片一1

内折并粘贴于后底板10和前底板24的外侧，完成包装。

[0029] 包装适用于八只碗与两只盘子(或者四只盘子)的组合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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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包装材料为硬纸板或者薄瓦楞纸板。

[0031] 本发明的包装适用于八只碗与两只盘子(或者四只盘子)的包装，结构稳定，造型

新颖，展示性强，设置有提手，便于提携。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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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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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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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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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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