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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单人沙发，属于家

具领域，包括坐垫、靠背和分别设在坐垫两侧的

左扶手和右扶手，所述左扶手和右扶手中其中一

个上设有储物槽，所述储物槽上方活动连接有用

于盖住所述储物槽的第一扶手盖，另一个上活动

连接有第二扶手盖，且在第二扶手盖的对应下方

设有连接部，连接部上可拆连接有置物平台，所

述左扶手和右扶手其中一个上还活动连接有可

收纳在其内部的侧扶手台，侧扶手台上设有杯

架，侧扶手台打开时杯架显露在左扶手或右扶手

外。其优点在于摆放物品更方便，储物性好，用户

体验更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5919338 B

2019.03.26

CN
 1
05
91
93
38
 B



1.一种多功能单人沙发，包括坐垫、靠背和分别设在坐垫两侧的左扶手和右扶手，所述

左扶手和右扶手中其中一个上设有储物槽，所述储物槽上方活动连接有用于盖住所述储物

槽的第一扶手盖，另一个上活动连接有第二扶手盖，所述第二扶手盖设在左扶手的顶部，其

特征在于，且在第二扶手盖的对应下方设有连接部，连接部上可拆连接有置物平台，所述左

扶手和右扶手其中一个上还活动连接有可收纳在其内部的侧扶手台，侧扶手台上设有杯

架，侧扶手台打开时杯架显露在左扶手或右扶手外，左扶手的顶部上设有滑槽，第二扶手盖

的底部设有滑条，滑条安装在所述滑槽内，所述连接部为设在左扶手顶部的插孔，所述置物

平台包括置物板和设在置物板下方的插杆，所述插杆插入所述插孔内，所述置物板拆卸后

放置于所述储物槽内，所述侧扶手台设在右扶手的前侧壁，且侧扶手台的底部与右扶手的

底部铰接，所述杯架设在侧扶手台的顶部，所述右扶手的前侧壁上设有容置槽，所述侧扶手

台朝容置槽延伸有凸块，收纳时，凸块朝容置槽转动并收纳在容置槽内，所述杯架设在凸块

的顶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单人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槽设在右扶手的顶部，

所述第一扶手盖铰接在右扶手的顶部，所述储物槽内设有电源插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单人沙发，其特征在于，第一扶手盖与右扶手之间设有液

压支撑杆，液压支撑杆的底端与右扶手铰接，顶端与第一扶手盖铰接，第一扶手盖合盖时，

液压支撑杆的两端之间的连线保持水平。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单人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孔内设有防尘垫片，防尘

垫片与插孔底部之间设有复位弹簧，插杆从所述插孔内拔出时，防尘垫片上升并与插孔的

顶部端面平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单人沙发，其特征在于，所述坐垫的底部设有抽屉式的脚

垫，所述脚垫连接有驱动组件，所述脚垫在驱动组件的驱动下往坐垫的前后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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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单人沙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功能单人沙发，属于家具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单人沙发，括坐垫、靠背和分别设在坐垫两侧的左扶手和右扶手，其功能比较

单一，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沙发的要求已经提高至休闲、娱乐、工作兼备，

然而现有的沙发已经不足以满足这种要求，比如当人们需要坐在沙发上操作电脑或者平板

时，往往手持着设备，很不方便，长时间以往，手容易酸，体验很不好，又比如工作完了后，这

些设备也需要临时进行存放，以方便下次用的时候能方便找到，又或者人们长时间坐在沙

发上，需要经常饮水，而现有的沙发没有专门放置水杯的地方，容易打翻。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供一种多功能单人沙发，摆放物品更方便，储物性

好，用户体验更好。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多功能单人沙发，包括坐垫、靠背和分别设在坐垫两侧的左扶手和右扶手，所

述左扶手和右扶手中其中一个上设有储物槽，所述储物槽上方活动连接有用于盖住所述储

物槽的第一扶手盖，另一个上活动连接有第二扶手盖，且在第二扶手盖的对应下方设有连

接部，连接部上可拆连接有置物平台，所述左扶手和右扶手其中一个上还活动连接有可收

纳在其内部的侧扶手台，侧扶手台上设有杯架，侧扶手台打开时杯架显露在左扶手或右扶

手外。

[0006] 本发明的单人沙发，左扶手和右扶手中其中一个上设有储物槽，储物槽上方活动

连接有用于盖住所述储物槽的第一扶手盖，增加了沙发的储物功能，而且由于在设在扶手

上，对坐姿的舒适度影响不大，而且也没有增大沙发自身的体积，第一扶手盖用于遮蔽住储

物槽，不影响沙发的整体外观形象，而另一个上设有第二扶手盖，且在第二扶手盖的对应下

方设有连接部，连接部上可拆连接有置物平台，置物平台上可放置电子设备、书籍等物品，

由于是可拆连接，当不使用时，可以进行拆卸，非常方便，同时为了解决饮料等液体容器放

置在沙发上容易倾覆的问题，所述左扶手和右扶手其中一个上还活动连接有可收纳在其内

部的侧扶手台，侧扶手台上设有杯架，侧扶手台打开时杯架显露在左扶手或右扶手外，在不

使用时，侧扶手台可收纳在左扶手或右扶手内，不影响沙发的整体外观。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储物槽设在右扶手的顶部，所述第一扶手盖铰接在右扶手的顶部，

所述储物槽内设有电源插座。

[0008] 作为优选，第一扶手盖与右扶手之间设有液压支撑杆，液压支撑杆的底端与右扶

手铰接，顶端与第一扶手盖铰接，第一扶手盖合盖时，液压支撑杆的两端之间的连线保持水

平。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扶手盖设在左扶手的顶部，左扶手的顶部上设有滑槽，第二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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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盖的底部设有滑条，滑条安装在所述滑槽内。

[0010] 作为优选，所述连接部为设在左扶手顶部的插孔，所述置物平台包括置物板和设

在置物板下方的插杆，所述插杆插入所述插孔内。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插孔内设有防尘垫片片，防尘垫片与插孔底部之间设有复位弹簧，

插杆从所述插孔内拔出时，防尘垫片上升并与插孔的顶部端面平齐。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置物板拆卸后可放置于所述储物槽内。

[0013] 作为优选，所述侧扶手台设在右扶手的前侧壁，且侧扶手台的底部与右扶手的底

部铰接，所述杯架设在侧扶手台的顶部。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右扶手的前侧壁上设有容置槽，所述侧扶手台朝容置槽延伸有凸

块，收纳时，凸块朝容置槽转动并收纳在容置槽内，所述杯架设在凸块的顶部。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坐垫的底部设有抽屉式的脚垫，所述脚垫连接有驱动组件，所述脚

垫在驱动组件的驱动下往坐垫的前后方向移动。

[0016] 本发明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将会在下面的具体实施方式、附图中详细的揭露。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单人沙发未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单人沙发在使用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单人沙发的爆炸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单人沙发中连接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解释和说明，但下

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全部。基于实施方式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3] 如图1至4所述，本实施例为一种单人沙发，其主要包括坐垫1、靠背2和分别设在坐

垫1两侧的左扶手3和右扶手4，为了方便描述，以图1为参照，位于坐垫1左侧的为左扶手3，

坐垫1右侧的为右扶手4，靠背2所在侧为坐垫1的后侧，反之为坐垫1的前侧，所述左扶手3和

右扶手4中其中一个上设有储物槽42，本实施例中储物槽42设在右扶手4上，所述储物槽42

上方活动连接有用于盖住所述储物槽42的第一扶手盖41。

[0024] 具体的，所述储物槽42设在右扶手4的顶部，且靠近右扶手4的后侧，所述第一扶手

盖41铰接在右扶手4的顶部靠后侧位置，本实施例中的储物槽42的截面呈长方形，深度在

40mm至80mm之间，容量较大，可容置体积较大的笔记本电脑、平板、书籍等，另外，储物槽42

内设有电源插座421，电源插座421包括三脚插座和USB接口，当使用者坐在沙发上玩电子设

备时，可利用储物槽42内的电源插座421为其充电，非常方便，而且因为电源插座421是设在

储物槽42内，当第一扶手盖41合盖时，整个储物槽42被覆盖，不会影响沙发的整体外观。

[0025] 需要说明的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知晓，储物槽42也可以设置在左扶手3上。

[0026] 为了加强第一扶手盖41在开盖情况下的支撑效果，第一扶手盖41与右扶手4之间

设有液压支撑杆43，液压支撑杆43包括外管和设在外管内的活塞杆，其中外管的底端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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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物槽42的侧壁上，活塞杆的顶部铰接在第一扶手盖41的底部，开盖时，活塞杆向上伸出

并对第一扶手盖41提供向上的支撑力，合盖时，活塞杆收缩且朝下摆动，完全合盖后，活塞

杆的顶端与外管的底端之间的连线呈水平状态，此时活塞杆对第一扶手盖41的支撑力是水

平方向，不会使得第一扶手盖41往上提升，起到一个自锁功能。

[0027] 本实施例中的左扶手3活动连接有第二扶手盖31，且在第二扶手盖31的对应下方

设有连接部，连接部上可拆连接有置物平台5，用户可以将电子设备，比如笔记本电脑、平板

等放置在该置物平台5上，不用像以前一样手持着电子设备，解放用户的双手，不会造成手

酸，舒适度大大提升。而且与之前储物槽42内的电源插座，完美配合，营造出使用电子设备

的良好环境。

[0028] 具体的结构，所述第二扶手盖31设在左扶手3的顶部，左扶手3的顶部上设有滑槽

32，第二扶手盖31的底部设有滑条，由于视图角度问题，滑条在图1至4中均未示出，滑条安

装在所述滑槽32内，本实施例中的左扶手3的顶部是弧形面，所述滑槽32也相应做成弧形，

滑槽32的走向沿坐垫1的前后的方向，即第二扶手盖31在滑动时，是呈弧形轨迹滑动，这样

更贴合左扶手3的顶面，两者滑动时间隙更小，滑动也更为顺畅。本实施例中滑槽32的截面

形状呈倒置的T形，滑条的截面形成也呈倒置的T形，这种设计可防止第二扶手盖31朝上从

滑槽32中脱离。

[0029] 所述连接部为设在左扶手3顶部的插孔33，本实施例的插孔33具体是一个金属套

管34的内孔341形成，具体可参见图4，左扶手3顶部设有安装孔，金属套管34安装在安装孔

内，金属套管34的顶部设有环形凸缘342，以遮蔽住安装孔的孔沿，外观效果更好，所述置物

平台5包括置物板51和设在置物板51下方的插杆52，所述插杆52插入所述插孔33内。插孔33

的截面是圆形的，插杆52的截面也是圆形，插杆52插入到插孔33后，可实现旋转，用户可根

据自己的坐姿进行调整。在不需要时，将插杆52从插孔33中拔出即可，然后将第二扶手盖31

滑动至原始位置，使第二扶手盖31覆盖住插孔33。

[0030] 当置物平台5被拆卸后，所述置物板51拆卸后可放置于所述储物槽42内，让用户下

次使用时能快速找到，储物槽42内设有分类用的小储物格，电子设备等集中放置在某几个

小储物格内，置物平台5则专门放置在专门为其设置的小储物格内，从而不至于显得很凌

乱。另外，本实施了中的插杆33为伸缩杆，由多级套管组成，类似于电视天线，伸缩后可与置

物板51一同放入储物槽42内。

[0031] 为了防止插孔33内堆积灰尘和杂质，所述插孔33内设有防尘垫片343，防尘垫片

343与插孔33底部之间设有复位弹簧344，复位弹簧344与防尘垫片343的底部是连接的，复

位弹簧344与插杆52从所述插孔33内拔出时，防尘垫片343上升并与插孔33的顶部端面平

齐，当插杆52插入到插孔33时，防尘垫片343被下压，本实施例复位弹簧344的弹力较小，不

足以使插杆52上升。

[0032] 另外，本实施例中所述右扶手4上还活动连接有可收纳在其内部的侧扶手台44，侧

扶手台44上设有杯架441，侧扶手台44打开时杯架441显露在左右扶手4外。一些装液体的水

杯等可放置在杯架441内，以防止水杯被打翻，实用性非常高，由于杯架441显露在沙发外影

响外观，本实施例在不使用杯架441时，可将侧扶手台44收纳在右扶手4内。

[0033] 具体的结构，所述侧扶手台44设在右扶手4的前侧壁，且侧扶手台44的底部与右扶

手4的底部通过铰接结构铰接，侧扶手台44可沿铰链结构转动，所述杯架441设在侧扶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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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的顶部。其中所述右扶手4的前侧壁上设有容置槽45，所述侧扶手台44包括侧扶手台主体

442及从侧扶手台主体442上朝容置槽45延伸的凸块443，侧扶手台主体442成镰刀状，收纳

时，凸块443朝容置槽45转动并收纳在容置槽45内，所述杯架441设在凸块443的顶部，凸块

443的顶部为倾斜面，这里所指的倾斜是指当侧扶手台44收纳在容置槽45时，与水平方向呈

倾斜，而当侧扶手台44往外转出时，凸块443的顶部刚好呈水平，放置水杯时更稳定，在转入

到容置槽45时，倾斜状的顶部也可防止与容置槽45的顶壁发生干涉。为防止侧扶手台44轻

易从容置槽45中脱离，凸块443与容置槽壁过盈配合，或者在右扶手4上设置磁铁公块，在侧

扶手台44上设置磁铁母块。

[0034] 最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沙发的舒适度，所述坐垫1的底部设有抽屉式的脚垫6，所述

脚垫6连接有驱动组件，驱动组件包括电机和滚珠丝杠，脚垫6与滚珠丝杠连接，所述脚垫6

在驱动组件的驱动下往坐垫1的前后方向移动。本实施例中右扶手4的右侧壁上设有按钮

46，该按钮46用于控制电机正转或反转，以驱动脚垫6往前移动或往后移动。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熟悉

该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本发明包括但不限于附图和上面具体实施方式中描述的内

容。任何不偏离本发明的功能和结构原理的修改都将包括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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