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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FOLDING AWNING FRAME AND ROOF FRAME THEREOF

(54) 发明名称：一种折叠凉篷架及其顶篷架

图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folding awning ：frame and a roof frame thereof. The awning ：frame comprises multiple uprights (10)
and a roof ：frame, the top end of the uprights (10) i s fixedly provided with a fixed seat ( 11), a sliding seat (12) i s provided in a sliding
manner on each of the uprights (10), and a first folding ：frame (20) i s connected between two adjacent uprights (10). The roof frame
comprises a top seat ( 1), a support ：frame i s connected between the top seat ( 1) and each upright (10), and the support ：frame com
prises a first pivot rod (32), a second pivot rod (33), a support rod (34) and a second folding frame. The second folding ：frame com
prises at least one scissor-shaped second connecting rod set (35), the four end parts thereof being pivoted on the fixed seat ( 11) and
the sliding seat (12) of the uprights (10), the second end of the second pivot rod (33) and the second end of the support rod (34), r e -
spectively. The structures of the folding awning ：frame and the roof frame thereof can reduce the height of the folded roof frame, and
are convenient to fold and unfold.

(57) 摘要:
[见续页]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本国际公布.
GA ' GN ' GQ ' GW ' K M ' M L ' M R ' N E ' SN ' T D '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3)) 。

一种折叠凉篷架及其顶篷架，该凉篷架包括多个立柱 （10 ) 和一顶篷架 ，立柱 （10 ) 顶端固设有固座
( 11) ，立柱 （10 ) 上都滑设有滑座 （12 ) ，相邻两立柱 （10 ) 间连接有第一折叠架 （20 ) ，顶篷架包括顶

座 （3 1 ) ，顶座 （31) 和立柱 （10 ) 间连接有支撑架，支撑架包括第一枢杆 （32 ) 、第二枢杆 （33 ) 、支杆
( 34 ) 和第二折叠架；第二折叠架包括至少一组剪刀状的第二连杆组 （35 ) ，其四个端部分别枢接在立柱
( 10 ) 的固座 （11) 和滑座 （12 ) 、第二枢杆 （33 ) 第二端和支杆 （34 ) 第二端上。该折叠凉篷架及其顶篷

架的结构，能缩小顶篷架折叠后的高度，方便展开或折叠。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折叠凉篷架及其顶篷架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一种折叠凉篷架及其顶篷架。

背景技术

[2] 传统的折叠凉篷架，请査阅图1，包括多个立柱 10'和一顶篷架30' 。该每个立柱

10'顶端都固设有固座 11' ，每个立柱 10'上都滑设有滑座 12'。每相邻两立柱 10'间

都连接有折叠架20' ，该折叠架20' 包括两组串联枢接的剪刀状的连杆组21' ，该

剪刀状的连杆组2 1'包括中部枢接在一起的两连杆，该折叠架20' 包括具有四个端

部，该四个端部分别枢接在相邻两立柱 10' 的固座 1 和滑座 12'。该顶篷架30' 包

括一顶座31' ，该顶座3 1'和多个立柱 10'间都连接有支撑架，该支撑架包括第一

枢杆32' 、第二枢杆33' 和支杆34' ，该第一枢杆32' 第一端枢接在顶座31' ，该第二

枢杆33' 第一端枢接在第一枢杆32' 第二端，该第二枢杆33'第二端枢接在固座 1

，该支杆34' 第一端枢接在第二枢杆33' ，该支杆34'第二端枢接在滑座 12'。该现

有的折叠凉篷架存在有如下不足：凉篷展幵空间较小。针对上述的不足，有人

提出了解决方案：

[3] 第一种是：增加连杆长度，以此增加立柱的间距，以此增加凉篷架内部空间，

同吋为了配合连杆增长，需增长顶篷架的枢杆长度。采用该方法虽能增加凉篷

展幵空间，但是也存在有如下不足：折叠架、顶篷架都为两节折叠，凉篷折叠

后，其高度肯定要大于连杆长度、枢杆长度，由于连杆、枢杆长度增长，至使

折叠高度增高，占用空间较大，搬运、储存、运输不便。

[4] 第二种是：请插图图2，折叠架20' 中增加了一组连杆组21' ，即折叠架包括三组

连杆组21' ，通过增加一组连杆组21' ，增加立柱的间距，以此增加凉篷架内部空

间，同吋为了配合折叠架展幵长度，还需增长顶篷架的枢杆长度。折叠架为三

节折叠，顶篷架为两节折叠，采用该方法虽能增加凉篷展幵空间，且连杆长度

也没有增长，但是枢杆长度增长，至使折叠高度还是较高，占用空间还是较大

，搬运、储存、运输不便。



[5] 而且，上述两种解决方案实质上也都还存在有如下技术问题：第一枢杆32' 、

第二枢杆33' 的连接处在使用过程中因重力或受力原因会向下，因此篷布主要受

顶座、固座支撑，中间会下陷，导致内部空间较小。

发明内容

[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折叠凉篷架及其顶篷架，其克服了背景技术中一种折叠凉篷

架所存在的不足。

[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一是：

[8] —种折叠凉篷架，包括：

[9] 多个立柱 （10) ，每个立柱 （10) 顶端都固设有固座 （11) ，每个立柱 （10)

上都滑设有滑座 （12) ，每相邻两立柱 （10) 间都连接有第一折叠架 （20) ，

该第一折叠架 （20) 包括至少两组串联枢接的剪刀状的第一连杆组 （21) 且具

有四个端部，该四个端部分别枢接在相邻两立柱 （10) 的固座 （11) 和滑座 （1

[10] 一顶篷架 （30) ，包括一顶座 （31) ，该顶座 （31) 和多个立柱 （10) 间都连

接有支撑架，该支撑架包括第一枢杆 （32) 、第二枢杆 （33) 和支杆 （34) ，

该第一枢杆 （32) 第一端枢接在顶座 （31) ，该第二枢杆 （33) 第一端枢接在

第一枢杆 （32) 第二端，该支杆 （34) 第一端枢接在第二枢杆 （33) ；

[11] 该支撑架还包括第二折叠架，该第二折叠架包括至少一组剪刀状的第二连杆组

(35) 且具有四个端部，该第二折叠架的四个端部分别枢接在立柱 （10) 的固

座 （11) 和滑座 （12) 、第二枢杆 （33) 第二端、支杆 （34) 第二端。

[12] 该第一折叠架 （20) 包括至少三组串联枢接的剪刀状的第一连杆组 （21) 。

[13] 该支杆 （34) 第一端枢接在第二枢杆 （33) 的中部。

[14] 该第二连杆组 （35) 的个数是一个。

[15] 该第二连杆组 （35) 的个数是至少两个，该至少两个第一连杆组 （21) 串联枢

接。

[16] 该多个立柱 （10) 布置在多边形顶点；该立柱 （10) 包括空心管，该空心管之

横截面的外周缘包括一横直线段、两分别垂直连接在横直线段末端的纵直线段

和一连接在两纵直线段末端的弧形段，该横直线段面向多个立柱 （10) 布置而



成的多边形的中心，该弧形段背向该中心。

[17] 该第一枢杆 （32) 第二端和第二枢杆 （33) 第一端间通过一枢接座枢接在一起

[1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二是：

[19] 一种折叠凉篷架的顶篷架，包括一顶座 （31) 和多个支撑架，该支撑架包括第

一枢杆 （32) 、第二枢杆 （33) 和支杆 （34) ，该第一枢杆 （32) 第一端枢接

在顶座 （31) ，该第二枢杆 （33) 第一端枢接在第一枢杆 （32) 第二端，该支

杆 （3 4 ) 第一端枢接在第二枢杆 （33) ；其特征在于：该支撑架还包括第二折

叠架，该第二折叠架包括至少一组剪刀状的第二连杆组 （35) 且具有四个端部

，该第二折叠架的两个端部分别枢接在第二枢杆 （33) 第二端、支杆 （34) 第
一一山

而

[20] 该第二连杆组 （35) 的个数是一个。

[21] 该第二连杆组 （35) 的个数是至少两个，该至少两个第一连杆组 （21) 串联枢

接。

[22] 本技术方案与背景技术相比，它具有如下优点：

[23] 该顶篷架还包括第二折叠架，第二折叠架包括剪刀状的第二连杆组，该第二折

叠架分别枢接在立柱的固座和滑座、第二枢杆第二端、支杆第二端，则能克服

背景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且产生如下技术效果：a、使得顶篷架为至少三节折叠

，能缩小顶篷架折叠后的高度；b 、剪刀状的第二连杆组支撑第二枢杆和支杆，

顶篷架整体支撑强度高；c、方便展幵或折叠，例如通过拉幵两立柱即可展幵整

个折叠凉篷架；篷布受顶座、固座、第二连杆组支撑，形成至少三点支撑，避

免中间下陷。

[24] 空心管之横截面的外周缘包括一横直线段、两分别垂直连接在横直线段末端的

纵直线段和一连接在两纵直线段末端的弧形段，该横直线段面向至少三个立柱

布置而成的多边形的中心，该弧形段背向该中心，因此能产生如下技术效果：a

、由弧形段撑紧篷布的周部，弧形段不会损坏篷布，篷布使用寿命长；b 、设有

三直线段和一弧形段，可选择空心管转动，可减少立柱材料用料，可增强立柱

强度。



附图说明

[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26] 图1绘示了背景技术的传统的折叠凉篷架的结构示意图。

[27] 图2绘示了背景技术的第二种解决方案的立体示意图。

[28] 图3绘示了实施例一的折叠凉篷架处于展幵状态的立体示意图。

[29] 图4绘示图3的A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30] 图5绘示了实施例一的折叠凉篷架处于半折叠的立体示意图。

[31] 图6绘示图5的B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32] 图7绘示了实施例一的折叠凉篷架处于折叠状态的局部示意图。

[33] 图8绘示图7的C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34] 图9绘示了实施例一的立柱的空心管的截面图。

[35] 图10绘示了实施例二的折叠凉篷架处于展幵状态的立体示意图。

[36] 图11绘示图10的D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37] 实施例一

[38] 请査阅图3至图8，一种折叠凉篷架，包括四个立柱 10和一顶篷架30，本实施例

之中，以四立柱为例，但并不以此为限，根据需要，也可选用三个立柱、五个

立柱、六个立柱、八个立柱。

[39] 每个立柱 10顶端都固设有固座 11，每个立柱 10上都滑设有滑座 12。本实施例之

中，该立柱 10为伸缩管，并设有能锁接伸缩管处于最大伸长长度的锁接装置。

该多个立柱 10布置在多边形顶点，该立柱 10包括两套接的空心管，请査阅图9，

该空心管之横截面的外周缘至少包括一横直线段 13、两分别垂直连接在横直线

段 13末端的纵直线段 14和一连接在两纵直线段 14末端的弧形段 15，该弧形段的

圆心角为 180度，使得横直线段等于弧形段直径，且和弧形段 15边缘相切，且该

横直线段长度大于纵直线段长度。最好，该空心管的管厚等厚。本实施例之中

，该横直线段面向至少三个立柱布置而成的多边形的中心，该弧形段背向该中

心。

[40] 每相邻两立柱 10间都连接有第一折叠架20，该第一折叠架20包括四组串联枢接



的剪刀状的第一连杆组2 1且具有四个端部，该四个端部分别枢接在相邻两立柱 1

0的固座 11和滑座 12。该剪刀状的连杆组2 1包括中部枢接在一起的两连杆，该串

联枢接是指相邻的两连杆组中，例如：位于左侧的连杆组的连杆右端部分别和

位于右侧的连杆组的连杆的左端分别枢接。本实施例之中，以四组第一连杆组

为例，但并不以此为限，根据需要，也可选用三组、五组等。

[41] 该顶篷架30，包括一顶座3 1，该顶座3 1和多个立柱 10间都连接有支撑架。该支

撑架包括一第一枢杆32、一第二枢杆33、一支杆34和一第二折叠架，该第二折

叠架包括一组剪刀状的第二连杆组35。该第一枢杆32第一端枢接在顶座3 1，该

第二枢杆33第一端枢接在第一枢杆32第二端，该支杆34第一端枢接在第二枢杆3

3的中部，该第二连杆组35具有四个端部，该四个端部分别枢接在立柱 10的固座

11和滑座 12、第二枢杆33第二端、支杆34第二端。最好，该第一枢杆32第二端

和第二枢杆33第一端间通过一枢接座枢接在一起。

[42] 实施例二

[43] 请査阅图10至图11，它与实施例一不同之处在于：该第二折叠架30包括两组第

二连杆组35，该两个第一连杆组2 1串联枢接，该第二折叠架30的四个端部分别

枢接在立柱 10的固座 11和滑座 12、第二枢杆33第二端、支杆34第二端。

[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故不能依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

即依本发明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发明涵

盖的范围内。

工业实用性

[45] 本发明设计的折叠凉篷架及其顶篷架，能缩小其叠后的高度，增强整体支撑强

度，并且方便展幵或折叠，具有良好的工业实用性。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折叠凉篷架，包括：

多个立柱 （10) ，每个立柱 （10) 顶端都固设有固座 （11) ，每

个立柱 （10) 上都滑设有滑座 （12) ，每相邻两立柱 （10) 间都

连接有第一折叠架 （20) ，该第一折叠架 （20) 包括至少两组串

联枢接的剪刀状的第一连杆组 （21) 且具有四个端部，该四个端

部分别枢接在相邻两立柱 (10) 的固座 (11) 和滑座 (12) ；

一顶篷架 （30) ，包括一顶座 （31) ，该顶座 （31) 和多个立柱

(10) 间都连接有支撑架，该支撑架包括第一枢杆 （32) 、第二

枢杆 （33) 和支杆 （34) ，该第一枢杆 （32) 第一端枢接在顶座

(31) ，该第二枢杆 （33) 第一端枢接在第一枢杆 （32) 第二端

，该支杆 （34) 第一端枢接在第二枢杆 （33) ；

其特征在于：

该支撑架还包括第二折叠架，该第二折叠架包括至少一组剪刀状

的第二连杆组 （35) 且具有四个端部，该第二折叠架的四个端部

分别枢接在立柱 （10) 的固座 （11) 和滑座 （12) 、第二枢杆 （3

3) 第二端、支杆 （34) 第二端。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折叠凉篷架，其特征在于：该第一折叠

架 （20) 包括至少三组串联枢接的剪刀状的第一连杆组 （21) 。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折叠凉篷架，其特征在于：该支杆 （34

) 第一端枢接在第二枢杆 （33) 的中部。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折叠凉篷架，其特征在于：该第

二连杆组 （35) 的个数是一个。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折叠凉篷架，其特征在于：该第

二连杆组 （35) 的个数是至少两个，该至少两个第一连杆组 （21

) 串联枢接。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折叠凉篷架，其特征在于：该多

个立柱 （10) 布置在多边形顶点；该立柱 （10) 包括空心管，该



空心管之横截面的外周缘包括一横直线段、两分别垂直连接在横

直线段末端的纵直线段和一连接在两纵直线段末端的弧形段，该

横直线段面向多个立柱 （10) 布置而成的多边形的中心，该弧形

段背向该中心。

[权利要求 7 ] 根据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一种折叠凉篷架，其特征在于：该第

一枢杆 （32) 第二端和第二枢杆 （33) 第一端间通过一枢接座枢

接在一起。

[权利要求 8] 一种折叠凉篷架的顶篷架，包括一顶座 （31) 和多个支撑架，该

支撑架包括第一枢杆 （32) 、第二枢杆 （33) 和支杆 （34) ，该

第一枢杆 （32) 第一端枢接在顶座 （31) ，该第二枢杆 （33) 第

一端枢接在第一枢杆 （32) 第二端，该支杆 （34) 第一端枢接在

第二枢杆 （33) ；其特征在于：该支撑架还包括第二折叠架，该

第二折叠架包括至少一组剪刀状的第二连杆组 （35) 且具有四个

端部，该第二折叠架的两个端部分别枢接在第二枢杆 （33) 第二

端、支杆 （34) 第二端。

[权利要求 9 ]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折叠凉篷架的顶篷架，其特征在于：该

第二连杆组 （35) 的个数是一个。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折叠凉篷架的顶篷架，其特征在于：该

第二连杆组 （35) 的个数是至少两个，该至少两个第一连杆组 （2

1) 串联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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