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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包

括底座、顶盖和支撑结构，所述底座的底部设置

有间隔分布的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且所述横向T

型导轨扩展条的底部安装有纵向T型导轨扩展

条，所述底座通过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安装于车

顶，所述底座的内部安装有支撑结构，所述底座

和顶盖的一端通过连接铰链呈铰接，且所述底座

和顶盖的另一端通过锁止机构相连接。本实用新

型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外壳和墙体材质，提

高产品的抗紫外线耐热、抗冲击能力、抗压、耐

磨、阻燃、隔音性能，从而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安

全性、舒适性和减轻产品整体重量；使用硬质合

金材质制作墙体框架，框架可以轻松的对称折叠

向内收起，使用方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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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包括底座(1)、顶盖(2)和支撑结构(3)，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1)的底部设置有间隔分布的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8)，且所述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8)的底

部安装有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9)，所述底座(1)通过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9)安装于车顶，所

述底座(1)的内部安装有支撑结构(3)，且所述支撑结构(3)的顶部安装有顶盖(2)，所述底

座(1)和顶盖(2)的一端通过连接铰链(10)呈铰接，且所述底座(1)和顶盖(2)的另一端通过

锁止机构(11)相连接，所述底座(1)、顶盖(2)采用多个模块化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部件

拼装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结构(3)包括上

框架(13)、下框架(14)、支撑条(15)和折叠合页(16)，所述上框架(13)与顶盖(2)相连接，所

述下框架(14)与底座(1)相连接，所述上框架(13)和下框架(14)之间间隔设置有支撑条

(15)，且所述支撑条(15)中部均通过折叠合页(16)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结构(3)的侧面

安装有侧墙板(4)，且所述侧墙板(4)分上下两片，其中部通过可折叠铰链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墙板(4)的内部开

设有进入门(5)，且所述进入门(5)由透明硬质材料制成，所述进入门(5)分内外两片，两片

所述进入门(5)分别通过导轨与支撑结构(3)的支撑条(15)构成滑动连接，且所述导轨上带

有可调节的锁止功能，所述侧墙板(4)、进入门(5)均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结构(3)张开的

前端设置有折叠式进入门(6)，且所述折叠式进入门(6)的框架和支撑结构(3)之间为铰接，

所述折叠式进入门(6)分为呈滑动连接的上下两部分。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进入门(5)一侧的所

述侧墙板(4)内部设置有折叠侧窗(7)，且所述折叠侧窗(7)采用耐冲击硬质透明复合材料

制成，所述折叠侧窗(7)为双窗格结构，且上下窗体之间通过铰链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

(8)和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9)均采用合金制成，且其中间截面呈T型扩展槽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盖(2)的内部开设

有天窗(12)，且所述天窗(12)的内部安装有小型换气风扇，所述顶盖(2)内部装有照明灯和

灯带。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内部集成

有太阳能锂电一体化电源仓(17)，所述顶盖(2)的表面设置有太阳能发电板(18)，所述太阳

能锂电一体化电源仓(17)电性连接太阳能发电板(18)和市电充电，提供12V/24V及220V外

接电源接口。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其特征在于，所述锁止机构(11)由硬

质合金材料制成，分上下两片，上片带有凸出部分，凸出部分中间带有螺栓孔，下片带有凹

进部分，下片整个带有贯穿两侧的螺栓孔，在帐篷关闭状态锁住帐篷的底座(1)和顶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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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顶帐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私家车的普及度也越来越高，这也使得更多的人选择

自驾作为假期出游的方式。私家车车内通常空间较小，不适宜旅途中的休息，而在旅途中搭

建帐篷用于休息，除需要携带帐篷外，还要选择合适的环境，车载帐篷有效地解决了该问

题；但是同时存在以下不足：

[0003] 1.目前市面上的车顶帐篷裙围都是使用篷布，现在我国生产的车顶帐篷裙围是使

用篷布等软质材料为主，在保温、防水、通风性能较差，并且软质材料在有风或下雨天容易

产生噪音，用户使用体验较差；软质材料耐用性能比较差，容易撕裂，在野外环境使用存在

一定的不安全性；

[0004] 2.目前市面上的车顶帐篷顶盖都是硬顶车顶帐篷外壳都是使用ABS塑料、PC或玻

璃钢材质为主，由于车顶帐篷是户外使用产品，此类产品在抗紫外线耐热、抗冲击能力、抗

压、耐磨、阻燃等性能比较差，如长期在高温高冷环境下使用容易产生变形和龟裂情况；

[0005] 3.目前市面上的自动升顶帐篷电动推杆和照明等取电需要从汽车点烟口或汽车

自带电源接口拉线或带外置的移动电源使用，使用不便且存在一定的风险；

[0006] 4.目前市面上的车顶帐篷是全封闭的，晚上露营时用户使用舒适度很差；

[0007] 5.由于现在硬壳车顶帐篷外壳结构都是一体成型，限制了车顶空间的应用扩展，

无法加载额外的装备挂载。

[0008] 因此，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解决了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11] 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包括底座、顶盖和支撑结构，所述底座的底部设置有间隔分

布的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且所述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的底部安装有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所

述底座通过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安装于车顶，所述底座的内部安装有支撑结构，且所述支撑

结构的顶部安装有顶盖，所述底座和顶盖的一端通过连接铰链呈铰接，且所述底座和顶盖

的另一端通过锁止机构相连接，所述底座、顶盖采用多个模块化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部

件拼装而成。

[0012] 优选的，所述支撑结构包括上框架、下框架、支撑条和折叠合页，所述上框架与顶

盖相连接，所述下框架与底座相连接，所述上框架和下框架之间间隔设置有支撑条，且所述

支撑条中部均通过折叠合页铰接。

[0013] 优选的，所述支撑结构的侧面安装有侧墙板，且所述侧墙板分上下两片，其中部通

过可折叠铰链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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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所述侧墙板的内部开设有进入门，且所述进入门由透明硬质材料制成，所

述进入门分内外两片，两片所述进入门分别通过导轨与支撑结构的支撑条构成滑动连接，

且所述导轨上带有可调节的锁止功能，所述侧墙板、进入门均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0015] 优选的，所述支撑结构张开的前端设置有折叠式进入门，且所述折叠式进入门的

框架和支撑结构之间为铰接，所述折叠式进入门分为呈滑动连接的上下两部分。

[0016] 优选的，所述进入门一侧的所述侧墙板内部设置有折叠侧窗，且所述折叠侧窗采

用耐冲击硬质透明复合材料制成，所述折叠侧窗为双窗格结构，且上下窗体之间通过铰链

连接。

[0017] 优选的，所述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和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均采用合金制成，且其中

间截面呈T型扩展槽结构。

[0018] 优选的，所述顶盖的内部开设有天窗，且所述天窗的内部安装有小型换气风扇，所

述顶盖内部装有照明灯和灯带。

[0019] 优选的，所述底座的内部集成有太阳能锂电一体化电源仓，所述顶盖的表面设置

有太阳能发电板，所述太阳能锂电一体化电源仓电性连接太阳能发电板和市电充电，提供

12V/24V及220V外接电源接口。

[0020] 优选的，所述锁止机构由硬质合金材料制成，分上下两片，上片带有凸出部分，凸

出部分中间带有螺栓孔，下片带有凹进部分，下片整个带有贯穿两侧的螺栓孔，在帐篷关闭

状态锁住帐篷的底座和顶盖。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2] 1.本实用新型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外壳和墙体材质，提高产品的抗紫外线耐

热、抗冲击能力、抗压、耐磨、阻燃、隔音性能，从而提高产品的耐用性、安全性、舒适性和减

轻产品整体重量；

[0023] 2.本实用新型外壳和墙体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顶盖内部和内墙加装保温棉,各

部件连接处加装防水胶条，提升帐篷的隔音、保暖性能；

[0024] 3.本实用新型使用硬质合金材质制作墙体框架，框架连接使用带阻尼功能的连接

件，框架可以轻松的对称折叠向内收起，使用方便安全；

[0025] 4.本实用新型安装在顶盖和两侧T型导轨扩展系统，能方便在车顶帐篷两侧上加

装遮阳侧篷、铲子等挂装设备，顶部T型导轨扩展系统可以安装自行车架、车顶行李箱、滑雪

架、钓鱼杆等外部装备；

[0026] 5.本实用新型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顶盖和墙面，抗冲击力强，能提供坚固、

安全的帐内环境，墙体的门窗可以从内部关闭和锁止，从外面不容易打开，提高野外使用的

安全性。在打开状态窗户和门都可以打开，可以保持帐篷内的通风和干燥；

[0027] 6.本实用新型帐篷顶盖开有天窗和换气扇加装开口，集成带有空气过滤网的换气

风扇，能防蚊虫又能保持帐内空间通风、干燥；

[0028] 7.本实用新型集成了太阳能锂电一体系统，无须拉线外接电源，可以直接为帐篷

电动推杆、帐内照明及外接电子设备野外提供电源。同时在禁止使用明火的野外可以使用

的电磁炉等设备提供餐饮享受，又能消除火灾安全隐患，保证国家财产和个人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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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支撑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太阳能锂电一体化电源仓示意图；

[003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34]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锁止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连接铰链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标号：1、底座；2、顶盖；3、支撑结构；4、侧墙板；5、进入门；6、折叠式进入门；7、

折叠侧窗；8、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9、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10、连接铰链；11、锁止机构；12、

天窗；13、上框架；14、下框架；15、支撑条；16、折叠合页；17、太阳能锂电一体化电源仓；18、

太阳能发电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39] 参照图1‑8，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碳纤维车顶帐篷，包括底座1、

顶盖2和支撑结构3，所述底座1的底部设置有间隔分布的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8，且所述横向

T型导轨扩展条8的底部安装有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9，所述底座1通过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9

安装于车顶，所述底座1的内部安装有支撑结构3，且所述支撑结构3的顶部安装有顶盖2，所

述底座1和顶盖2的一端通过连接铰链10呈铰接，且所述底座1和顶盖2的另一端通过锁止机

构11相连接。

[0040] 帐篷主体安装在车顶上，底座1和车顶支撑杆通过内置于底座1上的U型螺栓连接，

底座1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各个模板化部件接装而成带有边框的矩型体，模块化部件尺

寸、厚度、花纹可以根据车型或要求定制,底座1上开有供从车辆天窗进出的开口，模块化的

碳纤维复合部件使用带有T型扩展槽的连接件拼接而成，各部件拼接处加入防水条，以五金

件连接。

[0041] 顶盖2由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各个模板化部件接装而成带有边框的矩型体，模

块化部件尺寸、厚度、花纹可以根据车型或要求定制，顶盖2上开有可供安装天窗和换气风

扇的开口天窗12,能保持帐篷内通风和干燥，顶盖2内部装有照明灯具。

[0042] 底座1和顶盖2之间的可折叠支撑结构3由硬质材料制成，包括上框架13、下框架

14、上下框架中间的支撑条15、折叠合页16，在关闭帐篷时，两面侧墙体可以向内折叠。

[0043] 帐篷侧面可开合的进入门5由硬质复合材料制作而成，分为上下两片，使用可折叠

连接件连接，门上带有可以从内部锁住的门闩，侧门和可折叠支撑结构3使用活动铰链连

接，侧门可以向外开启。

[0044] 侧墙板4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侧墙板4和底座1和顶盖2之间的可折叠支撑结构

3之间使用五金件连接。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4303150 U

5



[0045] 帐篷侧面可开合的进入门5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和底座1和顶盖2之间的可折

叠支撑结构3之间使用五金件连接,帐篷侧面可开合的进入门5可以向外开启，门上装有从

内部可以锁住的门闩。

[0046] 帐篷前部可活动的折叠式进入门6由透明硬质材料制成，和底座1和顶盖2之间的

可折叠支撑结构3使用导轨连接，导轨上带有可调节的锁止功能，帐篷前部可活动的折叠式

进入门6分为内外两片，可以整体向上滑动，方便从底部进入，也可以向下面滑动，在上部形

成一个大的窗户，门的左右和上下都装有从内部锁住的插销。

[0047] 帐篷前端可活动的折叠式进入门6为活动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部分可以向

上滑动方便从底部进入帐篷，也可以向下滑动，在上部形成一个通风窗口，整个帐篷前端可

活动的折叠式进入门6框架使用铰链和底座1和顶盖2之间的可折叠支撑结构3相连，在关闭

帐篷时可以向内折叠。

[0048] 可折叠侧窗7由透明硬质材料制成，侧窗采用双窗格设计，上窗格为固定在可折叠

支撑结构3上，下窗格采用合页和可折叠支撑结构3连接，可以从内部向外推开，活动窗格上

装有带限位功能的推杆，可以随意保持打开的幅度，窗户内侧装有遮阳系统。

[0049] 横向T型导轨扩展条8由硬质合金材料制成，集成的T型导轨扩展条可以在车顶帐

篷上加装自动车、钓鱼器具、滑雪撬、小型行李箱等扩展功能，拼接模块化部件也是通过T型

导轨扩展条拼接。

[0050] 纵向T型导轨扩展条9由硬质合金材料制成，两端分别和带弹簧可提升的上下盖连

接铰链10、带锁的底座1和顶盖2之间锁止机构11连接。

[0051] 带弹簧可提升的上下盖连接铰链10由硬质合金材料制成，上下两片使用公母接口

连接，上下片中间装有弹簧，开启时连接部分会自动提升。

[0052] 带锁的底座1和顶盖2之间锁止机构11由硬质合金材料制成，分上下两片，上片带

有凸出部分，凸出部分中间带有螺栓孔，下片带有凹进部分，下片整个带有贯穿两侧的螺栓

孔；在帐篷关闭状态能锁住整个帐篷上下盖，提供安全的锁止功能。

[0053] 帐篷内部安装有集成太阳能锂电一体化电源仓17,能连接太阳能发电板18充电和

市电充电，能提供12V/24V直流电供电接口、USB供电接口和220V供电接口。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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