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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移动容器组件，其包括具有轮式基部容器的容器组件，以及附接到所述轮式

基部容器的手柄组件，所述轮式基部容器构造成具有至少后滚轮组件；

所述手柄组件构造成具有在缩回的手柄位置和延伸的手柄位置之间可操纵的伸缩式

手柄，以及在缩回的位置和延伸的位置之间可操纵的倾斜支撑件，

其中当所述倾斜支撑件处于所述延伸的位置时，所述倾斜支撑件的地面支撑部在所述

后滚轮组件的轴线的后面和下面延伸，

所述伸缩式手柄与所述倾斜支撑件成一体，并且所述伸缩式手柄包括至少一个杆，所

述杆构造成在其上部部分处具有手柄握持构件且在所述杆的下部部分处具有所述倾斜支

撑件，所述伸缩式手柄经由手柄支撑构件固定到所述容器组件，使得所述杆在所述手柄支

撑构件内同轴地延伸和缩回，

所述伸缩式手柄包括锁定机构，用于将所述伸缩式手柄固定在缩回的手柄位置处并且

将所述倾斜支撑件固定在延伸的位置处，和/或将所述伸缩式手柄固定在延伸的手柄位置

处并且将所述倾斜支撑件固定在缩回的位置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其中，当所述倾斜支撑件处于所述延伸的位

置时，所述地面支撑部大体上水平延伸并且与所述后滚轮组件的底表面对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所述可移动容器组件具有可操作的静止的

直立位置，和可移动位置，在所述可移动位置中，所述可移动容器组件通过所述滚轮组件而

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其中，当处于所述静止的直立位置时，所述

基部容器和铰接到所述基部容器的所述手柄组件布置在大体竖直的位置；并且当处于所述

可移动位置时，所述轮式基部容器构造成用于在倾斜位置通过所述手柄组件拉动，在所述

后滚轮组件之上滚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其中，所述后滚轮组件包括与轮相关联的

轴，所述轴位于所述基部容器的后壁的底部部分处或邻近所述基部容器的后壁的底部部

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其中，所述手柄组件铰接至所述后壁。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其中，当所述容器处于所述静止的直立位置

时，所述后滚轮组件的轮与地面脱离，并且所述倾斜支撑件的所述地面支撑部当处于所述

延伸的位置时，布置成与所述容器的底表面共面。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其中，在所述容器的所述静止的直立位置，

所述倾斜支撑件是可激活的，以将所述地面支撑部延伸到其延伸的位置，以用于防止所述

容器的倾斜。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还包括附加的滚轮组件。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容器组件，还包括悬臂式容器，所述悬臂式容器具有

打开位置，在所述打开位置，所述悬臂式容器的顶部部分在所述轮式基部容器的后轴之后

延伸；当处于所述悬臂式容器的所述打开位置时，所述手柄组件被操纵到其缩回的手柄位

置，并且所述倾斜支撑件被操纵到其延伸的位置。

11.一种用于容器组件的手柄组件，所述容器组件具有轮式基部容器，所述轮式基部容

器构造成具有至少后滚轮组件；所述手柄组件构造成附接到所述轮式基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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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手柄组件构造成具有在缩回的手柄位置和延伸的手柄位置之间可操纵的伸

缩式手柄，以及在缩回的位置和延伸的位置之间可操纵的倾斜支撑件，其中当所述倾斜支

撑件处于所述延伸的位置时，所述倾斜支撑件的地面支撑部在所述后滚轮组件的轴线的后

面和下面延伸，

所述伸缩式手柄与所述倾斜支撑件成一体，并且所述伸缩式手柄包括至少一个杆，所

述杆构造成在其上部部分处具有手柄握持构件且在所述杆的下部部分处具有所述倾斜支

撑件，所述伸缩式手柄构造成经由手柄支撑构件固定到所述容器组件，使得所述杆在所述

手柄支撑构件内同轴地延伸和缩回，

所述伸缩式手柄包括锁定机构，用于将所述伸缩式手柄固定在缩回的手柄位置处并且

将所述倾斜支撑件固定在延伸的位置处，和/或将所述伸缩式手柄固定在延伸的手柄位置

处并且将所述倾斜支撑件固定在缩回的位置处。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手柄组件，所述手柄组件固定到所述轮式基部容器或可拆

卸地附接到所述轮式基部容器。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手柄组件，其中，所述手柄支撑构件构造成具有操纵构件；

所述操纵构件任选地构造成具有锁定机构，以将所述伸缩式手柄的所述杆固定和锁定在延

伸的手柄位置或缩回的手柄位置。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手柄组件，其中，所述手柄支撑构件包括支撑框架，所述支

撑框架是中空的，以允许伸缩杆在其中同轴地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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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式容器手柄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总体上处于轮式容器的领域中，该轮式容器具有手柄组件。更具体地说，本

公开涉及一种具有手柄的轮式容器，该手柄适合于用作多容器组件的一部分。

[0002] 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多容器组件表示构造成彼此铰接的任何一组容器，该组件或

是静止的或是运动的。所述组件可用作工具车、工作间、旅行行李箱等。

[0003] 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容器表示任何类型的容器，其用作工具盒、整理器、旅行袋、

化妆品袋、储存容器、运动式容器等。

[0004] 一般描述

[0005] 根据本公开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可移动容器组件(mobile  container 

assembly)，其包括具有轮式基部容器的容器组件，以及附接到轮式容器的手柄组件，该轮

式基部容器构造成具有至少后滚轮组件。手柄组件构造成具有在缩回的手柄位置和延伸的

手柄位置之间可操纵的手柄，以及在缩回的位置和延伸的位置之间可操纵的倾斜支撑件，

其中当倾斜支撑件处于延伸的位置时，该倾斜支撑件的地面支撑部在后滚轮组件的轴线的

后面和下面延伸。

[0006] 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当倾斜支撑件处于延伸的位置时，该倾斜支撑件的地面

支撑部与后滚轮组件的底表面大体上水平对齐地延伸。

[0007]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示例，当倾斜支撑件处于延伸的位置时，该倾斜支撑件的地面

支撑部与轮式基部容器的底表面大体上对齐地延伸。

[0008] 轮式基部容器构造成在静止的直立位置中操作或可选地在可移动位置中，通过滚

轮组件移动而运动。在直立位置中，具有铰接至其上的手柄组件的基部容器布置在相对于

地板的大体竖直的位置。在可移动位置，轮式基部容器可以通过手柄组件在倾斜位置被拉

动，在后滚轮组件之上滚动，或者如果轮式基部容器还包括前轮组件，则当处于直立位置

时，容器可以通过手柄来操纵。

[0009] 当轮式基部容器构造成具有多于一个的后滚轮组件时，轮的底表面是共面的，使

得所有轮接合地板。在这种构造中，倾斜支撑件的地面支撑部在其延伸的倾斜位置处布置

成使得其底表面也与轮共面。

[0010] 当轮式容器构造成仅具有后滚轮组件时，所述轮的轴位于基部容器的后壁的底部

部分处或邻近基部容器的后壁的底部部分，并且手柄组件铰接至所述后壁。在这种构造中，

当容器处于静止位置时，后滚轮组件的轮与地面脱离，并且当处于延伸位置时，倾斜支撑件

的地面支撑部布置成与容器的底表面共面。

[0011] 该布置使得当轮式容器处于静止，在直立位置时，倾斜支撑件可以被激活以将地

面支撑部抽出到其延伸的位置，从而防止轮式容器在后轮上方倾斜。一旦地面支撑部接合

地面，其在后轮的轴后面延伸，还允许非平衡容器在其直立位置中被支撑。

[0012] 根据本公开的第二方面，公开了一种用于容器组件的手柄组件，该容器组件具有

构造成具有至少后滚轮组件的轮式基部容器；所述手柄组件构造成附接到轮式容器，其中

手柄组件构造成具有在缩回的手柄位置和延伸的手柄位置之间可操纵的手柄，以及在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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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和延伸的位置之间可操纵的倾斜支撑件，其中当倾斜支撑件处于延伸的位置时，倾

斜支撑件的地面支撑部在后滚轮组件的轴线的后面和下面延伸。

[0013] 手柄组件可以固定到轮式基部容器或可拆卸地附接到轮式基部容器。

[0014] 根据特定示例，容器组件包括悬臂式容器，该悬臂式容器具有打开位置，在该打开

位置，悬臂式容器的顶部部分在轮式基部容器的后轴之后延伸。在悬臂式容器的打开位置，

手柄组件被操纵到其缩回的手柄位置，并且倾斜支撑件被操纵到其延伸的位置。

[0015] 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手柄组件可以包括与倾斜支撑件成一体的伸缩式手柄。

伸缩式手柄包括至少一个杆，该至少一个杆构造成在其上部部分处具有握持构件，倾斜支

撑件在所述杆的下部部分处，其中伸缩式手柄经由手柄支撑构件固定到容器组件，其中所

述杆在所述手柄支撑构件内同轴地延伸和缩回。

[0016] 手柄支撑构件可以固定地或可拆卸地附接到轮式容器，并构造成具有操纵构件；

操纵构件可以构造成具有锁定机构，该锁定机构将伸缩式手柄的杆固定和锁定在延伸的手

柄位置或缩回的手柄位置处。伸缩式手柄的杆的底端部可以构造成具有倾斜支撑构件，倾

斜支撑构件构造成具有地板接合构件。所述地板接合构件可以构造成具有防滑表面。

[0017] 根据本公开，当伸缩式手柄组件处于完全延伸的手柄位置时，倾斜支撑构件相应

地处于缩回的位置，并且反之亦然，当伸缩式手柄组件处于其完全缩回的手柄位置时，倾斜

支撑构件相应地处于延伸的位置。

[0018] 手柄组件的支撑构件可包括支撑框架和通过轮式容器的两个间隔开的附接构件

附接至轮式容器的操纵构件，一个附接构件位于轮式容器的开口上部边缘附近，而第二附

接构件位于轮式容器的底部附近。所述手柄组件的支撑构件到附接构件的附接可通过焊

接、对接焊接、对接熔合、使用螺栓或螺钉、通过滑动锁扣或任何可选的有效附接方法来完

成。支撑框架可以是中空的以允许伸缩杆在其中同轴地位移。可选地，手柄、伸缩式手柄和

倾斜支撑组件中的任何一个可构造成从轮式容器可拆卸的独立组件。

[0019] 操纵构件的锁定机构可以包括与相应的伸缩式手柄杆相关联的至少一个锁定构

件和构造成接合锁定构件的锁定螺栓构件。锁定构件构造成有利于伸缩式手柄杆相对于支

撑构件的支撑框架在抽出方向上的轴向位移，而只有在解锁锁定机构时，才能够有利于缩

回(即在相反方向上)。

[0020] 以下的特征、设计和构型中的任一个或更多个可以单独地或以其不同组合在根据

本公开的容器手柄组件中实施：

[0021] ·锁定机构可以是棘齿式锁定机构；

[0022] ·锁定机构可以是偏心式/凸轮式锁；

[0023] ·锁定机构可以构造成具有用于将锁定机构保持在正常锁定位置的偏置机构；

[0024] ·偏置机构与锁定机构的至少一部分一体地形成；

[0025] ·偏置机构是构造成收缩并被偏置以扩展的偏置弹簧；

[0026] ·锁定机构可以包括与设置在两个伸缩杆上的锁定构件相关联的杆件(或螺栓)，

并且其中所述杆是具有通过共同操纵构件可致动的锁定机构的伸缩杆；

[0027] ·轮式容器可以以不同的变型来设计。根据一种特定设计，容器是敞开式容器或

篮或桶的形式，是模块化系统的一部分，具有通过附加模块化元件可闭合的敞开顶部，其中

适合于互连的所述模块化元件设置成，使得使用者可以在轮式容器的顶部组装隔室和容器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8367768 B

5



的阵列。

[0028] 附图简述

[0029]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公开的主题并且举例说明其在实践中可以如何实现，现在将

参照附图仅通过非限制性示例来描述实施方案，在附图中：

[0030] 图1A是根据本公开的实施方案的具有手柄组件的可移动容器组件的前透视图，示

出了处于延伸的手柄位置的手柄和处于缩回的位置的倾斜支撑件；

[0031] 图1B是图1A的具有手柄组件的可移动容器的后侧透视图；

[0032] 图2A是根据本公开的实施方案的具有手柄组件的可移动容器组件的前透视图，示

出了处于缩回的手柄位置的手柄和处于延伸的位置的倾斜支撑件；

[0033] 图2B是图2A的具有手柄组件的可移动容器的后侧透视图；

[0034] 图3A是根据本公开的实施方案的具有手柄组件的可移动容器的后视图，示出了处

于延伸的手柄位置的手柄和处于缩回的位置的倾斜支撑件；

[0035] 图3B是图3A的具有手柄组件的可移动容器的后视图，示出了处于缩回的手柄位置

的手柄和处于延伸的位置的倾斜支撑件；

[0036] 图4A是沿图3B中的线I‑I截取的截面图，示出了处于其“锁定”位置的锁定机构；

[0037] 图4B是沿图3B中的线I‑I截取的截面图，示出了处于其“解锁”位置的锁定机构；

[0038] 图5A是根据本公开的另一实施方案的可移动容器组件的侧视图，该可移动容器组

件处于“静止”位置且手柄完全延伸并且倾斜支撑件完全缩回；

[0039] 图5B是处于“倾斜”(行进)位置中的图5A的实施方案的侧视图；

[0040] 图5C是可移动容器组件的另一实施方案的后视图，示出了处于完全延伸的手柄位

置的手柄和完全缩回的倾斜支撑件；

[0041] 图5D是图5C的实施方案的后视图，示出了处于完全缩回的手柄位置的手柄和处于

完全延伸的位置的倾斜支撑件；

[0042] 图6A是处于“静止”位置且手柄处于完全缩回的手柄位置且倾斜支撑件处于完全

延伸的位置的本公开的可选实施方案的侧视图；

[0043] 图6B是图6A的实施方案的侧视图，示出了处于打开位置的顶部容器；

[0044] 图7A是手柄组件的前视图，示出了处于完全延伸的手柄位置的手柄和处于完全缩

回的位置的倾斜支撑件；

[0045] 图7B是图7A的手柄组件的前视图，示出了处于完全缩回的手柄位置的手柄和处于

完全延伸的位置的倾斜支撑件；

[0046] 图8A是本公开的可移动容器组件的可选实施方案的后视图，示出了可移动容器，

其中手柄组件处于完全延伸的手柄位置并且倾斜支撑件处于完全缩回的位置；

[0047] 图8B是图8A的实施方案的后视图，示出了处于完全缩回的手柄位置的手柄和处于

完全延伸的位置的倾斜支撑件；

[0048] 图9A是本公开的可移动容器组件的可选实施方案的后视图，示出了包括单个伸缩

杆的手柄组件，其中手柄处于完全延伸的手柄位置，并且倾斜支撑件处于完全缩回的位置；

[0049] 图9B是图9A的实施方案的后视图，示出了手柄组件，其中手柄处于完全缩回的手

柄位置并且倾斜支撑件处于完全延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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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0] 参考附图，附图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具有手柄组件的可移动容器组件，该可移动

容器组件总体上用10表示。可移动容器组件包括容器组件和手柄组件30(在图7A和图7B中

单独示出)，该容器组件具有轮式基部容器，该轮式基部容器构造成具有至少后滚轮组件，

手柄组件30构造成具有伸缩式手柄构件50。伸缩式手柄构件包括一对平行杆12和位于杆12

中的每一个的下部部分处的倾斜支撑构件23。杆12在其上部部分处通过握持构件11垂直地

互连，其中每个杆12通过附接框架13附接到握持构件11；以及杆12通过H形支撑构件40垂直

地互连，H形支撑构件40附接到轮式基部容器18。H形支撑构件40使得所述一对杆12能够在

一对支撑框架14内同轴地延伸，从而允许该一对平行杆12相对于该一对支撑框架14在完全

延伸的手柄位置(如图1A和图2A中最佳地可见)和完全缩回的手柄位置(如图1B和图2B中所

示)之间位移。

[0051] 握持构件11可由套筒覆盖，以便改进手柄的握持。套筒可以例如由橡胶、木材、塑

料或任何其它改进握持的材料制成。附接框架13位于握持构件11的两端，垂直于握持手柄

11并彼此平行地固定杆12；两个伸缩杆之间的空间由握持构件11的长度界定。倾斜支撑构

件23(见图2B)位于杆12的下部部分处，并且可以构造成具有用于地面支撑的地板接合构

件。地板接合构件可以装配有防滑表面或任何其它合适的材料。每个伸缩杆12构造成具有

一对锁定狭槽19和24，一个锁定狭槽19位于杆的上部部分处，邻近握持构件11，并且第二锁

定狭槽24位于杆的下部部分处，邻近倾斜支撑构件23。上部狭槽19构造成与锁定机构的止

动螺栓(arresting  bolt)25接合，锁定机构构造在杆件16内(如图4A‑4B所示)，将伸缩式手

柄50固定在缩回的手柄位置处并且将倾斜支撑件固定在延伸的位置处；下部狭槽24构造成

接合锁定机构的止动螺栓25，将伸缩式手柄50固定在延伸的手柄位置处并且将倾斜支撑件

固定在缩回的位置处。

[0052] 当伸缩式手柄50处于其缩回的手柄位置且倾斜支撑件处于完全延伸的位置时，倾

斜支撑件在后滚轮组件的轴线之后和之下延伸，其中倾斜支撑构件23的底表面在由轮式容

器的底表面35界定的水平面上对齐，如图3B、图5D和图6B中所示，从而提供额外的地面支

撑。

[0053] 还应注意，手柄组件可以是固定的，而不是伸缩式的。在这样的实施方案中，倾斜

支撑构件可使用本文中所描述的相同元件或类似元件来操纵，并且构造成通过类似于本文

中所描述的操纵构件展开到完全延伸或缩回的位置。此外，手柄组件可被制造为模块化部

分，其可通过螺栓、带、螺钉、焊接、对接熔合或任何可选的有效方法模块化地附接到可移动

容器。

[0054] 如上面所指出的，H形支撑构件40包括一对平行的支撑框架14，该一对平行的支撑

框架14通过操纵构件15垂直互连，操纵构件15具有构造在杆件16内的锁定机构，该锁定机

构将杆12固定并锁定在手柄的完全延伸的手柄位置或其完全缩回的手柄位置处。H形支撑

构件40通过两个间隔开的附接构件20、21附接至轮式基部容器18；构件20位于容器组件18

的上边缘附近，而第二构件21位于容器组件18的底部附近。H形支撑构件14至附接构件20和

21的附接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和工具实现：焊接、对接焊接、对接熔合、使用螺栓或螺钉、滑动

锁扣或任何可选的有效附接方法。

[0055] 操纵构件15在图4A和图4B中详细示出，并且包括构造在杆件16内的锁定机构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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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操纵构件15的两个端部部分处的一对附接构件34。附接构件34附接至平行支撑框架14，

将它们彼此平行并且垂直于操纵构件15固定，从而形成H形支撑构件40，H形支撑构件40支

撑伸缩式手柄50的杆12。

[0056] 锁定机构包括一对止动螺栓25、释放杆件16和偏置装置26，该一对止动螺栓25构

造成接合伸缩式手柄50的杆12的锁定狭槽19和24。止动螺栓25构造成在操纵构件15内同轴

地延伸并且通过偏置装置26彼此连接。止动螺栓25构造成用于沿如图4A和图4B中所示的方

向X和X′轴向位移。

[0057] 锁定机构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构造和类型，例如棘轮型锁定机构、偏心/凸轮型锁等

来构造。

[0058] 锁定机构可以装配有用于将锁定机构保持在正常锁定(延伸或缩回)的位置的偏

置装置26，例如偏置弹簧，该偏置弹簧构造成用于将螺栓25偏置到它们的锁定位置(如图4A

和图4B中所见)中，并且当手柄处于缩回和延伸之间的过渡位置时，该偏置弹簧通过附接构

件34保持在缩回状态。

[0059] 尽管在本公开的主题中，偏置装置26是弹簧的形式，在止动螺栓构件25的内边缘

32之间延伸，从而使它们相互连接，但是应当理解，可以想到其它类型的偏置构件，例如手

风琴状条带，其构造成收缩以及偏置成扩展，其可以与止动螺栓25一起一体地形成、被注射

模制。这样的装置可以降低组装成本并防止锈蚀，使用由金属制成的其它类型的偏置构件

可能形成这种锈蚀。

[0060] 止动螺栓25具有锁定的末端部31，锁定的末端部31构造成被闩锁在锁定狭槽19和

24的内部部分内。锁定件也可以可选地是棘齿状边缘。止动螺栓25的内部部分构造成接合

偏置装置26和具有倾斜壁33的突出部，倾斜壁33构造成接合杆件16。

[0061] 在本示例中，释放杆件16位于操纵构件15的中心，并设置有向下倾斜的延伸部36，

该延伸部36构造成接合止动螺栓的内部部分倾斜壁33。操纵构件15与释放杆件16相关联以

致动锁定机构并从相应的锁定狭槽19或24释放止动螺栓25。倾斜的释放杆件延伸部和具有

倾斜壁33的止动螺栓的突出部之间的接合使得通过在图4B中的轴线Y的方向上按压来操纵

释放杆件16，延伸部构造成向下滑动，在图4B中的箭头X的方向上拉动止动螺栓25。当按压

释放杆件16时，两个止动螺栓25同时被操纵以向内移动，按压偏置装置26并解锁与锁定狭

槽19或24的接合。一旦释放杆件16被释放(在图4A中箭头Y’的方向上向上移动)，止动螺栓

构件被偏置以在相反方向(在图4A中由箭头X’标记)上延伸，直到如果伸缩式手柄10被向下

拉向其缩回的手柄位置，则接合相应的上部锁定狭槽19，或者一旦伸缩式手柄被向上推向

其延伸的手柄位置，则接合下部锁定狭槽24。

[0062] 在操纵和解锁相应的锁定机构时，有利于伸缩式手柄的缩回或延伸。应当理解，由

于存在于伸缩式手柄杆12和H形支撑构件40的支撑框架14的内壁之间的摩擦力，防止了伸

缩式手柄50自发缩回，例如，当一旦从其完全延伸的位置释放而被向下按压时。

[0063] 容器组件10可以设计成具有不同的构造。如图5A、图5B、图5C、图5D、图6A和图6B中

所示，容器组件可以是篮或柜的形式，是模块化系统的一部分，具有可由附加模块化元件

27、28、29和29’闭合的敞开顶部。各种模块化元件适合于彼此互连，使得使用者可以在轮式

基部容器18的顶部上组装可堆叠隔室和容器的阵列。轮式基部容器18的底表面35可构造成

具有加强杆和支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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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轮式基部容器18通常包括至少一对后滚轮17，用于在处于组件的倾斜位置时使组

件运动。当容器组件10处于直立的静止位置时，容器组件静止在由轮式基部容器的底壁35、

轮17的底部和伸缩式手柄50的倾斜支撑构件23的底部形成的水平面上，其中伸缩式手柄锁

定在其缩回的手柄位置，并且倾斜支撑件锁定在其延伸的位置。在倾斜位置，并且在伸缩式

手柄50处于完全延伸的位置并且倾斜支撑件处于完全缩回的位置时，如图5B中所示，组件

10静止在轮17的底部上，便于整个可移动容器组件的移动。

[0065] 为了将可移动容器组件容易地位移到其倾斜的可移动位置中，通常邻近轮式基部

容器的底部形成有踏板部分39，以供个人在倾斜组件时踩踏，踏板部分39可以与下部附接

构件21是一体的。在当前提供的示例中，附接构件21具有内置的一体式踏板39，踏板39还提

供用于将后滚轮中心轴线22定位在其中的支撑通道。

[0066] 如在图8A和图8B中可以进一步看出的，示出了另一实施方案，其中手柄组件130可

以安装在多种可移动容器中，其具有多于一对的轮117，构造成类似于先前的实施方案。该

示例的手柄组件130构造成具有伸缩式手柄和倾斜支撑件123、通过两个附接构件120和121

附接至轮式容器180的H形支撑框架140。类似于前面的实施方案，当伸缩式手柄处于完全缩

回的手柄位置并且倾斜支撑构件处于完全延伸的位置(图8B)时，通过地板接合元件提供地

面支撑。与前面的实施方案不同，该示例的组件不需要倾斜以便有利于移动，而是可以通过

将伸缩式手柄位移到完全延伸的手柄位置并且将倾斜支撑件位移到完全缩回的位置(图

8A)而容易地推动或拉动整个可移动容器组件，而不需要使组件处于倾斜位置。在这种构造

中，可移动容器组件保持在垂直于由轮的底表面的对齐界定的平面的直立位置中。可移动

容器组件处于静止位置，其中倾斜支撑构件完全延伸(意味着伸缩式手柄完全缩回)，并且

其底表面与轮的底表面对齐。为了转移到可移动的位置，使用者使伸缩式手柄处于完全延

伸的手柄位置，使倾斜支撑构件向上处于完全缩回的位置。在该位置，可移动容器组件通过

握持构件被自由地推动或拉动。

[0067] 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如图9A和图9B中所示，具有手柄组件230的轮式基部容器

218可构造成具有单个伸缩式手柄杆212和相应的支撑构件，支撑构件包括支撑框架214和

操纵构件215，支撑框架214使得伸缩式手柄杆212能够在其内同轴地延伸和缩回，操纵构件

215包括杆件216。支撑构件通过两个附接构件220和221附接至轮式基部容器，附接构件220

和221分别邻近轮式基部容器218的上边缘和邻近轮式基部容器218的下边缘定位。单个伸

缩式手柄杆212构造成在其上部部分处具有手柄构件211，并且在其下部部分处具有倾斜支

撑构件223，并且两个锁定狭槽219和224构造成与锁定机构接合，以将伸缩式手柄固定和锁

定在延伸的位置(图9A)或缩回的位置(图9B)，并且将倾斜支撑构件分别固定和锁定在缩回

的位置(图9A)或延伸的位置(图9B)。

[0068] 虽然已经参考一些附图描述和示出了一些实施方案，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理

解，加上必要的修改，不脱离本发明的总体范围的许多变型是可能的。

[0069] 例如，轮式基部容器可以不同的形状和模块来设计，并且可以包括抽屉、箱柜、搁

架和附加隔室(刚性或柔性)的任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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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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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B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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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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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B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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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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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图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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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D

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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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B

图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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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B

图8A

图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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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

图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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