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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扶手箱总成。扶手箱

总成包含：第一箱体，该第一箱体包括第一基座

以及设置与第一基座内的第一收纳空间；第二箱

体，该第二箱体包括第二基座以及设置于所述第

二基座内的第二收纳空间；其中，第二箱体进一

步包括连接至第二基座的脚踏部，第二箱体在收

起位置和伸展位置之间可移动地连接至第一箱

体。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扶手箱总成

能够在满足储物需求和满足后排乘客的腿部空

间需求之间灵活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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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包含：

第一箱体，所述第一箱体包括第一基座以及设置与所述第一基座内的第一收纳空间；

第二箱体，所述第二箱体包括第二基座以及设置于所述第二基座内的第二收纳空间；

其中，所述第二箱体进一步包括连接至所述第二基座的脚踏部，所述第二箱体在收起

位置和伸展位置之间可移动地连接至所述第一箱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收起位置，所述第二箱体的

第二基座收容于所述第一箱体内且所述脚踏部位于所述第一箱体之外；在所述伸展位置，

所述第二箱体的第二基座至少部分延伸至所述第一箱体之外以使得所述第二收纳空间能

够收纳物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收起位置，所述第二箱体的

第二基座收容于所述第一箱体的第一收纳空间内；在所述伸展位置，所述第二箱体的第二

基座至少部分延伸至所述第一箱体的第一收纳空间之外以使得所述第一收纳空间和所述

第二收纳空间均能够收纳物品。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基座包括与所述第一

收纳空间连通的且位于所述第一基座的上表面用于存取物品的第一开口以及与所述第一

收纳空间连通的且位于所述第一基座的后端用于让所述第二箱体进出所述第一收纳空间

的第二开口；所述第二基座进一步包括与所述第二收纳空间连通且位于所述第二基座的上

表面用于存取物品的第三开口，其中在所述收起位置，所述第一开口与所述第三开口至少

部分对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箱体进一步包括连接至所

述第一基座以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枢转而关闭或打开所述第一开口的盖体，并且在

所述第二箱体处于所述伸展位置，所述盖体可在第二位置和第三位置之间枢转以打开或关

闭所述第三开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基座内设置由导槽，所述

第二基座上设置有与所述导槽相配合的导轨以使得所述第二基座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基

座滑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基座进一步包括一对侧

壁、连接至所述一对侧壁的前壁、连接至所述一对侧壁并且与所述前壁相对的后壁以及连

接所述一对侧壁、所述前壁和所述后壁的底壁，所述一对侧壁、前壁、后壁以及底壁共同形

成具有第三开口的所述第二收纳空间。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基座进一步包括一对侧

壁、连接至所述一对侧壁的后壁以及连接所述一对侧壁和所述后壁的底壁，所述一对侧壁、

后壁以及底壁共同形成具有第三开口的和第四开口的所述第二收纳空间，其中所述第四开

口连通所述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部与所述第二基座一体成

型并且包括倾斜设置的脚踏面。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扶手箱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脚踏部包括基部以及可枢转

的连接至所述基部的脚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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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箱总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扶手箱总成。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具有提供乘客放置物品的空间和储物装置。例如，位于车辆座椅之间的扶手

箱包括收纳空间用于存放驾驶员或前排乘客携带的物品。此外，扶手箱还可以用于支撑驾

驶员或前排乘客的手臂以缓解疲劳。但是，后排乘客对于存放物品仍然感到不方便。同时，

由于扶手箱的体积一般比较大，也会侵占后排乘客的腿部空间。因此，存在改进扶手箱以满

足后排乘客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扶手箱装置能够在满足储物需求和满足后排乘

客的腿部空间需求之间灵活变换。

[0004]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方面，提供一种扶手箱总成。扶手箱总成包含：第一箱体，该第

一箱体包括第一基座以及设置与第一基座内的第一收纳空间；第二箱体，该第二箱体包括

第二基座以及设置于第二基座内的第二收纳空间；其中，第二箱体进一步包括连接至第二

基座的脚踏部，第二箱体在收起位置和伸展位置之间可移动地连接至第一箱体。

[0005] 在一个实施列中，在收起位置，第二箱体的第二基座收容于第一箱体内且脚踏部

位于第一箱体之外；在伸展位置，第二箱体的第二基座至少部分延伸至第一箱体之外以使

得第二收纳空间能够收纳物品。

[0006] 在另一个实施列中，在收起位置，第二箱体的第二基座收容于第一箱体的第一收

纳空间内；在伸展位置，第二箱体的第二基座至少部分延伸至第一箱体的第一收纳空间之

外以使得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均能够收纳物品。

[0007] 在另一个实施列中，第一基座包括与第一收纳空间连通的且位于第一基座的上表

面用于存取物品的第一开口以及与第一收纳空间连通的且位于第一基座的后端用于让第

二箱体进出第一收纳空间的第二开口；第二基座进一步包括与第二收纳空间连通且位于第

二基座的上表面用于存取物品的第三开口，其中在收起位置，第一开口与第三开口至少部

分对齐。

[0008] 在另一个实施列中，第一箱体进一步包括连接至第一基座以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

置之间枢转而关闭或打开第一开口的盖体，并且在第二箱体处于伸展位置，盖体可在第二

位置和第三位置之间枢转以打开或关闭第三开口。

[0009] 在另一个实施列中，第一基座内设置由导槽，第二基座上设置有与导槽相配合的

导轨以使得第二基座能够相对于第一基座滑动。

[0010] 在另一个实施列中，第二基座进一步包括一对侧壁、连接至一对侧壁的前壁、连接

至一对侧壁并且与前壁相对的后壁以及连接一对侧壁、前壁和后壁的底壁，一对侧壁、前

壁、后壁以及底壁共同形成具有第三开口的第二收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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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另一个实施列中，第二基座进一步包括一对侧壁、连接至一对侧壁的后壁以及

连接一对侧壁和后壁的底壁，一对侧壁、后壁以及底壁共同形成具有第三开口的和第四开

口的第二收纳空间，其中第四开口连通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

[0012] 在另一个实施列中，脚踏部与第二基座一体成型并且包括倾斜设置的脚踏面。

[0013] 在另一个实施列中，脚踏部包括基部以及可枢转的连接至基部的脚踏板。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一种扶手箱装置能够在满足储物需求和满足后

排乘客的腿部空间需求之间灵活变换。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有益效果在于能够为后排乘客

提供脚踏以便于后排乘客休息，并且第二箱体在收起位置和伸展位置之间可移动使得可以

前后调节脚踏部的位置以适应不同身高的乘客。

[0015] 结合附图根据下面详细描述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或多个特征

和或优点会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车辆的局部示意图，显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或多个示例实施例的扶手

箱总成安装于车辆前排座椅之间。

[0017] 图2是图1中所示的扶手箱总成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18] 图3是图1中所示的扶手箱总成的示意图，显示了第二箱体处于伸展位置。

[0019] 图4是图1中所示的扶手箱总成的示意图，显示了第二箱体处于收起位置。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实施列的扶手箱总成的部分示意图，显示了第二箱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根据需要，本说明书中公开了本实用新型具体的实施例；但是，应理解公开的实施

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示例并且可以多种替代形式实施。附图无需按比例绘制；可放大或缩

小一些特征以显示特定部件的细节。所以，此处所公开的具体结构和功能细节不应解释为

限定，而仅为教导本领域技术人员以多种形式实施本实用新型的代表性基础。

[0022] 参考图1，图1显示了根据本发明一个或多个示例实施的车辆100的局部示意图，显

示了扶手箱总成200安装于车辆100内。在一个或多个实施列中，车辆100包括驾驶员座椅

102、前排乘客座椅104以及后排乘客座椅106。扶手箱总成200位于前排座椅102，104之间并

且沿纵向方向L设置以便在提供存储空间和支撑前排乘客或驾驶员的肘部。在一个或多个

实施例中，车辆的头部定义为前，并且车辆的尾部定义为后。

[0023] 参考图2并结合图1，图2是图1中所示的扶手箱总成200的立体分解示意图。扶手箱

总成200包括第一箱体202以及连接至第一箱体202的第二箱体206。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

中，第一箱体202包括第一基座208以及设置于第一基座208内的第一收纳空间210。第一基

座208包括与第一收纳空间210连通的且位于第一基座208的上表面212用于存取物品的第

一开口214以及与第一收纳空间210连通的且位于第一基座208的后端216的第二开口218。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第一基座208内沿纵向方向L设置有导槽220。

[0024]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第二箱体206包括第二基座222、设置于第二基座222内的

第二收纳空间224以及连接至第二基座222后端的脚踏部226。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第二

基座222包括与第二收纳空间224连通且位于第二基座222的上表面228上用与存取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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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开口230。在收起位置P1处，第一开口214与第三开口230至少部分对齐。术语对齐的意

思是第一开口214和第三开口230在竖直方向的投影重叠。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第二基

座222设置有与第一基座208内的导槽220相配合的导轨232以使得第二基座222能够相对于

第一基座208前后滑动。应该明白的是，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一基座208内可以设置有导轨，

而第二基座222内可以设置有与导轨相配合的导槽。进一步的，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导

槽220和导轨230可以由齿轮齿条结构替换。

[0025]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第二基座222进一步包括一对侧壁234、连接至一对侧壁

234的前壁236、连接至一对侧壁234并且与前壁236相对的后壁238以及连接一对侧壁234、

前壁236和后壁238的底壁240。一对侧壁234、前壁236、后壁238以及底壁240共同形成具有

第三开口230的第二收纳空间224。导轨232可以设置在一对侧壁234上。在一个或多个实施

例中，脚踏部226可以经由连接件连接至第二基座222的后壁238。当然，在其它实施例中，脚

踏部226可以和第二基座222一体成型以简化制造和节约成本。脚踏部226包括相对于第二

基座222倾斜设置的脚踏面242。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脚踏面242与水平面成角度a。根据

舒适性的需要，例如角度a可以在30°至60°之间。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脚踏面242上还可

以包括间隔设置的多个凸起部244以起到防滑的效果。

[0026] 请参考图3及图4，图3是图1中所示的扶手箱总成200的示意图，显示了第二箱体

206处于伸展位置P2。图4是图1中所示的扶手箱总成200的示意图，显示了第二箱体206处于

收起位置P1。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在收起位置P1，第二箱体206的第二基座222收容于第

一箱体202内且脚踏部226位于第一箱体202之外。进一步的，由于第二箱体206的第二基座

222收容于第一箱体202的第一收纳空间210内，第一收纳空间210被占据，而第二收纳空间

224可作为物品收纳空间，第一开口214与第二收纳空间224连通并且至少部分对齐。此时，

由于第二箱体206处于收起位置P1，后排乘客的腿部空间为最大。此外，由于第二箱体206具

有位于第二基座后端的脚踏部226，后排乘客可以以非常舒适的姿态将脚放置在脚踏部226

的脚踏面242上。

[0027] 在第二箱体206沿纵向方向L从收起位置P1向后排座椅106滑动至伸展位置P2时，

第二箱体206的第二基座222至少部分延伸至第一箱体202之外以使得第二收纳空间224能

够为后排乘客方便的提供收纳空间。进一步的，由于第二箱体206朝向后排座椅106移动，使

得第二基座222从第一箱体202的第一收纳空间210移出。此时，第一箱体202的第一收纳空

间210和第二箱体206的第二收纳空间224能够同时分别为前排乘客和后排乘客提供较大的

储物空间，例如可以分别在收纳第一箱体202的第一收纳空间210和第二箱体206的第二收

纳空间224内放置包，笔记本电脑等物品。进一步地，第一收纳空间210和第二收纳空间224

经由前壁236分隔开而不会由于车辆在行驶时地惯性而导致第一收纳空间210内地东西和

第二收纳空间224内地物品混合在一起。应理解，当第二箱体206处于伸展位置P2时，后排乘

客的腿部空间最小。因此，根据实际需要，第二箱体206可以设置在收起位置P1和伸展位置

P2之间的任意位置以平衡储物需求和后排乘客的腿部空间需求，并且可以为后排乘客提供

相对舒适的姿势以将脚放置在脚踏部226上。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扶手箱总成200可进

一步设置有马达和开关。当乘客按压开关时，则马达驱动第二箱体206相对于第一箱体202

移动。

[0028]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第一箱体202进一步包括可枢转地连接至第一箱体20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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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座208的盖体204。例如，可经由设置在第一箱体202上的枢转结构使得盖体204可枢

转地连接至第一箱体202的第一基座208。在第二箱体206处于收起位置P1时，盖体204可在

第一位置C1和第二位置C2之间枢转而关闭或打开所述第一开口214。在第二箱体206处于伸

展位置P2，盖体204可在第二位置C2和第三位置C3之间枢转以打开或关闭第三开口230。

[0029] 请参考图5，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实施列的扶手箱总成400的部分示意图，仅显

示了第二箱体406。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扶手箱总成400与图1-4中所示的扶手箱总成

200大体类似。为简洁起见，仅详细描述第二箱体406与第二箱体206的不同之处。在一个或

多个实施例中，第二箱体406包括第二基座422、设置于第二基座422内的第二收纳空间424

以及连接至第二基座422后端的脚踏部426。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第二基座422包括与第

二收纳空间424连通且位于第二基座422的上表面428上用与存取物品的第三开口430。在收

起位置处，第一箱体的第一开口与第三开口430至少部分对齐。术语对齐的意思是第一开口

和第三开口430在竖直方向的投影重叠。

[0030]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第二基座422进一步包括一对侧壁434、连接至一对侧壁

434的后壁438以及连接一对侧壁434和后壁438的底壁440。一对侧壁434、后壁438以及底壁

440共同形成具有朝向上设置的第三开口430和朝向前设置的第四开口446的第二收纳空间

424。

[0031] 在第二箱体406处于伸展位置时，第二箱体406的第二基座422至少部分延伸至第

一箱体402之外以使得第二收纳空间424能够为后排乘客方便的提供收纳空间。进一步的，

由于第二箱体406朝向后排座椅移动，使得第二基座422从第一箱体的第一收纳空间移出。

此时，第一箱体的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箱体406的第二收纳空间424能够同时为前排乘客和

后排乘客提供储物空间，例如可以分别在收纳第一箱体的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箱体406的

第二收纳空间424内放置包，笔记本电脑等物品。进一步地，由于第二基座422移除了前壁，

使得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424可以共同形成一个连通的收纳空间。该收纳空间的

体积大约等于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424的体积之和。

[0032] 同时，由于第二收纳空间424的第四开口446的存在，在第二箱体406朝向第一箱体

从伸展位置移动至收起位置时，不需要乘客先将收纳在第一收纳空间内的物品取出，使得

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424可以共同形成一个的收纳空间。该收纳空间的体积大约

等于第一收纳空间的体积。

[0033] 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脚踏部426可以经由连接件连接至第二基座422的后壁

438。脚踏部426包括基部448以及可枢转的连接至基部448的脚踏板450。例如，可经由铰链

452而将脚踏板450可枢转地连接至基部448。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脚踏板450包括相对

于第二基座422倾斜设置的脚踏面442。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脚踏面442上还可以包括间

隔设置的多个凸起部444以起到防滑的效果。在一个或多个实施例中，脚踏板450或脚踏面

442与水平面成角度a。根据舒适性的需要，例如角度a可以在30°至60°之间。在一个或多个

实施例中，脚踏部426可进一步包括设置在基部448内的气囊454和充气机(未图示)。通过气

囊454的膨胀而可以调节脚踏板450的角度a。应该明白的是，在其它实施例中，也可采用其

它合适的装置来调节脚踏板450的角度。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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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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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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