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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组合式快餐包装盒。本发

明包装盒一纸成型，包括一个中盒、两块提手板、

两个结构相同的后盒和两个结构相同的前盒。所

述中盒可以盛放罐装或者瓶装饮料(1瓶或3瓶)

以及一些调味品和筷子、汤匙之类的小东西，前

盒可以盛放汉堡等主餐，后盒可以盛放鸡翅、土

豆泥等配餐。包装盒实现了快餐的分类管理。包

装盒一纸成型，纸板结构紧凑，利用率高，成本

低。考虑到用于食品包装，包装盒不使用粘合剂，

绿色环保，且符合食品的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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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式快餐包装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盒一纸成型，包括一个中盒、两块提

手板、两个结构相同的后盒和两个结构相同的前盒。

所述包装盒展开包括中盒左端板(14)、中盒底板(15)和中盒右端板(55)，所述中盒左

端板(14)的上侧与第一插舌(17)折叠连接，中盒左端板(14)的下侧与第二插舌(13)折叠连

接；所述中盒底板(15)上设置第一插孔(16)和第二插孔(51)；所述中盒右端板(55)的上侧

与第三插舌(52)折叠连接，中盒右端板(55)的下侧与第四插舌(56)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底

板(15)的上侧依次与中盒后板(23)和第一提手板(32)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后板(23)的左侧

与第一防尘襟片(20)折叠连接，中盒后板(23)的右侧与第二防尘襟片(48)折叠连接，所述

中盒底板(15)与中盒后板(23)的折叠连接处自左至右依次设置第一插缝(18)和第二插缝

(50)；所述中盒后板(23)与第一防尘襟片(20)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第三插缝

(21)和第四插缝(19)；所述中盒后板(23)与第二防尘襟片(48)中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

次设置第五插缝(47)和第六插缝(49)，所述中盒后板(23)上自左至右依次设置第七插缝

(22)和第八插缝(46)，中盒后板(23)中部设置第一挡片(44)和第二挡片(45)，第一提手板

(32)上设置提手托片(35)，所述中盒后板(23)的左上侧依次与左后盒顶板(24)、左后盒后

板(28)、左后盒底板(29)和第五插舌(30)折叠连接，所述左后盒顶板(24)上设置第三插孔

(25)，所述左后盒后板(28)的左侧依次与左后盒左侧板(27)和第六插舌(26)折叠连接，左

后盒后板(28)的右侧依次与左后盒右侧板(31)和第七插舌(33)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后板

(23)的右上侧依次与右后盒顶板(43)、右后盒后板(39)、右后盒底板(38)和第八插舌(37)

折叠连接，所述右后盒顶板(43)上设置第四插孔(42)，所述右后盒后板(39)的左侧依次与

右后盒左侧板(36)和第九插舌(34)折叠连接，右后盒后板(39)的右侧依次与右后盒右侧板

(40)和第十插舌(41)折叠连接，所述左后盒顶板(24)、右后盒顶板(43)和中盒后板(23)包

围第一提手板(32)，所述左后盒与右后盒结构对称。所述中盒底板(15)的下侧依次与中盒

前板(57)和第二提手板(78)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前板(57)上设置第三挡片(53)和第四挡片

(54)，所述中盒前板(57)的左侧与第三防尘襟片(11)折叠连接，中盒前板(57)的右侧与第

四防尘襟片(59)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前板(57)与第三防尘襟片(11)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九

插缝(12)；中盒前板(57)与第四防尘襟片(59)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插缝(58)，所述第二

提手板(78)上设置提手孔(77)，所述中盒前板(57)的左下侧依次与左前盒后侧板(10)、左

前盒底板(6)和左前盒前侧板(1)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后侧板(10)的左侧与第五防尘襟片

(8)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后侧板(10)与第五防尘襟片(8)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一插缝

(9)；所述左前盒后侧板(10)的右侧与第六防尘襟片(81)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后侧板(10)

与第六防尘襟片(81)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二插缝(79)，所述左前盒底板(6)的左侧与左

前盒左侧板(5)折叠连接，左前盒底板(6)的右侧与左前盒右侧板(82)折叠连接，所述左前

盒左侧板(5)的上侧与第十一插舌(7)折叠连接，左前盒左侧板(5)的下侧与第十二插舌(4)

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右侧板(82)的上侧与第十三插舌(80)折叠连接，左前盒右侧板(82)

的下侧与第十四插舌(83)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前侧板(1)的左侧与第七防尘襟片(3)折叠

连接，左前盒前侧板(1)的右侧与第八防尘襟片(85)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前侧板(1)与第

七防尘襟片(3)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三插缝(2)，左前盒前侧板(1)与第八防尘襟片(85)

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四插缝(84)，所述中盒前板(57)的右下侧依次与右前盒后侧板

(61)、右前盒底板(67)和右前盒前侧板(70)折叠连接，所述右前盒后侧板(61)的左侧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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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防尘襟片(76)折叠连接，右前盒后侧板(61)的右侧与第十防尘襟片(63)折叠连接，所述

右前盒后侧板(61)与第九防尘襟片(76)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五插缝(60)，右前盒后侧板

(61)与第十防尘襟片(63)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六插缝(62)，所述右前盒底板(67)的左侧

与右前盒左侧板(74)折叠连接，右前盒底板(67)的右侧与右前盒右侧板(65)折叠连接，所

述右前盒左侧板(74)的上侧与第十五插舌(75)折叠连接，右前盒左侧板(74)的下侧与第十

六插舌(73)折叠连接；所述右前盒右侧板(65)的上侧与第十七插舌(64)折叠连接，右前盒

右侧板(65)的下侧与第十八插舌(66)折叠连接，所述右前盒前侧板(70)的左侧与第十一防

尘襟片(72)折叠连接，右前盒前侧板(70)的右侧与第十二防尘襟片(69)折叠连接，所述右

前盒前侧板(70)与第十一防尘襟片(72)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七插缝(71)，右前盒前侧板

(70)与第十二防尘襟片(69)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八插缝(68)，所述左前盒与右前盒结构

对称；所述中盒前板(57)、第六防尘襟片(81)和第九防尘襟片(76)包围第二提手板(7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组合式快餐包装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盒还包括左前盒顶

板(86)和第十九插舌(87)、右前盒顶板(88)和第二十插舌(89)、第十九插缝(90)和第二十

插缝(91)。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组合式快餐包装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盒材料为耐折

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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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式快餐包装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装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组合式快餐包装盒。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快餐包装盒以单盒为主，组合式快餐包装盒在市场上几乎见不到。家庭装快

餐食品基本上以大纸质桶包装，多种快餐堆放在一起，美观性不强，也不利于快餐的分类管

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缺陷，而提供一种组合式快餐包装

盒，包装盒一纸成型，包括一个中盒、两块提手板、两个结构相同的后盒和两个结构相同的

前盒。所述中盒可以盛放罐装或者瓶装饮料(1瓶或3瓶)以及一些调味品和筷子、汤匙之类

的小东西，前盒可以盛放汉堡等主餐，后盒可以盛放鸡翅、土豆泥等配餐。包装盒实现了快

餐的分类管理。包装盒一纸成型，纸板结构紧凑，利用率高，成本低。考虑到用于食品包装，

包装盒不使用粘合剂，绿色环保，且符合食品的卫生要求。

[0004]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组合式快餐包装盒，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装盒一纸成型，包括一个中盒、两块

提手板、两个结构相同的后盒和两个结构相同的前盒。所述中盒可以盛放罐装或者瓶装饮

料(1瓶或3瓶)以及一些调味品和筷子、汤匙之类的小东西，前盒可以盛放汉堡等主餐，后盒

可以盛放鸡翅、土豆泥等配餐。

[0006] 所述包装盒包括中盒左端板、中盒底板和中盒右端板。所述中盒左端板的上侧与

第一插舌折叠连接，下侧与第二插舌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底板上根据需要可以设置第一插

孔和第二插孔；所述中盒右端板的上侧与第三插舌折叠连接，下侧与第四插舌折叠连接。所

述中盒底板的上侧依次与中盒后板和第一提手板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后板的左侧与第一防

尘襟片折叠连接，右侧与第二防尘襟片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底板与中盒后板的折叠连接处

自左至右依次设置第一插缝和第二插缝；所述中盒后板与第一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自上

而下依次设置第三插缝和第四插缝；所述中盒后板与第二防尘襟片中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

下依次设置第五插缝和第六插缝。所述中盒后板上自左至右依次设置第七插缝和第八插

缝，中部设置第一挡片和第二挡片。所述第一提手板上设置提手托片。所述中盒后板的左上

侧依次与左后盒顶板、左后盒后板、左后盒底板和第五插舌折叠连接。所述左后盒顶板上设

置第三插孔，所述第三插孔的形状依据所盛放的配餐品种而定；所述左后盒后板的左侧依

次与左后盒左侧板和第六插舌折叠连接，右侧依次与左后盒右侧板和第七插舌折叠连接。

所述中盒后板的右上侧依次与右后盒顶板、右后盒后板、右后盒底板和第八插舌折叠连接。

所述右后盒顶板上设置第四插孔，所述第四插孔的形状依据所盛放的配餐品种而定；所述

右后盒后板的左侧依次与右后盒左侧板和第九插舌折叠连接，右侧依次与右后盒右侧板和

第十插舌折叠连接。所述左后盒顶板、右后盒顶板和中盒后板包围第一提手板。所述左后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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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右后盒结构对称。所述中盒底板的下侧依次与中盒前板和第二提手板折叠连接。所述中

盒前板上设置第三挡片和第四挡片。所述中盒前板的左侧与第三防尘襟片折叠连接，右侧

与第四防尘襟片折叠连接。所述中盒前板与第三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九插缝；中

盒前板与第四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插缝。所述第二提手板上设置提手孔。所述

中盒前板的左下侧依次与左前盒后侧板、左前盒底板和左前盒前侧板折叠连接。所述左前

盒后侧板的左侧与第五防尘襟片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后侧板与第五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

处设置第十一插缝；所述左前盒后侧板的右侧与第六防尘襟片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后侧

板与第六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二插缝。所述左前盒底板的左侧与左前盒左侧板

折叠连接，右侧与左前盒右侧板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左侧板的上侧与第十一插舌折叠连

接，下侧与第十二插舌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右侧板的上侧与第十三插舌折叠连接，下侧与

第十四插舌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前侧板的左侧与第七防尘襟片折叠连接，右侧与第八防

尘襟片折叠连接。所述左前盒前侧板与第七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三插缝，左前

盒前侧板与第八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四插缝。所述中盒前板的右下侧依次与右

前盒后侧板、右前盒底板和右前盒前侧板折叠连接。所述右前盒后侧板的左侧与第九防尘

襟片折叠连接，右侧与第十防尘襟片折叠连接，所述右前盒后侧板与第九防尘襟片的折叠

连接处设置第十五插缝，右前盒后侧板与第十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六插缝。所

述右前盒底板的左侧与右前盒左侧板折叠连接，右侧与右前盒右侧板折叠连接。所述右前

盒左侧板的上侧与第十五插舌折叠连接，下侧与第十六插舌折叠连接；所述右前盒右侧板

的上侧与第十七插舌折叠连接，下侧与第十八插舌折叠连接。所述右前盒前侧板的左侧与

第十一防尘襟片折叠连接，右侧与第十二防尘襟片折叠连接。所述右前盒前侧板与第十一

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七插缝，右前盒前侧板与第十二防尘襟片的折叠连接处设

置第十八插缝。所述左前盒与右前盒结构对称。所述中盒前板、第六防尘襟片和第九防尘襟

片包围第二提手板。

[0007] 所述包装盒还可以包括左前盒顶板和第十九插舌、右前盒顶板和第二十插舌、第

十九插缝和第二十插缝。

[0008] 所述包装盒可用于快餐食品的家庭包装。

[0009] 所述包装材料为耐折纸板。

[0010]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1] 1、本发明的包装盒实现了快餐的分类管理。

[0012] 2、本发明的包装盒一纸成型，纸板结构紧凑，利用率高，成本低。

[0013] 3、本发明的包装盒考虑到用于食品包装，包装盒不使用粘合剂，绿色环保，且符合

食品的卫生要求。

附图说明

[0014] 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包装盒的平面展开图(无前盒顶板)；

[0015] 图2所示为本发明的包装盒的平面展开图(无前盒顶板和中盒插孔)；

[0016] 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包装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无前盒顶板)；

[0017] 图4所示为本发明的包装盒的平面展开图(有前盒顶板)；

[0018] 图5所示为本发明的包装盒的平面展开图(有前盒顶板、无中盒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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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6所示为本发明的包装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有前盒顶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本发明的组合式快餐包装盒的示意图如图1-图6所示。包装盒一纸成型，包括一个

中盒、两块提手板、两个结构相同的后盒和两个结构相同的前盒。中盒可以盛放罐装或者瓶

装饮料(1瓶或3瓶)以及一些调味品和筷子、汤匙之类的小东西，前盒可以盛放汉堡等主餐，

后盒可以盛放鸡翅、土豆泥等配餐。

[0022] 包装盒包括中盒左端板14、中盒底板15和中盒右端板55。中盒左端板14的上侧与

第一插舌17折叠连接，下侧与第二插舌13折叠连接；中盒底板15上根据需要可以设置第一

插孔16和第二插孔51；中盒右端板55的上侧与第三插舌52折叠连接，下侧与第四插舌56折

叠连接。中盒底板15的上侧依次与中盒后板23和第一提手板32折叠连接。中盒后板23的左

侧与第一防尘襟片20折叠连接，右侧与第二防尘襟片48折叠连接。中盒底板15与中盒后板

23的折叠连接处自左至右依次设置第一插缝18和第二插缝50；中盒后板23与第一防尘襟片

20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第三插缝21和第四插缝19；中盒后板23与第二防尘襟片

48中的折叠连接处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第五插缝47和第六插缝49。中盒后板23上自左至右依

次设置第七插缝22和第八插缝46，中部设置第一挡片44和第二挡片45。第一提手板32上设

置提手托片35。中盒后板23的左上侧依次与左后盒顶板24、左后盒后板28、左后盒底板29和

第五插舌30折叠连接。左后盒顶板24上设置第三插孔25，第三插孔25的形状依据所盛放的

配餐品种而定；左后盒后板28的左侧依次与左后盒左侧板27和第六插舌26折叠连接，右侧

依次与左后盒右侧板31和第七插舌33折叠连接。中盒后板23的右上侧依次与右后盒顶板

43、右后盒后板39、右后盒底板38和第八插舌37折叠连接。右后盒顶板43上设置第四插孔

42，第四插孔42的形状依据所盛放的配餐品种而定；右后盒后板39的左侧依次与右后盒左

侧板36和第九插舌34折叠连接，右侧依次与右后盒右侧板40和第十插舌41折叠连接。左后

盒顶板24、右后盒顶板43和中盒后板23包围第一提手板32。左后盒与右后盒结构对称。中盒

底板15的下侧依次与中盒前板57和第二提手板78折叠连接。中盒前板57上设置第三挡片53

和第四挡片54。中盒前板57的左侧与第三防尘襟片11折叠连接，右侧与第四防尘襟片59折

叠连接。中盒前板57与第三防尘襟片11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九插缝12；中盒前板57与第四

防尘襟片59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插缝58。第二提手板78上设置提手孔77。中盒前板57的

左下侧依次与左前盒后侧板10、左前盒底板6和左前盒前侧板1折叠连接。左前盒后侧板10

的左侧与第五防尘襟片8折叠连接，左前盒后侧板10与第五防尘襟片8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

十一插缝9；左前盒后侧板10的右侧与第六防尘襟片81折叠连接，左前盒后侧板10与第六防

尘襟片81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二插缝79。左前盒底板6的左侧与左前盒左侧板5折叠连

接，右侧与左前盒右侧板82折叠连接。左前盒左侧板5的上侧与第十一插舌7折叠连接，下侧

与第十二插舌4折叠连接；左前盒右侧板82的上侧与第十三插舌80折叠连接，下侧与第十四

插舌83折叠连接。左前盒前侧板1的左侧与第七防尘襟片3折叠连接，右侧与第八防尘襟片

85折叠连接。左前盒前侧板1与第七防尘襟片3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三插缝2，左前盒前侧

板1与第八防尘襟片85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四插缝84。中盒前板57的右下侧依次与右前

盒后侧板61、右前盒底板67和右前盒前侧板70折叠连接。右前盒后侧板61的左侧与第九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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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襟片76折叠连接，右侧与第十防尘襟片63折叠连接，右前盒后侧板61与第九防尘襟片76

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五插缝60，右前盒后侧板61与第十防尘襟片63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

十六插缝62。右前盒底板67的左侧与右前盒左侧板74折叠连接，右侧与右前盒右侧板65折

叠连接。右前盒左侧板74的上侧与第十五插舌75折叠连接，下侧与第十六插舌73折叠连接；

右前盒右侧板65的上侧与第十七插舌64折叠连接，下侧与第十八插舌66折叠连接。右前盒

前侧板70的左侧与第十一防尘襟片72折叠连接，右侧与第十二防尘襟片69折叠连接。右前

盒前侧板70与第十一防尘襟片72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七插缝71，右前盒前侧板70与第十

二防尘襟片69的折叠连接处设置第十八插缝68。左前盒与右前盒结构对称。中盒前板57、第

六防尘襟片81和第九防尘襟片76包围第二提手板78。

[0023] 包装盒还可以包括左前盒顶板86和第十九插舌87、右前盒顶板88和第二十插舌

89、第十九插缝90和第二十插缝91。

[0024] 包装盒可用于快餐食品的家庭包装。

[0025] 包装材料为耐折纸板。

[0026] 成型时，将中盒左端板14、中盒底板15和中盒右端板55内折。将第一防尘襟片20、

第二防尘襟片48、第三防尘襟片11和第四防尘襟片59内折，将中盒后板23和中盒前板57内

折。将第一插舌17插入第三插缝21，将第二插舌13插入第九插缝12，将第三插舌52插入第五

插缝47，将第四插舌56插入第十插缝58。再成型后盒。将左后盒顶板24、左后盒后板28、左后

盒底板29依次外折，将第五插舌30插入第一插缝18。将左后盒左侧板27和左后盒右侧板31

外折，将第六插舌26插入第四插缝19，将第七插舌33插入第七插缝22，完成左后盒的成型。

将右后盒顶板43、右后盒后板39、右后盒底板38依次外折，将第八插舌37插入第二插缝50，

将右后盒左侧板36和右后盒右侧板40外折，将第九插舌34插入第八插缝46，将第十插舌41

插入第六插缝49，完成右后盒成型。再成型前盒。将左前盒后侧板10外折并紧贴于中盒前板

57外侧，将第五防尘襟片8、第六防尘襟片81、第七防尘襟片3和第八防尘襟片85内折，将左

前盒底板6和左前盒前侧板1依次内折，将左前盒左侧板5和左前盒右侧板82内折，将第十一

插舌7插入第十一插缝9，将第十二插舌4插入第十三插缝2，将第十三插舌80插入第十二插

缝79，将第十四插舌83插入第十四插缝84，完成左前盒的成型。将右前盒后侧板61外折并紧

贴于中盒前板57的外侧，将第九防尘襟片76、第十防尘襟片63、第十一防尘襟片72和第十二

防尘襟片69内折，将右前盒底板67和右前盒前侧板70依次内折，将第十五插舌75插入第十

五插缝60，将第十六插舌73插入第十七插缝71，将第十七插舌64插入第十六插缝62，将第十

八插舌66插入第十八插缝68，完成右前盒的成型。

[0027] 也可以根据需要给前盒加盖，即将左前盒顶板86和右前盒顶板88内折，将第十九

插舌87插入第十九插缝90，将第二十插舌89插入第二十插缝91。

[0028] 本发明的组合式快餐包装盒实现了快餐的分类管理。包装盒一纸成型，纸板结构

紧凑，利用率高，成本低。考虑到用于食品包装，包装盒不使用粘合剂，绿色环保，且符合食

品的卫生要求。

[002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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