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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用作包的帽子及背包两用衣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可用作包的帽子及背包两

用衣，帽子包括连接带和帽子本体，连接带的一

侧设置有第一连接件；另一侧连接至帽子本体；

连接带的两端可连接在一起；帽子本体的帽顶用

作包的包底。背包两用衣包括可用作背包包前身

和包后身的衣身；帽子；可将衣身下部连接在一

起的第五连接件，和/或，包括可用作背包包底的

第一装饰品，第一装饰品可与衣身下部连接；以

及可用作背包包带的第二装饰品。本实用新型通

过将帽子设置成可用作包的结构，使得在需要的

时候，能够替代包，实现物品的储藏和运输，不需

要作为包使用时，安装在衣服上即可，给人们出

行带来了极大的便捷。通过本实用新型通过将衣

服设计为可变换背包的结构，可以大大提高人们

生活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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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包括连接带和帽子本体，其中，

所述连接带的一侧设置有可拆卸地连接衣服领口的第一连接件；

所述连接带的另一侧连接至帽子本体的帽边；

所述连接带的两端分别设置有可连接在一起的第三连接件和第四连接件；

所述帽子本体的帽顶用作包的包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连接件和所述第四连

接件可拆卸地扣合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带的长度可调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带的一端连接有第一

延长带，所述第一延长带的另一端连接第三连接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带的另一端连接有第

二延长带，所述第二延长带的另一端连接所述第四连接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所述帽子本体的帽沿上设置有

第六连接件，所述帽边上与所述第六连接件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七连接件，所述第六连接

件和所述第七连接件可打开地连接，以实现包的开口的打开或关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六连接件和所述第七连

接件为拉链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所述帽子本体上设置有副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件为拉链。

10.一种背包两用衣，其特征在于，包括：

可用作背包包前身和包后身的衣身；

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帽子，所述帽子前扣后可用作背包包盖；

所述衣身下部设置有可将衣身下部连接在一起以形成背包包底的第五连接件，和/或，

包括可用作背包包底的第一装饰品，所述第一装饰品可与所述衣身下部连接；

以及可用作背包包带的第二装饰品。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594825 U

2



一种可用作包的帽子及背包两用衣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活用品制造技术领域，并且更具体地，涉及到一种可用作包的

帽子和背包两用衣。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对出行的便捷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人们在

出行过程中，为了放置物品，通常需要拿着袋子以备不时之需，尤其在天气变化时，往往需

要额外携带一个装外套的袋子，这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特别是在户外运动时，人们

为了需要携带的物品更多。

[0003] 如何提高人们出行时的便捷性，一直以来都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研究的主题之一。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上述问题，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用作包的帽子和背包两用衣，其

能解决现有技术的出行不便的技术问题。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方面，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可用作包的帽子，其包括连接带和帽子

本体，其中，

[0007] 所述连接带的一侧设置有可拆卸地连接衣服领口的第一连接件；

[0008] 所述连接带的另一侧连接至帽子本体的帽边；

[0009] 所述连接带的两端分别设置有可连接在一起的第三连接件和第四连接件；

[0010] 所述帽子本体的帽顶用作包的包底。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连接件和所述第四连接件可拆卸地扣合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带的长度可调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带的一端连接有第一延长带，所述第一延长带的另一端连接

第三连接件。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带的另一端连接有第二延长带，所述第二延长带的另一端连

接所述第四连接件。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帽子本体的帽沿上设置有第六连接件，所述帽边上与所述第六连

接件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七连接件，所述第六连接件和所述第七连接件可打开地连接，以

实现包的开口的打开或关闭。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第六连接件和所述第七连接件为拉链连接。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帽子本体上设置有副袋。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连接件为拉链。

[0019] 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公开了一种背包两用衣，其包括：

[0020] 可用作背包包前身和包后身的衣身；

[0021] 上述任意一种帽子，所述帽子前扣后可用作背包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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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所述衣身下部设置有可将衣身下部连接在一起以形成背包包底的第五连接件，

和/或，包括可用作背包包底的第一装饰品，所述第一装饰品可与所述衣身下部连接；

[0023] 以及可用作背包包带的第二装饰品。

[0024] 进一步地，所述衣身包括前衣身和后衣身，所述前衣身用作背包的包前身，所述后

衣身用作背包的包后身。

[0025] 进一步地，所述前衣身包括左前衣身和右前衣身，所述左前衣身和所述右前衣身

通过拉链连接，或者所述左前衣身或所述右前衣身为一体式结构。

[0026] 进一步地，所述前衣身上设置第一卡件，所述帽子上设置有第二卡件，所述第一卡

件和所述第二卡件可卡和在一起，以实现将背包的包盖盖合在背包的主仓上。

[0027] 进一步地，所述包带的上部连接于所述帽子和所述衣身之间，所述包带的下部连

接于后衣身，且成对设置，以形成双肩背包的包带。

[0028] 进一步地，所述衣身上还设置可用作背包的第一副仓的衣兜，所述衣兜为至少一

个。

[0029] 进一步地，还包括袖子，所述袖子前端设置有可封闭袖口的封闭机构，且可翻折进

衣身内，形成背包的第二副仓。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封闭机构为抽绳结构。

[0031] 进一步地，所述衣身的颈口与所述衣身本体之间通过连接机构连接，使所述颈口

可拆卸，以增大或缩小背包的主仓的仓口。

[003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33]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帽子设置成可用作包的结构，使得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替代包，

实现物品的储藏和运输，不需要作为包使用时，安装在衣服上即可，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

的便捷。通过本实用新型通过将衣服设计为可变换背包的结构，可以大大提高人们生活的

便捷性，如可以早晨出门穿着衣服，天气转暖的时候脱掉衣服后，变成背包背负在肩膀上，

既可以解决衣服盛装问题，又可以放置添置的物品，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又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又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又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5为本实用新型又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6为本实用新型又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41]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可用作包的帽子，其特征在于，

包括连接带601和帽子本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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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所述连接带601的一侧设置有可拆卸地连接衣服领口的第一连接件602；

[0043] 所述连接带601的另一侧连接至帽子本体的帽边；

[0044] 所述连接带601的两端分别设置有可连接在一起的第三连接件603和第四连接件

604；

[0045] 所述帽子本体的帽顶605用作包的包底。

[0046] 本实施例通过将帽子设置成可用作包的结构，使得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替代包，实

现物品的储藏和运输，不需要作为包使用时，安装在衣服上即可，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的

便捷。

[0047] 本实用新型一优选的实施例中，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所述第三连接件603和所

述第四连接件604可拆卸地扣合连接。

[0048] 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中，所述连接带601的长度可调节。优选地，所述连接带601的

一端连接有第一延长带606，所述第一延长带606的另一端连接第三连接件603。进一步优选

地，所述连接带601的另一端连接有第二延长带607，所述第二延长带607的另一端连接所述

第四连接件604。设置延长带的目的是，可以将帽子作为怀包、腰包、挎包等使用。

[0049] 为了进一步保证帽子作为包使用时，其内存放物品的安全性，所述帽子本体的帽

沿上设置有第六连接件608，所述帽边上与所述第六连接件608对应的位置设置有第七连接

件609，所述第六连接件608和所述第七连接件609可打开地连接，以实现包的开口的打开或

关闭。优选地，所述第六连接件608和所述第七连接件609为拉链连接。

[0050] 本实用新型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帽子本体上设置有副袋610。具体地所述副袋可以

设置在帽沿附近的外层，也可以设置在内层，副袋可以采用拉链或其他结构进行封闭，保护

其内物品的安全性。所述第一连接件602为拉链。

[005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还公开了一种背包两用衣，如图3-图6所示，其包括：

[0052] 可用作背包包前身和包后身的衣身，衣身可分为前衣身和后衣身，前衣身可分为

左前衣身302和右前衣身303，左前衣身和右前衣身可为一体结构或者通过连接件连接；

[0053] 上述的帽子，所述帽子前扣后可用作背包包盖；

[0054] 所述衣身下部设置有可将衣身下部连接在一起以形成背包包底的第五连接件

204，和/或，包括可用作背包包底的第一装饰品，所述第一装饰品可与所述衣身下部连接；

[0055] 以及可用作背包包带的第二装饰品。

[0056] 本实施例中，桶状的衣身，正好可以作为背包的包身，第五连接件204可以设置在

衣身的下部近端部处，其与衣身下端的距离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调整背包的主仓大

小，优选地，该第五连接件为拉链，将前衣身与后衣身连接起来，形成主仓，这种结构作为背

包使用时，容量略小于附加第一装饰品的包底的结构，可以二者都设置，使用者根据需要使

用；通过设置加长片，实现了卫衣长度的调节，满足人们的需求。帽子在用作背包的包盖时，

向前衣身的方向扣合，将衣身的颈口遮掩，实现背包主仓仓口的关闭，保护背包内的物品。

[0057] 其中的第一装饰品即本申请所公开的背包包底，可以附着地安装在衣身或帽子

208的任意位置，作为衣服穿着时，为衣服的装饰品，还可以将该第一装饰品的边缘连接在

衣身的任意位置，并在上部留口，作为衣兜使用。该第一装饰品优选采用可充气的囊体结

构，使得其在作为衣服使用时，放掉气体，减小体积，作为背包使用时，冲进气体后作为包

底，可对背包内的物体起到缓冲作用，有效保护背包内的物品。另外该可拆卸又可充气的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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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构在人们出行时，还可以通过调整充气量，作为头枕、颈枕或靠垫使用，进一步提高人

们出行过程的舒适度，真正做到了一物多用。

[0058] 优选地，所述帽子208和所述后衣身的连接处设置有提手206。所述第六连接件301

为拉链。所述前衣身和所述后衣身的接缝处设置有第三副仓。

[0059] 本实用新型一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前衣身上设置第一卡件，所述帽子208上设置

有第二卡件，所述第一卡件和所述第二卡件可卡和在一起，以实现将背包的包盖盖合在背

包的主仓上。作为衣服穿着时，第一卡件和第二卡件可作为装饰品附着，作为背包使用时，

将第一卡件和第二卡件扣合，完成背包的扣合。同时第一卡件和第二卡件优选为对称设置

的两套，可有效增强穿着时的美观性。

[0060] 本实用新型一些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包带的上部连接于所述帽子208和所述衣

身之间，所述包带的下部连接于后衣身，且成对设置，以形成双肩背包的背包包带205。包带

的这种连接结构，即可保证作为背包使用时的实用性，又可在作为衣服使用时，美观性和舒

适性不受影响。

[0061] 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衣身上还设置可用作背包的副仓的衣兜，所述

衣兜为至少一个。衣兜可以设置多个，设置位置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衣兜上可加设兜

盖，或者通过拉链或粘条等连接结构连接在衣身上。衣兜设置可为对称或不对称结构。既可

以设置在前衣身，也可设置在后衣身，甚至帽子上，或者衣身内侧。

[0062] 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还包括袖子203，所述袖子203前端设置有可封闭袖

口的封闭机构，且可翻折进衣身内，形成背包的第二副仓。优选地，所述袖子203上部也设置

有用于将袖子203上部封闭的封闭机构，以封闭所述第二副仓。优选地，所述封闭机构为抽

绳结构。作为背包使用时，可用来盛装伞、水杯等物品，还可在袖子与衣身的连接处或者袖

子的中部设置抽绳等，将该抽绳抽紧，实现第二副仓的封闭，避免物品掉落。进一步优选地，

在帽子和衣身的连接处，还设置有提手206，作为背包但不背负在肩上时，可手提该提手

206。

[006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定本实用新型的实施范围；

如果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均应涵盖在

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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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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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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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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