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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

后备箱，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上部通过第一转

动副活动安装有上翻盖，所述上翻盖的前端开设

有安装窗口，所述安装窗口处设有前翻盖，所述

前翻盖通过第二转动副活动安装在所述上翻盖

上；所述箱体的后端的上部和所述上翻盖的前端

的底部设有第一锁合结构；所述前翻盖的底部和

所述上翻盖前端的底部设有第二锁合结构。本实

用新型还公开了另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

箱包括储物箱体、前箱盖和后箱盖，所述前箱盖

和后箱盖分别设在所述储物箱体的前端和后端。

使用本实用新型骑行者存放和取出物品方便，减

少了上下车的麻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209112349 U

2019.07.16

CN
 2
09
11
23
49
 U



1.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上部通过第一转动副活动安

装有上翻盖，以电动车或摩托车的车头方向为前，以电动车或摩托车的车尾方向为后，其特

征在于：所述上翻盖的前端开设有安装窗口，所述安装窗口处设有前翻盖，所述前翻盖通过

第二转动副活动安装在所述上翻盖上，所述箱体、所述前翻盖和所述上翻盖共同构成封闭

的后备箱；以所述上翻盖和所述前翻盖的闭合时的状态为参考状态，所述箱体的后端的上

部和所述上翻盖的前端的底部之间设有第一锁合结构，所述上翻盖通过所述第一锁合结构

锁合在所述箱体上；所述前翻盖的底部和所述上翻盖前端的底部设有第二锁合结构，所述

上翻盖通过第二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上翻盖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动副设

在所述箱体的上部，所述第一转动副有两个，两个所述第一转动处于所述箱体的前端的两

侧；所述第二转动副设在所述上翻盖的上部。

3.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包括储物箱体，以电动车或摩托车的车头方向为前

车尾方向为后，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箱体前端的上部设有前开口，所述前开口处对应设有

前箱盖，所述前箱盖通过第一合页活动安装在所述储物箱体上；以所述前箱盖闭合状态为

参考状态，所述前箱盖的底部和所述储物箱体的前端对应位置之间设有前锁合结构，所述

前箱盖通过所述前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储物箱体上；所述储物箱体的上部的后端设有后开

口，所述后开口处对应设有后箱盖，所述后箱盖通过第二合页活动安装在所述储物箱体上，

以所述后箱盖的闭合状态为参考状态，所述后箱盖的底部和所述储物箱体的后端对应位置

之间设有后锁合结构，所述后翻盖通过所述后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储物箱体上；所述储物

箱体、所述前箱盖和所述后箱盖共同构成封闭的后备箱。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箱体包括

上箱体和下箱体，所述前开口和所述后开口分别设在所述上箱体的前端和后端，所述第一

合页和所述第二合页分别设在所述上箱体的上部，所述第一合页设在所述第二合页之前；

所述前箱盖通过所述前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下箱体的前端，所述后箱盖通过所述后锁合结

构锁合在所述下箱体的后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箱体的外周

沿向外凸设有处于所述下箱体上部的水平设置的加强筋，所述上箱体的底部向外设置有与

所述加强筋相扣合的第一翻折部；所述前箱盖的底部向外设置有与所述加强筋相扣合的第

二翻折部，所述后箱盖的下端向外设置有与所述加强筋相扣合的第三翻折部。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箱盖的底部

的两侧设有卡块，所述下箱体的前端的上部在对应各所述卡块的位置上分别设置有与各所

述块相配合的卡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箱体外侧壁

水平铰接有处于所述加强筋下方的两个可上下翻转的卡扣，各所述卡扣分别设置在所述第

三翻折部和所述第一翻折部两侧的衔接处，所述卡扣具有与所述第一翻折部和所述第三翻

折部相扣合的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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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储物箱，尤其涉及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

箱。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电动车在电动车的后端通常设置有后备箱，后备箱的箱盖通常设在后备箱

的箱体的后部上。当人们向后备箱存放或者取出物品时，需要下车，放下电动车的支撑脚

踏，再将物品放入后备箱或从后备箱中取出物品，整个过程繁琐，造成后备箱使用不便；特

别的，一些电动车需要将电动车的后车身抬起才能放下支撑脚踏，频繁的支起和放下支撑

脚踏对于一些力量较弱的人群造成了更多的不便，甚至可能会造成电动车的倾覆。

[0003] 鉴于此，本发明人对所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鉴于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便于存放和取出物品的电

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

[0005] 为了实现所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上部通过第一转动副活动

安装有上翻盖，以电动车或摩托车的车头方向为前，以电动车或摩托车的车尾方向为后，所

述上翻盖的前端开设有安装窗口，所述安装窗口处设有前翻盖，所述前翻盖通过第二转动

副活动安装在所述上翻盖上，所述箱体、所述前翻盖和所述上翻盖共同构成封闭的后备箱；

以所述上翻盖和所述前翻盖的闭合时的状态为参考状态，所述箱体的后端的上部和所述上

翻盖的前端的底部之间设有第一锁合结构，所述上翻盖通过所述第一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

箱体上；所述前翻盖的底部和所述上翻盖前端的底部设有第二锁合结构，所述上翻盖通过

第二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上翻盖上。

[0007] 所述第一转动副设在所述箱体的上部，所述第一转动副有两个，两个所述第一转

动处于所述箱体的前端的两侧；所述第二转动副设在所述上翻盖的上部。

[0008] 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包括储物箱体，以电动车或摩托车的车头方向为

前车尾方向为后，所述储物箱体前端的上部设有前开口，所述前开口处对应设有前箱盖，所

述前箱盖通过第一合页活动安装在所述储物箱体上；以所述前箱盖闭合状态为参考状态，

所述前箱盖的底部和所述储物箱体的前端对应位置之间设有前锁合结构，所述前箱盖通过

所述前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储物箱体上；所述储物箱体的上部的后端设有后开口，所述后

开口处对应设有后箱盖，所述后箱盖通过第二合页活动安装在所述储物箱体上，以所述后

箱盖的闭合状态为参考状态，所述后箱盖的底部和所述储物箱体的后端对应位置之间设有

后锁合结构，所述后翻盖通过所述后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储物箱体上；所述储物箱体、所述

前箱盖和所述后箱盖共同构成封闭的后备箱。

[0009] 所述储物箱体包括上箱体和下箱体，所述前开口和所述后开口分别设在所述上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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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前端和后端，所述第一合页和所述第二合页分别设在所述上箱体的上部，所述第一合

页设在所述第二合页之前；所述前箱盖通过所述前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下箱体的前端，所

述后箱盖通过所述后锁合结构锁合在所述下箱体的后端。

[0010] 所述下箱体的外周沿向外凸设有处于所述下箱体上部的水平设置的加强筋，所述

上箱体的底部向外设置有与所述加强筋相扣合的第一翻折部；所述前箱盖的底部向外设置

有与所述加强筋相扣合的第二翻折部，所述后箱盖的下端向外设置有与所述加强筋相扣合

的第三翻折部。

[0011] 所述前箱盖的底部的两侧设有卡块，所述下箱体的前端的上部在对应各所述卡块

的位置上分别设置有与各所述块相配合的卡座。

[0012] 所述下箱体外侧壁水平铰接有处于所述加强筋下方的两个可上下翻转的卡扣，各

所述卡扣分别设置在所述第三翻折部和所述第一翻折部两侧的衔接处，所述卡扣具有与所

述第一翻折部和所述第三翻折部相扣合的卡槽。

[0013]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后，由于后备箱的前端加装了前翻盖，因此当骑行者

需要使用后备箱时，骑行者只需打开前翻盖，即可从后备箱中取出所需物品或将物品放入

后备箱中，无需下车，使得后备箱使用更加方便。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其中一种后备箱的前端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其中一种后备箱的侧面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后备箱的侧面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后备箱的前端示意图。

[0018] 图中：

[0019] 箱体-100                  第一转动副-110

[0020] 第一锁合结构-120         上翻盖-200

[0021] 安装窗口-210             前翻盖-220

[0022] 第二转动副-230            第二锁合结构-240

[0023] 储物箱体-300             下箱体-310

[0024] 后锁合结构-311           前锁合结构-312

[0025] 卡座-313                  加强筋-314

[0026] 卡扣-315                 上箱体-320

[0027] 第一合页-321              第二合页-322

[0028] 第一翻折部-323           前箱盖-400

[0029] 卡块-410                  第二翻折部-420

[0030] 后箱盖-500                第三翻折部-510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实

施例中，以电动车或摩托车的车头方向为前车尾方向为后。

[0032]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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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如图1和2所示的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包括箱体100，箱体  100的上部通

过第一转动副110活动安装有上翻盖200，第一转动副110有两个，且两个第一转动副110处

于箱体100前端的两侧。上翻盖200的前端设有安装窗口210，安装窗口210处安装有前翻盖

220，前翻盖220通过第二转动副230活动安装在上翻盖200上。以上翻盖200和前翻盖220的

闭合时的状态为参考状态，第二转动副230设在上翻盖200的上部。前翻盖220和上翻盖200

闭合后与箱体100共同构成封闭的后备箱。箱体100 的后端的上部和上翻盖200的后端的底

部之间设有第一锁合结构120，上翻盖200通过第一锁合结构120锁合在箱体100上；前翻盖

220的底部和上翻盖200前端的底部之间设有第二锁合结构240，前翻盖220通过第二锁合结

构240锁合在上翻盖200上；第一锁合结构120和第二锁合结构240均采用公知的电动车或者

摩托车后备箱的锁合部件，以公知的方式锁合。

[0034] 当骑行者需要使用后备箱时，骑行者只需打开前翻盖220，即可从后备箱中取出所

需物品或将物品放入后备箱中，无需下车，使得后备箱使用更加方便。

[0035] 实施例2

[0036] 如图3和图4所示，一种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后备箱，包括储物箱体300，储物箱体300

包括下箱体310和上箱体320，下箱体310的外周沿向外凸设有处于下箱体310上部的水平设

置的加强筋314，上箱体320的底部设置有与加强筋314相扣合的第一翻折部323；通过第一

翻折部323和加强筋314 的扣合，实现上箱体320与下箱体310的固接，从而使得整个储物箱

体300 拼接和拆卸方便。

[0037] 上箱体320的前端设有前开口，前开口处对应设有前箱盖400，前箱盖  400与上箱

体320通过第一合页321活动安装在上箱体320上；以前箱盖400闭合状态为参考状态，前箱

盖400的底部和下箱体310前端的上部之间设有前锁合结构312，前箱盖400通过前锁合结构

312锁合在下箱体310上；前箱盖400的底部还设有与加强筋314相扣合的第二翻折部420，当

前箱盖  400通过前锁合结构312与下箱体310锁合时，第二翻折部420与加强筋  314扣合，且

扣合后第二翻折部420与第一翻折部323相衔接。

[0038] 上箱体320的上部的后端设有后开口，后开口处对应设有后箱盖500，后箱盖500通

过第二合页322活动安装在上箱体320上；以后箱盖500的闭合状态为参考状态，后箱盖500

的底部和下箱体310后端的上部之间设有后锁合结构311，后箱盖500通过后锁合结构311锁

合在下箱体310上；下箱体310、上箱体320、前箱盖400和后箱盖500共同构成封闭的后备箱。

后箱盖500的底部还设有与加强筋314相配合的第三翻折部510，当后箱盖  500通过后锁合

结构311与下箱体310锁合时，第三翻折部510与加强筋  314扣合，且扣合后第三翻折部510

与第一翻折部323相衔接。本实施例中，前锁合结构312和后锁合结构311均采用公知的电动

车或者摩托车后备箱的锁合部件，以公知的方式锁合。

[0039] 第一合页321和第二合页322均设置在上箱体320的上部，第一合页  321设在第二

合页322之前。前箱盖400和后箱盖500分别通过第一合页  321和第二合页322与上箱体320

衔接为一体，前箱盖400和后箱盖500与下箱体310锁合后，前箱盖400和后箱盖500的底部分

别与下箱体310连接，使得整个后备箱更加牢固。

[0040] 通过第二翻折部420和第三翻折部510与下箱体310的扣合，使得前箱盖400和后箱

盖500受挤压时，第二翻折部420和第三翻折部510受力，压力的承载面积扩大，减少了前锁

合结构312、后锁合结构311、第一合页  321和第二合页322所受到的力，提高了前锁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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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后锁合结构311、第一合页321和第二合页322的使用寿命；同时令整个后备箱不易变

形，稳定牢固，对后备箱内的物品起到保护作用。另外骑行者打开前箱盖400  后，即可将物

品放入后备箱中或者从后备箱中取出物品。

[0041] 优选的，前箱盖400的底部的两侧设有卡块410，下箱体310的前端对应各卡块410

的位置上分别设置有与各卡块410相配合的卡座313。当前箱盖400通过前锁合结构312与下

箱体310锁合时，卡块410可与卡座313  相配合，使得前箱盖400与下箱体310锁合更加牢固。

[0042] 优选的，下箱体310的外侧壁对应加强筋314的下方水平铰接有两个可上下翻转的

卡扣315，各卡扣315分别设置在第三翻折部510和第一翻折部323两侧的衔接处，各卡扣315

具有与第三翻折部510和第一翻折部323  相扣合的卡槽。当前箱盖400和后箱盖500锁合时，

将卡扣315的卡槽扣合在第三翻折部510和第一翻折部323上，使得后箱盖500与储物箱体

300 的连接更加牢固。

[0043] 所述实施例和图式并非限定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产品形态和式样，任何所属技术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对其所做的适当变化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范

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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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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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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