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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携式火炕烤架，
包
支撑架三和烤面板，
支撑
括支撑架一、
支撑架二、
架一与支撑架二及支撑架三之间两两相互连接
形成三棱锥筒空间结构，
三棱锥筒空间结构的顶
部设置有烤面板，
烤面板为三角形镂空结构，
支
撑架一上依次设置开槽一和位于开槽一一侧的
开槽二，
支撑架二上依次设置开槽三和位于开槽
三一侧的开槽四，
支撑架三上依次设置开槽五和
位于开槽五一侧的开槽六，
支撑架一远离开槽一
和开槽二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一，
支撑架二远离开
槽三和开槽四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二，
支撑架三远
离开槽五和开槽六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三。
有益效
果：
在可以提供户外火炉及烧烤的功能 ，
同时还
能达到方便携带、
外观简约、
容易安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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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便携式火炕烤架，
其特征在于，
包括支撑架一(1)、支撑架二(2)、支撑架三(3)和
烤面板(4) ，
所述支撑架一(1)与所述支撑架二(2)及所述支撑架三(3)之间两两相互连接形
成三棱锥筒空间结构，
所述三棱锥筒空间结构的顶部设置有所述烤面板(4) ，
所述烤面板
(4)为三角形镂空结构，
其中，
所述支撑架一(1)上依次设置开槽一(1-1)和位于所述开槽一
(1-1)一侧的开槽二(2-1) ，
所述支撑架二(2)上依次设置开槽三(1-2)和位于所述开槽三
(1-2)一侧的开槽四(3-2) ，
所述支撑架三(3)上依次设置开槽五(3-1)和位于所述开槽五
(3-1)一侧的开槽六(2-2)，
并且，
所述开槽一(1-1)与所述开槽三(1-2)相配合，
所述开槽二
(2-1)与所述开槽六(2-2)相配合，
所述开槽五(3-1)与所述开槽四(3-2)相配合，
所述支撑
架一(1)远离所述开槽一(1-1)和所述开槽二(2-1)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一(4-1)，
所述支撑架
二(2)远离所述开槽三(1-2)和所述开槽四(3-2)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二(5-1) ，
所述支撑架三
(3)远离所述开槽五(3-1)和所述开槽六(2-2)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三(6-1) ，
所述烤面板(4)
的三个棱角处分别依次设置有卡槽一(4-2)、
卡槽二(5-2)和卡槽三(6-2) ，
并且，
所述凸台
一(4-1)与所述卡槽一(4-2)相配合，
所述凸台二(5-1)与所述卡槽二(5-2)相配合，
所述凸
台三(6-1)与所述卡槽三(6-2)相配合。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火炕烤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卡槽一(4-2)与所述
卡槽二(5-2)及所述卡槽三(6-2)分别均为椭圆形结构。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火炕烤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烤面板(4)为条纹状
镂空结构。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火炕烤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卡槽一(4-2)的外侧
设置有与所述支撑架一(1)相配合的魔术贴一(7-1) ，
所述卡槽二(5-2)的外侧设置有与所
述支撑架二(2)相配合的魔术贴二(7-2) ，
所述卡槽三(6-2)的外侧设置有与所述支撑架三
(3)相配合的魔术贴三(7-3)。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携式火炕烤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卡槽一(4-2)与所述
卡槽二(5-2)及所述卡槽三(6-2)的宽度分别均为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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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烧烤架技术领域，
具体来说，
涉及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
背景技术
[0002] 烧烤架，
家具生活中一种用于食物烹调的工具，
配有烤架、烤盘，
可以在家中、户
外、庭院完全享受野炊的乐趣。
目前，
市场上的便携式烧烤架多种多样，
多为箱式组合的样
式，
通过现场组合各部分零件来完成烧烤架的组装，
由于箱式烤架的笨重及较多的零部件，
不方便携带，
外观笨重的缺点，
运输多为车载，
现场组合花费的时间也较多。
[0003]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
目前尚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相关技术中的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
以克服现有相关
技术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
包括支撑架一、支撑架二、支撑架三和烤面板，
所述支撑架
一与所述支撑架二及所述支撑架三之间两两相互连接形成三棱锥筒空间结构，
所述三棱锥
筒空间结构的顶部设置有所述烤面板，
所述烤面板为三角形镂空结构，
其中，
所述支撑架一
上依次设置开槽一和位于所述开槽一一侧的开槽二，
所述支撑架二上依次设置开槽三和位
于所述开槽三一侧的开槽四，
所述支撑架三上依次设置开槽五和位于所述开槽五一侧的开
槽六，
并且，
所述开槽一与所述开槽三相配合，
所述开槽二与所述开槽六相配合，
所述开槽
五与所述开槽四相配合，
所述支撑架一远离所述开槽一和所述开槽二的一侧设置有凸台
一，
所述支撑架二远离所述开槽三和所述开槽四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二，
所述支撑架三远离
所述开槽五和所述开槽六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三，
所述烤面板的三个棱角处分别依次设置有
卡槽一、卡槽二和卡槽三，
并且，
所述凸台一与所述卡槽一相配合，
所述凸台二与所述卡槽
二相配合，
所述凸台三与所述卡槽三相配合。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卡槽一与所述卡槽二及所述卡槽三分别均为椭圆形结构。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烤面板为条纹状镂空结构。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卡槽一的外侧设置有与所述支撑架一相配合的魔术贴一，
所述卡
槽二的外侧设置有与所述支撑架二相配合的魔术贴二，
所述卡槽三的外侧设置有与所述支
撑架三相配合的魔术贴三。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卡槽一与所述卡槽二及所述卡槽三的宽度分别均为8mm。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通过设置支撑架一、支撑架二、支撑架三和烤面板，
从
而构成便携式火坑烤架，
从而在可以提供户外火炉及烧烤的功能，
同时还能达到方便携带、
外观简约、
容易安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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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显而易见地，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
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3] 图1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的支撑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的烤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的组合使用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之一；
[0016] 图4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的组合使用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之二；
[0017] 图5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的携带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
[0019] 1、
支撑架一；
2、支撑架二；
3、支撑架三；
4、烤面板；
1-1、开槽一；
1-2、开槽三；
2-1、
开槽二；
2-2、
开槽六；
3-1、
开槽五；
3-2、
开槽四；
4-1、
凸台一；4-2、
卡槽一；
5-1、
凸台二；
52、
卡槽二；
6-1、
凸台三；
6-2、
卡槽三；
7-1、
魔术贴一；
7-2、
魔术贴二；
7-3、
魔术贴三。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
提供了一种便携式火坑烤架。
[0022] 如图1～5所示，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便携式火坑烤架，
包括支撑架一1、支撑
架二2、支撑架三3和烤面板4，
所述支撑架一1与所述支撑架二2及所述支撑架三3之间两两
相互连接形成三棱锥筒空间结构，
所述三棱锥筒空间结构的顶部设置有所述烤面板4，
所述
烤面板4为三角形镂空结构，
其中，
所述支撑架一1上依次设置开槽一1-1和位于所述开槽一
1-1一侧的开槽二2-1，
所述支撑架二2上依次设置开槽三1-2和位于所述开槽三1-2一侧的
开槽四3-2，
所述支撑架三3上依次设置开槽五3-1和位于所述开槽五3-1一侧的开槽六2-2，
并且，
所述开槽一1-1与所述开槽三1-2相配合，
所述开槽二2-1与所述开槽六2-2 相配合，
所述开槽五3-1与所述开槽四3-2相配合，
所述支撑架一1远离所述开槽一1-1和所述开槽二
2-1的一侧设置有凸台一4-1，
所述支撑架二2远离所述开槽三1-2和所述开槽四3-2的一侧
设置有凸台二5-1，
所述支撑架三3远离所述开槽五3-1和所述开槽六2-2的一侧设置有凸台
三6-1，
所述烤面板4的三个棱角处分别依次设置有卡槽一4-2、
卡槽二5-2和卡槽三6-2，
并
且，
所述凸台一4-1与所述卡槽一4-2相配合，
所述凸台二5-1与所述卡槽二5-2相配合，
所述
凸台三6-1与所述卡槽三6-2相配合。
[0023] 借助于上述技术方案，
通过设置支撑架一1、支撑架二2、支撑架三3和烤面板4，
从
而构成便携式火坑烤架，
从而在可以提供户外火炉及烧烤的功能，
同时还能达到方便携带、
外观简约、
容易安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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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实施例中，
对于上述卡槽一4-2与卡槽二5-2及卡槽三6-2来说，
所述卡槽一
4-2与所述卡槽二5-2及所述卡槽三6-2分别均为椭圆形结构，
从而便于使用人员的握抓，
进
而提高便携式火坑烤架在携带时的便捷性。
[0025] 在一个实施例中，
对于上述烤面板4来说，
所述烤面板4为条纹状镂空结构，
从而使
得烤面板4可放置烧烤食品或其他器具，
进而提高便携式火坑烤架的多功能性。
[0026] 在一个实施例中，
对于上述卡槽一4-2与卡槽二5-2及卡槽三6-2来说，
所述卡槽一
4-2的外侧设置有与所述支撑架一1相配合的魔术贴一7-1，
所述卡槽二5-2的外侧设置有与
所述支撑架二2相配合的魔术贴二7-2，
所述卡槽三6-2 的外侧设置有与所述支撑架三3相
配合的魔术贴三7-3，
从而便于使用人员的握抓，
进而提高便携式火坑烤架在携带时的便捷
性。
[0027] 在一个实施例中，
对于上述卡槽一4-2与卡槽二5-2及卡槽三6-2来说，
所述卡槽一
4-2与所述卡槽二5-2及所述卡槽三6-2的宽度分别均为8mm，
从而在保证支撑架一1、
支撑架
二2、
支撑架三3与烤面板4之间安装效果的同时减轻材料重量，
进而提高便携式火坑烤架在
携带时的便捷性。
[0028] 综上所述，
借助于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方案，
通过设置支撑架一1、支撑架二2、
支撑架三3和烤面板4，
从而构成便携式火坑烤架，
从而在可以提供户外火炉及烧烤的功能，
同时还能达到方便携带、
外观简约、
容易安装的目的。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
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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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