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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

装置，包括沙发、茶几、支架腿、连接轴、活接装

置，通过组装，该装置可以实现沙发、茶几、单人

床、写字台、双人床的变换，具有极佳的现场调整

和实际应用价值，符合现在的小物体、大功能的

产品定位，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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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沙发、茶几、支架腿、连接轴、活接

装置，其中：

沙发，其包括前板、后板、顶板、底板、两个侧板、靠背，前板与人体腿部对应，靠背位于

后板上，前板上设有开口，茶几通过开口套装在沙发内；靠背的两个顶角处分别通过连接轴

安装有支架腿，支架腿向下延伸并与地面垂直；

沙发的后板为左右两层，包括左后板、右后板，左后板与靠背固定连接；沙发的顶板也

为上下两层，包括上顶板、下顶板，上顶板与靠背也固定连接，下顶板与右后板连接；

茶几，其包括前壁、后壁、顶壁、底壁、两个侧壁、容置腔，茶几的前壁、后壁、顶壁、底壁

及两个侧壁形成的中空空间为容置腔；

茶几的顶壁也为上下两层，包括上顶壁、下顶壁，上顶壁、下顶壁之间通过活接装置连

接；

上顶壁与上顶板可对应连接，下顶壁与下顶板可对应连接，同时下顶壁与前壁、侧壁均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软垫，软

垫设置在沙发的靠背和上顶板上，在茶几的上顶壁或后壁上也设有软垫。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软垫为海绵垫。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多个容置

台阶，多个容置台阶分层设置在容置腔内，相邻的容置台阶之间的间隔高度可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活接装置为活接

螺钉。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子母插

头，上顶壁与上顶板通过子母插头连接，下顶壁与下顶板也通过子母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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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组合家具技术，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当下家具市场比效流行的是一件两用，或者轻巧、可折叠，省钱便捷的家具，比起

传统家具单一、占地、费钱、费工、搬迁十分费事的弊端，实用多功能的家具更受欢迎，也是

家具研发的趋势，目前常见的是一件两用或三用，而一套五件家具实属罕见，调查显示市场

需求旺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满足市场需求的一套五件组合家具

的装置，更可以体现出当下生活的便捷、快节奏的特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而其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包括沙发、茶几、支架腿、连接轴、活接装置，其中：

[0007] 沙发，其包括前板、后板、顶板、底板、两个侧板、靠背，前板与人体腿部对应，靠背

位于后板上，前板上设有开口，茶几通过开口套装在沙发内；靠背的两个顶角处分别通过连

接轴安装有支架腿，支架腿向下延伸并与地面垂直；

[0008] 沙发的后板为左右两层，包括左后板、右后板，左后板与靠背固定连接；沙发的顶

板也为上下两层，包括上顶板、下顶板，上顶板与靠背也固定连接，下顶板与右后板连接，从

而形成左后板与上顶板一层、右后板与下顶板一层的布局，两层之间可以通过活接装置连

接；

[0009] 茶几，其包括前壁、后壁、顶壁、底壁、两个侧壁、容置腔，茶几的前壁、后壁、顶壁、

底壁及两个侧壁形成的中空空间为容置腔；

[0010] 茶几的顶壁也为上下两层，包括上顶壁、下顶壁，上顶壁、下顶壁之间通过活接装

置连接，活接装置位于上顶壁、下顶壁靠近前壁的端部；

[0011] 上顶壁与上顶板可对应连接，下顶壁与下顶板可对应连接，同时下顶壁与前壁、侧

壁均连接。

[0012] 其中，还包括软垫，软垫设置在沙发的靠背和上顶板上，在茶几的上顶壁或后壁上

也设有软垫。

[0013] 其中，软垫为海绵垫。

[0014] 其中，还包括多个容置台阶，多个容置台阶分层设置在容置腔内，相邻的容置台阶

之间的间隔高度可调。

[0015] 其中，活接装置为活接螺钉。

[0016] 其中，还包括子母插头，上顶壁与上顶板通过子母插头连接，下顶壁与下顶板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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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子母插头连接。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该一套五件搬运十分方便，只要搬一个沙发，一个家庭整体需求都可以满足，

生活、吃喝需求有沙发、茶几提供，工作需求有宽敞的写字台提供，休闲有一拉就是的单身

床，要睡眠将单人床打开就是一个双人大床。即便是有一些不易携带的东西，也可以放在大

容量的茶几里面，可见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妙用，甚至可以旅行带在车上，随时随地可以发

挥其多功能的作用。

[0019] （2）本实用新型通过组装形式，可以实现沙发、茶几、单人床、写字台、双人床的变

换，具有极佳的现场调整和实际应用价值，符合现在的小物体、大功能的产品定位，具有较

高的推广应用价值，一旦推向市场，必将引发消费狂潮，更能凸显我国家具市场的强大活

力。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图1：本实用新型的装配示意图一；

[0022] 图2：本实用新型的装配示意图二；

[0023] 图3：本实用新型的装配示意图三；

[0024] 图4：本实用新型的装配示意图四；

[0025] 图5：本实用新型的顶板、后板和靠背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

[0027] 1沙发

[0028] 11上顶板

[0029] 12侧板

[0030] 13靠背

[0031] 14左后板

[0032] 15右后板

[0033] 16下顶板

[0034] 2茶几

[0035] 21侧壁

[0036] 22上顶壁

[0037] 23下顶壁

[0038] 3单人床

[0039] 4写字台

[0040] 5双人床

[0041] 6支架腿

[0042] 7连接轴

[0043] 81第一活接螺钉

[0044] 82第二活接螺钉

[0045] 83第三活接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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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9软垫

[0047] 10写字台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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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

实用新型还可以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

背本实用新型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推广，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

制。

[0049] 第一实施例：请参阅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一套五件组合家具的装置，

包括沙发1、茶几2、支架腿6、连接轴7、活接装置，其中：

[0050] 沙发1，包括前板、后板、顶板、底板、两个侧板12、靠背13，前板与人体腿部对应，靠

背13位于后板上，前板上设有开口，茶几2通过开口套装在沙发内；靠背13的两个顶角处分

别通过连接轴7安装有支架腿6，支架腿6向下延伸并与地面垂直；

[0051] 参阅图5，沙发1的后板为左右两层，包括左后板14、右后板15，左后板14与靠背13

固定连接；沙发1的顶板也为上下两层，包括上顶板11、下顶板16，上顶板11与靠背13也固定

连接，下顶板16与右后板15连接；从而形成左后板14与上顶板11一层、右后板15与下顶板16

一层的布局，这两层之间可以通过活接装置连接，便于随时拆去；

[0052] 茶几，包括前壁、后壁、顶壁、底壁、两个侧壁21、容置腔，茶几的前壁、后壁、顶壁、

底壁及两个侧壁21形成的中空空间为容置腔；

[0053] 茶几的顶壁也为上下两层，包括上顶壁22、下顶壁23，上顶壁22、下顶壁23之间通

过活接装置连接，活接装置位于上顶壁22、下顶壁23靠近前壁的端部；比如活接装置可以为

活接螺钉，将此处的活接螺钉命名为第三活接螺钉83。只要能实现便于拆解的目的即可。

[0054] 上顶壁22与上顶板11、以及下顶壁23与下顶板16可对应通过第一活接螺钉81连

接，底板和底壁可对应通过第二活接螺钉82连接，同时下顶壁23与前壁、侧壁21均连接。

[0055] 沙发的靠背13和上顶板11设有软垫9，软垫9为海绵垫。茶几的上顶壁22或后壁上

也设有软垫9。本实施例为了辨别各附图的方向，将软垫9设置在了后壁上，正常的情况应该

是设置在上顶壁22上。

[0056] 连接时，上顶壁22与上顶板11先通过子母插头连接，下顶壁23与下顶板16也先通

过子母插头连接，子母插头上安装相应的活接螺钉进行牢固。

[0057]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过程为：

[0058] 一、请参阅图1，沙发1体内拉出茶几2箱体，在连接轴7上安装支架腿7，在茶几2底

部也安装支架腿7；

[0059] 二、请参阅图2，将茶几2箱体与沙发1连接，上顶壁22与上顶板11利用第一活接螺

钉81将子母插头连接，下顶壁23与下顶板16利用第二活接螺钉82将子母插头连接，并上紧

第一活接螺钉81和第二活接螺钉82，组成単人床3；

[0060] 三、请参阅图3，将单人床3旋转90度，将单人床3帮的支架腿6旋转与地面垂直上紧

固定螺钉，形成写字台4及写字台面10；

[0061] 四、请参阅图4，将写字台4恢复成单人床3，然后将单人床3掀起以第三活接螺钉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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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180度，将下顶壁23与下顶板16组成一体，上顶壁22与上顶板11组成一体，旋转连接轴7

将支架腿6着地，最后紧固第三活接螺钉83即得稳固大双人床。

[0062] 第二实施例：

[0063] 仅对容置腔进行描述，其他设置均与第一实施例相同，在此不一一赘述。在容置腔

内分层设有多个容置台阶，相邻的容置台阶之间的间隔高度可调，类似冰箱冷藏间隔板的

结构设置，不同大小的物品通过调整隔板高度来实现放置需求。

[0064] 以上说明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

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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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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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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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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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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