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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置物板及其带有置物板的面盆结构

(57)摘要

一种置物板及其带有置物板的面盆结构，面

盆结构包括面盆本体(100)，它设有储水槽(200)

和出水孔(300)，储水槽(200)之顶端设有一向下

的台阶面(210)，置物板(400)至少包括第一板体

(410)和第二板体(420)，第一板体(410)与第二

板体(420)能相对移动以调节置物板(400)之长

度，使用该置物板(400)时置物板(400)放置于台

阶面(210)上。它具有如下优点：置物板可调节长

度，使得该置物板能适配不同尺寸的面盆，适配

度高；且使用该置物板时置物板放置于台阶面

上，使得置物板受储水槽侧面的抵挡而不会随意

滑动，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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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置物板，其特征在于：置物板(400)至少包括第一板体(410)和第二板体(420)，

第一板体(410)与第二板体(420)活动装接在一起以调节置物板(400)之长度；

第一板体(410)与第二板体(420)插接连接在一起；

所述第一板体(410)设有插板(411)，第二板体(420)开设有能与插板(411)相插接配合

的插槽(421)，通过插板(411)与插槽(421)的插接配合或分离以实现第一板体(410)与第二

板体(420)的活动连接或分离。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置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插板(411)之上下侧标注有刻度

(412)。

3.如权利要求1至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置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板体(410)或

和第二板体(420)开设有镂空槽(413、423)。

4.一种带有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置物板的面盆结构，其特征在于：面盆结构

包括面盆本体(100)，它设有储水槽(200)和出水孔(300)，储水槽(200)之顶端设有一向下

的台阶面(210)，使用置物板(400)时置物板放置于台阶面(210)上。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台阶面(210)与储

水槽(200)顶端面之间的距离与置物板(400)之厚度差D小于20毫米。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板体(410)或

和第二板体(420)之正面或背面设有至少一个吸盘(440)。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槽(200)之相

对的二侧面均设有一凸台(220)，二凸台(220)相对布置且沿着储水槽(200)深度方向延伸，

二凸台(220)与储水槽(200)之侧面形成一能放置置物板(400)的容置空间(230)。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槽(200)之侧

面边缘与置物板(400)之侧面边缘相匹配。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槽(200)之侧

面设有纵向延伸的凸起(240)，所述置物板(400)设有与凸起(240)相适配的让位槽(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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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置物板及其带有置物板的面盆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置物板及其带有置物板的面盆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面盆及置物板由于生产厂商各异，相互之间的适配度很低，由于面盆的尺寸

不一致，所以置物板也很难于与之相配合，同时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水会流向地板的

现象；同时现有的置物板由于其长短固定也难于收纳；而置物板放置于面盆的位置也比较

固定无法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其克服了背景技术所存在的不足。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一是：

[0004] 一种置物板，其特征在于：置物板(400)至少包括第一板体(410)和第二板体

(420)，第一板体(410)与第二板体(420)活动装接在一起以调节置物板(400)之长度。

[0005]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第一板体(410)与第二板体(420)铰接连接、插接连接或者滑

动连接在一起。

[0006]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第一板体(410)设有插板(411)，第二板体(420)开设有能

与插板(411)相插接配合的插槽(421)，通过插板(411)与插槽(421)的插接配合以实现第一

板体(410)与第二板体(420)的活动连接。

[0007]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插板(411)之上下侧标注有刻度(412)。

[0008]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第一板体(410)和第二板体(420)二者通过铰链(430)铰

接连接在一起。

[0009]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第一板体(410)设有滑块，第二板体(420)设有能与滑块

相滑动配合的滑槽，通过滑块与滑槽的滑动配合以实现第一板体(410)与第二板体(420)的

活动连接。

[0010]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第一板体(410)或和第二板体(420)开设有镂空槽(413、

423)。

[0011]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二是：一种带有上述任意一项所

述置物板的面盆结构，其特征在于：面盆结构包括面盆本体(100)，它设有储水槽(200)和出

水孔(300)，储水槽(200)之顶端设有一向下的台阶面(210)，使用置物板(400)时置物板放

置于台阶面(210)上。

[0012]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台阶面(210)与储水槽(200)顶端面之间的距离与置物板

(400)之厚度差D小于20毫米。

[0013]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第一板体(410)或和第二板体(420)之正面或背面设有至

少一个吸盘(440)。

[0014]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储水槽(200)之相对的二侧面均设有一凸台(220)，二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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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220)相对布置且沿着储水槽(200)深度方向延伸，二凸台(220)与储水槽(200)之侧面形

成一能放置置物板(400)的容置空间(230)。

[0015]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储水槽(200)之侧面边缘与置物板(400)之侧面边缘相匹

配。

[0016] 一较佳实施例之中，所述储水槽(200)之侧面设有纵向延伸的凸起(240)，所述置

物板(400)设有与凸起(240)相适配的让位槽(450)。

[0017] 由上述对本实用新型的描述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18] 1、置物板可调节长度，使得该置物板能适配不同尺寸的面盆，适配度高；

[0019] 2、通过插板与插槽的插接配合以实现第一板体与第二板体的相对移动，第一板体

与第二板体的配合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0020] 3、插板标注有刻度，方便用户了解储水槽和置物板的尺寸大小，选购更加方便。

[0021] 4、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二者通过铰链铰接连接在一起，使得第一板体和第二板体

能折叠或打开，使用方便。

[0022] 5、通过滑块与滑槽的滑动配合以实现第一板体与第二板体的相对移动，第一板体

与第二板体的配合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0023] 6、第一板体或和第二板体设有至少一个吸盘，当置物板无需使用时仅需将置物板

吸附于储水槽内侧面或者面盆本体外侧面，使用更加方便。

[0024] 7、第一板体或和第二板体开设有镂空槽，该镂空槽可用于漏水、放置牙刷、沐浴露

等用品，使用方便。

[0025] 8、使用置物板时置物板放置于台阶面上，使得置物板受储水槽侧面的抵挡而不会

随意滑动，使用方便。

[0026] 9、台阶面与储水槽端面之间的距离与置物板之厚度差D小于20毫米，使得使用置

物板时其上的水不会溢出。

[0027] 10、二凸台与储水槽之侧面形成一能放置置物板的容置空间，当置物板无需使用

时将置物板放置于该容置空间内即可，使用方便。

[0028] 11、储水槽之侧面边缘与置物板之侧面边缘相匹配，使得置物板可在储水槽之台

阶面的任何位置自由移动。

[0029] 12、储水槽之侧面设有凸起，该凸起位置可开设贯穿槽用于放置进水龙头等物件，

置物板设有与凸起相适配的让位槽，使得置物板能与储水槽的任何一侧面相适配。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一实施例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31] 图2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一实施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之一。

[0032] 图3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一实施例的置物板处于收纳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

[0033] 图4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一实施例的面盆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一实施例的置物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一实施例的剖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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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7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一实施例的使用状态示意图之二。

[0037] 图8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二实施例的置物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9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二实施例的置物板处于收纳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

[0039] 图10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三实施例的置物板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40] 图11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三实施例的置物板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2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四实施例的置物板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42] 图13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五实施例的置物板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43] 图14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六实施例的置物板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描述。

[0045] 参照图1至图7，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的第一较佳实施例。

[0046] 该面盆结构，包括面盆本体100和置物板400。

[0047] 面盆本体100设有储水槽200和出水孔300，储水槽200之顶端设有一向下的台阶面

210。

[0048] 置物板400至少包括第一板体410和第二板体420，第一板体(410)与第二板体420

活动装接在一起以调节置物板400之长度，使用该置物板400时置物板400放置于台阶面210

上。置物板可调节长度，使得该置物板能适配不同尺寸的面盆，适配度高；且使用该置物板

时置物板放置于台阶面上，使得置物板受储水槽侧面的抵挡而不会随意滑动，使用方便。

[0049]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板体410和第二板体420均开设有镂空槽413、423。该镂空槽

可用于漏水、放置牙刷、沐浴露等用品，使用方便。

[0050]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板体410设有插板411，第二板体420开设有能与插板411相

插接配合的插槽421，通过插板411与插槽421的插接配合以实现第一板体410与第二板体

420的相对移动。通过插板与插槽的插接配合以实现第一板体与第二板体的活动连接，第一

板体与第二板体的配合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0051] 最好，所述插板411标注有刻度412。插板标注有刻度，方便用户了解储水槽和置物

板的尺寸大小，选购更加方便。

[0052] 本实施例中，所述台阶面210与储水槽200顶端面之间的距离与置物板400之厚度

差D小于20毫米。台阶面与储水槽端面之间的距离与置物板之厚度差D小于20毫米，使得使

用置物板时其上的水不会溢出。

[0053] 本实施例中，所述储水槽200之相对的二侧面均设有一凸台220，二凸台220相对布

置且沿着储水槽200深度方向延伸，二凸台220与储水槽200之侧面形成一能放置置物板400

的容置空间230。二凸台与储水槽之侧面形成一能放置置物板的容置空间，当置物板无需使

用时将置物板放置于该容置空间内即可，使用方便。

[0054] 本实施例中，所述储水槽200之侧面边缘与置物板400之侧面边缘相匹配，使得置

物板可在储水槽之台阶面的任何位置自由移动。

[0055] 请查阅图8和图9，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二实施例，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

板体410或和第二板体420设有至少一个吸盘440，且所述吸盘440位于第一板体410或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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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板体420之正面或背面。

[0056] 请查阅图10和图11，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三实施例。本实施例中，所述第

一板体410和第二板体420二者通过铰链430铰接连接在一起。

[0057] 或者，根据需要，可进行如下设置：第一板体410设有滑块，第二板体420设有能与

滑块相滑动配合的滑槽，通过滑块与滑槽的滑动配合以实现第一板体410与第二板体420的

相对移动。

[0058] 请查阅图12，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四实施例，本实施例中，该储水槽的形

状比较特殊，为长方形基础上具有一突出部分，但置物板仍能调节长度以适应该形状结构

的储水槽。

[0059] 请查阅图13，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五实施例，本实施例中，储水槽形状为

方形。且，本实施例中，所述储水槽200之侧面设有纵向延伸的凸起240，所述置物板400设有

与凸起240相适配的让位槽450。储水槽之侧面设有凸起，该凸起位置可开设贯穿槽用于放

置进水龙头等物件，置物板设有与凸起相适配的让位槽，使得置物板能与储水槽的任何一

侧面相适配。

[0060] 请查阅图14，为一种带置物板的面盆结构第六实施例，本实施例中，储水槽形状为

圆形，置物板也根据该形状设计为弧形。

[0061] 上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设计构思并不局限于此，

凡利用此构思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非实质性的改动，均应属于侵犯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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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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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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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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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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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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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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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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