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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

涉及帐篷的技术领域，包括主帐篷房，所述主帐

篷房包括支撑机构和篷布，所述篷布固定设于所

述支撑机构上，所述主帐篷房内还设有抗光投影

幕布，所述抗光投影幕布贴设于所述篷布上，且

位于所述主帐篷房的一端；所述支撑机构的顶部

设有照明灯和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照

明灯电连接，所述太阳能板设于所述篷布上方，

所述照明灯设置于所述篷布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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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其特征在于，

包括主帐篷房(100)，所述主帐篷房(100)包括支撑机构(200)和篷布(300)，所述篷布

(300)固定设于所述支撑机构(200)上，所述主帐篷房(100)内还设有抗光投影幕布(105)，

所述抗光投影幕布(105)贴设于所述篷布(300)上，且位于所述主帐篷房(100)的一端；

所述支撑机构(200)的顶部设有照明灯(101)和太阳能板(102)，所述太阳能板(102)与

所述照明灯(101)电连接，所述太阳能板(102)设于所述篷布(300)上方，所述照明灯(101)

设置于所述篷布(300)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帐篷房(100)还设有门和窗(103)，所述门和所述窗(103)上均设有纱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帐篷房(100)设有多个烟囱口(10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帐篷房(100)的尺寸是长为15m，宽9.9m，边高2m，顶高4.868m，使用面积为150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帐篷房(100)两侧壁还设有耳房(400)，所述耳房(400)有多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其特征在于，

所述篷布(300)采用军用数码迷彩防水帆布。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机构(200)，所述支撑机构(200)包括均为两块的第一支撑框(210)和第二支

撑框(220)，所述第一支撑框(210)和所述第二支撑框(220)收尾相连形成支撑骨架，所述支

撑机构(200)还包括两块斜支撑框(230)，两块所述斜支撑框(230)倾斜设置，且一端的端部

连接，另一端分别与第一支撑框(210)的顶部连接，以使形成山坡状，两块所述斜支撑框

(230)架之间还设有撑杆(24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支撑框(230)包括

横杆和多根斜杆，所述斜杆包括第一支杆(231)和第二支杆(232)，所述横杆由若干个节杆

(233)组成；

所述斜支撑框(230)还包括五通管(250)，所述五通管(250)的上端与第一支杆(231)连

接，所述五通管(250)的下端与第二支杆(232)连接，所述五通管(250)的左右两端均连接有

节杆(233)，所述五通管(250)的侧壁连接有撑杆(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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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帐篷的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

背景技术

[0002] 帐篷是撑在地上遮蔽风雨、日光并供临时居住的棚子。多用帆布做成，连同支撑用

的东西，可随时拆下转移。帐篷是以部件的方式携带，到达现场后才加以组装，所以需要各

种部件和工具。了解各个部件的名称和使用方法，熟悉帐篷的构造，才能快速、方便地搭起

帐篷。

[0003] 帐篷的种类有很多种，比如厕所帐篷，炊事帐篷，指挥帐篷等，根据其不同的功能

进行分类，现有的指挥帐篷面积较小，功能单一，不能作为大型的作战指挥使用，且受制于

偏远环境的影响，若在无相关辅助设施设备情况下则无法顺利开展相应的工作，另外，市场

现有的指挥帐篷不具备日常及应急照明功能和市场现有的指挥帐篷不具备投影投屏功能，

不便于作战指挥。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的指挥帐篷，用以实现满足大型作战指挥

需要，且更加方便作战指挥的技术效果。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包括主帐篷房，所述主帐篷房包括支撑机构和篷布，所述篷布固定设于所述支撑

机构上，所述主帐篷房内还设有抗光投影幕布，所述抗光投影幕布贴设于所述篷布上，且位

于所述主帐篷房的一端；

[0007] 所述支撑机构的顶部设有照明灯和太阳能板，所述太阳能板与所述照明灯电连

接，所述太阳能板设于所述篷布上方，所述照明灯设置于所述篷布下方。

[0008]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所述主帐篷房还设有门和窗，所述门和所

述窗上均设有纱网。

[0009]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所述主帐篷房设有多个烟囱口。

[0010]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所述主帐篷房的尺寸是长为15m，宽9.9m，

边高2m，顶高4.868m，使用面积为150m2。

[0011]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所述主帐篷房两侧壁还设有耳房，所述耳

房有多个。

[0012]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所述篷布采用军用数码迷彩防水帆布。

[0013]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所述支撑机构，所述支撑机构包括均为两

块的第一支撑框和第二支撑框，所述第一支撑框和所述第二支撑框收尾相连形成支撑骨

架，所述支撑机构还包括两块斜支撑框，两块所述斜支撑框倾斜设置，且一端的端部连接，

另一端分别与第一支撑框的顶部连接，以使形成山坡状，两块所述斜支撑框架之间还设有

撑杆。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7631659 U

3



[0014]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所述斜支撑框包括横杆和多根斜杆，所述

斜杆包括第一支杆和第二支杆，所述横杆由若干个节杆组成；

[0015] 所述斜支撑框还包括五通管，所述五通管的上端与第一支杆连接，所述五通管的

下端与第二支杆连接，所述五通管的左右两端均连接有节杆，所述五通管的侧壁连接有撑

杆。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主帐篷房，并在主帐篷房内设置照明灯和抗光投影幕布，使

其指挥帐篷内功能性更全，实用性更强，该照明灯与太阳能板电连接，通过太阳能板吸收太

阳能，并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将其为照明灯使用，从而达到供电的目的，该设备无需使用

市电等高压电，以及发电机等耗材，使其本装置的结构简明，且成本低，安全性更高；另外本

帐篷内设置抗光投影幕布能够为指挥作战提供更加直观的展示，更有利于指挥。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中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

作是对范围的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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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附图。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多功能指挥帐篷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支撑机构的结构示意图二；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五通管连接示意图；

[0021] 图标：

[0022] 100‑主帐篷房，101‑照明灯，102‑太阳能板，103‑窗，104‑烟囱口，105‑抗光投影幕

布，200‑支撑机构，210‑第一支撑框，220‑第二支撑框，230‑斜支撑框，231‑第一支杆，232‑

第二支杆，233‑节杆，240‑撑杆，250‑五通管，300‑篷布，400‑耳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0024] 应注意到：相似的标号和字母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

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后的附图中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定义和解释。同时，在本实用新

型的描述中，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

性。

[0025] 请参看图1～3，

[002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现有技术中指挥帐篷不具备日常应急

照明的功能以及不具备投影投屏的作用，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优化指

挥帐篷房，达到提高指挥帐篷房的实用性。

[0027] 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包括主帐篷房100，所述主帐篷房100包括支撑机构200和篷

布300，篷布300固定设置在支撑机构200上，使其形成一个相对闭环的使用空间，该篷布300

上还设有门和窗103，其中门用于进出，窗103用于透气、透光，更加进一步改进在门和窗103

上还进一步安装涤纶纱网，使其具有防风、防尘土、防蚊蝇昆虫侵扰等，为了改变主帐篷房

100内的卫生条件，因此还在地面上铺设地席布。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7631659 U

4



[0028] 为了使本装置能够满足更多野外的环境，还在支撑机构200的顶部设置照明灯

101，以及与照明灯101连接的太阳能板102，该太阳能板102设置在篷布300外，用于吸收太

阳能，并将其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在太阳能板102内，该太阳能板102与照明灯101连通，

使其为照明灯101供电。该太阳能属于现有技术，在此不进行过多的阐述，通过太阳板为照

明灯101提供电能使其满足日常与应急的照明，这样的好处在于：无需使用市电、发电机、无

需布置复杂的线路，减少布线的成本与繁琐，太阳能灯具是以6V，12V为主，而市电220V，不

使用高压电、不会有漏电的风险，更加安全。

[0029] 本实用新型的主帐篷房100内采用太阳能板102为照明灯101提供电能，节约成本、

绿色环保，相对于普通电池和可循环充电电池来讲，太阳能电池更加环保、便利，不会造成

环境污染，后期的使用成本基本为零，太阳能板102储存的电能，在连续阴雨天天气的情况

下，照明时间可长达4天以上。

[0030] 另外，为了更加智能化管理照明，因此还设置智能控制模式，既是控制器、遥控加

光感应器等，设置好光感控制启动，自行设置的模式光灯，功能齐全，不需要像普通灯具一

样人工开关，更智能。

[0031] 本实施例中进一步优选，照明的智能功能，具体是感应模式：10米距离感应人来自

动灯亮，人离开后灯自动关闭或灯光微亮，自动模式：白天见阳光自动关闭，天黑后可自动

亮灯，遥控模式：定时开关，调光，太阳能板102为PWM充电系统，阴雨天效率比普通板高8倍

可配液晶实时电量数字显示，灯体尺寸：201*250mm(最大)，太阳能板102尺寸：235*350mm

(最大)，照射面积：大功率灯约1400㎡小功率灯约500㎡，满电量灯时长：1至3天灯源：LED。

[0032] 主帐篷房100的一端还设有抗光投影幕布105，既是帐篷的山墙处，该抗光投影幕

布105靠贴于篷布300上，满足作战指挥需求，本实施例中优选该抗光投影幕布105的尺寸约

为133英寸，进一步优化抗光投影幕布105安装方式为壁挂幕，抗光投影幕布105的材质为抗

光灰晶，拥有多层涂有特殊材料的功能光学膜，充分的提高了投影仪投射出的光线能量，可

以呈现出更为优质的图像。

[0033] 为了使本装置的结构更加完善，因此还在主帐篷房100的篷布300上预留有用于取

暖的烟囱口104以及进、排空气口，如果有必要可以在不同位置安装野战取暖等设备。

[0034] 现有的指挥帐篷往往较小，为了满足作业需求，因此本实施例优选将主帐篷的尺

寸设置为15m，宽9.9m，边高2m，顶高4.868，使用面积150m2，当有特殊需求时，还可以将两顶

主帐篷房100连通，既是延纵向方向连接，使其扩大使用面积。

[0035] 如果是两顶主帐篷房100连通，则会在连接处开设门，并在外侧缝制魔术贴进行粘

贴，并在门与门连接处的上方做一个雨檐布防止连接处漏雨。

[0036] 本实用新型中为了提高主帐篷的性能，因此还进一步优化篷布300材质，优选为军

用数码迷彩防水帆布，该材质具有抗撕裂、耐老化、防霉腐、防雨等功能，使用寿命长，可连

续使用2年以上，正常使用可达3～5年。

[0037] 为了使本装置能够满足更多的物资的堆放，因此还在主帐篷房100的两侧侧壁上

设置耳房400，该耳房400有多个，本实施例中优选有4个，如图中所示，该耳房400的尺寸为，

长为4m，宽为3m。

[0038] 耳房400与主帐篷房100连接方式为：在连接门处篷布外侧缝制魔术贴进行粘贴，

并在门与门连接处上方做一个雨檐布防止连接处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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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本实用新型还进一步优化支撑机构200的结构，具体包括均为两块的第一支撑框

210和第二支撑框220，第一支撑框210和第二支撑框220首尾相连形成底部的支撑骨架，如

图2所示，除此之外，还包括两块斜支撑框230，这两块斜支撑框230倾斜设置，且一端的端部

相连接，另一端则是分别与第一支撑框210的顶部连接，以使形成山坡状，其中如图2所示，

为了使本装置的结构更加完善，安全性更高，因此在两块斜支撑框230架之间还设置撑杆

240。

[0040] 进一步优化支撑机构200，其中斜支撑框230包括横杆和多根斜杆，其中斜杆包括

第一支杆231和第二支杆232，横杆是由多个节杆233构成，该支撑机构200还包括五通管

250，在安装过程中，将第一支杆231安装在五通管250的上方，第二支杆232安装在五通管

250的下方，五通管250的左右两端安装节杆233，而撑杆240则安装在五通管250的侧壁，从

而形成稳定、且牢固的支撑机构200，正因为有如此牢固的结构，使其多功能的指挥帐篷房，

可以用于温、热带地区且恶劣的环境，作战部使用，帐篷结构合理、安全可靠，在长期试验中

得出，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指挥帐篷可承受自重80mm积雪和9级风力荷载的作用。

[0041] 除此之外，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帐篷构造简单、架设与撤收方便，速度快，无需扶

梯进行登高作业及任何辅助工具，1小时/22人即可完成架设或撤收，蓬内宽敞、明亮、干净，

门窗103均设有纱网，住用舒适。

[0042] 本实用新型的安装流程大概是，先通过人工进行支撑机构200搭设，具体是先搭设

底部的支撑骨架，既是第一支撑框210和第二支撑框220，搭设完后在搭设顶部的两块斜支

撑框230，从而形成牢固的稳定结构，搭设方式可以的焊接等常规作业方式，搭设支撑机构

200后，在进行篷布300的固定，以及帐篷内抗光投影幕布105和照明灯101的安装，安装后即

可正常使用。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所述以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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