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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属于

折叠筐技术领域，包括两个长侧板、两个短侧板

和一个底板，长侧板和短侧板均转动连接在底板

的边缘上，长侧板和短侧板在底板上的连接位置

存在高度差，且高度差大于等于一块短侧板的厚

度，底板的长度为A，宽度为B，短侧板的长度为

A1，宽度为B1，底板的长度A大于等于两倍的短侧

板的宽度B1，长侧板的长度为A2，宽度为B2，底板

的宽度B大于等于两倍的长侧板的宽度B2，底板

的下侧面设有围挡支脚，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外

围挡，围挡支脚上设有缺口，达到了折叠筐能在

搭建时稳定性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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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包括两个长侧板、两个短侧板和一个底板，所述长侧板和所述短

侧板均转动连接在所述底板的边缘上，所述长侧板和所述短侧板在所述底板上的连接位置

存在高度差，且高度差大于等于一块所述短侧板的厚度，其特征是，所述底板的长度为A，宽

度为B，所述短侧板的长度为A1，宽度为B1，所述底板的长度A大于等于两倍的所述短侧板的

宽度B1，所述长侧板的长度为A2，宽度为B2，所述底板的宽度B大于等于两倍的所述长侧板

的宽度B2，所述底板的下侧面设有围挡支脚，所述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外围挡，所述围挡支

脚上设有缺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其特征在于：所述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多条

与所述外围挡连接的高加强筋，所述高加强筋靠近外围挡的一端设有承载段，所述承载段

的高度低于所述高加强筋的高度，所述高加强筋与所述承载段之间采用圆弧过渡。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其特征在于：所述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多条

与外围挡连接的矮加强筋，所述矮加强筋的高度与所述承载段的高度相同。

4.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段与所述外围挡

之间的高度差等于所述围挡支脚的底部到围挡支脚的顶部之间的高度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的宽度B等于两倍的

所述长侧板的宽度B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其特征在于：所述长侧板的上端面设有橡胶

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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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折叠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折叠筐领域，特别地，涉及一种多功能折叠筐。

背景技术

[0002] 物品销售过程中，需要将物品放于储物筐内储存，方便移动运输。目前市面上使用

的储物筐大多数是“一体式”的储物筐，这种储物筐因其加工方便、成本低廉，因此得到广泛

运用，但是这种储物筐不能折叠，导致其占地面积大，储存放置不方便，浪费库房空间资源，

而且运输成本较高，于是人们发明出可折叠的储物筐，简称“折叠筐”，折叠筐的出现给人们

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在日常使用中，因折叠筐可以在闲置的时候折叠收纳起来，所以一些超

市里便用闲置的折叠筐来搭建货架来摆放物品，由于传统的折叠筐并没有考虑到用户会将

多个折叠筐搭建起来当货架，所以设计方面有所欠缺，导致折叠筐搭建起来后容易散架，稳

定性较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相关技

术中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多功能折叠筐，以达到折叠筐能在搭建时稳定性好的目的。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包括两个

长侧板、两个短侧板和一个底板，所述长侧板和所述短侧板均转动连接在所述底板的边缘

上，所述长侧板和所述短侧板在所述底板上的连接位置存在高度差，且高度差大于等于一

块所述短侧板的厚度，所述底板的长度为A，宽度为B，所述短侧板的长度为A1，宽度为B1，所

述底板的长度A大于等于两倍的所述短侧板的宽度B1，所述长侧板的长度为A2，宽度为B2，

所述底板的宽度B大于等于两倍的所述长侧板的宽度B2，所述底板的下侧面设有围挡支脚，

所述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外围挡，所述围挡支脚上设有缺口。

[0005] 通过上述设置，折叠时，先将两短侧板从竖直位置转动至横放位置，再将两长侧板

从竖直位置转动至横放位置，因为底板的长度A大于等于两倍的短侧板的宽度B1，底板的宽

度B大于等于两倍的长侧板的宽度B2，所以两短侧板不会相互重叠，两长侧板也不会相互重

叠，因长侧板和短侧板在底板上的连接位置存在高度差，且高度差大于等于一块短侧板的

厚度，所以短侧板和长侧板横放好之后，整个折叠筐呈一个平板状，在底板的下侧面设有围

挡支脚，在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外围挡，围挡支脚可以作为支脚使用，避免了底板与地面接

触，更加干净卫生，当多个折叠筐层层堆叠时，上一个折叠筐的底板的围挡支脚刚好位于下

一个折叠筐的两长侧板的外围挡组成的大围挡之内，进而利用大围挡对围挡支脚进行限

位，由于大围挡中间具有两长侧板的外围挡构成的拱起，所以为了适应该部位的拱起，在围

挡支脚上设有缺口，该设计使得折叠筐能在搭建时稳定性更好。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多条与所述外

围挡连接的高加强筋，所述高加强筋靠近外围挡的一端设有承载段，所述承载段的高度低

于所述高加强筋的高度，所述高加强筋与所述承载段之间采用圆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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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通过上述设置，高加强筋的存在能够有效增加外围挡的强度，而且在高加强筋靠

近外围挡的一端设有承载段，当多个折叠筐层层堆叠时，上一个折叠筐的围挡支脚会落在

下一个折叠筐的承载段上，起到承载的作用，高加强筋与承载段之间采用圆弧过渡，该设计

使得人们在堆叠折叠筐时，把折叠筐放在另一个折叠筐上面时，上面的折叠筐的围挡支脚

会顺着下一个折叠筐上的圆弧过渡进而落到承载段上，使人们放置更加便捷，无需刻意仔

细的去摆放。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多条与外围挡

连接的矮加强筋，所述矮加强筋的高度与所述承载段的高度相同。

[0009] 通过上述设置，矮加强筋的存在能够有效增加外围挡的强度，而且矮加强筋的高

度与承载段的高度相同，也能起到承载的作用。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承载段与所述外围挡之间的高度差

等于所述围挡支脚的底部到围挡支脚的顶部之间的高度差。

[0011] 通过上述设置，当多个折叠筐层层堆叠时，该设计使得上一个折叠筐的围挡支脚

能刚好全部落入到下一个折叠筐的两长侧板的外围挡组成的大围挡之内，不会有露出，而

且又能够让承载部和矮加强筋起到承载的功能，进而更能节约搭建空间，以及提高搭建的

稳定性。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底板的宽度B等于两倍的所述长侧

板的宽度B2。

[0013] 通过上述设置，当两长侧板从竖直位置转动至横放位置时，的上端面，进而使两长

侧板处于横放位置时，不会轻易松动，使该折叠筐折叠后的稳定性更好，同时也能更便于人

们堆叠折叠筐。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方案可以优选为：所述长侧板的上端面设有橡胶垫条。

[0015] 通过上述设置，当两长侧板处于横放位置时，该设计能够使两长侧板的上端面抵

触更加贴合，进一步提高折叠筐折叠后的稳定性。

[0016] 本实用新型技术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短侧板和长侧板横放好之后，整个折

叠筐呈一个平板状，在底板的下侧面设有围挡支脚，在长侧板的外侧面设有外围挡，围挡支

脚可以作为支脚使用，避免了底板与地面接触，更加干净卫生，当多个折叠筐层层堆叠时，

上一个折叠筐的底板的围挡支脚刚好位于下一个折叠筐的两长侧板的外围挡组成的大围

挡之内，进而利用大围挡对围挡支脚进行限位，由于大围挡中间具有两长侧板的外围挡构

成的拱起，所以为了适应该部位的拱起，在围挡支脚上设有缺口，该设计使得折叠筐能在搭

建时稳定性更好。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长侧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短侧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折叠状态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折叠状态另一个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1、长侧板；2、短侧板；3、底板；4、围挡支脚；5、外围挡；6、缺口；7、高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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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8、承载段；9、圆弧过渡；10、矮加强筋；11、橡胶垫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下面通过

参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旨在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以使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实施例

[0024] 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参考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多功能折叠筐，包括两个

长侧板1、两个短侧板2和一个底板3，长侧板1和短侧板2均转动连接在底板3的边缘上，长侧

板1和短侧板2在底板3上的连接位置存在高度差，且高度差大于等于一块短侧板2的厚度，

底板3的长度为A，宽度为B，短侧板2的长度为A1，宽度为B1，底板3的长度A大于等于两倍的

短侧板2的宽度B1，长侧板1的长度为A2，宽度为B2，底板3的宽度B大于等于两倍的长侧板1

的宽度B2，底板3的下侧面设有围挡支脚4，长侧板1的外侧面设有外围挡5，围挡支脚4上设

有缺口6。

[0025] 折叠时，先将两短侧板2从竖直位置转动至横放位置，再将两长侧板1从竖直位置

转动至横放位置，因为底板3的长度A大于等于两倍的短侧板2的宽度B1，底板3的宽度B大于

等于两倍的长侧板1的宽度B2，所以两短侧板2不会相互重叠，两长侧板1也不会相互重叠，

因长侧板1和短侧板2在底板3上的连接位置存在高度差，且高度差大于等于一块短侧板2的

厚度，所以短侧板2和长侧板1横放好之后，整个折叠筐呈一个平板状，在底板3的下侧面设

有围挡支脚4，在长侧板1的外侧面设有外围挡5，围挡支脚4可以作为支脚使用，避免了底板

3与地面接触，更加干净卫生，当多个折叠筐层层堆叠时，上一个折叠筐的底板3的围挡支脚

4刚好位于下一个折叠筐的两长侧板1的外围挡5组成的大围挡之内，进而利用大围挡对围

挡支脚4进行限位，由于大围挡中间具有两长侧板1的外围挡5构成的拱起，所以为了适应该

部位的拱起，在围挡支脚4上设有缺口6，该设计使得折叠筐能在搭建时稳定性更好。

[0026] 长侧板1的外侧面设有多条与外围挡5连接的高加强筋7，高加强筋7靠近外围挡5

的一端设有承载段8，承载段8的高度低于高加强筋7的高度，高加强筋7与承载段8之间采用

圆弧过渡9。高加强筋7的存在能够有效增加外围挡5的强度，而且在高加强筋7靠近外围挡5

的一端设有承载段8，当多个折叠筐层层堆叠时，上一个折叠筐的围挡支脚4会落在下一个

折叠筐的承载段8上，起到承载的作用，高加强筋7与承载段8之间采用圆弧过渡9，该设计使

得人们在堆叠折叠筐时，把折叠筐放在另一个折叠筐上面时，上面的折叠筐的围挡支脚4会

顺着下一个折叠筐上的圆弧过渡9进而落到承载段8上，使人们放置更加便捷，无需刻意仔

细的去摆放。

[0027] 长侧板1的外侧面设有多条与外围挡5连接的矮加强筋10，矮加强筋10的高度与承

载段8的高度相同。矮加强筋10的存在能够有效增加外围挡5的强度，而且矮加强筋10的高

度与承载段8的高度相同，也能起到承载的作用。

[0028] 承载段8与外围挡5之间的高度差等于围挡支脚4的底部到围挡支脚4的顶部之间

的高度差。当多个折叠筐层层堆叠时，该设计使得上一个折叠筐的围挡支脚4能刚好全部落

入到下一个折叠筐的两长侧板1的外围挡5组成的大围挡之内，不会有露出，而且又能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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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部和矮加强筋10起到承载的功能，进而更能节约搭建空间，以及提高搭建的稳定性。

[0029] 底板3的宽度B等于两倍的长侧板1的宽度B2。当两长侧板1从竖直位置转动至横放

位置时，的上端面，进而使两长侧板1处于横放位置时，不会轻易松动，使该折叠筐折叠后的

稳定性更好，同时也能更便于人们堆叠折叠筐。

[0030] 长侧板1的上端面设有橡胶垫条11。当两长侧板1处于横放位置时，该设计能够使

两长侧板1的上端面抵触更加贴合，进一步提高折叠筐折叠后的稳定性。

[0031] 当然，以上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典型实例，除此之外，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其它多种

具体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

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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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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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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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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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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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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