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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

箱，包括储物箱，储物箱顶端一侧活动连接有画

板，储物箱的两侧面旋转连接有折叠搁物台，储

物箱的底部连接有伸缩支撑架。通过画板与储物

箱活动连接，能够打开储物箱用于防止绘画工

具；调节支架的使用能够调节画板的高度与角

度；折叠搁物台绘画时用以放置绘画工具；伸缩

支撑架既能作为桌腿使用，又能用以移动绘画

箱。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具

有多种用途，既能容纳多种绘画工具，作为绘画

支架使用，又能方便携带，使用用途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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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包括储物箱(2)，所述储物箱(2)顶端一侧活

动连接有画板(1)，所述储物箱(2)的两侧面旋转连接有折叠搁物台(3)，所述储物箱(2)的

底部连接有伸缩支撑架(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调节支架(5)，所

述调节支架(5)一端与所述储物箱(2)铰接，所述调节支架(5)的另一端与所述画板(1)铰

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支架(5)包括

支架a(5-1)和支架b(5-2)，所述支架a(5-1)的一端与所述支架b(5-2)的一端活动连接，所

述支架a(5-1)的另一端与所述画板(1)铰接；所述支架b(5-2)的另一端与所述储物箱(2)的

内壁铰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a(5-1)和所述

支架b(5-2)上均开设有U型槽，所述支架b(5-2)的槽壁顶部长向开设有齿纹(5-6)；所述支

架a(5-1)通过销轴连接有滑杆(5-3)的一端，所述滑杆(5-3)的另一端通过限位杆(5-7)连

接有U型滑块(5-4)，所述U型滑块(5-4)能够在所述支架b(5-2)的U型槽内滑动，所述限位杆

(5-7)能够卡入在所述齿纹(5-6)的底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a(5-1)与所述

支架b(5-2)连接的端部固定设有弹簧(5-5)的一端，所述弹簧(5-5)的另一端与所述滑杆

(5-3)的端部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支撑架(4)包

括支撑架a(4-1)和与所述支撑架a(4-1)交叉设置的支撑架b(4-2)，所述支撑架a(4-1)的端

部与所述储物箱(2)的底部连接，所述支撑架b(4-2)的一端与所述储物箱(2)的底部连接，

所述支撑架b(4-2)的另一端连接有轮子(4-3)。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a(4-1)设有

滑轨(4-4)和凹槽(4-5)，所述支撑架b(4-2)上穿设有连接杆，连接杆穿过所述滑轨(4-4)与

所述支撑架a(4-1)连接；所述凹槽(4-5)能够卡住所述支撑架b(4-2)，用于限制所述支撑架

a(4-1)的旋转位置。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a(4-1)呈长

方形，所述支撑架b(4-2)呈“日”字型，所述支撑架a(4-1)与所述支撑架b(4-2)的中部交叉

设置。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箱(2)的一侧

固定连接有把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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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绘画箱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

背景技术

[0002] 在涌现大量热爱绘画人群的背景下，人们对绘画的各类工具需求日益增大。现有

多数绘画箱采用手提式箱子，其功能单一，不能满足人们对绘画箱多能的要求；针对画箱功

能单一，市面上出现了具有收纳功能的绘画箱，然而能够将桌子、画箱、易携带综合性多用

途画箱很少。随着学习绘画人群增多，现有绘画箱的用途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且不

能合理使用，携带困难。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既能够变换使用方式，又

能方便携带。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包括储物箱，储物箱

顶端一侧活动连接有画板，储物箱的两侧面旋转连接有折叠搁物台，储物箱的底部连接有

伸缩支撑架。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特点还在于，

[0006] 还包括调节支架，调节支架一端与储物箱铰接，调节支架的另一端与画板铰接。

[0007] 调节支架包括支架a和支架b，支架a的一端与支架b的一端活动连接，支架a的另一

端与画板铰接；支架b的另一端与储物箱的内壁铰接。

[0008] 支架a和支架b上均开设有U型槽，支架b的槽壁顶部长向开设有齿纹；支架a通过销

轴连接有滑杆的一端，滑杆的另一端通过限位杆连接有U  型滑块，U型滑块能够在支架b的U

型槽内滑动，限位杆能够卡入在齿纹的底部。

[0009] 支架a与支架b连接的端部固定设有弹簧的一端，弹簧的另一端与滑杆的端部连

接。

[0010] 伸缩支撑架包括支撑架a和与支撑架b交叉设置的支撑架，支撑架a的端部与储物

箱的底部连接，支撑架b的一端与储物箱的底部连接，支撑架b 的另一端连接有轮子。

[0011] 支撑架a设有滑轨和凹槽，支撑架b上穿设有连接杆，连接杆穿过滑轨与支撑架a连

接；凹槽能够卡住支撑架b，用于限制支撑架a的旋转位置。

[0012] 支撑架a呈长方形，支撑架b呈“日”字型，支撑架a与支撑架b的中部交叉设置。

[0013] 储物箱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把手。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通过画板与

储物箱活动连接，能够打开储物箱用于防止绘画工具；调节支架的使用能够调节画板的高

度与角度；折叠搁物台绘画时用以放置绘画工具；伸缩支撑架既能作为桌腿使用，又能用以

移动绘画箱。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具有多种用途，既能容纳多种绘画工

具，作为绘画支架使用，又能方便携带，使用用途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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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的调节支架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的盖合画板使用状态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的移动状态示意图。

[0020] 图中，1.画板，2.储物箱，3.折叠搁物台，4.伸缩支撑架，4-1.支撑架a，  4-2.支撑

架b，4-3.轮子，4-4.滑轨，4-5.凹槽，5.调节支架，5-1.支架a，5-2.  支架b，5.滑杆，5-4.U型

滑块，5-5.弹簧，5-6.齿纹。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如图1～图5所示，包括储物箱2，储

物箱2顶端一侧通过合页连接有画板1，该画板1能够盖合在储物箱2上，储物箱2的两侧面通

过合页旋转连接有折叠搁物台3，储物箱2 的底部连接有伸缩支撑架4。

[0023] 还包括调节支架5，调节支架5一端与储物箱2铰接，调节支架5的另一端与画板1铰

接。

[0024] 储物箱2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把手6。

[0025] 如图2所示，调节支架5包括支架a5-1和支架b5-2，支架a5-1的一端通过销轴与支

架b5-2的一端连接，支架a5-1的另一端与画板1铰接；支架b5-2的另一端与储物箱2的内壁

铰接。

[0026] 支架a5-1和支架b5-2上均开设有U型槽，支架b5-2的槽壁顶端长向开设有齿纹5-

6；支架a5-1通过销轴连接有滑杆5-3的一端，滑杆5-3的另一端通过限位杆5-7连接有U型滑

块5-4，U型滑块5-4能够在支架b5-2的U  型槽内滑动，限位杆5-7能够卡入在齿纹5-6的底部

用于限制滑杆5-3的位置。在使用时，抬起支架a5-1，支架a5-1带动滑杆5-3移动，滑杆5-3的

U  型滑块5-4在支架b5-2内滑动，当限位杆5-7卡入在齿纹5-6的底部即完成调节支架5的高

度和角度的调节。

[0027] 支架a5-1与支架b5-2连接的端部固定设有弹簧5-5的一端，弹簧5-5的另一端与滑

杆5-3远离U型滑块5-4的端部连接。

[0028] 如图1所示，伸缩支撑架4包括支撑架a4-1和与支撑架a4-1交叉设置的支撑架b4-

2，支撑架a4-1的端部与储物箱2的底部螺纹连接，支撑架b4-  2的一端与储物箱2的底部通

过螺纹连接，支撑架b4-2的另一端连接有轮子  4-3。

[0029] 支撑架a4-1设有滑轨4-4和凹槽4-5，支撑架b4-2上穿设有连接杆，连接杆穿过滑

轨4-4与支撑架a4-1连接；使支撑架a4-1能够绕支撑架b4-2旋转，凹槽4-5能够卡住支撑架

b4-2，用于限制支撑架a4-1的旋转位置；旋转并拉伸支撑架a4-1，支撑架a4-1在滑轨4-4内

滑动伸长支撑架a4-1，凹槽4-  5卡住支撑架b4-2，完成伸缩支撑架4的长短的伸缩。

[0030] 支撑架a4-1呈长方形，支撑架b4-2呈“日”字型，支撑架a4-1与支撑架  b4-2的中部

交叉设置。

[0031] 支撑架a4-1和支撑架b4-2与储物箱2的底部均设有防震垫；用于减少甚多支撑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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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储物箱2的摩擦。

[0032]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的工作流程：

[0033] 如图3所示，打开储物箱2上设置的画板1，储物箱2内能够放置绘画工具，调节支架

5能够调节画板1的角度和高度；通过旋转折叠搁物台3，能够在绘画时，放置绘画工具；拉伸

伸缩支撑架4的支撑架a4-1，使绘画箱的高度调节到合适的位置，此时伸缩支撑架4用以作

为桌腿；调节；如图4  所示，当完成作画时，压合画板1使其画板1与储物箱2盖合；如图5所

示，当需要移动绘画箱时，旋转拉伸伸缩支撑架4的支撑架a4-1，支撑架a4-  1在滑轨4-4内

滑动完成支撑架a4-1的拉伸和旋转，凹槽4-5卡住支撑架b4-  2，完成伸缩支撑架4的拉伸，

在移动绘画箱。

[0034] 通过上述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通过画板1与储物箱2活

动连接，能够打开储物箱2用于防止绘画工具；调节支架5的使用能够调节画板1的高度与角

度；折叠搁物台3绘画时用以放置绘画工具；伸缩支撑架4既能作为桌腿使用，又能用以移动

绘画箱。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可变形的多用途画箱，具有多种用途，既能容纳多种绘画工具，

作为绘画支架使用，又能方便携带，使用用途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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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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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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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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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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