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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包括

柜体和抽屉一，柜体包括固定面板、背板、侧板一

和侧板二，固定面板均固定连接在侧板一和背板

上，侧板一和侧板二后侧均与背板固定连接，抽

屉一滑动连接在侧板一和侧板二之间，侧板二低

于侧板一，还包括竖板和梳妆柜，竖板固设在固

定面板、侧板一和侧板二前部之间并位于抽屉一

上方，固定面板、竖板和侧板二之间形成矩形孔，

梳妆柜上表面设有翻盖式的活动面板一，活动面

板一背面固设有化妆镜，梳妆柜通过矩形孔进入

柜体内，梳妆柜前侧和后侧分别与竖板和背板滑

动连接。本实用新型功能多样，日常使用率高，能

有效利用有限的居住空间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实

用功能，方便了用户生活和学习，利于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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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包括柜体和抽屉一，所述柜体包括固定面板、背板、侧板一和侧

板二，所述固定面板均固定连接在侧板一和背板上，所述侧板一和侧板二后侧均与背板固

定连接，所述抽屉一滑动连接在侧板一和侧板二之间，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板二低于侧板

一，还包括竖板和梳妆柜，所述竖板固设在固定面板、侧板一和侧板二前部之间并位于抽屉

一上方，所述固定面板、竖板和侧板二之间形成矩形孔，所述梳妆柜上表面设有翻盖式的活

动面板一，所述活动面板一背面固设有化妆镜，所述梳妆柜通过矩形孔进入柜体内，所述梳

妆柜前侧和后侧分别与竖板和背板滑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梳妆柜内部通过横向隔

板和竖向隔板分隔出多个储物格。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支撑板，所述支撑板

垂直安装在梳妆柜背向侧板一一侧，所述支撑板下方安装有至少一个脚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所述脚轮安装在支

撑板朝向侧板二一侧下。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可翻盖式的活动面板

二，所述活动面板二设置在固定面板上，所述活动面板二和固定面板朝向梳妆柜拉出方向

一侧之间铰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拉手二，所述拉手二

安装在支撑板背向侧板二一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储物箱，所述储物箱

包括抽屉二和翻盖式的活动面板三，所述抽屉二过盈配合于柜体内并位于抽屉一下方，所

述活动面板三设在抽屉二的开口上表面。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二底部均匀布设有

多个万向脚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梳妆柜的内壁后侧与活

动面板一背面之间铰接，所述梳妆柜的内壁与活动面板一背面左右方向同侧之间通过随意

停拉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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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抽屉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具领域，具体是一种多功能抽屉柜。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城市中大多数居住单间的用户没有充裕的居住空间，各种方便生活及学习的

家具又不可或缺，市场上的抽屉柜又名床头柜，其功能主要是储物，功能单一，不能有效利

用有限的空间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实用性功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抽屉柜,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

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包括柜体和抽屉一，所述柜体包括固定面板、背板、侧板一和

侧板二，所述固定面板均固定连接在侧板一和背板上，所述侧板一和侧板二后侧均与背板

固定连接，所述抽屉一滑动连接在侧板一和侧板二之间，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板二低于侧板

一，还包括竖板和梳妆柜，所述竖板固设在固定面板、侧板一和侧板二前部之间并位于抽屉

一上方，所述固定面板、竖板和侧板二之间形成矩形孔，所述梳妆柜上表面设有翻盖式的活

动面板一，所述活动面板一背面固设有化妆镜，所述梳妆柜通过矩形孔进入柜体内，所述梳

妆柜前侧和后侧分别与竖板和背板滑动连接。

[0006] 进一步地，还包括拉手一，所述拉手一安装在梳妆柜背向侧板二一侧。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梳妆柜内部通过横向隔板和竖向隔板分隔出多个储物格。

[0008] 进一步地，还包括支撑板，所述支撑板垂直安装在梳妆柜背向侧板一一侧，所述支

撑板下方安装有至少一个脚轮。

[0009] 进一步地，至少一个所述脚轮安装在支撑板朝向侧板二一侧下。

[0010] 进一步地，还包括可翻盖式的活动面板二，所述活动面板二设置在固定面板上，所

述活动面板二和固定面板朝向梳妆柜拉出方向一侧之间铰接。

[0011] 进一步地，还包括拉手二，所述拉手二安装在支撑板背向侧板二一侧。

[0012] 进一步地，还包括储物箱，所述储物箱包括抽屉二和翻盖式的活动面板三，所述抽

屉二过盈配合于柜体内并位于抽屉一下方，所述活动面板三设在抽屉二的开口上表面。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抽屉二底部均匀布设有多个万向脚轮。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梳妆柜的内壁后侧与活动面板一背面之间铰接，所述梳妆柜的内

壁与活动面板一背面左右方向同侧之间通过随意停拉件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在完全收纳状态下为床头柜，通过拉出抽屉一能方便存取常用物品实

现床头柜的主要功能；

[0017] 当需要使用梳妆柜的功能时，首先将梳妆柜从柜体内拉出，接着打开活动面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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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立起，这时不仅能方便照镜，还能使梳妆柜上方敞开方便取放化妆品，多个储物格可方

便将化妆品进行分类放置，提高找寻所需化妆品的效率；

[0018] 将活动面板一关闭使其盖合在梳妆柜上，这时活动面板一形成延伸的桌面实现增

加本实用新型的使用面积；通过设置支撑板对梳妆柜进行有效的支撑，能提高梳妆柜的抗

压性实现活动面板一具备良好的抗压性能；将盖合在固定面板上活动面板二翻开并使其盖

合在活动面板一上，这时固定面板一和活动面板二的上表面平齐实现消除固定面板和关闭

状态下的活动面板一之间落差，提高使用时的舒适度；

[0019] 通过万向脚轮能实现方便移动储物箱，将储物箱移动在抽屉一下方实现对储物箱

进行收纳，节省占地面积，将储物箱从柜体内抽出，这时储物箱相当于凳子，人可以坐在储

物箱上进行日常事务，通过打开活动面板三实现打开储物箱能方便存放不常用的物品；

[0020] 本实用新型集床头柜、梳妆台、桌子和凳子的功能为一体，日常使用率高，能有效

利用有限的居住空间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实用功能，方便了用户生活和学习，利于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一种多功能抽屉柜的使用状态一的立体示意图。

[0022] 图2：一种多功能抽屉柜的使用状态二的立体示意图。

[0023] 图3：一种多功能抽屉柜的使用状态三的立体示意图。

[0024] 图4：一种多功能抽屉柜的完全收纳状态的前视示意图。

[0025] 图5：一种多功能抽屉柜的完全收纳状态的右视示意图。

[0026] 图6：一种多功能抽屉柜的柜体的右视示意图。

[0027] 图7：一种多功能抽屉柜的储物箱的使用状态一的立体示意图。

[0028] 图8：一种多功能抽屉柜的储物箱的使用状态二的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说明：

[0030] 请参照图1至图6，一种多功能抽屉柜，包括柜体和抽屉一1，柜体包括固定面板2、

背板3、侧板一4和侧板二5，固定面板2均固定连接在侧板一4和背板3上，侧板一4和侧板二5

后侧均与背板3固定连接，抽屉一1滑动连接在侧板一4和侧板二5之间，侧板二5低于侧板一

4，还包括竖板6和梳妆柜7，竖板6固设在固定面板2、侧板一4和侧板二5前部之间并位于抽

屉一1上方，固定面板2、竖板6和侧板二5之间形成矩形孔，梳妆柜7上表面设有翻盖式的活

动面板一8，当活动面板一8盖合在梳妆柜7上时，活动面板一8的打开角度即为0°，活动面板

一8朝向梳妆柜7一面为活动面板一8的背面，活动面板一8背面固设有化妆镜9，化妆镜9和

活动面板一8背面之间通过胶水连接，梳妆柜7通过矩形孔进入柜体内，梳妆柜7和矩形孔之

间过盈配合，梳妆柜7前侧和后侧分别与竖板6和背板3滑动连接。

[0031] 抽屉一1与侧板一4之间设有三节滑轨一，抽屉二171与侧板二5之间设有三节滑轨

一，梳妆柜7前侧与竖板6后侧之间设有三节滑轨二，梳妆柜7后侧与背板3前侧之间设有三

节滑轨二，梳妆柜7的内壁后侧与活动面板一8背面之间通过合页一连接实现铰接，梳妆柜7

的内壁与活动面板一8背面左右方向同侧之间通过随意停拉杆连接，即当随意停拉杆一端

与梳妆柜7内壁左侧固定连接时，随意停拉杆另一端与活动面板一8背面左部固定连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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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随意停拉杆使活动面板一8的打开角度在0-105°的角度范围内以任意角度停留。

[0032] 请参照图2，梳妆柜7内部通过横向隔板10和竖向隔板11分隔出多个储物格。

[0033] 请参照图1，还包括支撑板12，支撑板12垂直安装在梳妆柜7背向侧板一4一侧，支

撑板12下方安装有至少一个脚轮14。

[0034] 请参照图1，至少一个脚轮14安装在支撑板12朝向侧板二5一侧下。通过人手驱动

支撑板12朝侧板二5方向运动知道脚轮14与侧板二5贴合时，脚轮14可以隐藏在侧板二5和

支撑板12之间，防止脚轮14暴露明显进而影响美观。

[0035] 请参照图1至图6，还包括可翻盖式的活动面板二15，活动面板二15设置在固定面

板2上，活动面板二15和固定面板2朝向梳妆柜7拉出方向一侧之间通过合页二连接。现有技

术(公开(公告)号：CN103061627B，公开(公告)日：2016-05-04)公开了本实用新型的合页

二。

[0036] 请参照图6，还包括拉手二16，拉手二16安装在支撑板12背向侧板二5一侧。通过拉

手二16可方便带动支撑板12传动梳妆柜7进行运动。

[0037] 请参照图1、图7和图8，还包括储物箱17，储物箱17包括抽屉二171和翻盖式的活动

面板三172，抽屉二171过盈配合于柜体内并位于抽屉一1下方，活动面板三172设在抽屉二

171的开口上表面，活动面板三172的背面和抽屉二171内壁左右方向一面通过合页二连接

实现铰接，当活动面板三172盖合在抽屉二171上表面时，活动面板三172朝向抽屉二171一

面为活动面板三172的背面。

[0038] 抽屉二171底部均匀布设有多个万向脚轮。

[0039] 请参照图4和图5，本实用新型在完全收纳状态下为床头柜，通过拉出抽屉一1能方

便存取常用物品实现床头柜的主要功能；

[0040] 请参照图2，当需要使用梳妆柜7的功能时，首先将梳妆柜7从柜体内拉出，接着打

开活动面板一8使其立起，这时不仅能方便照镜，还能使梳妆柜7上方敞开方便取放化妆品，

多个储物格可方便将化妆品进行分类放置，提高找寻所需化妆品的效率；

[0041] 请参照图1，将活动面板一8关闭使其盖合在梳妆柜7上，这时活动面板一8形成延

伸的桌面实现增加本实用新型的使用面积；通过设置支撑板12对梳妆柜7进行有效的支撑，

能提高梳妆柜7的抗压性实现活动面板一8具备良好的抗压性能；将盖合在固定面板2上的

活动面板二15翻开并使其盖合在活动面板一8上，这时固定面板2一和活动面板二15的上表

面平齐实现消除固定面板2和关闭状态下的活动面板一8之间落差，提高使用时的舒适度；

[0042] 请参照图1、图7和图8，通过万向脚轮能实现方便移动储物箱17，将储物箱17移动

在抽屉一1下方实现对储物箱17进行收纳，节省占地面积，将储物箱17从柜体内抽出，这时

储物箱17相当于凳子，人可以坐在储物箱17上进行日常事务，通过活动面板三172实现打开

储物箱17能方便存放不常用的物品；

[0043] 本实用新型集梳妆台、桌子、凳子和床头柜的功能为一体，日常使用率高，能有效

利用有限的居住空间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实用功能，方便了用户生活和学习，利于推广使用。

[0044] 以上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凡依据本实用新型技术实质对以

上的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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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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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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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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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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