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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家用真空防霉的储物柜，

包括带有用于抽真空的抽气嘴的柜体、一扇与柜

体侧边铰接的柜门、一个与柜体通过阻尼滑轨连

接的可拉进拉出柜体的置物架，以及多个用于干

燥衣服鞋子的烘干器。所述柜门内侧与柜体之间

通过充气密封圈密封，当柜门关上后，通过气嘴

充气使密封圈膨胀将柜门与柜体之间的间隙密

封，方便柜体抽真空。所述烘干器的烘干方式有

即热式或蓄热式。本发明解决了现有衣柜鞋柜储

存方式衣服鞋子容易发霉或长虫的问题，具有延

长衣服鞋子使用寿命和结构合理的特点，还可以

用于厨房储存蔬菜或糕点等食物。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12369819 A

2021.02.19

CN
 1
12
36
98
19
 A



1.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征是，包括带有用于抽真空的抽气嘴的柜体、一扇与

柜体侧边铰接的柜门、一个与柜体通过阻尼滑轨连接的可拉进拉出柜体的置物架，以及多

个用于干燥衣服或鞋子的烘干器；所述柜门内侧与柜体之间通过充气密封圈密封，所述充

气密封圈的气嘴伸出柜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征是，所述柜体为塑料或铝

材；所述柜体和柜门为双层结构，内外层各相对壁之间有多根加强筋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征是，所述置物架用于放置衣

服，其上部为一根用于挂衣架的挂衣杆；所述烘干器的外壳为长板状，其顶部有挂钩，所述

挂钩挂于挂衣杆上，多个烘干器置于各件衣服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征是，所述置物架上设置有多

条用于放鞋或食物的搁板，所述烘干器的外壳为袜子状，可塞入鞋子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征是，所述烘干器的烘干方式

有即热式或蓄热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征是，所述即热式是在外壳内

装蓄电池和PTC加热器。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征是，所述蓄热式是在外壳内

装蓄热液和PTC加热器，PTC加热器通过导线与外壳上的插电接口连接，插电接口与插头通

过导线连接，插头与外接电源连接实现供电；

所述蓄热液为水或油；所述外壳采用硅胶、橡胶或塑料；

所述蓄热式的烘干器的外壳内壁有一层水凝胶，所述蓄热式的烘干器的外壳外壁裹有

一层棉花，在棉花内吸收有金属离子水或医用酒精；所述金属离子为银离子。

8.根据权利要3或4所述的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征是，它还包括在每件衣服

或每双鞋子上安装的记录物品信息的第一RFID标签、在每个衣架或每个烘鞋器上安装的记

录编号信息的第二RFID标签和指示灯、安装在柜体内上侧的RFID读写器、控制模块、无线通

信模块和处理终端，所述RFID读写器与控制模块连接，所述控制模块与处理终端通过无线

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处理终端为固定在柜体上的触摸屏、手机或电脑，所述处理终端上设有

管理软件，对放入柜体的衣服或鞋子进行管理；所述第一RFID标签和所述第二RFID标签具

有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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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储物柜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家用真空防霉的储物柜。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衣服和鞋子的穿戴也越来越重视，从而有些人

群拥有非常多的衣服鞋子，包括一些高档昂贵的衣服鞋子。对于暂时不穿的衣服鞋子，人们

一般直接放置在衣柜或鞋柜内储存，而现有敞开的衣柜鞋柜一般不具有保护衣物的功能，

在柜子里的衣服或鞋子，时间长了尤其在潮湿的季节，很容易发霉或长虫，导致衣服或鞋子

不能再穿，造成浪费。另外，对于鞋子还有除臭的问题；还有日常购买的蔬菜或糕点也需要

防霉储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家用真空防霉的储物

柜，具有延长衣服鞋子等物品使用寿命和结构合理的特点。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其特点是：包括带有用于抽真空的抽气嘴的柜体、一扇

与柜体侧边铰接的柜门、一个与柜体通过阻尼滑轨连接的可拉进拉出柜体的置物架，以及

多个用于干燥衣服鞋子的烘干器，所述柜门内侧与柜体之间通过充气密封圈密封。

[0006] 作为优选，所述充气密封圈的气嘴伸出柜门，当柜门关上后，通过气嘴充气使密封

圈膨胀将柜门与柜体之间的间隙密封，以利于之后的柜体抽真空过程。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柜体为塑料或铝材。所述柜体和柜门为双层结构，内外层各相对壁

之间有多根加强筋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置物架用于放置衣服，其上部为一根用于挂衣架的挂衣杆，所述烘

干器的外壳为长板状，其顶部有挂钩，所述挂钩挂于挂衣杆上，多个烘干器可置于两件衣服

之间，用于衣服的干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置物架上设置有多条用于放鞋或食品等物品的搁板，所述烘干器

的外壳为袜子状，可塞入鞋子内，用于鞋子的干燥。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烘干器的烘干方式有即热式或蓄热式。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即热式是在外壳内装蓄电池和PTC加热器，在将衣服或鞋子放入柜

子后，开启蓄电池供电立即加热，对衣服或鞋子进行干燥。

[0012] 作为优选，所述蓄热式是在外壳内装蓄热液和PTC加热器，PTC加热器通过导线与

外壳上的插电接口连接，插电接口与插头通过导线连接，插头与外接电源连接实现供电，在

将衣服或鞋子放入柜子前，通过外接电源先将蓄热液加热后再使用烘干器。所述蓄热液为

水或油，所述外壳采用硅胶、橡胶或塑料。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蓄热式的烘干器的外壳内壁有一层水凝胶，以实现更好的均衡蓄

热；所述蓄热式的烘干器的外壳外壁裹有一层棉花，在棉花内吸收有金属离子水或医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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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以在加热后释放出金属离子或酒精对衣服或鞋子进行杀菌消毒，包括对鞋子的除臭。所

述金属离子为银离子。

[0014] 为了方便寻找在柜内存放的衣服或鞋子，本发明利用了RFID技术，具体是包括在

每件衣服或每双鞋子上安装的记录物品信息的第一RFID标签、在衣架或烘鞋器上安装的记

录编号信息的第二RFID标签和指示灯、安装在柜体内上侧的RFID读写器、控制模块、无线通

信模块和处理终端，所述RFID读写器与控制模块连接，所述控制模块与处理终端通过无线

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处理终端为固定在柜体上的触摸屏、手机或电脑，所述处理终端上设有

管理软件，对放入柜体的衣服或鞋子进行管理。

[0015] 作为优选，每个RFID标签具有独立的ID，所述第一RFID标签和第二RFID标签具有

对应关系，在向柜内放物品前，将衣服挂到衣架上，或将烘鞋器放入鞋内，在处理终端读取

第一RFID标签和第二RFID标签的内容和对应关系，这样在取物时，在处理终端即可以知道

所找衣物是否在柜内，若在，打开柜门，与衣服或鞋子对应衣架或烘鞋器的指示灯亮，用户

能轻松找到所需衣服或鞋子。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通过阻尼滑轨轻柔地拉进拉出，更

方便舒适地挂衣或放鞋；2)将衣服或鞋子放入柜子后进行抽真空，使其不会发霉长虫，更长

久储存；3)在抽真空前，用PTC加热器进行干燥，恒温低温加热不对衣服鞋子产生伤害，更减

少发霉可能；4)一次抽真空操作可以存放多件衣服或鞋子，比真空袋的方式更方便快捷，适

合换季时使用；5)在置物架的搁板上还可以放置用户购买的蔬菜或糕点等食物，以延长食

物的储存时间，适合厨房使用；6)采用RFID射频技术对柜内衣服或鞋子进行管理，可不打开

柜门查询柜内衣服或鞋子，并有指示灯方便取衣服或鞋子。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的一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的一种半剖结构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中置物架的一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一种家用真空防霉储物柜中烘鞋器的一种剖面结构图。

[0021] 图中：100-柜体、101-抽气嘴、102-加强筋、200-柜门、201-充气密封圈、300-置物

架、301-阻尼滑轨、302-烘干器、303-衣架、304-挂衣杆、305-蓄热液、306-搁板、307-外壳、

308-水凝胶、309-棉花、310-蓄热液、311-PTC加热器、312-插电接口、313-插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本实施例的柜子用于储存衣服，其结构如图1或2所示，包括带有用于抽真空的抽

气嘴101的柜体100、一扇与柜体100侧边铰接的柜门200、一个与柜体100通过阻尼滑轨301

连接的可拉进拉出柜体的置物架300，以及多个用于干燥衣服的烘干器302。柜门200内侧与

柜体100之间通过充气密封圈201密封，充气密封圈201的气嘴伸出柜门200，当柜门200关上

后，通过气嘴充气使充气密封圈201膨胀将柜门2与柜体之间的间隙密封，以利于之后的柜

体抽真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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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柜体100采用塑料或铝材。如图2所示，柜体100和柜门200为双层结构，内外层各相

对壁之间有多根加强筋102连接，以加强柜壁的强度以免使用过程中由于抽真空变形。

[0026] 如图1中所示，用于放置衣服的置物架300的上部为一根用于挂衣架303的挂衣杆

304，用于干燥衣服的烘干器的外壳为长板状，其顶部有挂钩，挂钩挂于挂衣杆304上，多个

烘干器可置于各件衣服之间。

[0027] 烘干器的烘干方式为即热式,其在外壳内装了蓄电池和PTC加热器，蓄电池充电后

为PTC加热器供电，这样不用在放入柜体后外接电源。

[0028] 本实施例的使用过程：柜门200打开，拉出置物架300，将需要储存的衣服用衣架

303挂到挂衣杆304上，将烘干器302也挂到挂衣杆304上，在两件衣服之间挂置一个烘干器。

开启蓄电池供电PTC加热器立即加热，可设置烘干器自动定时加热一段时间，挂好后即可将

置物架300推入柜体100内，关上柜门200，通过气嘴对充气密封圈进行充气，使其将柜门200

与柜体100之间的缝隙密封，再用抽气泵抽出柜内空气，加热干燥过程产生的湿气也同时会

被抽出，使柜内达到真空干燥状态，实现衣服的长期有效储存。

[0029] 当要取衣服时，通过气嘴放气解除真空密封状态即可打开柜门200。

[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实施例的柜子用于储存鞋子或食物，其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置物架和烘干器的

结构。如图3所示，置物架上设置有多条用于放鞋或食物等物品的搁板。对于鞋子烘干器的

外壳为袜子状，如图4所示，其可塞入鞋子内，用于鞋子的干燥。

[0032] 烘干器的烘干方式为蓄热式，如图4所示，其在外壳307内装蓄热液310和PTC加热

器311，PTC加热器311通过导线与外壳上的插电接口312连接，插电接口312与插头313通过

导线连接，插头313与外接电源连接实现供电。蓄热液采用水或油。外壳307采用硅胶、橡胶

或塑料。当外壳采用硅胶、橡胶时，外壳像一个热水袋可以变形，更贴合鞋子内壁利于干燥

鞋子。

[0033] 在烘干器的外壳307内壁有一层水凝胶，以实现更好的均衡蓄热；在烘干器的外壳

外壁裹有一层棉花309，在棉花309内吸收有金属离子水或医用酒精，这样在加热后会释放

出金属离子或酒精对衣服或鞋子进行杀菌消毒，包括对鞋子的除臭。金属离子为银离子，具

有很强的杀菌能力，满足对鞋子的杀菌需求。

[0034] 本实施例的使用过程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在将鞋子放入柜子前，通过外接电源先

将蓄热液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再将烘干器放入柜体内鞋内使用，这样也不用在烘干器放入

柜体后外接电源。

[0035] 用于干燥衣服的烘干器也可以采用蓄热式，如图2所示，在外壳内装蓄热液305和

PTC加热器，其供电使用方式和用于鞋子的蓄热式烘干器一样。

[0036] 另外，本发明还包括在每件衣服或每双鞋子上安装的记录物品信息的第一RFID标

签、在每个衣架或每个烘鞋器上安装的记录编号信息的第二RFID标签和指示灯、安装在柜

体内上侧的RFID读写器、控制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和处理终端，所述RFID读写器与控制模块

连接，所述控制模块与处理终端通过无线通信模块连接，所述处理终端为固定在柜体上的

触摸屏、手机或电脑，所述处理终端上设有管理软件，对放入柜体的衣服或鞋子进行管理。

在管理软件内储存有衣服或鞋子的信息和对应第一RFID标签的信息。

[0037] 每个RFID标签具有独立的ID，第一RFID标签和第二RFID标签具有对应关系，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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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内放物品前，将衣服挂到衣架上，或将烘鞋器放入鞋内，在处理终端读取第一RFID标签和

第二RFID标签的内容和对应关系，这样在取物时，在处理终端即可以知道所找衣物是否在

柜内，若在，打开柜门，与衣服或鞋子对应衣架或烘鞋器的指示灯亮，用户能轻松找到所需

衣服或鞋子，非常方便。

[0038]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其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以本发明为基

础，为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实现相同的技术效果，所作出的简单变化、等同替换或者修饰

等，皆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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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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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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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12369819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