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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存取方便的家居衣

柜，它包括柜体，柜体包括多个并列设置的分柜，

相邻的两分柜通过柜体上的分隔板间隔开，其中

至少一个分柜包括抽屉，所述抽屉沿纵向设置多

个；所述分隔板和竖撑板相对安装并组成滑道；

座踏板上端两侧的滑轮安装在滑道内，座踏板上

设置有展收孔，展收孔内有两个推拉块，座踏板

的下端开设两个推拉孔，两个推拉手分别穿过对

应的推拉孔后与对应的推拉块连接；竖撑板下侧

与连架杆铰接，所述连架杆与连杆铰接；所述推

拉块的外端有与连杆的上端扣合的压槽，滑轮在

滑道底端时，翻转至水平状态的座踏板其推拉块

的压槽扣合在连杆上端，座踏板打开后能够踩在

上面从衣柜上层取放衣物，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安

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5页

CN 211459295 U

2020.09.11

CN
 2
11
45
92
95
 U



1.一种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包括柜体，其特征在于：柜体包括多个并列设置的分柜，

相邻的两分柜通过柜体上的分隔板间隔开，其中至少一个分柜包括抽屉，所述抽屉沿纵向

设置多个；所述分隔板的端面上开设有凹槽，一竖撑板的侧面上开设有与所述凹槽相同的

滑槽，所述竖撑板的滑槽与所述分隔板的凹槽相对安装组成滑道；一座踏板上端两侧的滑

轮安装在所述滑道内，所述座踏板上设置有展收孔，展收孔内滑动设置两个推拉块，座踏板

的下端开设两个推拉孔，两个推拉手分别穿过对应的推拉孔后与对应的推拉块连接；所述

竖撑板下侧与一连架杆铰接，所述连架杆与一连杆铰接；所述推拉块的外端有与连杆的上

端扣合的压槽；滑轮在滑道底端时，翻转至水平状态的座踏板其推拉块的压槽扣合在连杆

上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开设凹槽的分隔板端

面上设置有限位条，所述限位条上间隔布置多个限位挡；所述滑轮通过销柱固定在座踏板

的侧面，销柱上设置有限位凸；所述座踏板转至水平时，限位凸与限位挡分离，座踏板转至

竖直时，限位凸与某一限位挡的端面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架杆和连杆收起

时，连杆的上端吸合在所述竖撑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分柜中，有一个

分柜包括柜门，所述柜门包括上柜门和下柜门，上柜门和下柜门与其所在的分柜转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柜门上镶有试衣

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抽屉的空间大小

不完全相同。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上有存放标签的

标签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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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家居领域，涉及一种便于存衣和取衣的家居衣柜。

背景技术：

[0002] 衣柜做的高些，能增加衣柜的收纳空间，合理利用衣柜顶部的空间来储物。比如订

制衣柜通常会做到顶，这样能增加衣柜的整体感、立体感，让室内空间整体上看上去更加美

观大气，与室内的装修风格更加协调一致。但带来的问题是，因为衣柜上层太高，不便于整

理物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存取方便的家居衣柜，方便整理衣柜高层的物品，能够解决

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存取方便的家居衣

柜，包括柜体，柜体包括多个并列设置的分柜，相邻的两分柜通过柜体上的分隔板间隔开，

其中至少一个分柜包括抽屉，所述抽屉沿纵向设置多个；所述分隔板的端面上开设有凹槽，

一竖撑板的侧面上开设有与所述凹槽相同的滑槽，所述竖撑板的滑槽与所述分隔板的凹槽

相对安装组成滑道；一座踏板上端两侧的滑轮安装在所述滑道内，所述座踏板上设置有展

收孔，展收孔内有两个推拉块，座踏板的下端开设两个推拉孔，两个推拉手分别穿过对应的

推拉孔后与对应的推拉块连接；所述竖撑板下侧与一连架杆铰接，所述连架杆与一连杆铰

接；所述推拉块的外端有与连杆的上端扣合的压槽，滑轮在滑道底端时，翻转至水平状态的

座踏板其推拉块的压槽扣合在连杆上端。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设置，抽屉内可以按类存放一些衣服物品等。收拾整理衣柜

上层的衣物时，或者是从上层拿取衣物时，可以将座踏板转动至水平状态，然后将连杆拉开

至与地面垂直，推拉块的外端的压槽正好扣压在连杆的上端，此时座踏板刚好呈水平状态。

这样能够踩在座踏板上从衣柜上层取放衣物，而不用去找凳子等，而且这种状态下的座踏

板不会滑动或晃动，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安全。

[0006] 所述开设凹槽的分隔板端面上设置有限位条，所述限位条上间隔布置多个限位

挡；所述滑轮通过销柱固定在座踏板的侧面，销柱上设置有限位凸；所述座踏板转至水平

时，限位凸与限位挡分离，座踏板转至竖直时，限位凸与某一限位挡的端面接触。该设置，座

踏板可以在滑道的任一高度上作停留。

[0007] 所述连架杆和连杆收起时，连杆的上端吸合在所述竖撑板上。这样结构紧凑，不使

用时折叠后贴合在梳撑板上，不占用空间。

[0008] 所述多个分柜中，有一个分柜包括柜门，所述柜门包括上柜门和下柜门，上柜门和

下柜门与其所在的分柜转动连接。打开上柜门里可以悬挂放置一些较厚大的衣服或该季节

常穿的衣物，也可以作为专门放置鞋子的空间。

[0009] 所述上柜门上镶有试衣镜。方便试穿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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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多个抽屉的空间大小不完全相同。可以按需选择某一个合适的抽屉来存放某

一类衣物。

[0011] 所述抽屉上有存放标签的标签槽。可以在标签上注明该抽屉内是哪一类或哪一些

衣物，便于查找取出。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图1中座踏板打开使用状态图。

[0014] 图3为图1中A处放大示意图。

[0015] 图4为图1中B处放大示意图。

[0016] 图5为图2中座踏板使用时的局部结构图。

[0017] 图6为图5中C处放大示意图。

[0018] 图7为图2中座踏板的剖切示意图。

[0019] 图中，1、柜体，2、分隔板，23、滑道，3、竖撑板，4、抽屉，41、标签槽，5、座踏板，51、推

拉手，52、推拉块，53、推拉孔，54、滑轮，55、展收孔，56、销柱，57、限位凸，61、上柜门，62、下

柜们，7、试衣镜，81、连杆，82、连架杆，9、限位条，91、限位挡。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并结合其附图，对本实

用新型进行详细阐述。本实用新型未详述之处，均为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0021] 实施例：

[0022] 从上面的内容能够了解到本实施例旨在方便从衣柜的高层存放和拿取衣物。在生

活中，通常会踩在小凳子或矮梯凳上来整理收拾或拿取衣柜上层衣物，不是很方便，而且凳

子有可能突然移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023] 本实施例的家居衣柜如图1和图2中所示，它包括柜体1，柜体1从左至右一共有三

个并列设置的分柜，相邻的两分柜通过柜体1上的分隔板2间隔开，其中有两个分柜都包括

很多抽屉4，这些抽屉4从上到下纵向排列，抽屉4上有存放标签的标签槽41，可以在标签上

注明该抽屉4内是哪一类或哪一些衣物，便于查找取出。这些抽屉4的空间大小不完全相同，

可以按需选择某一个合适的抽屉4来存放某一类衣物。最右侧的分柜包括柜门，柜门包括上

柜门61和下柜门62，上柜门61和下柜门62与该分柜转动连接。打开上柜门61里可以悬挂放

置一些较厚大的衣服或该季节常穿的衣物，也可以作为专门放置鞋子的空间。上柜门61上

镶有试衣镜7，方便试穿衣物。

[0024] 如图3所示，分隔板2的端面上开设有凹槽，竖撑板3的侧面上开设有与凹槽相同的

滑槽，将竖撑板3的滑槽与分隔板2的凹槽相对安装组成了滑道23。

[0025] 如图4所示，滑道23的底端距衣柜底端有一定距离。

[0026] 左侧和中间的这两个分柜上还分别安装了座踏板5，如图5至图7所示，座踏板5上

端两侧的滑轮54安装在滑道23内，座踏板5上设置有展收孔55，展收孔55内有两个推拉块

52，座踏板5的下端开设两个推拉孔53，两个推拉手51分别穿过对应的推拉孔53后与对应的

推拉块52连接。每一个竖撑板3的下侧铰接有一个连架杆82，每个连架杆82的端部还铰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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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81。连架杆82和连杆81收起时，连杆81的上端吸合在所述竖撑板3上，竖撑板3上嵌有磁

铁块，能够吸住连杆81。这样结构紧凑，不使用时折叠后贴合在竖撑板3上，不占用空间。

[0027] 推拉块52的外端有与连杆81的上端扣合的压槽(图未示出)，这个压槽刚好与连杆

81的上端匹配。滑轮54到达滑道23底端时，翻转至水平状态的座踏板5其推拉块52的压槽刚

好扣合在连杆81上端。

[0028] 如图3所示，开设凹槽的分隔板2端面上还固定有限位条9，该限位条9上间隔布置

很多个限位挡91。如图6所示，滑轮54通过销柱56固定在座踏板5的侧面，销柱56上设置有限

位凸57，销柱56不与限位条9发生接触。当座踏板5转至水平时，限位凸57与限位挡91分离，

座踏板5转至竖直时，限位凸57与某一限位挡91的端面接触并在重力作用下能压紧该限位

挡91，这样座踏板5可以在滑道23的任一高度上作停留。

[0029] 收拾整理或者是从衣柜上层拿取衣物时，可以握住座踏板5上的推拉手51将座踏

板5外掀使座踏板5翻转，该过程中可先将座踏板5稍微向上推移，限位凸57离开刚才压紧的

限位挡91，这样翻转起来更轻松，然后向下拉动座踏板5至滑道23底端，滑轮54沿滑道23移

动至滑道23底端，将连杆81和连架杆82打开，连架杆82贴合地面，连杆81与地面垂直，分别

向外推动两个推拉手51，左侧的推拉手51到达其推拉孔53的最左边，右侧的推拉手51到达

其推拉孔53的最右边，使相应的推拉块52分别从展收孔55伸出，然后将推拉块52的压槽对

准连杆81的上端，扣合压紧，此时座踏板5、连架杆82和连杆81以及柜体1成为一个稳定的支

撑结构，可以踩在上面去从衣柜的上层取存衣物了。坐在座踏板5上穿衣、鞋，也很方便。使

用完后可以向上抬起座踏板5使推拉块52与连杆81脱离，向里将推拉手51复位，推拉块52也

收至展收孔55内，向上继续推动座踏板5，可使其停留在某一高度上，翻转座踏板5至其板面

与抽屉4平行，松开手，限位凸57会自动压紧到距离其下侧最近的限位挡91上，座踏板5保持

静止。再将连杆81和连架杆82折叠吸合在竖撑板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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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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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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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