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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

柜，涉及智能衣柜领域，包括衣柜本体，所述衣柜

本体的内部开设有第一储藏间，且衣柜本体内部

靠近第一储藏间的一侧开设有第二储藏间，所述

衣柜本体在第一储藏间与第二储藏间之间固定

安装有竖隔离板，且衣柜本体的内部位于第二储

藏间的下侧固定安装有横隔离板，所述衣柜本体

的内部且位于横隔离板的下侧和竖隔离板的一

侧嵌入安装有转筒柜。本发明为分离式结构，衣

柜的置物板和转筒柜均可拆卸，可以在个别构件

损坏时进行更换，可以减少成本，控制箱设置有

蓝牙模块，可以通过手机蓝牙进行控制，操作简

单，通过防霉除湿器可以抽取外界空气并对其进

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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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包括衣柜本体（1），所述衣柜本体（1）的内部开设有

第一储藏间（2），且衣柜本体（1）内部靠近第一储藏间（2）的一侧开设有第二储藏间（3），所

述衣柜本体（1）在第一储藏间（2）与第二储藏间（3）之间固定安装有竖隔离板（11），且衣柜

本体（1）的内部位于第二储藏间（3）的下侧安装有横隔离板（4），所述衣柜本体（1）的内部且

位于横隔离板（4）的下侧和竖隔离板（11）的一侧嵌入安装有转筒柜（5），所述第一储藏间

（2）的内部侧壁之间安装有挂衣杆（6），所述衣柜本体（1）位于第一储藏间（2）和第二储藏间

（3）的内部均转动安装有柜门（15），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储藏间（3）的内部侧壁均匀安装

有固定挂环（7），所述固定挂环（7）的一侧安装有置物板（8），所述衣柜本体（1）的一侧安装

有控制箱（9），且衣柜本体（1）的上表面安装有防霉除湿器（10），所述竖隔离板（11）的内部

嵌入安装有安装框（12），所述第一储藏间（2）与第二储藏间（3）边缘处安装有橡胶圈（13），

所述衣柜本体（1）两侧均匀开设有侧挡板（14），所述置物板（8）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凹型板

（81），且置物板（8）的内部底端为中空结构，所述置物板（8）远离凹型板（81）的一侧开设有

放料口（82），且置物板（8）的底端侧壁开设有网格孔（83），所述放料口（82）和网格孔（83）均

与置物板（8）内部的中空空间连接，放置盒（53）的内部底端中间固定安装有套杆（54），所述

放置盒（53）除最上侧一个，其余放置盒（53）的套杆（54）的顶端均固定安装有上套杆（55），

所述上套杆（55）的外直径小于套杆（54）的外直径，所述转筒柜（5）的内壁靠近转动口（51）

的两侧均转动安装有挡块（56），所述挡块（56）的两侧与转筒柜（5）的内壁之间均连接有弹

簧（57），所述放置盒（53）的侧壁两端固定安装有固定块（58），所述衣柜本体（1）的侧壁且位

于侧挡板（14）的一侧开设有通风口（141），所述通风口（141）的内壁嵌入安装有电磁铁

（142），所述侧挡板（14）朝向衣柜本体（1）的一侧安装有金属板，所述放置盒（53）的侧壁分

为两段，侧壁的其中一段的高度与转动口（51）的高度一致，且侧壁的另一端的高度小于转

动口（51）的高度，所述套杆（54）与上套杆（55）的内直径与固定杆（52）的直径一致，所述上

套杆（55）的外侧套接有连接管，连接管的直径与套杆（54）的直径一致，且连接管的高度大

于上套杆（55）的高度，所述放置盒（53）的底端中间位置安装有转轴，连接管嵌入安装在转

轴的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框（12）

的前表面位于衣柜本体（1）的外侧，且安装框（12）的内部上下侧壁均开设有滑槽（121），所

述安装框（12）的内部滑动安装有移动框（122），所述移动框（122）通过滑杆与滑槽（121）连

接，且移动框（122）的内部嵌入安装有双面镜子（1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筒柜（5）

的前表面开设有转动口（51），所述转动口（51）的数量为三个，且转动口（51）的内部底端中

间固定安装有固定杆（52），所述转筒柜（5）的顶端设置有安装盖，安装盖与转筒柜（5）通过

螺栓连接，螺栓的顶端设置在安装盖的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转筒柜（5）

的内部安装有放置盒（53），所述放置盒（53）的数量与转动口（51）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箱（9）

的内部安装有信息处理单元、蓝牙模块、信号发射单元和信号结构单元，且控制箱（9）通过

内置电线与衣柜本体（1）内部的用电构件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霉除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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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两层分隔板（101），且防霉除湿器（10）的内部位于第一层的分隔板

（101）上侧安装有风机（103），所述防霉除湿器（10）的上表面安装有滤风口（102），所述分隔

板（101）之间安装有加热管（104），所述防霉除湿器（10）的下表面贯穿衣柜本体（1）安装有

出风口（105），所述风机（103）的进风口与滤风口（102）连接，且风机（103）的出风口贯穿分

隔板（101）与加热管（104）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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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智能衣柜领域，具体是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

背景技术

[0002] 衣柜是常见的家具之一，常用于家庭存放衣物和被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智能衣柜是衣柜的一个重要发展领域，智能衣柜如今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通过各个设备与衣柜相结合可以提高衣柜的实用性和智能化，可以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

水平。

[0003] 经检索,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智能衣柜(授权公告号CN108209195A)，该专利技术

设置有两个柜体，一个衣柜能将衣物进行全自动熨烫且可储存熨烫后的衣物，另一个衣柜

能多区域将衣物分类存放，对存放的衣物进行烘干除湿以及加热，两个柜体与空气能热水

泵相连，实现熨烫以及加热的功能，节约能源。

[0004] 经检索,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智能衣柜(授权公告号CN108113240A)，专利技术具

有自动除湿功能，能防止衣柜里的细菌滋生；能对衣物进行自动归类摆放，大大节省了用户

衣物整理的时间；通过显示屏模块可以直观地了解隔间内衣物的具体种类，提高衣物的寻

找效率；该智能衣柜系统有常见的衣物搭配，省去用户思考衣物搭配的烦恼，且具有选择多

样性，提高了用户的生活品质。

[0005] 经检索,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新型智能衣柜(授权公告号CN108041840A)，专利技

术外形设计与市场上现有的衣柜基本一致，可适用于大部分家庭的放置；衣柜设计三部分

结构，不同用途分别设计，既提高了智能衣柜的用途，也避免了各部分工作可能的互相影

响；通风机构可对相对潮湿的衣物进行旋转通风；过衣物放置盒、衣物收集盒和机械手的配

合，可对放置在收集盒的衣物分别放置，同时也避免了放置较高位置时因垫脚物品倾斜导

致的意外事件的发生；过消毒机构的设计，对衣柜的衣物进行定期的消毒。

[0006] 但是，上述专利中，对衣柜内部进行风干时，衣柜的内部是存在死角的，不能够对

衣柜的各个角落进行加热和风干，在天气潮湿时，若保养不当，则衣柜内部的死角依旧会发

霉，会对衣柜内部的衣物造成破坏，衣柜在进行风干时，需要进行密封以确保风干和加热的

效率，所以需要设置能够控制开关的通风口，在对衣柜进行保养时，组合式衣柜比其他形式

的衣柜更加的方便，且若组合式衣柜有构件发生损坏还可以变便于更换，为了提高人们寻

找衣物的效率，衣柜需要具有分离存放的功能。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组合式防

尘防霉智能衣柜，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包括衣柜本体，所述衣柜本体的内部开设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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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藏间，且衣柜本体内部靠近第一储藏间的一侧开设有第二储藏间，所述衣柜本体在第一

储藏间与第二储藏间之间固定安装有竖隔离板，且衣柜本体的内部位于第二储藏间的下侧

固定安装有横隔离板，所述衣柜本体的内部且位于横隔离板的下侧和竖隔离板的一侧嵌入

安装有转筒柜，所述第一储藏间的内部侧壁之间固定安装有挂衣杆，所述衣柜本体位于第

一储藏间和第二储藏间的内部均转动安装有柜门，第二储藏间的内部侧壁均匀固定安装有

固定挂环，所述固定挂环的一侧安装有置物板，所述衣柜本体的一侧安装有控制箱，且衣柜

本体的上表面安装有防霉除湿器，所述竖隔离板的内部嵌入安装有安装框，所述第一储藏

间与第二储藏间边缘处固定安装有橡胶圈，所述衣柜本体两侧均匀开设有侧挡板。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置物板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凹型板，且置物板的内

部底端为中空结构，所述置物板远离凹型板的一侧开设有放料口，且置物板的底端侧壁开

设有网格孔，所述放料口和网格孔均与置物板内部的中空空间连接。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安装框的前表面位于衣柜本体的外侧，且安装

框的内部上下侧壁均开设有滑槽，所述安装框的内部滑动安装有移动框，所述移动框通过

滑杆与滑槽连接，且移动框的内部嵌入安装有双面镜子。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转筒柜的前表面开设有转动口，所述转动口的

数量为三个，且转动口的内部底端中间固定安装有固定杆，所述转筒柜的顶端设置有安装

盖，安装盖与转筒柜通过螺栓连接，螺栓的顶端设置在安装盖的内部。

[001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转筒柜的内部安装有放置盒，所述放置盒的数

量与转动口一致，且放置盒的内部底端中间固定安装有套杆，所述放置盒除最上侧一个，其

余放置盒的套杆的顶端均固定安装有上套杆，所述上套杆的外直径小于套杆的外直径。

[0014]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放置盒的侧壁分为两段，侧壁的其中一段的高

度与转动口的高度一致，且侧壁的另一端的高度小于转动口的高度，所述套杆与上套杆的

内直径与固定杆的直径一致，所述上套杆的外侧套接有连接管，连接管的直径与套杆的直

径一致，且连接管的高度大于上套杆的高度，所述放置盒的底端中间位置安装有转轴，连接

管嵌入安装在转轴的内部。

[0015]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转筒柜的内壁靠近转动口的两侧均转动安装有

挡块，所述挡块的两侧与转筒柜的内壁之间均连接有弹簧，所述放置盒的侧壁两端固定安

装有固定块。

[0016]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控制箱的内部安装有信息处理单元、蓝牙模块、

信号发射单元和信号结构单元，且控制箱通过内置电线与衣柜本体内部的用电构件连接。

[001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防霉除湿器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两层分隔板，且

防霉除湿器的内部位于第一层的分隔板上侧安装有风机，所述防霉除湿器的上表面安装有

滤风口，所述分隔板之间安装有加热管，所述防霉除湿器的下表面贯穿衣柜本体安装有出

风口，所述风机的进风口与滤风口连接，且风机的出风口贯穿分隔板与加热管连接。

[001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衣柜本体的侧壁且位于侧挡板的一侧开设有通

风口，所述通风口的内壁嵌入安装有电磁铁，所述侧挡板朝向衣柜本体的一侧安装有金属

板。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为分离式结构，衣柜的置物板和转筒柜均可拆卸，可以在个别构件损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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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换，可以减少成本，控制箱设置有蓝牙模块，可以通过手机蓝牙进行控制，操作简单，

通过防霉除湿器可以抽取外界空气并对其进行加热，在将衣柜内部的构件拆分后，可以对

衣柜充分加热除湿，可以减少衣柜内的死角，可以防止衣柜发霉导致损坏衣物，且通过控制

箱可以将电磁铁的电路断掉，侧挡板在衣柜内部收到气压的作用即可自行打开，且气流的

移动方向单一，外界的空气难以进入到衣柜中，本发明的置物板内部底端可防止干燥剂，将

空气中的潮气吸收，可以减少衣柜内的潮气，本发明的转筒柜便于安装和拆卸，可以放置一

些小件衣物，便于衣物进行分类，便于使用者寻找衣物，本发明的竖隔离板内部安装有双面

玻璃镜，可以在需要使用镜子时将其抽出，在不使用时，可以将镜子隐蔽放置，减少占用空

间，提高了衣柜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中置物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中双面玻璃镜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中转筒柜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中转筒柜的工作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中防霉除湿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衣柜本体；2、第一储藏间；3、第二储藏间；4、横隔离板；5、转筒柜；6、挂衣

杆；7、固定挂环；8、置物板；9、控制箱；10、防霉除湿器；11、竖隔离板；12、安装框；13、橡胶

圈；14、侧挡板；15、柜门；81、凹型板；82、放料口；83、网格孔；121、滑槽；122、移动框；123、双

面镜子；51、转动口；52、固定杆；53、放置盒；54、套杆；55、上套杆；56、挡块；57、弹簧；58、固

定块；101、分隔板；102、滤风口；103、风机；104、加热管；105、出风口；141、通风口；142、电磁

铁。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请参阅图1～6，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组合式防尘防霉智能衣柜，包括衣柜本体1，

衣柜本体1的内部开设有第一储藏间2，且衣柜本体1内部靠近第一储藏间2的一侧开设有第

二储藏间3，衣柜本体1在第一储藏间2与第二储藏间3之间固定安装有竖隔离板11，且衣柜

本体1的内部位于第二储藏间3的下侧固定安装有横隔离板4，衣柜本体1的内部且位于横隔

离板4的下侧和竖隔离板11的一侧嵌入安装有转筒柜5，第一储藏间2的内部侧壁之间固定

安装有挂衣杆6，衣柜本体1位于第一储藏间2和第二储藏间3的内部均转动安装有柜门15，

第二储藏间3的内部侧壁均匀固定安装有固定挂环7，固定挂环7的一侧安装有置物板8，衣

柜本体1的一侧安装有控制箱9，且衣柜本体1的上表面安装有防霉除湿器10，竖隔离板11的

内部嵌入安装有安装框12，第一储藏间2与第二储藏间3边缘处固定安装有橡胶圈13，衣柜

本体1两侧均匀开设有侧挡板14。

[0029] 在图2中：置物板8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凹型板81，且置物板8的内部底端为中空结

构，置物板8远离凹型板81的一侧开设有放料口82，且置物板8的底端侧壁开设有网格孔83，

放料口82和网格孔83均与置物板8内部的中空空间连接，可以从放料口82往置物板8的内部

添加干燥剂，通过网格孔83可以与外界空气连接，可以通过干燥剂吸收衣柜内空气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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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潮气。

[0030] 在图3中：安装框12的前表面位于衣柜本体1的外侧，且安装框12的内部上下侧壁

均开设有滑槽121，安装框12的内部滑动安装有移动框122，移动框122通过滑杆与滑槽121

连接，且移动框122的内部嵌入安装有双面镜子123，移动框122外语外侧的一端固定安装有

把手，使用者可以通过把手将移动框122沿着滑槽121抽出，使用者可以利用双面镜子123整

理衣冠。

[0031] 在图4中：转筒柜5的前表面开设有转动口51，转动口51的数量为三个，且转动口51

的内部底端中间固定安装有固定杆52，转筒柜5的顶端设置有安装盖，安装盖与转筒柜5通

过螺栓连接，螺栓的顶端设置在安装盖的内部，将螺栓的顶端设置到安装盖的内部，可以防

止螺栓划伤衣柜的侧壁；转筒柜5的内部安装有放置盒53，放置盒53的数量与转动口51一

致，且放置盒53的内部底端中间固定安装有套杆54，放置盒53除最上侧一个，其余放置盒53

的套杆54的顶端均固定安装有上套杆55，上套杆55的外直径小于套杆54的外直径，放置盒

53的侧壁分为两段，侧壁的其中一段的高度与转动口51的高度一致，且侧壁的另一端的高

度小于转动口51的高度，套杆54与上套杆55的内直径与固定杆52的直径一致，上套杆55的

外侧套接有连接管，连接管的直径与套杆54的直径一致，且连接管的高度大于上套杆55的

高度，放置盒53的底端中间位置安装有转轴，连接管嵌入安装在转轴的内部，将连接管套接

在上套杆55的外侧，再将连接管的顶端安装在放置盒53底端的转轴内，可以在转动放置盒

53时不影响到下面的放置盒53，可以避免相邻的放置盒53发生转动。

[0032] 在图5中：转筒柜5的内壁靠近转动口51的两侧均转动安装有挡块56，挡块56的两

侧与转筒柜5的内壁之间均连接有弹簧57，放置盒53的侧壁两端固定安装有固定块58，挡块

56可以阻挡固定块58，从而可以防止放置盒53发生转动，避免将较短的侧壁露出从而进入

灰尘的问题发生。

[0033] 在图6中：控制箱9的内部安装有信息处理单元、蓝牙模块、信号发射单元和信号结

构单元，且控制箱9通过内置电线与衣柜本体1内部的用电构件连接，防霉除湿器10的内部

固定安装有两层分隔板101，且防霉除湿器10的内部位于第一层的分隔板101上侧安装有风

机103，防霉除湿器10的上表面安装有滤风口102，滤风口102内部安装有活性炭板，可以将

空气中的灰尘吸附住，分隔板101之间安装有加热管104，加热管104可以利用电加热原理对

空气进行加热，防霉除湿器10的下表面贯穿衣柜本体1安装有出风口105，风机103的进风口

与滤风口102连接，且风机103的出风口贯穿分隔板101与加热管104连接，衣柜本体1的侧壁

且位于侧挡板14的一侧开设有通风口141，通风口141的内壁嵌入安装有电磁铁142，侧挡板

14朝向衣柜本体1的一侧安装有金属板，在电磁铁142的电路通电时可以将侧挡板14吸附

住，防止灰尘从通风口141处进入。

[003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天气潮湿需要对衣柜内部进行加热除湿时，可以将置物板8

先从固定挂环7上取下，再将转筒柜5从衣柜本体1内部取出，关闭柜门15，通过蓝牙可以控

制控制箱9，控制箱9通过电线与智能衣柜的各个用电结构连接，用电结构包括防霉除湿器

10、电磁铁142及其余附加构件，打开防霉除湿器10内部的风机103和加热管104，风机103会

将外界的空去抽取进防霉除湿器10中，在经过加热管104时会被加热，再沿着出风口105进

入到第一储藏间2和第二储藏间3中，热风会将衣柜本体1内部的潮气驱除，可以避免衣柜内

部由于潮气过大导致发霉的问题，在开启防霉除湿器10的同时，通过控制箱9切断电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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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的电路，电磁铁142在断电后会失去磁性，从而可以去除电磁铁142与侧挡板14之间的吸

附力，侧挡板14在失去电磁铁142的吸附力后，衣柜内部的空气沿着通风口141将侧挡板14

顶开，从而可以形成空气的流通，在通风完成后，侧挡板14会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紧靠在电

磁铁142的一侧，通过控制箱9对电磁铁142进行供电，电磁铁142可以将侧挡板14吸附住，可

以关闭通风口141，可以防止灰尘进入到衣柜内部，在衣柜内部的第一储藏间2和第二储藏

间3通风加热除湿完成后，打开柜门15，将置物板8通过凹型板81挂到固定挂环7上，再将转

筒柜5塞入到衣柜本体1中，即可完成组装，操作方便，使用简单，本发明中的转筒柜5也是组

装式，需要进行安装时，可以先将安装盖打开，将一个放置盒53通过套杆54和上套杆55套在

固定杆52上，再将连接管套接在上套杆55的外侧，将另一个放置盒53套接在固定杆52上的

同时，将放置盒53底面的转轴安装到连接管上，依次安装放置盒53完成后，将安装盖安装到

转筒柜5的上表面，使用螺栓拧紧，螺栓的上表面嵌入到安装盖的内部，可以防止划伤衣柜

内壁，在使用转筒柜5时，可以通过转动口51推动放置盒53的侧壁，固定块58位于放置盒53

两段侧壁的连接处，放置盒53转动会带动固定块58转动，在固定块58经过挡块56时，会被阻

挡，需要施加额外的作用力才能通过固定块58带动挡块56压缩弹簧57，从而可以将放置盒

53较短的侧壁露出来，便于使用者拿取衣物；另外，本发明安装有双面镜子123。移动框122

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把手，可以便于使用者移动移动框122，将移动框122从安装框12中滑出

后，可以将移动框122向两侧转动，便于使用者使用双面镜子123，在使用完成后，将移动框

122摆成与衣柜本体1呈90°，然后将移动框122沿着滑槽121滑进安装框12中；本发明中的置

物板8的内部底端为中空结构，可以将干燥剂沿着放料口82放进去，通过置物板8侧壁的网

格孔83可以与空气接触，可以将空气中的水汽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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