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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衣柜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家居产品领域，更具体地说，它

涉及一种多功能衣柜，其包括衣柜本体和铰接于

所述衣柜本体上的柜门，所述衣柜本体内设置有

容置腔；所述容置腔内放置有储物柜，所述衣柜

本体内固定设置有承载板，所述承载板的下表面

固定设置有挂衣杆，所述衣柜本体上安装有电

灯，所述衣柜本体上安装有门控感应开关，所述

门控感应开关与所述电灯通过电源线相连通。本

申请能够增加衣柜本体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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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衣柜，包括衣柜本体(1)和铰接于所述衣柜本体(1)上的柜门(2)，所述衣

柜本体(1)内设置有容置腔(11)；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置腔(11)内放置有储物柜(3)，所述衣

柜本体(1)内固定设置有承载板(4)，所述承载板(4)的下表面固定设置有挂衣杆(5)，所述

衣柜本体(1)上安装有电灯(121)，所述衣柜本体(1)上安装有门控感应开关(13)，所述门控

感应开关(13)与所述电灯(121)通过电源线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柜(3)包括储物柜本体

(31)、第一抽屉(32)和第二抽屉(33)；所述储物柜本体(31)上开设有第一滑移槽(311)和第

二滑移槽(312)，所述第一抽屉(32)与所述第一滑移槽(311)滑移配合，所述第一抽屉(32)

上固定设置有第一把手(321)；所述第二抽屉(33)与所述第二滑移槽(312)滑移配合，所述

第二抽屉(33)上固定设置有第二把手(33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板(4)的下表面设置有用

于固定所述挂衣杆(5)的固定杆(51)，所述固定杆(51)的顶端与所述承载板(4)的下表面固

定连接，所述固定杆(51)的底端固定设置有固定环(511)，所述挂衣杆(5)的端部穿设于所

述固定环(511)，所述挂衣杆(5)与所述固定环(511)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51)的顶端固定设置有

固定块(512)，所述固定块(512)的上表面抵接于所述承载板(4)的下表面，所述固定块

(512)上穿设有螺钉，螺钉与所述承载板(4)螺纹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柜本体(31)的上表面开设

有观察窗(31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功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物柜本体(31)的上表面开设

有定位槽(314)，所述定位槽(314)与所述观察窗(313)相连通，所述定位槽(314)内卡接配

合有透明的透视板(31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柜门(2)上固定设置有低把手

(21)、中把手(22)和高把手(23)，所述中把手(22)位于所述低把手(21)的上方，所述高把手

(23)位于所述中把手(22)的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功能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把手(21)的外侧壁开设有弧

形凹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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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衣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家居产品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多功能衣柜。

背景技术

[0002] 衣柜是收纳存放衣物的柜具，通常以不锈钢、实木(木香板，实木颗粒板，中纤板)、

钢化玻璃、五金配件为材料，一般以衣柜本体、门板、静音轮子、门帘为组件，内置挂衣杆、裤

架、拉篮、消毒灯具等配件，采用冲孔、装配、压铆、焊接等工艺，具有阻燃、防鼠、无缝防蟑

螂、防尘、防蛀、防潮、洁净美观、移动方便等作用，有大容量智能消毒衣柜、无电源通玻柜、

不锈钢衣柜、紫外线消毒保洁衣柜、防潮多功能衣柜、男女更衣柜、干燥防蟑螂衣柜、折叠衣

柜、简易衣柜。常见的分为平开门，柜内与柜外推拉门等，衣柜所用的板材一般有不锈钢、金

属、木材等，是家庭常用的家具之一。相关技术中公开了一种衣柜，包括衣柜本体和转动设

置于衣柜本体上的柜门。

[0003]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在长期工作的的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缺陷：相关

技术中的衣柜本体功能太单一，只能用于盛放衣服。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增加衣柜本体的用途，本申请提供一种多功能衣柜。

[0005]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多功能衣柜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多功能衣柜，包括衣柜本体和铰接于所述衣柜本体上的柜门，所述衣柜本体

内设置有容置腔；其特征在于：所述容置腔内放置有储物柜，所述衣柜本体内固定设置有承

载板，所述承载板的下表面固定设置有挂衣杆，所述衣柜本体上安装有电灯，所述衣柜本体

上安装有门控感应开关，所述门控感应开关与所述电灯通过电源线相连通。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容置腔内的储物柜便于放置日常用品，承载板上便于放

置折叠好的衣物，挂衣杆上便于悬挂衣物；当使用者打开柜门时，门控感应开关控制电灯

亮，便于使用者放置或拿取衣物；当使用者关闭柜门时，门控感应开关控制电灯熄灭，具有

省电的作用。相比于相关技术中的衣柜本体，增加了衣柜本体的用途。

[0008] 可选的，所述储物柜包括储物柜本体、第一抽屉和第二抽屉；所述储物柜本体上开

设有第一滑移槽和第二滑移槽，所述第一抽屉与所述第一滑移槽滑移配合，所述第一抽屉

上固定设置有第一把手；所述第二抽屉与所述第二滑移槽滑移配合，所述第二抽屉上固定

设置有第二把手。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者既可以将日常用品放置于第一抽屉内，也可以将

日常用品放置于第二抽屉内；同时通过拉动第一把手来拉动第一抽屉，通过第二把手来拉

动第二抽屉，增加了工作人员拉动第一抽屉和第二抽屉的便捷性。

[0010] 可选的，所述承载板的下表面设置有用于固定所述挂衣杆的固定杆，所述固定杆

的顶端与所述承载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杆的底端固定设置有固定环，所述挂衣

杆的端部穿设于所述固定环，所述挂衣杆与所述固定环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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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工作人员安装挂衣杆时，将挂衣杆的端部穿设于固定

环内，然后将固定环与挂衣杆固定在一起，增加了工作人员安装挂衣杆的便捷性。

[0012] 可选的，所述固定杆的顶端固定设置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上表面抵接于所述

承载板的下表面，所述固定块上穿设有螺钉，螺钉与所述承载板螺纹配合。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螺钉将固定块固定于承载板的下表面，从而将固定

杆的顶端固定于承载板的下表面，增加了工作人员安装和拆卸固定杆的便捷性。

[0014] 可选的，所述储物柜本体的上表面开设有观察窗。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者可以通过观察窗观察第一抽屉内的物品，从而增

加了使用者拿取第一抽屉内物品的速度。

[0016] 可选的，所述储物柜本体的上表面开设有定位槽，所述定位槽与所述观察窗相连

通，所述定位槽内卡接配合有透明的透视板。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定位槽对透视板有定位作用，增加了工作人员安装透视

板的便捷性；同时透视板可以限制悬挂于挂衣杆上的衣物从观察窗掉入到第一抽屉内。

[0018] 可选的，所述柜门上固定设置有低把手、中把手和高把手，所述中把手位于所述低

把手的上方，所述高把手位于所述中把手的上方。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不同身高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选择不同高度的把手

来打开柜门，增加了使用者打开柜门的便捷性。

[0020] 可选的，所述低把手的外侧壁开设有弧形凹槽。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弧形凹槽一方面增大了低把手与柜门之间的空间，便于

使用者将手伸入到低把手与柜门之间；另一方面当小孩用手握住低把手时，弧形凹槽减小

了低把手的直径，从而便于增加小孩的手与低把手之间的接触面积，进而增加小孩握住低

把手的牢固性。

[0022]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3] 1 .容置腔内的储物柜便于放置日常用品，承载板上便于放置折叠好的衣物，挂衣

杆上便于悬挂衣物；当使用者打开柜门时，门控感应开关控制电灯亮，便于使用者放置或拿

取衣物；当使用者关闭柜门时，门控感应开关控制电灯熄灭，具有省电的作用。相比于相关

技术中的衣柜本体，增加了衣柜本体的用途；

[0024] 2.当工作人员安装挂衣杆时，将挂衣杆的端部穿设于固定环内，然后将固定环与

挂衣杆固定在一起，增加了工作人员安装挂衣杆的便捷性；

[0025] 3.不同身高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选择不同高度的把手来打开柜门，增加了使

用者打开柜门的便捷性。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中多功能衣柜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中储物柜、承载板、挂衣杆与衣柜本体的的装配关系示意图。

[0028]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0029] 图4是本申请实施例中储物柜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申请实施例中透视板与储物柜的装配关系示意图。

[0031] 图6是图2中B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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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附图标记说明：1、衣柜本体；11、容置腔；12、安装槽；121、电灯；13、门控感应开关；

14、第一定位槽；2、柜门；21、低把手；22、中把手；23、高把手；24、安装杆；25、弧形凹槽；26、

第二定位槽；27、凸起；3、储物柜；31、储物柜本体；311、第一滑移槽；312、第二滑移槽；313、

观察窗；314、定位槽；315、透视板；32、第一抽屉；321、第一把手；3211、第一连接杆；33、第二

抽屉；331、第二把手；3311、第二连接杆；4、承载板；5、挂衣杆；51、固定杆；511、固定环；512、

固定块；6、合页；61、第一页片；611、第一螺钉；62、第二页片；621、第二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1‑6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多功能衣柜。参照图1和图2，多功能衣柜包括衣柜本体1和

两个铰接于衣柜本体1上的柜门2。衣柜本体1内设置有容置腔11，容置腔11的底部放置有储

物柜3。衣柜本体1内固定设置有承载板4，承载板4的水平截面为矩形，承载板4位于储物柜3

的上方，承载板4的下表面设置有挂衣杆5,挂衣杆5的长度方向为水平方向，挂衣杆5的两端

分别与容置腔11两个相对的内侧壁固定连接。

[0035] 参照图2和图3,衣柜本体1朝向柜门2的侧壁开设有两个安装槽12，两个安装槽12

的长度方向为竖直方向，两个安装槽12内均安装有电灯121，衣柜本体1内安装有门控感应

开关13，门控感应开关13位于容置腔11的顶端，门控感应开关13与两个电灯121均通过电源

线相连通。

[0036] 参照图2，为了增加门控感应开关13的灵敏度，每个柜门2朝向衣柜本体1的侧壁均

固定设置有凸起27，两个凸起27分别增大了两个柜门2与门控感应开关的接触面积。

[0037] 参照图2和图3，为了便于使用者贯观察到容置腔11内的衣物，在本实施例中，柜门

2呈透明设置。每个柜门2均通过两个合页6与衣柜本体1转动连接，每个合页6均包括第一页

片61和第二页片62，第一页片61与第二页片62铰接。

[0038] 参照图3，为了增加工作人员安装合页6的便捷性，衣柜本体1开设有容置腔11的侧

壁开设有四个第一定位槽14，四个第一定位槽14对称分布于衣柜本体1的两侧四个第一页

片61分别与四个第一定位槽14卡接配合。每个第一页片61上穿设有两个第一螺钉611，两个

第一螺钉611均与衣柜本体1螺纹配合，从而四个将第一页片61固定于衣柜本体1上。每个柜

门2靠近衣柜本体1的侧壁均开设有两个第二定位槽26，四个第二页片62分别与四个第二定

位槽26卡接配合。每个第二页片62上均穿设有两个第二螺钉621，两个第二螺钉621均与柜

门2螺纹配合，从而将其中两个第二页片62固定于其中一个柜门2上，将另一个第二叶片62

固定于另一个柜门2上。

[0039] 参照图1，每个柜门2上固定设置有低把手21、中把手22和高把手23，中把手22位于

低把手21的上方，高把手23位于中把手22的上方，低把手21、中把手22和高把手23的长度方

向均为竖直方向。具体的，低把手21、中巴手和高把手23朝向柜门2的侧壁均固定设置有两

个安装杆24，每个安装杆24朝向柜门2的一端均与柜门2固定连接。

[0040] 继续参照图1，为了增加使用者握持低把手21、中把手22和高把手23的便捷性，低

把手21、中把手22和高把手23的外侧壁均开设有弧形凹槽25，弧形凹槽25增大了使用者的

手与低把手21、中把手22和高把手23之间的接触面积。

[0041] 参照图2和图4，储物柜3包括储物柜本体31、两个第一抽屉32和第二抽屉33。储物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5014829 U

5



柜本体31上开设有两个第一滑移槽311和第二滑移槽312，两个第一滑移槽311位于第二滑

移槽312的上方。两个第一抽屉32分别与两个第一滑移槽311滑移配合，第二抽屉33与第二

滑移槽312滑移配合。为了增加使用者拉动第一抽屉32的便捷性，两个第一抽屉32上均固定

设置有第一把手321，第一把手321朝向第一抽屉32的侧壁均固定设置有两个第一连接杆

3211，两个第一连接杆3211朝向第一抽屉32的一端与第一抽屉32的外侧壁固定连接。为了

增加使用者拉动第二抽屉33的便捷性，第二抽屉33上固定设置有第二把手331，第二把手

331朝向第二抽屉33的侧壁固定设置有两个第二连接杆3311，两个第二连接杆3311朝向第

二抽屉33的一端与第二抽屉33的外侧壁固定连接。

[0042] 参照图4和图5，为了便于使用者观察位于最上方的第一抽屉32内的物品，储物柜

本体31的上表面开设有观察窗313。储物柜本体31的上表面开设有定位槽314，定位槽314与

观察窗313相连通，定位槽314内卡接配合有透明的透视板315，透视板315的水平截面为矩

形，透视板315的上表面与储物柜本体31的上表面齐平。

[0043] 参照图2和图6，为了进一步增加挂衣杆5安装的牢固性，承载板4的下表面设置有

两个用于固定挂衣杆5的固定杆51，两个固定杆51的长度方向均为竖直方向。两个固定杆51

的顶端均与承载板4的下表面固定连接，两个固定杆51的底端均一体成型有固定环511，挂

衣杆5的两端分别穿设于两个固定环511，挂衣杆5的两端分别与两个固定环511固定连接。

[0044] 参图6，为了增加工作人员安装和拆卸固定杆51的便捷性，两个固定杆51的顶端均

一体成型有固定块512，固定块512的水平截面均为圆形。两个固定块512的上表面均抵接于

承载板4的下表面，每个固定块512上均穿设有四个螺钉，四个螺钉均与承载板4螺纹配合，

从而将两个固定杆51的顶端固定于承载板4的下表面。

[0045]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多功能衣柜的实施原理为：放置于容置腔11内的储物柜3上开

设有两个第一滑移槽311和第二滑移槽312，两个第一滑移槽311内均滑移设置有第一抽屉

32，第二滑移槽312内滑移设置有第二抽屉33，两个第一抽屉32和第二抽屉33内便于放置日

常用品；使用者可以透过透明的柜门2和透明的贯穿板直接观察到位于上方的第一抽屉32

内的物品；承载板4上便于放置折叠好的衣物，挂衣杆5上便于通过衣架悬挂衣物；当使用者

打开柜门2时，门控感应开关13控制电灯121亮，电灯121照亮容置腔11内部，便于使用者放

置或拿取衣物；当使用者关闭柜门2时，门控感应开关13控制电灯121熄灭，具有省电的作

用，同时也节省了使用者打开和关闭电灯121的时间。相比于相关技术中的衣柜本体1，增加

了衣柜本体1的用途。

[0046]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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