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523080.7

(22)申请日 2019.04.17

(73)专利权人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府东路717号

(72)发明人 吕长征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阳光天下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671

代理人 赵飞

(51)Int.Cl.

A47B 63/00(2006.01)

A47B 91/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家用双面书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家用双面书柜，包括

底座、支撑杆、外壳、书柜本体和支撑盘，四个活

动轮使得书柜整体能轻松地移动，使用比较方

便，所述底座的上面设有转轴，所述书柜本体能

在所述转轴上转动，这样使得书籍的查找比较方

便，且能放置更多的书籍，所述外壳能对书柜本

体起到保护作用，防止书本落灰，所述支撑盘对

所述书柜本体起到支撑作用，使得所述书柜本体

转动更加平稳，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家用双面书

柜，由于能双面转动使用，因而能摆放更多的书

籍，使用更加方便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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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双面书柜，其特征在于，包括：

底座(10)，所述底座(10)的下面设有四个活动轮(11)，所述底座(10)的上面设有转轴

(14)，所述底座(10)内设有凹槽(12)，所述凹槽(12)内滑动安装有抽屉(13)，所述抽屉(13)

上安装有抽屉把手(131)；

支撑杆(20)，一对支撑杆(20)对称设置在所述底座(10)的左右两端；

外壳(30)，所述外壳(30)固定设置在所述底座(10)的上面，且所述转轴(14)的上端伸

入所述外壳(30)内；

书柜本体(40)，所述书柜本体(40)设置在所述外壳(30)内且连接在所述转轴(14)的上

端，所述书柜本体(40)和所述转轴(14)转动连接；

支撑盘(50)，所述支撑盘(50)套设在所述转轴(14)上，且位于所述外壳(30)和所述书

柜本体(40)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双面书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20)包括斜杆部(21)

和直杆部(22)，所述斜杆部(21)的下端固定在所述底座(10)上，所述直杆部(22)的一端与

所述斜杆部(21)的上端相连接，所述直杆部(22)的另一端伸入所述外壳(30)内，所述斜杆

部(21)和所述直杆部(22)之间的夹角为100°～13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家用双面书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杆部(21)和所述直杆部

(22)之间的夹角为100°，所述斜杆部(21)上设有若干个挂钩(2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家用双面书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杆部(22)靠近所述书柜本

体(40)的一端设有连杆(23)，所述连杆(23)的端部连接有凸球(2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家用双面书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书柜本体(40)包括顶板

(41)、底板(42)和竖隔板(44)，所述底板(42)位于所述支撑盘(50)的上面，所述顶板(41)和

所述底板(42)之间平行间隔设置有若干个横隔板(43)，所述竖隔板(44)竖向设置在所述顶

板(41)和所述底板(42)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家用双面书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41)和位于最上面的所

述横隔板(43)之间形成第一容纳腔(45)，若干个相邻的所述横隔板(43)之间、位于最下面

的所述横隔板(43)和所述底板(42)之间均形成若干个第二容纳腔(46)，所述第一容纳腔

(45)的高度高于所述第二容纳腔(46)的高度，所述第一容纳腔(45)和所述第二容纳腔(46)

的顶部均设有若干个照明灯(4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家用双面书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41)的左右两端均开设

有V形槽(411)，所述凸球(24)滑动设置在所述V形槽(411)内。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家用双面书柜，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30)的上端两侧开设有

通孔(31)，所述直杆部(22)穿过所述通孔(31)伸入所述外壳(30)内，所述外壳(30)的前侧

开有方槽(32)，所述方槽(32)内滑动设有可视化玻璃门(33)，所述可视化玻璃门(33)上设

有门把手(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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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双面书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书房用具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家用双面书柜。

背景技术

[0002] 书柜是许多家庭都少不了的书房家具，人们通常用来存放书籍、报刊、杂志等物

品，对于一些在生活中马马虎虎的人来说，书籍的摆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总是用完了

之后就胡乱摆放，再用的时候往往需要花费时间来找，而有了书柜之后，书的摆放就方便许

多，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寻找书籍，也将书房和家里更加整洁明了，但传统的书柜需要占

用较大空间，且只能单面放置，存放的书籍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使用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家用双面书柜，解决了传统书柜比较

占用空间且存放量有限的问题。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一种家用双面书柜，包括：

[0008] 底座，所述底座的下面设有四个活动轮，所述底座的上面设有转轴，所述底座内设

有凹槽，所述凹槽内滑动安装有抽屉，所述抽屉上安装有抽屉把手；

[0009] 支撑杆，一对支撑杆对称设置在所述底座的左右两端；

[0010] 外壳，所述外壳固定设置在所述底座的上面，且所述转轴的上端伸入所述外壳内；

[0011] 书柜本体，所述书柜本体设置在所述外壳内且连接在所述转轴的上端，所述书柜

本体和所述转轴转动连接；

[0012] 支撑盘，所述支撑盘套设在所述转轴上，且位于所述外壳和所述书柜本体之间。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杆包括斜杆部和直杆部，所述斜杆部的下端固定在所述底座

上，所述直杆部的一端与所述斜杆部的上端相连接，所述直杆部的另一端伸入所述外壳内，

所述斜杆部和所述直杆部之间的夹角为100°～130°。

[0014] 更进一步地，所述斜杆部和所述直杆部之间的夹角为100°，所述斜杆部上设有若

干个挂钩。

[0015] 更进一步地，所述直杆部靠近所述书柜本体的一端设有连杆，所述连杆的端部连

接有凸球。

[0016] 更进一步地，所述书柜本体包括顶板、底板和竖隔板，所述底板位于所述支撑盘的

上面，所述顶板和所述底板之间平行间隔设置有若干个横隔板，所述竖隔板竖向设置在所

述顶板和所述底板之间。

[0017] 更进一步地，所述顶板和位于最上面的所述横隔板之间形成第一容纳腔，若干个

相邻的所述横隔板之间、位于最下面的所述横隔板和所述底板之间均形成若干个第二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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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所述第一容纳腔的高度高于所述第二容纳腔的高度，所述第一容纳腔和所述第二容纳

腔的顶部均设有若干个照明灯。

[0018] 更进一步地，所述顶板的左右两端均开设有V形槽，所述凸球滑动设置在所述V形

槽内。

[0019] 更进一步地，所述外壳的上端两侧开设有通孔，所述直杆部穿过所述通孔伸入所

述外壳内，所述外壳的前侧开有方槽，所述方槽内滑动设有可视化玻璃门，所述可视化玻璃

门上设有门把手。

[0020] (三)有益效果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22] 1 .本实用新型中的书柜为双面书柜，且能来回转动，存取方便、占用空间较少，且

双面能存放更多的书籍，存放空间更大；

[0023] 2.本实用新型中设有壳体，能防止灰尘落在书籍上，更加环境卫生，减少了经常清

理书柜的次数，减少了劳动量；

[0024] 3.本实用新型中还设有支撑杆，支撑杆对书柜本体起到支撑作用，能防止存放书

籍过多而导致书柜本体转动困难或产生倾斜的情况，提高了书柜的使用寿命，且使用更加

安全。

[0025] 4.本实用新型中还设有活动轮，能随时移动书柜的放置位置，更加实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图。

[0028] 图3为图2中A的放大图。

[0029] 附图中：底座10，活动轮11，凹槽12，抽屉13，抽屉把手131，转轴14，支撑杆20，斜杆

部21，挂钩211，直杆部22，连杆23，凸球24，外壳30，通孔31，方槽32，可视化玻璃门33，门把

手331，书柜本体40，顶板41，V形槽411，底板42，横隔板43，竖隔板44，第一容纳腔45，第二容

纳腔46，照明灯47，支撑盘50。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得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文中将结

合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31] 请参见附图1至图3，如图1和图2所示的一种家用双面书柜，包括底座10、支撑杆

20、外壳30、书柜本体40和支撑盘50，所述底座10的下面设有四个活动轮11，能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书柜的摆放位置，且移动比较轻松，使用比较方便，所述底座10的上面设有转轴14，

所述底座10内设有凹槽12，所述凹槽12内滑动安装有抽屉13，所述抽屉13上安装有抽屉把

手131，所述抽屉13能够存放一些小物品，如草纸、笔等，不仅能存放更多的东西还合理利用

了空间，使用更加方便，一对支撑杆20对称设置在所述底座10的左右两端，所述支撑杆20能

对所述书柜本体40起到支撑作用，能防止因所述书柜本体40存放东西过多而造成的书柜整

体倾斜或转动困难的情况，提高了所述书柜本体40的使用寿命，也提高了使用的安全性，所

述外壳30固定设置在所述底座10的上面，且所述转轴14的上端伸入所述外壳30内，所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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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本体40设置在所述外壳30内且连接在所述转轴14的上端，所述书柜本体40和所述转轴14

转动连接，所述支撑盘50套设在所述转轴14上，且位于所述外壳30和所述书柜本体40之间，

所述支撑盘50能对所述书柜本体40进一步起到支撑作用，使得所述书柜本体40转动更加平

稳。

[0032] 所述支撑杆20包括斜杆部21和直杆部22，所述斜杆部21的下端固定在所述底座10

上，所述直杆部22的一端与所述斜杆部21的上端相连接，所述直杆部22的另一端伸入所述

外壳30内，所述斜杆部21和所述直杆部22之间的夹角为100°～130°。

[0033] 优选地，所述斜杆部21和所述直杆部22之间的夹角为100°，所述斜杆部21上设有

若干个挂钩211，所述挂钩211能挂雨伞、小包、笔筒等物品，进一步合理利用了使用空间。

[0034] 如图3，所述直杆部22靠近所述书柜本体40的一端设有连杆23，所述连杆23的端部

连接有凸球24。

[0035] 如图2，所述书柜本体40包括顶板41、底板42和竖隔板44，所述底板42位于所述支

撑盘50的上面，所述顶板41和所述底板42之间平行间隔设置有若干个横隔板43，所述竖隔

板44竖向设置在所述顶板41和所述底板42之间。

[0036] 所述顶板41和位于最上面的所述横隔板43之间形成第一容纳腔45，若干个横隔板

43之间、位于最下面的所述横隔板43和所述底板42之间均形成若干个第二容纳腔46，所述

第一容纳腔45的高度高于所述第二容纳腔46的高度，所述第一容纳腔45能放置高度较高的

书籍，所述第二容纳腔46能放置高度适中或较小的书籍，分类存放使得存放更加方便，所述

第一容纳腔45和所述第二容纳腔46的顶部均设有若干个照明灯47，所述照明灯47在夜间或

照明情况不佳的时候使用，给读者在看书或找书时提供光源，更加人性化。

[0037] 优选地，所述顶板41的左右两端均开设有V形槽411，所述凸球24滑动设置在所述V

形槽411内，所述凸球24的端部为圆形，这样使得所述凸球24与所述V形槽411之间的接触为

点接触，减少了滑动过程中的摩擦，既提高了所述书柜本体40的使用寿命，又使得所述书柜

本体40的转动更加轻巧灵活。

[0038] 所述外壳30的上端两侧开设有通孔31，所述直杆部22穿过所述通孔31伸入所述外

壳30内，所述外壳30的前侧开有方槽32，所述方槽32内滑动设有可视化玻璃门33，所述可视

化玻璃门33上设有门把手331，当想要看书时，将所述可视化玻璃门33向右滑动拉开，转动

所述书柜本体40就能在所述书柜本体40上查找书籍，所述外壳30能防止外界灰尘进入所述

书柜本体40内，减少了频繁打扫书柜的次数，劳动量更少，通过所述可视化玻璃门33能看到

所述书柜本体40内的情况，使用十分方便。

[0039] 应当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实施方式仅仅是实现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

对属于本实用新型整体构思，而仅仅是显而易见的改动，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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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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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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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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