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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家用电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关于一种家用电器。家用电器包

括箱体、至少一个用以打开或关闭所述箱体的门

体，还包括围绕箱体和/或门体的外轮廓设置的

照明装置，所述照明装置用以照亮所述箱体和/

或门体的外部。在箱体和/或门体的外轮廓设置

照明装置，从而，照明装置可以照明箱体和/或门

体的外部。一方面，这使得箱体和/或门体的外轮

廓通过照明装置的灯光展示出来，照明装置可以

对家用电器起到装饰作用，增加美感；另一方面，

当室内光线不好时，尤其是夜间，照明装置可以

为使用者提供灯光而起到照明作用，便于使用者

从家用电器取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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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电器，包括箱体(1)、至少一个用以打开或关闭所述箱体(1)的门体(2)，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围绕箱体(1)和/或门体(2)的外轮廓设置的照明装置(3)，所述照明装置

(3)用以照亮所述箱体(1)和/或门体(2)的外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装置(3)沿所述箱体(1)和/或

所述门体(2)的边缘连续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2)和/或箱体(1)包括多个边，

所述照明装置(3)沿所述多个边中至少一个边延伸。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2)包括多个边，所述照明装置

(3)首尾相接，形成在所述门体(2)的所有边。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2)包括首尾相连的四条边，其

中第一条边(21)和第二条边(22)平行设置，第三条边(23)和第四条边(24)分别连接所述第

一条边(21)和所述第二条边(22)；所述照明装置(3)沿着所述门体(2)的四条边依次延伸。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门体(2)包括两对平行设置的边，所

述照明装置(3)设置在其中一对平行设置的边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装置(3)设置在靠近所述门体

(2)外边缘的边上。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装置(3)是LED灯带。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供电装置，用以给所述照明装置

(3)供电。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所述照明装置(3)通信连接的

控制模块，用以控制所述照明装置(3)的颜色和/或亮度。

11.如权利要求1或10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装载有APP的移动通讯设

备，所述APP被构造为用以控制所述照明装置(3)的颜色和/或亮度，所述家用电器具有无线

通信模块，所述移动通讯设备与所述无线通信模块连接。

12.如权利要求11所述的家用电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通讯设备是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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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家用电器。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专利CN102939030A揭示了一种用于冷藏展示柜、冷却箱、冷冻室或冷冻箱的

内部照明设备，其具有朝向后方的灯组件，该灯组件被结合在柜门的门框的垂直门梃  (和/

或顶部和底部轨道)的背面中，从而对展示柜中的内容物进行照明。该灯组件可以设置在凹

陷、凹槽或通道中，并可以包括连接至一电源的LED、灯或照明带。当该门打开时，门开关使

该灯组件断电。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至少一个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改

进的家用电器。

[0004] 本实用新型关于一种家用电器，包括箱体、至少一个用以打开或关闭所述箱体的

门体，还包括围绕箱体和/或门体的外轮廓设置的照明装置，所述照明装置用以照亮所述箱

体和/或门体的外部。

[0005] 采用此结构，在箱体和/或门体的外轮廓设置照明装置，从而，照明装置可以照明

箱体和/或门体的外部。一方面，这使得箱体和/或门体的外轮廓通过照明装置的灯光展示

出来，照明装置可以对家用电器起到装饰作用，增加美感；另一方面，当室内光线不好时，尤

其是夜间，照明装置可以为使用者提供灯光而起到照明作用，便于使用者从家用电器取放

东西。

[0006]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所述照明装置沿所述箱体和/或所述门体

的边缘连续设置。从而，照明装置分布在箱体和/或门体的边缘，这不仅更好地通过灯光展

示箱体和/或门体的边缘轮廓，而且增加照明效果。

[0007]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所述门体和/或箱体包括多个边，所述照明

装置沿所述多个边中至少一个边延伸。从而，在门体和箱体的多个边上选择性的设置照明

装置，这不仅可以增加家用电器的美感，而且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选择在不同的边设置

照明装置，增加家用电器的时尚感和个性。

[0008]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所述门体包括多个边，所述照明装置首尾

相接，形成在所述门体的所有边。从而，在家用电器门体的所有边上设置照明装置，这使得

门体的整个轮廓可以通过照明装置的灯光展现出来，一方面增加了门体的美感，另一方面，

由于门体的所有边都设置了照明装置，增强照明效果。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所述门体包括首尾相连的四条边，其中第

一条边和第二条边平行设置，第三条边和第四条边分别连接所述第一条边和所述第二条

边；所述照明装置沿着所述门体的四条边依次延伸。

[0010] 从而，在门体的四条边上依次设置照明装置，使得门体的四条边可以通过照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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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光亮展现出来，增加门体的美感。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所述门体包括两对平行设置的边，所述照

明装置设置在其中一对平行设置的边上。从而，照明装置设置在门体平行设置的两条边上，

这使得门体平行设置的两条边可以通过照明装置被突出展现出来。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所述照明装置设置在靠近所述门体外边缘

的边上。这使得门体的外边缘通过照明装置被展现出来，增加门体的美感。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所述照明装置是LED灯带。这不仅便于照明

装置沿着箱体和/或门体的边灵活设置，而且易于安装，可操作性性强。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还包括供电装置，用以给所述照明装置供

电。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还包括与所述照明装置通信连接的控制模

块，用以控制所述照明装置的颜色和/或亮度。这使得照明装置的颜色和/或亮度可以通过

控制模块来控制，便于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颜色和亮度，增强用户体验感。

[0016]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还包括装载有APP的移动通讯设备，所述 

APP被构造为用以控制所述照明装置的颜色和/或亮度，所述家用电器具有无线通信模块，

所述移动通讯设备与所述无线通信模块连接。

[0017] 这使得用户可以通过APP对照明装置进行控制，便于用户随时通过操作APP控制照

明装置的颜色以及亮度，提高用户的体验感。

[0018] 根据本实用新型一种示意性实施方式，所述移动通讯设备是手机。这使得用户可

以通过手机来控制照明装置的颜色以及亮度，便于用户操作，提高用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家用电器的整体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又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家用电器的整体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

[0022] 1箱体             2门体          3照明装置     21第一条边

[0023] 22第二条边        23第三条边     24第四条边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对本申请的目的、构造、特征、及其功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兹配合实施例详细

说明如下。

[0025] 如图1所示的家用电器，包括箱体1以及至少一个用以打开或关闭箱体1的门体  2。

其中，家用电器包括但不限于冰箱、蒸箱、烤箱、洗碗机、消毒柜、洗衣机等。图  1所示的家用

电器是冰箱。

[0026] 家用电器至少具有一个门体2。门体2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图1所示的冰箱具

有两个门体2。在另一个实施例中，蒸箱、烤箱、洗碗机、洗衣机设有一个门体。在另一个实施

例中，消毒柜设有一个或两个门体3。

[0027] 围绕箱体1和/或门体2的外轮廓设置的照明装置3，照明装置3用以照亮所述箱体1

和/或门体2外部。“箱体1和/或门体2的外轮廓”指的是构成箱体1和/或门体2 的外缘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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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包括构成箱体1和/或门体2外边界线的外部线条。

[0028] 通过在箱体1和/或门体2的外轮廓设置照明装置3，一方面，当照明装置3被开启

时，箱体1和/或门体2外轮廓通过照明装置3的灯光展示出来，使得照明装置3可以对家用电

器起到装饰作用，增加家用电器的美感；另一方面，当室内光线不好时，尤其时夜间，由于家

用电器的外轮廓被照明装置3的灯光展示出来，即便使用者不再开启额外的照明工具也可

以看清家用电器的外部，不仅可以避免使用者因为光线不好而碰撞到家用电器造成伤害，

而且便于使用者从家用电器取放东西。

[0029] 如图1所示，照明装置3是LED灯带，LED灯带不仅便于在箱体1和/或门体2 的轮廓

设计各种风格和各种图案，而且环保节能。在一个替换的实施例中，照明装置  3也可以是发

光二极管或荧光粉等其他照明装置3。

[0030] 还包括供电装置，用以给所述照明装置3供电。供电装置独立于家用电器总电源，

可以独立为照明装置3供电，可以更与灵活地为照明装置3供电。

[0031] 在一个替换的实施例中，照明装置3的电源线和家用电器的总电源线连接，家用电

器可以为照明装置3提供电能。

[0032] 照明装置3沿箱体1和/或所述门体2的边缘连续设置，从而，箱体1和门体2的边缘

连续设置有照明装置3。

[0033] 门体2和/或箱体1包括多个边，照明装置3沿多个边中至少一个边延伸。在一个实

施例中，照明装置3沿门体2和/或箱体1多个边延伸。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照明装置  3沿门体2

和/或箱体1多个边中的几个边延伸。也就是说，照明装置可以在门体的多个边上根据需要

选择性设置。

[0034] 从而，在门体2和箱体1的多个边上选择性的设置照明装置3，这不仅可以增加家用

电器的美感，而且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选择在不同的边上设置照明装置3，增加家用电器

的时尚感和个性。

[0035] 门体2包括多个边，所述照明装置3首尾相接，形成在所述门体2的所有边。如图所

示的冰箱具有多个门体2，在多个门体2的所有边上均设置照明装置3。从而，将冰箱的门体2

的整个轮廓通过照明装置3的灯光展示出来，不仅增加了门体2的美感，提高用户体验感，而

且增强了照明效果。

[0036] 门体2包括首尾相连的四条边，其中第一条边21和第二条边22平行设置，第三条边

23和第四条边24分别连接第一条边21和第二条边22；照明装置3沿着门体2 的四条边依次

延伸。即照明装置3沿着门体2从第一条边21、第三条边23到第二条边22、第四条边24依次设

置依次延伸。在一个实施例中，LED灯带沿着门体2从第一条边21、第三条边23到第二条边

22、第四条边24依次设置依次延伸设置依次延伸。

[0037] 门体2包括两对平行设置的边，所述照明装置3设置在其中一对平行设置的边上。

如图1所示，第一条边21和第二条边22平行设置，第三条边23和第四条边24平行设置。在一

个实施例中，照明装置3设置在第一条边21和第二条边22上；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照明装置3

设置在第三条边23和第四条边24上。这使得门体2平行设置的两条边可以通过照明装置3被

突出展现出来。

[0038]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照明装置3设置在靠近门体2的外边缘的边上。如图2所示，家

用电器具有左右两个门，照明装置分别设置在靠近门体2外边缘的第三条边23上，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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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边远离把手。

[0039] 家用电器还包括与所述照明装置3通信连接的控制模块，用以控制所述照明装置 

3的颜色和/或亮度。这使得照明装置3的颜色和/或亮度可以通过控制模块来控制，便于用

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颜色和亮度，增强用户体验感。

[0040] 家用电器还包括装载有APP的移动通讯设备，所述APP被构造为用以控制所述照明

装置3的颜色和/或亮度，所述家用电器具有无线通信模块，所述移动通讯设备与所述无线

通信模块连接。在一个实施例中，移动通讯设备是手机。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移动通讯设备

也可以是平板、智能机器人、电脑等。

[0041] 这使得用户可以通过APP对照明装置3进行控制，便于用户随时通过操作APP  控制

照明装置3的颜色以及亮度，提高用户的体验感。

[0042] 本申请已由上述相关实施例加以描述，然而上述实施例仅为实施本申请的范例。

必需指出的是，已揭露的实施例并未限制本申请的范围。相反地，在不脱离本申请的精神和

范围内所作的更动与润饰，均属本申请的专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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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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