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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57)摘要
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包括门体、胆壳
和搁架，
所述门体为矩形，
胆壳为矩形腔体，
胆壳
一侧面安装在门体内侧，
胆壳的另一侧面上从上
到下等间距设有水平的贯通T形槽，
T形槽大端位
于胆壳表面内侧，
小端位于胆壳表面，
所述搁架
包括单脚搁架和多脚搁架，
所述单脚搁架为上部
不封口的矩形槽体，
其一侧面中部水平设有T形
凸条，
多脚搁架为J形槽体，
其长侧边端面中线两
侧对称设有水平的T形凸条，
所述T形凸条与T形
槽配合。将搁架的T形凸条插入T形槽中 ，
实现搁
架固定在胆壳上，
结构简单，
安装便捷，
通过不同
的单脚搁架和多脚搁架的组合使用，
满足不同物
品的存储需求，
扩大存储容量的同时 ，
也使得存
储空间整齐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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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其特征是，
包括门体(1)、胆壳(2)和搁架(3) ，
所述门体
(1)为矩形，
胆壳(2)为矩形腔体，
胆壳(2)一侧面安装在门体(1)内侧，
胆壳(2)的另一侧面
上从上到下等间距设有水平的贯通T形槽(4) ，
T形槽(4)大端位于胆壳(2)表面内侧，
小端位
于胆壳(2)表面，
所述搁架(3)包括单脚搁架(5)和多脚搁架(6)，
所述单脚搁架(5)为上部不
封口的矩形槽体，
其一侧面中部水平设有T形凸条(7) ，
多脚搁架(6)为J形槽体，
其长侧边端
面中线两侧对称设有水平的T形凸条(7)，
所述T形凸条(7)与T形槽(4)配合。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其特征是，
所述胆壳(2)上设有至
少一个单脚搁架(5)和一个多脚搁架(6)。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其特征是，
所述T形槽(4)一端联通
胆壳(2)前端，
另一端与胆壳(2)后端留有间隔。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其特征是，
所述门体(1)与胆壳(2)
之间设有门封条(8)。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其特征是，
所述胆壳(2)前端的T形
槽(4)端部设有工字型卡块(9)，
工字型卡块(9)与T形槽(4)过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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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搁架，
尤其涉及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背景技术
[0002] 冰箱是保持恒定低温的一种制冷设备，
也是一种使食物或其他物品保持恒定低温
冷态的民 用产品。箱体内设有压缩机、制冰机用以结冰的柜或箱，
带有制冷装置的储藏箱。
家用电冰箱的容积通常为20~500升。用户在使用冰箱时，
要定期给冰箱进行清洁保养和呼
吸消毒，
这样不但用起来卫生干净，
而且可以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
1910年世界第一台压缩
式制冷的家用冰箱在美国问世。1925年瑞典丽都公司开发了家用吸收式冰箱，
1927年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研制出全封闭式冰箱，
1930年采用不同加热方式的空气冷却连续扩散吸收式
冰箱投放市场，
1931年研制成功新型制冷剂氟利昂12，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生产家用
电冰箱，
中国从50年代开始生产电冰箱。
[0003] 现有技术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用电冰箱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电器，
在日常的冷藏保鲜中，
通常采用分类是保存，
由于冰箱内腔体空间的有限，
常通过冰
箱内侧内壁安置搁架，
扩展存储空间，
而现有的搁架安装数量有限，
且采用固定式安装，
使
得存储的物品类型和数量都受到限制，
使用起来较为不便，
还会显得冰箱内存储摆放较为
凌乱。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正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
提供了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
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包括门体、胆壳和搁架，
所述门体为矩形，
胆壳为矩形
腔体，
胆壳一侧面安装在门体内侧，
胆壳的另一侧面上从上到下等间距设有水平的贯通T形
槽，
T形槽大端位于胆壳表面内侧，
小端位于胆壳表面，
所述搁架包括单脚搁架和多脚搁架，
所述单脚搁架为上部不封口的矩形槽体，
其一侧面中部水平设有T形凸条，
多脚搁架为J形
槽体，
其长侧边端面中线两侧对称设有水平的T形凸条，
所述T形凸条与T形槽配合。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胆壳上设有至少一个单脚搁架和一个多脚搁架。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T形槽一端联通胆壳前端，
另一端与胆壳后端留有间隔。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门体与胆壳之间设有门封条。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胆壳前端的T形槽端部设有工字型卡块，
工字型卡块与T形槽过盈
配合，
[0011]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效果如下：
[0012]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在门体内侧的胆壳外壁上设有多组
水平的T形槽，
搁架分为单脚搁架和多脚搁架，
将搁架的T形凸条插入T形槽中，
实现搁架固
定在胆壳上，
结构简单，
安装便捷，
通过不同的单脚搁架和多脚搁架的组合使用，
满足不同
物品的存储需求，
扩大存储容量的同时，
也使得存储空间整齐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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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单脚搁架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多脚搁架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工字型卡块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具体的实施例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内容。
[0018]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包括门体1、
胆壳2和搁
架3，
所述门体1为矩形，
胆壳2为矩形腔体，
胆壳2一侧面安装在门体1内侧，
胆壳2的另一侧
面上从上到下等间距设有水平的贯通T形槽4，
T形槽4大端位于胆壳2表面内侧，
小端位于胆
壳2表面，
所述搁架3包括单脚搁架5和多脚搁架6，
所述单脚搁架5为上部不封口的矩形槽
体，
其一侧面中部水平设有T形凸条7，
多脚搁架6为J形槽体，
其长侧边端面中线两侧对称设
有水平的T形凸条7，
所述T形凸条7与T形槽4配合。
[0019] 所述的一种组合式冰箱门侧搁架，
在门体1内侧的胆壳2外壁上设有多组水平的T
形槽4，
搁架分为单脚搁5架和多脚搁架6，
将搁架的T形凸条7插入T形槽4中，
实现搁架固定
在胆壳上，
结构简单，
安装便捷，
通过不同的单脚搁架5和多脚搁架6的组合使用，
满足不同
物品的存储需求，
扩大存储容量的同时，
也使得存储空间整齐美观。
[0020] 所述胆壳2上设有至少一个单脚搁架5和一个多脚搁架6，
提供了更多组合式应用
的同时，
满足了不同类型物品的存储要求，
摆脱过去单一的搁架安装，
实现搁架的多样化存
储。
[0021] 所述T形槽4一端联通胆壳2前端，
另一端与胆壳2后端留有间隔，
防止搁架水平方
向上发生移动，
影响冰箱门体的闭合。
[0022] 所述门体1与胆壳2之间设有门封条8，
门封条8磁性吸合，
提高了冰箱的密封性能，
方便门体1闭合的同时，
保证了冰箱良好冷藏保鲜性能和节能性。
[0023] 所述胆壳2前端的T形槽4端部设有工字型卡块9，
工字型卡块9与T形槽4过盈配合，
进一步提高了搁架安装后的稳固性。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
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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