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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多功能床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家用多功能床，包括

床基座；床基座的前端插入有第一隐藏性衣架和

第一抽屉；床基座的右侧插入有第二抽屉和第一

挡板，床基座的左侧插入有第二隐藏式衣架和第

二挡板；第一隐藏性衣架和第二隐藏式衣架之间

通过多块平板搭接从而形成组合衣架；第二抽屉

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凹槽和第二凹槽，第一挡板顶

部设置有第一凸块，第二挡板顶部设置有第二凸

块，第二抽屉、第一挡板和第二挡板能相互拼接

成桌子。本实用新型不仅仅可以作为床使用，而

且还可以通过变换作为组合衣架和桌子使用，当

不用时还可以随时将组合衣架和桌子拆卸并收

纳到床基座内部，解决了因起居室空间面积不能

存放过多闲置家具的功能，让人们更好的享受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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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家用多功能床，其特征在于：包括床本体（1）；

所述床本体（1）包括床基座和床头板（11）；所述床基座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床头板（11）；

所述床基座的前端插入有第一隐藏性衣架（3）和第一抽屉（4）；所述床基座的右侧插入有第

二抽屉（6）和第一挡板（5），所述床基座的左侧插入有第二隐藏式衣架（8）和第二挡板（9）；

所述第一隐藏性衣架（3）、第一抽屉（4）、第一挡板（5）、第二抽屉（6）、第二隐藏式衣架（8）和

第二挡板（9）均能从床基座内取出；所述床基座的顶部设置有支撑框架（12），所述支撑框架

（12）的顶部放置有床板（10）；

所述第一隐藏性衣架（3）和第二隐藏式衣架（8）之间通过多块平板（13）搭接从而形成

组合衣架；

所述第二抽屉（6）的底部右侧设置有第一凹槽（6‑1），底部左侧设置有第二凹槽（6‑2），

所述第一挡板（5）的顶部设置有第一凸块（5‑1），所述第二挡板（9）的顶部设置有第二凸块

（9‑1），所述第一凹槽（6‑1）和第一凸块（5‑1）插接，且第二凹槽（6‑2）与第二凸块（9‑1）插接

从而使得第二抽屉（6）、第一挡板（5）和第二挡板（9）相互拼接成桌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多功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隐藏性衣架（3）包括第

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第一放鞋板（3‑2）和第一顶板（3‑3），所述第一顶板（3‑3）的底部

与两个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的顶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的底部

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放鞋板（3‑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家用多功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隐藏式衣架（8）包括第

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第二放鞋板（8‑2）和第二顶板（8‑3），所述第二顶板（8‑3）的底部

与两个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的顶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的底部

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放鞋板（8‑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家用多功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

和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均为直梯形状，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中的水平杠杆

与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中的水平杠杆之间通过平板（13）搭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家用多功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放鞋板（3‑2）、第一顶板

（3‑3）、第二放鞋板（8‑2）和第二顶板（8‑3）均采用木材质，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

和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均采用铝合金材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多功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基座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横

档框架（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用多功能床，其特征在于：所述床头板（11）的前侧放置有床

头靠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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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用多功能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家具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新型的家用多功能床。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开始追求优质化的生活方

式。对于家庭环境来说，家具是人类维持正常生活、从事生产活动和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必备

工具。家具也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的创新发展，来满足人们优质生活的需求。床是人们家

中必备的家具设备，给人们提供了睡觉的功能。然而一个床的大小与室内环境的大小会形

成一个比例，市场上的床的面积数据基本是固定的，大部分家庭其居室内摆一张床基本上

的没有多少剩余面积，但现代化的家庭环境中，起居室一般朝阳，人们会固定的晒被子筛衣

服等，而其居室内也没有足够的面积与设备进行晾晒，且个人居住的青年人也没有足够的

衣柜来收纳自己的衣服。

[0003] 综上所述，现代家庭的起居室内需要足够的面积不仅仅可以提供人们睡觉，还可

以进行晾晒紫外光杀毒，或做一些其他事情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但现代

有些家庭条件有限，如何在有限的家庭条件内，配置多种家具是现代家庭生活的困扰之一。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家用多功

能床，本家用多功能床不仅仅可以作为床使用，而且还可以通过变换作为组合衣架和桌子

使用，当不用时还可以随时将组合衣架和桌子拆卸并收纳到床基座内部，解决了因起居室

空间面积不能存放过多闲置家具的功能，让人们更好的享受生活。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家用多功能床，包括床本体；所述床本体包括床基座和床头板；所述床基座的

后端固定连接有床头板；所述床基座的前端插入有第一隐藏性衣架和第一抽屉；所述床基

座的右侧插入有第二抽屉和第一挡板，所述床基座的左侧插入有第二隐藏式衣架和第二挡

板；所述第一隐藏性衣架、第一抽屉、第一挡板、第二抽屉、第二隐藏式衣架和第二挡板均能

从床基座内取出；所述床基座的顶部设置有支撑框架，所述支撑框架的顶部放置有床板；所

述第一隐藏性衣架和第二隐藏式衣架之间通过多块平板搭接从而形成组合衣架；所述第二

抽屉的底部右侧设置有第一凹槽，底部左侧设置有第二凹槽，所述第一挡板的顶部设置有

第一凸块，所述第二挡板的顶部设置有第二凸块，所述第一凹槽和第一凸块插接，且第二凹

槽与第二凸块插接从而使得第二抽屉、第一挡板和第二挡板相互拼接成桌子。

[0007] 作为上述家用多功能床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隐藏性衣架包括第一轻

金属支撑架构、第一放鞋板和第一顶板，所述第一顶板的底部与两个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

的顶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的底部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放鞋板。

[0008] 作为上述家用多功能床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二隐藏式衣架包括第二轻

金属支撑架构、第二放鞋板和第二顶板，所述第二顶板的底部与两个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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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的底部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放鞋板。

[0009] 作为上述家用多功能床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和第二

轻金属支撑架构均为直梯形状，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中的水平杠杆与第二轻金属支撑

架构中的水平杠杆之间通过平板搭接。

[0010] 作为上述家用多功能床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放鞋板、第一顶板、第二

放鞋板和第二顶板均采用木材质，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和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均采用

铝合金材质。

[0011] 作为上述家用多功能床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床基座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横

档框架。

[0012] 作为上述家用多功能床进一步改进的技术方案，所述床头板的前侧放置有床头靠

垫。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以变换的多功能家具，在具有床功能的基础上，还可以

将床前端隐藏的第一隐藏性衣架与床左侧隐藏的第二隐藏式衣架相结合，可以实现挂衣

服，晾晒被子的功能。

[0015] 2、本实用新型将床右侧设置的第二抽屉与床两端设置的第一挡板、第二挡板相结

合形成一个桌子，将床前端的第一抽屉侧翻过来形成一个矮凳子，这样就可以在家中提供

一套书桌供人们使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一。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二。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爆炸图一。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爆炸图二。

[0020] 图5是本实用新型作为组合衣架的使用状态图。

[0021] 图6是本实用新型作为桌子凳子的使用状态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第二抽屉的细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实用新型第一挡板的细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实用新型第二挡板的细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根据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出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至图4所示，一种家用多功能床，包括床本体1；所述床本体1包括床基座和床

头板11；所述床基座的后端固定连接有床头板11；所述床基座的前端插入有第一隐藏性衣

架3（属于长窄形衣架）和第一抽屉4；所述床基座的右侧插入有第二抽屉6和第一挡板5，所

述床基座的左侧插入有第二隐藏式衣架8（属于宽矮衣架）和第二挡板9；所述第一隐藏性衣

架3、第一抽屉4、第一挡板5、第二抽屉6、第二隐藏式衣架8和第二挡板9均能从床基座内取

出；所述床基座的顶部设置有支撑框架12，所述支撑框架12的顶部放置有床板10。

[0027] 如图5所示，其中所述第一隐藏性衣架3和第二隐藏式衣架8之间通过多块平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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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接从而形成组合衣架。平板13起到两个衣架之间的相互连接的作用，以及作为置物架使

用。

[0028] 如图7所示，其中所述第二抽屉6的底部右侧设置有第一凹槽6‑1，底部左侧设置有

第二凹槽6‑2，如图8所示，所述第一挡板5的顶部设置有第一凸块5‑1，如图9所示，所述第二

挡板9的顶部设置有第二凸块9‑1，所述第一凹槽6‑1和第一凸块5‑1插接，且第二凹槽6‑2与

第二凸块9‑1插接从而使得第二抽屉6、第一挡板5和第二挡板9相互拼接成桌子，第一抽屉4

可以反面作为一个简易的凳子，如图6所示。

[0029] 本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所述第一隐藏性衣架3包括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第

一放鞋板3‑2和第一顶板3‑3，所述第一顶板3‑3的底部与两个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的顶

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的底部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一放鞋板3‑2。

[0030] 本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所述第二隐藏式衣架8包括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第

二放鞋板8‑2和第二顶板8‑3，所述第二顶板8‑3的底部与两个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的顶

部固定连接，两个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的底部之间固定连接有第二放鞋板8‑2。

[0031] 本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和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

均为直梯形状，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中的水平杠杆与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中的

水平杠杆之间通过平板13搭接。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放鞋板3‑2、第一顶板3‑3、第二放鞋板8‑2和第二顶板8‑3均

采用木材质，所述第一轻金属支撑架构3‑1和第二轻金属支撑架构8‑1均采用铝合金材质。

[0033] 本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床基座的前端固定连接有横档框架2。

[0034] 本实施例中，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床头板11的前侧放置有床头靠垫7。

[0035] 上述的新型多功能家具床，床本体1右侧的第一挡板5与左侧的第二挡板9经过第

一凸块5‑1、第二凸块9‑1与床本体1右侧的隐藏式第二抽屉6底部的第一凹槽6‑1、第二凹槽

6‑2相互结合，可以组装成一个书桌，将床前端的隐藏式第一抽屉4上下反面可以做成一个

凳子，如图6所示，一套桌椅可以给人们在家中提供一个办公的简易家具，解决了人们家庭

起居室空间小不能容纳太多家具的问题。如图5所示，床本体1左侧的第二隐藏式衣架8与床

前端的第一隐藏性衣架3，以及置物的平板13给人们提供了在其居室内可以晾晒挂衣服，晾

晒被子的功能，当不用时还可以随时的收纳起来，解决了因起居室空间面积不能存放过多

闲置家具的功能，让人们更好的享受生活。

[0036] 上述文字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

于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局限性的，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

围情况下，还可做出很多改进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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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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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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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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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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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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