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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晾衣架，包括遮

雨伞，挂帘环，环架，挂环，撑杆，防尘帘，折叠式

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可调节接水斗结构，衣物

熨烫机结构，固定环，挂钩，底座，地脚螺栓，衣

架，照明灯，灯座，U型直角挂架和固定管。本实用

新型一级衣夹，主平板，二级衣夹和辅平板的设

置，有利于根据阳光照射方向调节衣物晾晒角

度；紧固螺栓，抱箍，活动套管和C型支架的设置，

有利于固定衣物，致使衣物晾晒平整，无褶皱；接

水斗，排水管，不锈钢抱箍和锁紧螺栓的设置，有

利于在室内晾晒衣物时，避免衣物上的水落到地

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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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该多功能晾衣架包括遮雨伞(1)，挂帘环(2)，环架

(3)，挂环(4)，撑杆(5)，防尘帘(6)，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7)，可调节接水斗结构

(8)，衣物熨烫机结构(9)，固定环(10)，挂钩(11)，底座(12)，地脚螺栓(13)，衣架(14)，照明

灯(15)，灯座(16)，U型直角挂架(17)和固定管(18)，所述的挂帘环(2)螺钉连接在遮雨伞

(1)的下部左右两端；所述的环架(3)螺栓连接在遮雨伞(1)的底部；所述的挂环(4)从左到

右依次贯穿挂接在环架(3)的下部；所述的撑杆(5)一端螺栓连接在遮雨伞(1)的内侧上部，

另一端螺纹连接在固定管(18)的上部；所述的防尘帘(6)胶接在遮雨伞(1)的下部外表面；

所述的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7)套接在固定管(18)的上部；所述的可调节接水斗结

构(8)套接在固定管(18)的下部；所述的衣物熨烫机结构(9)一端活动挂接在U型直角挂架

(17)的内部，另一端螺栓连接在底座(12)的上部；所述的固定环(10)分别焊接在底座(12)

的左右两端中间位置；所述的挂钩(11)分别胶接在防尘帘(6)的下部左右两侧；所述的地脚

螺栓(13)分别贯穿螺纹连接在底座(12)的上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衣架(14)挂接在挂环

(4)的下部；所述的照明灯(15)螺纹连接在灯座(16)的内侧下部；所述的灯座(16)螺栓连接

在遮雨伞(1)的正表面内侧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U型直角挂架(17)螺纹连接在固定管(18)

的左侧上部；所述的固定管(18)螺栓连接在底座(12)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折叠式衣

物平整晾晒架结构(7)包括一级衣夹(71)，主平板(72)，二级衣夹(73)，紧固螺栓(74)，抱箍

(75)，辅平板(76)，活动套管(77)和C型支架(78)，所述的一级衣夹(71)分别螺栓连接在主

平板(72)的正表面上下两部以及辅平板(76)的正表面上下两部；所述的主平板(72)合页连

接在辅平板(76)的右侧；所述的二级衣夹(73)分别螺栓连接在主平板(72)的正表面右侧中

间位置以及辅平板(76)的正表面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紧固螺栓(74)分别贯穿螺纹连接在

抱箍(75)的左部；所述的抱箍(75)分别焊接在C型支架(78)的左侧上下两部；所述的辅平板

(76)螺栓连接在活动套管(77)和活动套管(77)的右侧；所述的活动套管(77)分别活动套接

在C型支架(78)的右侧外表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接水斗结构(8)包括

接水斗(81)，排水管(82)，水壶(83)，不锈钢抱箍(84)和锁紧螺栓(85)，所述的排水管(82)

螺纹连接在接水斗(81)的右侧下部；所述的水壶(83)螺纹连接在排水管(82)的下部；所述

的不锈钢抱箍(84)通过锁紧螺栓(85)套接在接水斗(81)的下部外表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衣物熨烫机结构(9)包括平

头熨斗(91)，导水管(92)，水泵(93)，桶盖(94)，水桶(95)，加热板(96)和出水管(97)，所述

的导水管(92)一端螺纹连接在平头熨斗(91)的下部中间位置，另一端螺纹连接在水泵(93)

的出口端；所述的桶盖(94)螺纹连接在水桶(95)的上部；所述的加热板(96)螺栓连接在水

桶(95)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出水管(97)一端螺纹连接在水泵(93)的进口端，另一端

螺纹连接在水桶(95)的左侧下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环架(3)具体采用中空的圆

柱形不锈钢架。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尘帘(6)采用十五分米至

十八分米的纱布帘。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抱箍(75)分别通过紧固螺栓

(74)安装在固定管(18)的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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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衣夹(71)采用长度为十

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弹簧塑料夹。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二级衣夹(73)采用长度为三

十厘米至四十厘米的弹簧塑料夹。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平板(72)与辅平板(76)分

别采用长度为十分米至十三分米的长方形塑料板。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晾衣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接水斗(81)采用直径为八

十厘米至九十厘米的漏斗形塑料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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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晾衣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日常生活用品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晾衣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在的土地，寸金寸土，并且随着现代化的城市发展，高楼耸立在城市之间，

而民居住楼，也大多随着当地的情况而建，但多为数层之上，并且其大多商品房，存在阳台，

用于晾晒衣物，但大多数的阳台皆只占住宅面积的十几分之一，而大多人实际使用面积为

60～120平，但是，却大多需要住三～五口之家，其每日晾晒衣物也为三～五人所更换的衣

服，而其阳台面积大多极小，而采用现有的晾晒衣架，其晾晒效率极低，往往只利用了横向

空间，而纵向空间却无法被使用，原本面积就较小的阳台，导致阳台被全面积占用，笼罩在

湿衣物之下，同时也无法晾晒更多的衣物，远远达不到晾晒需求。并且，其晾衣架的收纳问

题，也难以解决，现市面上少数能够利用横向空间的晾衣架，其收纳问题和实际利用率问题

极难解决。晾晒的衣物过滤而出的水，无法得到有效的收集，其污染和浸湿面积大，对于面

积较小的阳台和商品房而言，是极其不便的。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107805926A，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晾衣架，包括上部的晒衣

装置和下部的晾晒装置的可智能调节的晾衣架。的挂衣装置包括顶部固定座、升降装置和

多功能晒衣环。顶部固定座用于与固定在建筑物顶部。升级装置升降装置包括电机、上部滑

轮、滑轮收集器以及滑绳。多功能晒衣环包括连接环、下部滑轮和连接底座。顶部固定座下

方固定有电机以及与电机相连的滑轮收集器，连接环位于多功能晒衣环中部，下部滑轮安

装于连接环内侧。滑绳上端通过滑轮与滑轮收集器相连接，多功能晒衣环中部通过连接底

座套设在调节杆上。本发明的晾衣架占用空间小，纵向挂置，采用这种纵向挂置的晾衣架，

其可以利用电动方式升高挂衣装置，从而能有效腾出阳台的使用空间，提高家庭舒适程度。

但是现有的晾衣架还存在着无法根据阳光照射方向调节衣物晾晒角度，容易致使衣物晾晒

过程中起褶皱和在室内晾晒衣物时衣物上的水会落到地板上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多功能晾衣架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晾衣架，以解决现有的晾衣

架还存在着无法根据阳光照射方向调节衣物晾晒角度，容易致使衣物晾晒过程中起褶皱和

在室内晾晒衣物时衣物上的水会落到地板上的问题。一种多功能晾衣架，包括遮雨伞，挂帘

环，环架，挂环，撑杆，防尘帘，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可调节接水斗结构，衣物熨烫机

结构，固定环，挂钩，底座，地脚螺栓，衣架，照明灯，灯座，U型直角挂架和固定管，所述的挂

帘环螺钉连接在遮雨伞的下部左右两端；所述的环架螺栓连接在遮雨伞的底部；所述的挂

环从左到右依次贯穿挂接在环架的下部；所述的撑杆一端螺栓连接在遮雨伞的内侧上部，

另一端螺纹连接在固定管的上部；所述的防尘帘胶接在遮雨伞的下部外表面；所述的折叠

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套接在固定管的上部；所述的可调节接水斗结构套接在固定管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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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述的衣物熨烫机结构一端活动挂接在U型直角挂架的内部，另一端螺栓连接在底座的

上部；所述的固定环分别焊接在底座的左右两端中间位置；所述的挂钩分别胶接在防尘帘

的下部左右两侧；所述的地脚螺栓分别贯穿螺纹连接在底座的上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衣

架挂接在挂环的下部；所述的照明灯螺纹连接在灯座的内侧下部；所述的灯座螺栓连接在

遮雨伞的正表面内侧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U型直角挂架螺纹连接在固定管的左侧上部；所

述的固定管螺栓连接在底座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包括一

级衣夹，主平板，二级衣夹，紧固螺栓，抱箍，辅平板，活动套管和C型支架，所述的一级衣夹

分别螺栓连接在主平板的正表面上下两部以及辅平板的正表面上下两部；所述的主平板合

页连接在辅平板的右侧；所述的二级衣夹分别螺栓连接在主平板的正表面右侧中间位置以

及辅平板的正表面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紧固螺栓分别贯穿螺纹连接在抱箍的左部；所述

的抱箍分别焊接在C型支架的左侧上下两部；所述的辅平板螺栓连接在活动套管和活动套

管的右侧；所述的活动套管分别活动套接在C型支架的右侧外表面。

[0006]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接水斗结构包括接水斗，排水管，水壶，不锈钢抱箍和锁紧

螺栓，所述的排水管螺纹连接在接水斗的右侧下部；所述的水壶螺纹连接在排水管的下部；

所述的不锈钢抱箍通过锁紧螺栓套接在接水斗的下部外表面。

[0007] 优选的，所述的衣物熨烫机结构包括平头熨斗，导水管，水泵，桶盖，水桶，加热板

和出水管，所述的导水管一端螺纹连接在平头熨斗的下部中间位置，另一端螺纹连接在水

泵的出口端；所述的桶盖螺纹连接在水桶的上部；所述的加热板螺栓连接在水桶的正表面

中间位置；所述的出水管一端螺纹连接在水泵的进口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水桶的左侧下

部。

[0008] 优选的，所述的环架具体采用中空的圆柱形不锈钢架。

[0009] 优选的，所述的防尘帘采用十五分米至十八分米的纱布帘。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抱箍分别通过紧固螺栓安装在固定管的上部。

[0011] 优选的，所述的一级衣夹采用长度为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弹簧塑料夹。

[0012] 优选的，所述的二级衣夹采用长度为三十厘米至四十厘米的弹簧塑料夹。

[0013] 优选的，所述的主平板与辅平板分别采用长度为十分米至十三分米的长方形塑料

板。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接水斗采用直径为八十厘米至九十厘米的漏斗形塑料斗。

[0015] 优选的，所述的不锈钢抱箍通过锁紧螺栓将接水斗套接安装在固定管的下部。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水壶具体采用外表面刻画有刻度线的透明塑料壶。

[0017] 优选的，所述的导水管采用长度为十分米至十五分米的双层隔热不锈钢伸缩软

管。

[0018] 优选的，所述的加热板采用高度为二十厘米至二十五厘米的长方形PTC板。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接水斗与排水管连通设置。

[0020] 优选的，所述的排水管与水壶连通设置。

[0021] 优选的，所述的平头熨斗与导水管连通设置。

[0022] 优选的，所述的出水管与水桶连通设置。

[0023] 优选的，所述的照明灯与灯座电性连接。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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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一级衣夹，主平板，二级衣夹和辅平板的设置，有利于根

据阳光照射方向调节衣物晾晒角度。

[0026]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紧固螺栓，抱箍，活动套管和C型支架的设置，有利于固定

衣物，致使衣物晾晒平整，无褶皱。

[0027]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接水斗，排水管，不锈钢抱箍和锁紧螺栓的设置，有利于

在室内晾晒衣物时，避免衣物上的水落到地板上。

[0028]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水壶的设置，有利于观察收集水分，避免水外溢。

[0029]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平头熨斗，导水管，水泵，桶盖，水桶，加热板和出水管的

设置，有利于生活节奏快的使用者及时将衣物烫熨平整，方便穿戴。

[0030]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环架具体采用中空的圆柱形不锈钢架的设置，有利于可

随时调节挂环距离。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接水斗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衣物熨烫机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

[0036] 1、遮雨伞；2、挂帘环；3、环架；4、挂环；5、撑杆；6、防尘帘；7、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

架结构；71、一级衣夹；72、主平板；73、二级衣夹；74、紧固螺栓；75、抱箍；76、辅平板；77、活

动套管；78、C型支架；8、可调节接水斗结构；81、接水斗；82、排水管；83、水壶；84、不锈钢抱

箍；85、锁紧螺栓；9、衣物熨烫机结构；91、平头熨斗；92、导水管；93、水泵；94、桶盖；95、水

桶；96、加热板；97、出水管；10、固定环；11、挂钩；12、底座；13、地脚螺栓；14、衣架；15、照明

灯；16、灯座；17、U型直角挂架；18、固定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8] 实施例：

[0039]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

[0040]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多功能晾衣架，包括遮雨伞1，挂帘环2，环架3，挂环4，撑杆5，

防尘帘6，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7，可调节接水斗结构8，衣物熨烫机结构9，固定环10，

挂钩11，底座12，地脚螺栓13，衣架14，照明灯15，灯座16，U型直角挂架17和固定管18，所述

的挂帘环2螺钉连接在遮雨伞1的下部左右两端；所述的环架3螺栓连接在遮雨伞1的底部；

所述的挂环4从左到右依次贯穿挂接在环架3的下部；所述的撑杆5一端螺栓连接在遮雨伞1

的内侧上部，另一端螺纹连接在固定管18的上部；所述的防尘帘6胶接在遮雨伞1的下部外

表面；所述的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7套接在固定管18的上部；所述的可调节接水斗结

构8套接在固定管18的下部；所述的衣物熨烫机结构9一端活动挂接在U型直角挂架17的内

部，另一端螺栓连接在底座12的上部；所述的固定环10分别焊接在底座12的左右两端中间

位置；所述的挂钩11分别胶接在防尘帘6的下部左右两侧；所述的地脚螺栓13分别贯穿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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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在底座12的上表面四角位置；所述的衣架14挂接在挂环4的下部；所述的照明灯15螺纹

连接在灯座16的内侧下部；所述的灯座16螺栓连接在遮雨伞1的正表面内侧下部中间位置；

所述的U型直角挂架17螺纹连接在固定管18的左侧上部；所述的固定管18螺栓连接在底座

12的上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折叠式衣物平整晾晒架结构7包括一级衣夹71，主平板72，二

级衣夹73，紧固螺栓74，抱箍75，辅平板76，活动套管77和C型支架78，所述的一级衣夹71分

别螺栓连接在主平板72的正表面上下两部以及辅平板76的正表面上下两部；所述的主平板

72合页连接在辅平板76的右侧；所述的二级衣夹73分别螺栓连接在主平板72的正表面右侧

中间位置以及辅平板76的正表面左侧中间位置；所述的紧固螺栓74分别贯穿螺纹连接在抱

箍75的左部；所述的抱箍75分别焊接在C型支架78的左侧上下两部；所述的辅平板76螺栓连

接在活动套管77和活动套管77的右侧；所述的活动套管77分别活动套接在C型支架78的右

侧外表面。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接水斗结构8包括接水斗81，排水管82，水壶

83，不锈钢抱箍84和锁紧螺栓85，所述的排水管82螺纹连接在接水斗81的右侧下部；所述的

水壶83螺纹连接在排水管82的下部；所述的不锈钢抱箍84通过锁紧螺栓85套接在接水斗81

的下部外表面。

[004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衣物熨烫机结构9包括平头熨斗91，导水管92，水泵

93，桶盖94，水桶95，加热板96和出水管97，所述的导水管92一端螺纹连接在平头熨斗91的

下部中间位置，另一端螺纹连接在水泵93的出口端；所述的桶盖94螺纹连接在水桶95的上

部；所述的加热板96螺栓连接在水桶95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出水管97一端螺纹连接

在水泵93的进口端，另一端螺纹连接在水桶95的左侧下部。

[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环架3具体采用中空的圆柱形不锈钢架。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尘帘6采用十五分米至十八分米的纱布帘。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抱箍75分别通过紧固螺栓74安装在固定管18的上

部。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一级衣夹71采用长度为十五厘米至二十厘米的弹

簧塑料夹。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二级衣夹73采用长度为三十厘米至四十厘米的弹

簧塑料夹。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主平板72与辅平板76分别采用长度为十分米至十

三分米的长方形塑料板。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接水斗81采用直径为八十厘米至九十厘米的漏斗

形塑料斗。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不锈钢抱箍84通过锁紧螺栓85将接水斗81套接安

装在固定管18的下部。

[005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水壶83具体采用外表面刻画有刻度线的透明塑料

壶。

[005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导水管92采用长度为十分米至十五分米的双层隔

热不锈钢伸缩软管。

[005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加热板96采用高度为二十厘米至二十五厘米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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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PTC板。

[005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接水斗81与排水管82连通设置。

[005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排水管82与水壶83连通设置。

[005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平头熨斗91与导水管92连通设置。

[005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出水管97与水桶95连通设置。

[005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照明灯15与灯座16电性连接。

[0059] 工作原理

[0060] 本实用新型中，使用者将挂钩11挂在挂帘环2上，用衣架14将衣服挂在挂环4上，然

后将挂钩11转挂在固定环10上，固定防尘帘6，防止灰尘杂物等落到衣服上；在夜晚环境下，

使用者启动灯座16上的开关，通过照明灯15进行照明；使用者利用一级衣夹71和二级衣夹

73夹住衣服或裤子，避免衣物起褶皱，也方便熨烫衣物，不用时可将辅平板76与主平板72对

折，节省空间；使用者通过水壶83观察水量随时倒掉，防止水从接水斗81中溢出；使用者通

过启动加热板96上的开关，对水桶95内的水进行加热，同时启动水泵93上的开关，将水通过

导水管92导出，利用平头熨斗91进行熨烫衣物；使用者通过地脚螺栓13来固定该装置，防止

其被风刮倒。

[0061]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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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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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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