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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多功能柜，包括柜体及可收

纳于柜体内的折叠床，折叠床包括依次铰接的尾

板、第一转接板、第二转接板、第三转接板及头

板，且尾板与第一转接板的铰接处、第一转接板

与第二转接板的铰接处、第二转接板与第三转接

板的铰接处分别设有尾部床腿、中部床腿和头部

床腿；柜体与折叠床之间设有便于从柜体内拉出

折叠床或将折叠床推入柜体的滑动结构以及利

于折叠床进行折叠操作的助叠结构。该折叠床与

柜体内壁之间设置滑动结构和助叠结构增强了

折叠床使用的便利性，该多功能柜具有收纳储物

功能，还可以按需组合为座椅或床，具有较佳的

市场推广运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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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柜，包括柜体及可收纳于柜体内的折叠床，其特征在于：

折叠床包括依次铰接的尾板、第一转接板、第二转接板、第三转接板及头板，且尾板与

第一转接板的铰接处、第一转接板与第二转接板的铰接处、第二转接板与第三转接板的铰

接处分别设有尾部床腿、中部床腿和头部床腿；

柜体与折叠床之间设有便于从柜体内拉出折叠床或将折叠床推入柜体的滑动结构以

及利于折叠床进行折叠操作的助叠结构；

其中，滑动结构包括一组设置在柜体两相对内侧壁上的水平导轨、一组设于水平导轨

下方的L型导轨、设置在折叠床的尾板两侧边的一组第一导轮以及一组第二导轮，第一导轮

与水平导轨相适配且可沿水平导轨活动，第二导轮与L型导轨相适配并可以沿L型导轨活

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尾部床腿、中部床腿和头部床腿均是

由支撑架及固定在支撑架下方的第一滑动轮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头板的下侧面设有储物箱，该储物箱

的箱底外侧边设有支撑腿、箱底内侧边设有第二滑动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柜体内部设有第一抽屉，该第一抽屉

位于储物箱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尾板、第一转接板、第二转接板、第三

转接板及头板上均设有与各自相适配的垫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尾板、第一转接板、第二转接板、第三

转接板或头板的侧边设有扶手。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何一项所述的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柜体的正侧面还设有收纳

式的上柜门，上柜门的上末端与柜体的本体枢接，且柜体内部设置一条引导上柜门推入柜

体内部的轨道。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助叠结构包括助推块及与助推块相适

配的借力柱，助推块设置在水平导轨下方，借力柱固定在头部床腿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多功能柜，其特征在于：助推块与借力柱相接触的侧面设置为

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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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储物柜，尤其是涉及一种在储物柜中集成折叠床的多功能柜。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专利本申请CN2010206564467公开一种多功能柜，包括柜子、台面桌、鞋柜、推

拉床，柜子下设有台面桌，台面桌下设有推拉床，推拉床的外侧一端设有鞋柜。由于伸缩式

的折叠推拉床与台面桌之间并没有导向结构，导致推拉床的拉出及折叠操作比较困难，用

户体验感差。

[0003] 中国专利申请CN2010202861464公开了一种医院病房用床头柜，包括柜体、抽屉、

遮挡门组成，床头柜抽屉下方空间设置有陪护椅和折叠陪护床，所谓的陪护椅靠背上留有

可供抽屉进出的孔，所谓的折叠陪护床是支撑架间连接有可伸缩的支撑架，在支撑架上方

有多块床板和固定床板的软性连接条。该医用床头柜虽然集储物、椅子、折叠床于一体，但

其结构较为复杂，椅子和折叠床的转换比较繁琐，耗费时间多，且折叠床的床板数量多降低

了使用者的舒适性，难于推广使用。

[0004] 中国专利申请CN201610094273提出一种新式医用储物柜，在于柜体内置有折叠

床，折叠床体为四折式折叠床，折叠床的尾架通过导轨与柜体下方抽屉内壁连接，所述折叠

床床头架与柜门面板金属架之间设有液压杆。从附图可以看出导轨水平设置在柜体内壁两

侧，故折叠床在折叠或打开时，床头架在导轨上的运动并不顺畅，导致折叠床在折叠或打开

时费时费力且容易产生噪音。

[0005] 由此可见，如何使集成储物、座椅甚至折叠床的多用柜使用更加方便，打开或折叠

更流畅，已经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之一。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出一种结构简单、功能多样化且使用方便的集成折叠床的多功能柜，以

解决目前集成折叠床的医用储物柜或床头柜存在折叠床不便于折叠或打开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多功能柜，包括柜体及可收纳于柜体内的折叠床，折叠床包括依次铰接的尾

板、第一转接板、第二转接板、第三转接板及头板，且尾板与第一转接板的铰接处、第一转接

板与第二转接板的铰接处、第二转接板与第三转接板的铰接处分别设有尾部床腿、中部床

腿和头部床腿；柜体与折叠床之间设有便于从柜体内拉出折叠床或将折叠床推入柜体的滑

动结构以及利于折叠床进行折叠操作的助叠结构。

[0009] 其中，滑动结构包括一组设置在柜体两相对内侧壁上的水平导轨、一组设于水平

导轨下方的L型导轨、设置在折叠床的尾板两侧边的一组第一导轮以及一组第二导轮，第一

导轮与水平导轨相适配且可沿水平导轨活动，第二导轮与L型导轨相适配并可以沿L型导轨

活动。

[0010] 其中，助叠结构包括助推块及与助推块相适配的借力柱，助推块设置在水平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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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借力柱固定在头部床腿上。

[0011] 其中，助推块与借力柱相接触的侧面设置为斜面。

[0012] 其中，头板的下侧面设有储物箱，该储物箱的箱底外侧边设有支撑腿、箱底内侧边

设有第二滑动轮。

[0013] 尾部床腿、中部床腿和头部床腿均是由支撑架及固定在支撑架下方的第一滑动轮

组成。

[0014] 其中，头板的下侧面设有储物箱，该储物箱的箱底外侧边设有支撑腿、箱底内侧边

设有第二滑动轮。

[0015] 其中，柜体内部设有第一抽屉，该第一抽屉位于储物箱的上方。

[0016] 其中，尾板、第一转接板、第二转接板、第三转接板及头板上均设有与各自相适配

的垫板。

[0017] 其中，尾板、第一转接板、第二转接板、第三转接板或头板的侧边设有扶手。

[0018] 其中，柜体的正侧面还设有收纳式的上柜门，上柜门的上末端与柜体的本体枢接，

且柜体内部设置一条引导上柜门推入柜体内部的轨道。

[0019]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实质解决了“现有收纳在柜体内的折叠床不便于折叠或打开

操作且不能实现座椅与床的组合变换”的技术难题：

[0020] ①本申请在柜体内壁设置滑动结构，在折叠床的尾板两个不同位置设置第一导轮

和第二导轮，利用折叠床在打开或折叠操作过程中尾板不会处于一个水平面上，从而将水

平导轨设置在L型导轨的上方，第一导轮、第二导轮能分别在水平导轨、L型导轨内运动，增

加了折叠床在打开或折叠操作过程中的稳定性，使折叠床更容易被推入柜体内折叠或从柜

体内拉出，且操作过程中减少晃动，且几乎不会产生噪音，方便用户使用且提高了使用满意

度。

[0021] ②为了便于折叠床的后半部分在折叠过程中顺利弯折完成折叠，并减少用户在折

叠过程所需要使用的力度，达到折叠操作省力且操作简易的目的，在柜体与折叠床之间设

有助叠结构，且该助叠结构还可以在打开折叠床过程中，因头部床腿在下降过程中沿着助

推块的斜面滑下，故可以减轻折叠床的打开过程中的晃动、减小操作噪音且提高用户使用

体验度。。

[0022] ③折叠床在打开状态下结构牢固性，而折叠状态下各个床板形成一个M形，折叠后

尺寸较小，利于收纳在柜体内，无需占用过多的空间。

[0023] 综上，本申请提出的多功能柜结构简单，在柜体上集成了载物篮、托盘、抽屉、挂钩

和毛巾架等部件，可以满足物品收纳、坐或躺睡等实际的使用需求；在柜体内集成隐藏式的

折叠床，该折叠床与柜体内壁之间设置滑动结构及助叠结构提高操作的便利性，使用方便，

在收纳物品的同时还可以按需组合为座椅或床，具有较佳的市场推广运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多功能柜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柜体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折叠床在折叠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多功能柜的折叠床部分打开变成座椅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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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5是多功能柜的折叠床完全打开变成床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出一种结构简单、功能多样化且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柜，该多

功能柜包括柜体1及集成设置在柜体1内的折叠床，且柜体1与折叠床之间设有便于折叠床

从柜体1内拉出或推入操作的滑动结构及助叠结构。并且，柜体1自身具有储物或收纳功能，

并为折叠床在折叠状态下提供收纳及在打开状态下提供支撑功能。

[0030] 柜体1的底部设有4个脚杯110；柜体1的顶侧面设置为便于放置物品的平整的柜面

111，柜面111的一侧设有柜面载物篮112；柜体1的内部上方设有第一抽屉113，柜体1的正侧

面设有上柜门114及下柜门115，且下柜门115固定在折叠床上。第一抽屉113可以沿轨道拉

出，上柜门114及下柜门115分别具有拉手。

[0031] 上柜门114采用收纳式设计，使上柜门114可以根据使用需要隐藏在柜体1内部。比

如，在柜体1内部设置一条轨道，上柜门114的上末端与柜体1的本体枢接。当需要隐藏上柜

门时，转动上柜门114然后将其推入轨道，进而沿着轨道推入柜体1内即可。

[0032] 结合图2和图3所示。折叠床包括依次铰接的尾板21、第一转接板22、第二转接板

23、第三转接板24及头板25，且尾板21与第一转接板22的铰接处、第一转接板22与第二转接

板23的铰接处、第二转接板23与第三转接板24的铰接处分别设有尾部床腿281、中部床腿

282和头部床腿283。

[0033] 柜体1与折叠床之间的滑动结构包括：一组设置在相对柜体1的正侧面的左右两内

侧壁上的水平导轨121及一组设于水平导轨121下方的L型导轨122；设置在折叠床的尾板21

两侧的第一导轮211以及第二导轮212，第一导轮211与水平导轨121相适配且可沿水平导轨

121活动，第二导轮212与L型导轨122相适配并可以沿L型导轨122活动。而柜体1与折叠床之

间的助叠结构包括助推块123及与助推块123相适配的借力柱20，助推块123设置在水平导

轨121下方，借力柱20固定在头部床腿283上，且助推块123与借力柱20相接触的侧面设置为

斜面。

[0034] 在折叠床处于折叠状态时，该第一导轮211位于水平导轨121内，而第二导轮212位

于L型导轨122内。

[0035] 尾板21与第一转接板22之间、第二转接板23与第三转接板24之间均采用T形连接

片261相连，第一转接板22与第二转接板23之间采用条状连接片262相连，而第三转接板24

与头板25之间采用合页相连。尾部床腿281、中部床腿282和头部床腿283的上末端与T形连

接片261或条状连接片262的下末端相连，且尾部床腿281、中部床腿282和头部床腿283均是

由支撑架及固定在支撑架下方的第一滑动轮组成。而头板25的下侧面设有储物箱29，该储

物箱29的箱底外侧边(远离尾板21的一侧边)设有支撑腿291，而储物箱29的箱底内侧边(靠

近尾板21的一侧边)也设有第二滑动轮292；柜体1的下柜门115即为该储物箱29的外侧板

(远离尾板21的正侧板)，且该储物箱29内设有第二抽屉116，该第二抽屉116的面板外露出

下柜门115。在折叠状态下，折叠床通过储物箱29底部的支撑腿291及第二滑动轮292与地面

之间得到支撑，从而可以确保隐藏收纳于柜体1内部时不会自动滑出柜体1。

[0036] 其中，尾板21、第一转接板22、第二转接板23、第三转接板24及头板25为板状结构

或框架结构，且尾板21、第一转接板22、第二转接板23、第三转接板24及头板25上均设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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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相适配的垫板。

[0037] 其中，尾板21、第一转接板22、第二转接板23、第三转接板24或头板25的侧边设有

扶手27，该扶手27优选设置在第三转接板24的侧边。

[0038] 结合图4所示，当需要将折叠床变成座椅使用时，通过下柜门115上的拉手向外用

力，带动折叠床的头板25向外移动，直到头板25完全移出柜体1即可，即折叠床处于半打开

状态。

[0039] 结合图5所示。当需要将折叠床完全打开时，在图4的基础上，继续向外拉动下柜门

115使头板25继续向外移动，此时尾板21上的第一导轮211在水平导轨121内从柜体1内部向

外滑动。随着折叠床被进一步拉出柜体1，第二导轮212沿着L型导轨122的纵向部分开始向

上运动并随后进入L型导轨122的横向部分，最终第一导轮211沿着水平导轨121脱离柜体1，

随后第二导轮212在L型导轨122的横向导轨的末端被柜体1的框架边缘挡住，从而确保折叠

床的尾板21能彻底从柜体1拉出，又能确保折叠床与柜体1之间不会彻底分离而两者一直处

于连接状态，最终将尾板21、第一转接板22、第二转接板23、第三转接板24及头板25全部舒

展成一平面成为一张床。该床共有逾10个支撑点(柜体1的4个脚杯110；床腿281、中部床腿

282和头部床腿283底部各自的一组第一滑动轮；储物箱29底部的一组支撑腿291及一组第

二滑动轮292)，支撑点数量多从而结构牢固，使用时稳定性好，且第一导轮211和第二导轮

212采用尼龙导轮，实现静音推拉。

[0040] 当不需要使用时，只需将图5状态下将折叠床进行折叠操作即可。由于第二导轮

212始终没有脱离L型导轨122，使用外力将折叠床推向柜体1时，第二导轮212沿L型导轨122

的横向部分向柜体1内部滑动，并逐步滑入L型导轨122的纵向部分，此时第一导轮211进入

柜体1的水平导轨121内；随着第一导轮211沿着水平导轨121运动至柜体1的最内侧的过程

中，尾板21几乎在柜体1最内侧处于竖立状态了，依次带动第一转接板22、中板23以铰接处

产生弯折后向上运动，此时借力柱20沿着助推块123向上运动，最终使折叠床彻底折叠在柜

体1内。

[0041] 综上，本发明通过在柜体1与折叠床之间设置滑动结构，由水平导轨121、L型导轨

122分别与第一导轮211和第二导轮212适配滑动，从而可以用较小的力气很方便的将折叠

床从柜体1拉出或将折叠床推入柜体1内进行隐藏收纳。同时，本发明还通过在柜体1与折叠

床之间设置助叠结构，利用助叠结构对头部床腿283产生一个向上的支撑力，该支撑力使折

叠床的中板23与第三转接板24向上运动，从而使折叠床在折叠过程中的阻力更小、折叠操

作更省力且操作方便，且助叠结构还可以在打开折叠床过程中，头部床腿283在下降过程中

沿着助推块123的斜面滑下，可以减轻折叠床的打开过程中的晃动，减小操作噪音且提高用

户使用体验度。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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