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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展示用品，特别是涉及

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包括：罩

子，其顶部设有遮阳板，其侧壁由玻璃制成；底

座，其与所述罩子的下侧固定；活动部，其固定在

所述底座的上端，设置在罩子内部；恒温恒湿装

置，恒温恒湿装置与外部电源电连接，其固定在

活动部的顶面，设置在所述罩子内；所述活动部

的上表面边缘均匀设置若干第一照明灯，第一照

明灯与外部电源电连接，第一照明灯的开关为声

控开关。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

多功能文物展柜，通过连接声控开关的第一照明

灯对于其内部的文物进行照明，配合透明的玻璃

的侧壁可便于文物的展示，活动部上下移动，使

活动部上的展品位置满足不同需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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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包括：

罩子(10)，其顶部设有遮阳板(11)，其侧壁由玻璃制成；

底座(20)，其与所述罩子(10)的下侧固定；

活动部(30)，其固定在所述底座(20)的上端，设置在罩子(10)内部；

恒温恒湿装置(31)，恒温恒湿装置(31)与外部电源电连接，其固定在活动部(30)的顶

面，设置在所述罩子(10)内，其用于使罩子(10)内的温度、湿度恒定；

所述活动部(30)的上表面边缘均匀设置若干第一照明灯(32)，第一照明灯(32)与外部

电源电连接，第一照明灯(32)的开关为声控开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

部(30)包括下板(33)、中板(34)、上板(35)、第一连杆(331)、第二连杆(351)、第三连杆

(332)、第四连杆(352)；

下板(33)、中板(34)、上板(35)的相对两侧均设置第一连杆(331)、第二连杆(351)、第

三连杆(332)、第四连杆(352)；第一连杆(331)的一端与下板(33)侧面铰接连接，第二连杆

(351)的一端与上板(35)侧面铰接连接，第一连杆(331)与下板(33)铰接位置和第二连杆

(351)与上板(35)铰接位置上下对应，中板(34)相应侧壁上开设有沿其侧壁长度方向的导

孔(341)，导孔(341)位于第一连杆(331)与下板(33)铰接位置的一侧，导孔(341)内设置可

在导孔(341)中滑动的第一轴(342)，第一连杆(331)和第二连杆(351)的另一端均与第一轴

(342)铰接连接；第一连杆(331)的中间位置铰接连接第三连杆(332)，第二连杆(351)的中

间位置铰接连接第四连杆(352)，中板(34)对应第一连杆(331)与下板(33)铰接位置固定设

置第二轴(343)，第三连杆(332)和第四连杆(352)的另一端均与第二轴(343)铰接连接；第

一轴(342)和第二轴(343)突出中板(34)的一端沿导孔(341)方向设置通孔，通孔中插装丝

杠(344)，第一轴(342)的通孔与丝杠(344)螺纹配合，第二轴(343)的通孔与丝杠(344)通过

轴承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丝杠

(344)远离导孔(341)的一端设置电机(345)，电机(345)的输出端与丝杠(344)固定连接，电

机(345)与中板(34)固定连接；底座(20)侧面设置控制器(21)，控制器(21)与外部电源电连

接，控制器(21)分别与恒温恒湿装置(31)和电机(345)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罩子

(10)的内部侧面粘贴第一防爆膜(1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罩子

(10)外部侧壁的边缘设置吸合体(13)，吸合体(13)位于第一防爆膜(12)贴合的范围内部；

吸合体(13)远离罩子(10)的一端与遮阳板(11)通过固定杆(14)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罩子(10)

外侧壁与吸合体(13)接触及其外侧延伸的范围设置第二防爆膜(1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第一防爆

膜(12)的上端和遮阳板(11)、相邻的第一防爆膜(12)的侧面端分别通过弹性片(16)固定连

接，弹性片(16)的形状为L型，弹性片(16)垂直于罩子(10)的侧面连接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罩子

(10)的侧面设置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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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遮阳

板(11)顶部设置太阳能板(18)，遮阳板(11)内部设置蓄电池(19)，太阳能板(18)与蓄电池

(19)电连接，遮阳板(11)底部设置第二照明灯(191)，第二照明灯(191)分别与控制器(21)

和蓄电池(19)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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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展示用品，特别是涉及用于展示产品的展示柜。

背景技术

[0002] 展示柜是为产品展示提供的，具有保护作用的展示台。颜色可根据店铺装修选择。

展示柜，结构牢固，拆装容易，运输方便，广泛用于博物馆、公司展厅、展览会、广告等，在工

艺品、礼品、珠宝、手机、眼镜、钟表、烟酒、化妆品等行业得到广泛运用。

[0003] 展示柜是展示产品的主要载体，如同家庭里的家具一样，不仅要尽可能多的乘放

衣物，摆设用物和艺术品的实用性，还要具有亲和力和个性，表现一个家庭的文化层次与风

格，同时也表现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而设计展示柜也是如此。博物馆的未来竞争发展趋

势，都是朝着各自的目标市场定位，为自己的目标顾客群建立一个温馨，具有感染力的购

物、娱乐、休闲的空间环境。因此，设计展示柜就要向设计家具一样精雕细琢，把握展示柜设

计功能，将设计元素与设计思想、理念、创意融入进去。

[0004]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展示柜形式与功能。展示柜设计与制作的优劣，将直接影响

产品的销售和企业的品牌形象。在近几年，展示柜在设计、制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与进步，这

主要是市场竞争更趋于成熟，企业更注重塑造品牌形象的结果。但，纵观博物馆的展柜道具

设计及制作，都与国际水准相差许多。主要原因是展示柜设计缺乏整体规划设计及提出专

业化的标准要求。这一问题是因为我国专业的设计公司和人才匮乏，以及博物馆装修的设

计规划缺乏专业公司的具体指导。因而在博物馆装饰规划与展柜设计上模仿成分较多，而

设计公司对博物馆的经营、管理的内在需求，更是缺少系统的专业理解与研究。由此，产生

许多博物馆的视觉空间的同质化，展示柜缺少实用性、艺术性、经济性、安全性及人性化的

功能性要求。

[0005] 因此，目前亟需一种能够更好地展示产品的展柜。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操作简便、展示效果

更好的独立式展柜。

[0007] 为此，采用的技术方案，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包括：罩子，其顶部

设有遮阳板，其侧壁由玻璃制成；底座，其与所述罩子的下侧固定；活动部，其固定在所述底

座的上端，设置在罩子内部；恒温恒湿装置，恒温恒湿装置与外部电源电连接，其固定在活

动部的顶面，设置在所述罩子内，其用于使罩子内的温度、湿度恒定；所述活动部的上表面

边缘均匀设置若干第一照明灯，第一照明灯与外部电源电连接，第一照明灯的开关为声控

开关。

[0008] 为了使展柜的展示效果更好，展示方式更多，存放的展物更多，并且使展物能够调

节到不同高度来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活动部包括下板、中板、上

板、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第四连杆；下板、中板、上板的相对两侧均设置均设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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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第四连杆；第一连杆的一端与下板侧面铰接连接，第二连杆的

一端与上板侧面铰接连接，第一连杆与下板铰接位置和第二连杆与上板铰接位置上下对

应，中板相应侧壁上开设有沿其侧壁长度方向的导孔，导孔位于第一连杆与下板铰接位置

的一侧，导孔内设置可在导孔中滑动的第一轴，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的另一端均与第一轴

铰接连接；第一连杆的中间位置铰接连接第三连杆，第二连杆的中间位置铰接连接第四连

杆，中板对应第一连杆与下板铰接位置固定设置第二轴，第三连杆和第四连杆的另一端均

与第二轴铰接连接；第一轴和第二轴突出中板的一端沿导孔方向设置通孔，通孔中插装丝

杠，第一轴的通孔与丝杠螺纹配合，第二轴的通孔与丝杠通过轴承连接。

[0009] 为了使展柜的展示效果更好，展示方式更多，存放的展物更多，并且使展物能够调

节到不同高度来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丝杠远离导孔的一

端设置电机，电机的输出端与丝杠固定连接，电机与中板固定连接；底座侧面设置控制器，

控制器与外部电源电连接，控制器分别与恒温恒湿装置和电机电连接。

[0010] 由于展柜罩子的材料一般为钢化玻璃，但是钢化玻璃质量不过关或者安装不当经

常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钢化玻璃“爆炸”产生的碎渣会对展品造成损害，为了使展柜更加

安全，保护展柜内的展品安全，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罩子的内部侧面粘贴第一防爆膜。

[0011] 由于展柜罩子的材料一般为钢化玻璃，但是钢化玻璃质量不过关或者安装不当经

常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钢化玻璃“爆炸”产生的碎渣会对展品造成损害，安装第一防爆膜

会使钢化玻璃“爆炸”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仍不能防止钢化玻璃掉落，形成整体的钢化玻

璃掉落会对展品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了使展柜更加安全，保护展柜内的展品安全，进一步优

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罩子外部侧壁的边缘设置吸合体，吸合体位于第一防爆膜贴合的范

围内部；吸合体远离罩子的一端与遮阳板通过固定杆连接。

[0012] 由于展柜罩子的材料一般为钢化玻璃，但是钢化玻璃质量不过关或者安装不当经

常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钢化玻璃“爆炸”产生的碎渣会对展品造成损害，安装第一防爆膜

会使钢化玻璃“爆炸”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仍不能防止钢化玻璃掉落，同时放置钢化玻璃

“爆炸”后与吸合体脱离，形成整体的钢化玻璃掉落会对展品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了使展柜

更加安全，保护展柜内的展品安全，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为，罩子外侧壁与吸合体接触及

其外侧延伸的范围设置第二防爆膜。

[0013] 由于展柜罩子的材料一般为钢化玻璃，但是钢化玻璃质量不过关或者安装不当经

常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钢化玻璃“爆炸”产生的碎渣会对展品造成损害，安装第一防爆膜

会使钢化玻璃“爆炸”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仍不能防止钢化玻璃掉落，形成整体的钢化玻

璃掉落会对展品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了使展柜更加安全，保护展柜内的展品安全，进一步优

选的技术方案为，第一防爆膜的上端和遮阳板、相邻的第一防爆膜的侧面端分别通过弹性

片固定连接，弹性片的形状为L型，弹性片垂直于罩子的侧面连接处。

[0014] 为了使展品放置和取出更加方便，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罩子的侧面设置门。

[0015] 为了使展柜更加节能环保，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展柜达到照明效果，展示效果更

好，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遮阳板顶部设置太阳能板，遮阳板内部设置蓄电池，太阳能板

与蓄电池电连接，遮阳板底部设置第二照明灯，第二照明灯分别与控制器和蓄电池电连接。

[0016] 工作原理：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首先将罩子

的门打开，通过控制器控制两组电机同时转动，电机带动丝杠转动，由于第二轴固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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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丝杠传动原理，使得第一轴沿着导孔滑动，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随着第一轴运动，从而

使第一轴朝着靠近或远离第一连杆与下板铰接位置方向运动，从而使上板、中板、和下板向

上升起或下降，当上板、中板、和下板升起后，将展品放置在上板、中板、和下板上进行展示，

展示完毕后，将展品从上板、中板、和下板上取出，通过电机带动上板、中板、和下板上下降；

当罩子的钢化玻璃碎裂时，由于第一防爆膜粘贴在钢化膜上，钢化膜碎裂后仍将碎渣粘贴

在第一防爆膜上，放置碎渣飞溅对展品造成损害，通过吸合体吸附在第二防爆膜上，将罩子

侧壁吸住，放置掉落，通过弹性片分别将罩子侧壁和遮阳板固定，放置钢化玻璃碎裂后整块

发生晃动对展品造成伤害；在展示过程中，控制器控制第一照明灯对展柜内照明，太阳能板

吸收光能转化电能存储到蓄电池中，通过控制器控制第二照明灯对展柜内照明，使展示效

果提升，同时节约能源。

[0017]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通过连接声控开关的第

一照明灯对于其内部的文物进行照明，配合透明的玻璃的侧壁可便于文物的展示，活动部

上下移动，使活动部上的展品位置满足不同需求高度。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

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活动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罩子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罩子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遮阳板的侧面剖视图；

[0025] 10-罩子；11-遮阳板；12-第一防爆膜；13-吸合体；14-固定杆；15-第二防爆膜；16-

弹性片；17-门；18-太阳能板；19-蓄电池；191-第二照明灯；20-底座；21-控制器；30-活动

部；31-恒温恒湿装置；32-第一照明灯；33-下板；331-第一连杆；332-第三连杆；34-中板；

341-导孔；342-第一轴；343-第二轴；344-丝杠；345-电机；35-上板；351-第二连杆；352-第

四连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具有恒温恒湿功能的多功能文物展柜，包括：罩子

10，其顶部设有遮阳板11，其侧壁由钢化玻璃制成，罩子10为长方体形状，罩子10的侧面连

接处设置支撑杆，罩子10的侧壁两端分别与邻近的支撑杆连接，支撑杆与遮阳板11固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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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底座20，其与所述罩子10的下侧固定；活动部30，其固定在所述底座20的上端，设置在罩

子10内部，活动部30上放置展品；恒温恒湿装置31，恒温恒湿装置31与外部电源电连接，其

固定在活动部30的顶面，设置在所述罩子10内，其用于使罩子10内的温度、湿度恒定；所述

活动部30的上表面边缘均匀设置若干第一照明灯32，第一照明灯32与外部电源电连接，第

一照明灯32的开关为声控开关。

[0028] 如图1、2所示，为了使展柜的展示效果更好，展示方式更多，存放的展物更多，并且

使展物能够调节到不同高度来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活动部30包

括下板33、中板34、上板35、第一连杆331、第二连杆351、第三连杆332、第四连杆352；下板

33、中板34、上板35的相对两侧均设置第一连杆331、第二连杆351、第三连杆332、第四连杆

352，本实施例中为中心对称设置；第一连杆331的一端与下板33侧面铰接连接，第二连杆

351的一端与上板35侧面铰接连接，第一连杆331与下板33铰接位置和第二连杆351与上板

35铰接位置上下对应，中板34相应侧壁上开设有沿其侧壁长度方向的导孔341，导孔341为

长条形孔，导孔341位于第一连杆331与下板33铰接位置的一侧，导孔341内设置可在导孔

341中滑动的第一轴342，导孔341内部沿其长度方向的两个侧壁设置凹槽，第一轴342位于

导孔341内的一端设置凸环，凸环设置在凹槽中，使第一轴342在导孔341中滑动并且不脱离

导孔341，第一连杆331和第二连杆351的另一端均与第一轴342铰接连接；第一连杆331的中

间位置铰接连接第三连杆332，第二连杆351的中间位置铰接连接第四连杆352，中板34对应

第一连杆331与下板33铰接位置固定设置第二轴343，第三连杆332和第四连杆352的另一端

均与第二轴343铰接连接；第一轴342和第二轴343突出中板34的一端沿导孔341方向设置通

孔，通孔中插装丝杠344，第一轴342的通孔与丝杠344螺纹配合，第二轴343的通孔与丝杠

344通过轴承连接。

[0029] 为了使展柜的展示效果更好，展示方式更多，存放的展物更多，并且使展物能够调

节到不同高度来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丝杠344远离导孔

341的一端设置电机345，电机345的输出端与丝杠344固定连接，电机345与中板34固定连

接；底座20侧面设置控制器21，控制器21与外部电源电连接，控制器21分别与恒温恒湿装置

31和电机345电连接。

[0030] 如图1、3、4所示，由于展柜罩子10的材料一般为钢化玻璃，但是钢化玻璃质量不过

关或者安装不当经常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钢化玻璃“爆炸”产生的碎渣会对展品造成损

害，为了使展柜更加安全，保护展柜内的展品安全，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罩子10的内部

侧面粘贴第一防爆膜12。

[0031] 由于展柜罩子10的材料一般为钢化玻璃，但是钢化玻璃质量不过关或者安装不当

经常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钢化玻璃“爆炸”产生的碎渣会对展品造成损害，安装第一防爆

膜12会使钢化玻璃“爆炸”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仍不能防止钢化玻璃掉落，形成整体的钢

化玻璃掉落会对展品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了使展柜更加安全，保护展柜内的展品安全，进一

步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罩子10外部侧壁的边缘设置吸合体13，吸合体13为吸盘，吸合体

13位于第一防爆膜12贴合的范围内部；吸合体13远离罩子10的一端与遮阳板11通过固定杆

14连接。

[0032] 由于展柜罩子10的材料一般为钢化玻璃，但是钢化玻璃质量不过关或者安装不当

经常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钢化玻璃“爆炸”产生的碎渣会对展品造成损害，安装第一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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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12会使钢化玻璃“爆炸”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仍不能防止钢化玻璃掉落，同时放置钢化

玻璃“爆炸”后与吸合体13脱离，形成整体的钢化玻璃掉落会对展品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了

使展柜更加安全，保护展柜内的展品安全，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为，罩子10外侧壁与吸合

体13接触及其外侧延伸的范围设置第二防爆膜15。

[0033] 由于展柜罩子10的材料一般为钢化玻璃，但是钢化玻璃质量不过关或者安装不当

经常会出现“爆炸”的情况，钢化玻璃“爆炸”产生的碎渣会对展品造成损害，安装第一防爆

膜12会使钢化玻璃“爆炸”后形成一个整体，但是仍不能防止钢化玻璃掉落，形成整体的钢

化玻璃掉落会对展品造成更大的损害，为了使展柜更加安全，保护展柜内的展品安全，进一

步优选的技术方案为，第一防爆膜12的上端和遮阳板11、相邻的第一防爆膜12的侧面端分

别通过弹性片16固定连接，弹性片16的形状为L型，弹性片16垂直于罩子10的侧面连接处。

[0034] 为了使展品放置和取出更加方便，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罩子10的侧面设置门

17。

[0035] 如图1、5所示，为了使展柜更加节能环保，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展柜达到照明效

果，展示效果更好，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遮阳板11顶部设置太阳能板18，遮阳板11内部

设置蓄电池19，太阳能板18与蓄电池19电连接，遮阳板11底部设置第二照明灯191，第二照

明灯191分别与控制器21和蓄电池19电连接。

[0036]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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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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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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