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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
件，
该连接组件包括用于连接两个相邻箱体顶部
的第一连接条、用于连接两个相邻箱体前边框的
第二连接条和用于连接两个相邻箱体地脚的地
脚连接件。本发明的连接组件从相邻箱体的前、
后、
上、
下都对相邻的箱体进行了连接，
有效地保
证了箱体之间的紧密连接，
并且在地面不平的情
况下，
或者在冰箱前边框的第二连接条挤出的情
况下，
也能够保证箱体的稳定连接。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2页

附图3页

CN 103542668 B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
该连接组件包括用于连接两个相邻箱体顶部的第一
连接条、用于连接两个相邻箱体前边框的第二连接条和用于连接两个相邻箱体地脚的地脚
连接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一连接条呈“L”状，
包括用于将两个相邻箱体顶部连接的顶部连接条，
和从所
述的顶部连接条垂直延伸的、
将两个相邻箱体后边框连接的后部连接条；
以及
所述的第一连接条包括与两个相邻箱体之间的缝隙对应的第一突起和位于所述第一
突起两侧的侧板。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组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连接组件还包括用于连接两个
相邻箱体后边框的连接块。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组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顶部连接条和所述的相邻箱体
的顶部通过螺钉进行连接。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组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二连接条从两个相邻箱体前
边框的上端延伸到下端，
并且所述的第二连接条包括与两个相邻箱体之间的缝隙对应的凸
部和位于所述凸部两侧的侧部。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接组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地脚连接件呈“E”状，
包括三个
等距排列的地脚突起，
和将所述地脚突起连接的连接条。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连接组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地脚连接件的中间突起插入到
两个相邻地脚之间的缝隙，
所述地脚连接件的两侧的突起包围两个相邻的地脚。
7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连接组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连接块包括插入到两个相邻箱
体缝隙中的第二突起和位于第二突起两侧的插入到箱体背板凹槽的侧突起。
8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连接组件，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二连接条和所述的连接块均
由聚乙烯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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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
属于家用电器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能够容纳大量的食品，
超市内的冰箱陈列柜通常都设计成很大的体积，
因此，
占据了超市很大的面积。为了节约占地，
有的商家都将分体式冰箱陈列柜的箱体进行了连
接。
[0003] 在公开号为101999810的中国专利中公开了一种分体组合式陈列冷柜，
该陈列冷
柜是通过顶部组件模块、底部组件模块和背面组件模块连接而成的 ，
并且各个模块之间由
可拆卸的连接螺栓进行连接、
固定、构成可拆卸的主体构架。然而，
由于该发明中的顶部组
件还包括顶部端的框架组件，
框架组件与陈列柜箱体之间的连接复杂。
[0004] 在申请号为201010238498 .7的中国专利中公开了一种组合机柜，
该组合机柜由母
舱体和多个扩展箱组成，
并且两个相邻的扩展舱体之间通过扩展组件连接，
其中扩展组件
包括：
多个横梁、
多个立柱、
多个舱板。然而，
该扩展组件复杂，
并且和箱体之间的连接也很
复杂，
所以需要一种简单的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
[0006]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
该连接组件包括用于连接两
个相邻箱体顶部的第一连接条、用于连接两个相邻箱体前边框的第二连接条和用于连接两
个相邻箱体地脚的地脚连接件。
[0007] 优选地，
所述的连接组件还包括用于连接两个相邻箱体后边框的连接块。
[0008] 优选地，
所述的第一连接条呈“L”状，
包括用于将两个相邻箱体顶部连接的顶部连
接条，
和从所述的顶部连接条垂直延伸的将两个相邻箱体后边框连接的后部连接条。
[0009] 优选地，
所述的顶部连接条和所述的相邻箱体的顶部通过螺钉进行连接。
[0010] 优选地，
所述的第一连接条包括与两个相邻箱体之间的缝隙对应的第一突起和位
于所述第一突起两侧的侧板。
[0011] 优选地，
所述的第二连接条从两个相邻箱体前边框的上端延伸到下端，
并且所述
的第二连接条包括与两个相邻箱体之间的缝隙对应的凸部和位于所述凸部两侧的侧部。
[0012] 优选地，
所述的地脚连接件呈“E”状，
包括三个等距排列的地脚突起，
和将所述地
脚突起连接的连接条。
[0013] 优选地，
所述的地脚连接件的中间突起插入到两个相邻地脚之间的缝隙 ，
所述地
脚连接件的两侧的突起包围两个相邻的地脚。
[0014] 优选地，
所述的连接块包括插入到两个相邻箱体缝隙中的第二突起和位于第二突
起两侧的插入到箱体背板凹槽的侧突起。
[0015] 优选地，
所述的第二连接条和所述的连接块均由聚乙烯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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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的冰箱箱体连接组件，
该连接组件
包括用于连接冰箱相邻箱体顶部的第一连接条，
用于连接冰箱相邻箱体前边框的第二连接
条和用于连接冰箱地脚的地脚连接件，
和用于连接冰箱相邻箱体后边框的连接块，
本发明
的连接组件从相邻箱体的前、后、
上、
下都对相邻的箱体进行了连接，
有效地保证了箱体之
间的紧密连接，
并且在地面不平的情况下，
或者在冰箱前边框的第二连接条挤出的情况下，
也能够保证箱体的稳定连接。

附图说明
[0017] 图1表示本发明的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和冰箱箱体的连接图。
[0018] 图2表示本发明的第一连接条的立体视图。
[0019] 图3表示本发明的第二连接条的立体视图。
[0020] 图4表示本发明的地脚连接件的立体视图。
[0021] 图5表示本发明的连接块的立体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
不能用于限制本发明，
在本发明保护范围内做的
修饰、
替换、
改变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23] 实施例1
[0024] 参见图1，
冰箱箱体之间的连接组件包括用于连接箱体1和箱体2顶部的第一连接
条3、
连接箱体1和箱体2前边框的第二连接条5和连接地脚7和地脚8的地脚连接件6，
以及连
接箱体1和箱体2后边框的连接块9。第一连接条3与箱体1和箱体2之间通过螺钉4进行连接。
第二连接条5从箱体前边框的上端延伸到下端。
[0025] 参见图2，
第一连接条3呈“L”状，
包括用于将箱体1和箱体2顶部连接的顶部连接条
31，
和从所述的顶部连接条31垂直延伸的将两个相邻箱体后边框连接的后部连接条32。顶
部连接条31上分布着螺钉孔35。所述的第一连接条3包括与箱体1和箱体2之间的缝隙对应
的第一突起33和位于所述第一突起两侧的侧板34。
[0026] 参见图3，
第二连接条5包括与两个相邻箱体之间的缝隙对应的凸部51和位于所述
凸部两侧的侧部52，
第二连接条由聚乙烯材料制成。
[0027] 参见图4，
地脚连接件6呈“E”状，
包括三个等距排列的地脚突起61、
62、
63，
和将所
述地脚突起连接的连接条65，
地脚连接件6的中间突起61插入到两个相邻地脚之间的缝隙，
所述地脚连接件的两侧的突起62和63包围两个相邻地脚7和8的，
并通过螺钉64和地脚进行
连接。
[0028] 参见图5，
连接块9包括插入到两个相邻箱体缝隙中的第二突起92和位于第二突起
两侧的插入到箱体背板凹槽的侧突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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