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644782.4

(22)申请日 2021.07.20

(73)专利权人 青岛科曼家居有限公司

地址 266000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169号青岛国际创新园A座18F-1802

(72)发明人 李岳　迟名涛　于晓杰　

(51)Int.Cl.

A47B 61/00(2006.01)

A47B 91/06(2006.01)

A47B 96/04(2006.01)

A47B 97/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

包括柜体，柜体包括底板，垂直连接于底板宽度

方向两端的侧板，垂直连接于底板深度方向后端

的背板，柜体的内部均匀垂直布置有两块中竖

板，两块中竖板之间的区域被配置为隐私区，隐

私区左侧被配置为多功能放置区，且隐私区的右

侧被配置为挂衣区，固定于底板底部的万向轮。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在底部设置了万向轮，能

够使衣柜整体实现灵活移动，挪动衣柜时无需拆

卸或搬动，省时省力，设置了能够遮挡住万相轮

的踢脚板，避免了万向轮影响衣柜的美观性，且

衣柜底部不易沾染灰尘；内部结构设置了隐私

区、放置区和挂衣区，内部格局更加实用且贴近

生活，提高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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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该衣柜包括：

柜体(1)，所述柜体(1)包括底板(101)；以及

垂直连接于所述底板(101)宽度方向两端的侧板(102)，所述侧板(102)被配置为多层

防潮结构；

垂直连接于所述底板(101)深度方向后端的背板(103)；

所述柜体(1)的内部均匀垂直布置有两块中竖板(104)，通过所述中竖板(104)将所述

柜体(1)内部分隔为三个区域，两块所述中竖板(104)之间的区域被配置为隐私区(3)，所述

隐私区(3)左侧被配置为多功能放置区(4)，且所述隐私区(3)的右侧被配置为挂衣区(5)；

所述隐私区(3)、放置区(4)以及挂衣区(5)上均通过合页铰接有对开式的玻璃门(9)，

且每个玻璃门(9)上均固定连接有把手(10)；

连接于所述侧板(102)上端、且平行于所述底板(101)的顶板(105)；

设置于所述顶板(105)上端的顶柜(2)；

该衣柜还包括：

固定于所述底板(101)底部的万向轮(6)；以及

连接在所述底板(101)四周的踢脚板(7)，所述踢脚板(7)能够遮挡所述万向轮(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板(102)为三层

实木颗粒板，靠近所述柜体(1)内部的一层实木颗粒板与所述顶板(105)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隐私区(3)包括第

一挂衣部(301)；以及

通过一横隔板分隔至所述第一挂衣部(301)下端的保险区(302)，通过所述保险区

(302)放置贵重物品。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保险区(302)设有

数个保险抽屉(3021)，且每个所述保险抽屉(3021)上均设置有锁；

设置于所述保险抽屉(3021)一侧的保险箱(30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置区(4)包括第

二挂衣部(401)；以及

通过一竖隔板分隔至所述第二挂衣部(401)一侧的叠放部(402)，所述叠放部(402)包

括多个均匀布置的叠放层(4021)，通过多个所述叠放层(4021)放置叠放衣物；

其中一个所述叠放层(4021)设有两个抽屉(4022)；

所述第二挂衣部(401)的侧壁上安装有穿衣镜(40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挂衣区(5)包括第

三挂衣部(501)；以及

设置于所述第三挂衣部(501)下端的放置层(502)和挂裤区(503)，且所述挂裤区(503)

内设有裤架(503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柜(2)的上端设

置有顶线(8)，且所述顶线(8)的造型是能够变换的。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万向轮

(6)为自锁式万向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玻璃门(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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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设有一上一下两个把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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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衣柜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

背景技术

[0002] 衣柜是收纳存放衣物的柜具，通常以不锈钢、实木(木香板，实木颗粒板，中纤板)、

钢化玻璃、五金配件为材料，一般以柜体、门板、静音轮子、门帘为组件，内置挂衣杆、裤架、

拉篮、消毒灯具等配件，采用冲孔、装配、压铆、焊接等工艺，具有阻燃、防鼠、无缝防蟑螂、防

尘、防蛀、防潮、洁净美观、移动方便等作用，有大容量智能消毒衣柜、无电源通玻柜、不锈钢

衣柜、紫外线消毒保洁衣柜、防潮多功能衣柜、男女更衣柜、干燥防蟑螂衣柜、折叠衣柜、简

易衣柜。常见的分为平开门，柜内与柜外推拉门等，衣柜所用的板材一般有不锈钢、金属、木

材等，是家庭常用的家具之一。

[0003] 目前的衣柜大多不能移动，需要挪动位置时较为麻烦，而有些能够移动的衣柜底

部的滚轮裸露在外，影响美观，同时衣柜底部也容易进灰，不易清理；而且现有的衣柜内部

格局较为简单，只设有挂衣区和叠放区，实用性差。

[0004] 基于上述技术问题，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亟需研发一种结构简单，能够灵活移动，同

时底部滚轮能够隐藏，且内部格局更加实用的具有玻璃门的衣柜。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能够灵活移动，同时底部滚轮能够隐藏，

且内部格局更加实用的具有玻璃门的衣柜。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该衣柜包括：

[0008] 柜体，所述柜体包括底板；以及

[0009] 垂直连接于所述底板宽度方向两端的侧板，所述侧板被配置为多层防潮结构；

[0010] 垂直连接于所述底板深度方向后端的背板；

[0011] 所述柜体的内部均匀垂直布置有两块中竖板，通过所述中竖板将所述柜体内部分

隔为三个区域，两块所述中竖板之间的区域被配置为隐私区，所述隐私区左侧被配置为多

功能放置区，且所述隐私区的右侧被配置为挂衣区；

[0012] 所述隐私区、放置区以及挂衣区上均通过合页铰接有对开式的玻璃门，且每个玻

璃门上均固定连接有把手；

[0013] 连接于所述侧板上端、且平行于所述底板的顶板；

[0014] 设置于所述顶板上端的顶柜；

[0015] 该衣柜还包括：

[0016] 固定于所述底板底部的万向轮；以及

[0017] 连接在所述底板四周的踢脚板，所述踢脚板能够遮挡所述万向轮。

[0018] 优选的，所述侧板为三层实木颗粒板，靠近所述柜体内部的一层实木颗粒板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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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顶板相连接。

[0019] 进一步的，所述隐私区包括第一挂衣部；以及

[0020] 通过一横隔板分隔至所述第一挂衣部下端的保险区，通过所述保险区放置贵重物

品。

[0021] 更进一步的，所述保险区设有数个保险抽屉，且每个所述保险抽屉上均设置有锁；

[0022] 设置于所述保险抽屉一侧的保险箱。

[0023] 进一步的，所述放置区包括第二挂衣部；以及

[0024] 通过一竖隔板分隔至所述第二挂衣部一侧的叠放部，所述叠放部包括多个均匀布

置的叠放层，通过多个所述叠放层放置叠放衣物；

[0025] 其中一个所述叠放层设有两个抽屉；

[0026] 所述第二挂衣部的侧壁上安装有穿衣镜。

[0027] 进一步的，所述挂衣区包括第三挂衣部；以及

[0028] 设置于所述第三挂衣部下端的放置层和挂裤区，且所述挂裤区内设有裤架。

[0029] 进一步的，所述顶柜的上端设置有顶线，且所述顶线的造型是能够变换的。

[0030] 优选的，所述万向轮为自锁式万向轮。

[0031] 优选的，每个所述玻璃门上均设有一上一下两个把手。

[003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

[0033]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结构简单，在底部设置了万向轮，能够使衣

柜整体实现灵活移动，挪动衣柜时无需拆卸或搬动，省时省力，设置了能够遮挡住万相轮的

踢脚板，避免了万向轮影响衣柜的美观性，且衣柜底部不易沾染灰尘；

[0034] 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设置了隐私区、放置区和挂衣区，内部格局更加实用且贴

近生活，提高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3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中记载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的整体结构主视图；

[003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的侧视图；

[0039]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图3中A部的结构示意图。

[0040] 附图标记说明：

[0041] 1、柜体；2、顶柜；3、隐私区；4、放置区；5、挂衣区；6、万向轮；7、踢脚板；8、顶线；9、

玻璃门；10、把手；

[0042] 101、底板；102、侧板；103、背板；104、中竖板；105、顶板；

[0043] 301、第一挂衣部；302、保险区；3021、保险抽屉；3022、保险箱；

[0044] 401、第二挂衣部；402、叠放部；403、穿衣镜；4021、叠放层；4022、抽屉；

[0045] 501、第三挂衣部；502、放置层；503、挂裤区；5031、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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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0047] 参见图1～图4所示；

[0048]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该衣柜包括：

[0049] 柜体1，所述柜体1包括底板101；以及

[0050] 垂直连接于所述底板101宽度方向两端的侧板102，所述侧板102被配置为多层防

潮结构；

[0051] 垂直连接于所述底板101深度方向后端的背板103；

[0052] 所述柜体1的内部均匀垂直布置有两块中竖板104，通过所述中竖板104将所述柜

体1内部分隔为三个区域，两块所述中竖板104之间的区域被配置为隐私区3，所述隐私区3

左侧被配置为多功能放置区4，且所述隐私区3的右侧被配置为挂衣区5；

[0053] 所述隐私区3、放置区4以及挂衣区5上均通过合页铰接有对开式的玻璃门9，且每

个玻璃门9上均固定连接有把手10；

[0054] 连接于所述侧板102上端、且平行于所述底板101的顶板105；

[0055] 设置于所述顶板105上端的顶柜2；

[0056] 该衣柜还包括：

[0057] 固定于所述底板101底部的万向轮6；以及

[0058] 连接在所述底板101四周的踢脚板7，所述踢脚板7能够遮挡所述万向轮6。

[0059] 作为本实施例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侧板102为三层实木颗粒板，靠近所述柜体1

内部的一层实木颗粒板与所述顶板105相连接，本实施例将所述侧板102设置为三层，能够

进一步提高衣柜整体的防潮性能，提高衣柜的使用寿命。

[0060] 本实施例进一步的介绍了隐私区3，所述隐私区3包括第一挂衣部301；以及

[0061] 通过一横隔板分隔至所述第一挂衣部301下端的保险区302，通过所述保险区302

放置贵重物品，且所述第一挂衣部301内设有衣通。

[0062] 作为本实施例更进一步的介绍，所述保险区302设有数个保险抽屉3021，且每个所

述保险抽屉3021上均设置有锁；

[0063] 设置于所述保险抽屉3021一侧的保险箱3022。

[0064] 本实施例进一步的介绍了放置区4，所述放置区4包括第二挂衣部401，所述第二挂

衣部401内也设有衣通；以及

[0065] 通过一竖隔板分隔至所述第二挂衣部401一侧的叠放部402，所述叠放部402包括

多个均匀布置的叠放层4021，通过多个所述叠放层4021放置叠放衣物；

[0066] 其中一个所述叠放层4021设有两个抽屉4022，两个所述抽屉4022均为按弹式抽

屉，使用方便；

[0067] 所述第二挂衣部401的侧壁上安装有穿衣镜403。

[0068] 本实施例进一步的介绍了挂衣区5，所述挂衣区5包括第三挂衣部501，且所述第三

挂衣部501内也设有衣通；

[0069] 设置于所述第三挂衣部501下端的放置层502和挂裤区503，且所述挂裤区503内设

有裤架5031，通过所述裤架5031挂放裤子，实现对衣物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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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作为本实施例进一步的介绍，所述顶柜2的上端设置有顶线8，且所述顶线8的造型

是能够变换的，所述顶线8能够根据具体的衣柜风格对线条进行切割。

[0071] 作为本实施例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万向轮6为自锁式万向轮，无论长时间放置或

移动都较为方便。

[0072] 作为本实施例优选的技术方案，每个所述玻璃门9上均设有一上一下两个把手10，

上端的所述把手10为标准高度的把手，且下端的所述把手10比常规把手向下偏置20cm，以

供小孩使用，进一步提高了实用性。

[007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

[0074]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有玻璃门的衣柜结构简单，在底部设置了万向轮，能够使衣

柜整体实现灵活移动，挪动衣柜时无需拆卸或搬动，省时省力，设置了能够遮挡住万相轮的

踢脚板，避免了万向轮影响衣柜的美观性，且衣柜底部不易沾染灰尘；

[0075] 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设置了隐私区、放置区和挂衣区，内部格局更加实用且贴

近生活，提高实用性。

[0076] 以上只通过说明的方式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对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

方式对所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正。因此，上述附图和描述在本质上是说明性的，不应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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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215382324 U

8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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