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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发

泡侧板(3)装在前倾式底架(2)的旁侧；发

泡箱体(6)安装于前倾式底架(2)上部；底

置系统蒸发盘管(7)粘贴于发泡箱体(6)的

内壁上；支撑臂(19)装在发泡箱体(6)的

上方；可调节支撑杆(14)的下部装在发泡

箱体(6)的上，上部与支撑臂(19)相连；

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10)安装在支

撑臂(19)的一侧；客户端弧形中空玻璃

(13)固定安装在支撑臂(19)上部；箱体排

水管(17)安装于发泡箱体(6)底部。本实

用新型节能环保、组合方式灵活多变，可

以满足大型卖场、小型商铺等不同客户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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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其特征是：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包括

可调节底脚(1)、前倾式底架(2)、发泡侧板(3)、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管(4)、发

泡箱体(6)、底置系统蒸发盘管(7)、不锈钢搁物网架(8)、操作端平移门滑轮

(9)、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10)、顶部照明灯(11)、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

器(12)、客户端弧形中空玻璃(13)、可调节支撑杆(14)、不锈钢接水盘(15)、排

水管(16)、箱体排水管(17)、前裙板(18)、支撑臂(19)，可调节底脚(1)安装于前

倾式底架(2)下部；发泡侧板(3)装在前倾式底架(2)的旁侧；发泡箱体(6)安装于

前倾式底架(2)上部，为前倾式箱体结构；底置系统蒸发盘管(7)粘贴于发泡箱体

(6)的内壁上，并延伸到发泡箱体(6)的下方；支撑臂(19)装在发泡箱体(6)的上

方；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12)安装于支撑臂(19)下方，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

管(4)上方的一头与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12)焊接在一起，顶置系统蒸发器

引出管(4)向下方延伸贯穿发泡箱体(6)后至发泡箱体(6)的下方；可调节支撑杆

(14)的下部装在发泡箱体(6)的上，上部与支撑臂(19)相连；不锈钢接水盘(15)固

定在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12)下部，排水管(16)焊接固定在不锈钢接水盘

(15)底部；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10)安装在支撑臂(19)的一侧，操作端平

移门滑轮(9)装在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10)的底部；顶部照明灯(11)安装于

支撑臂(19)下侧；客户端弧形中空玻璃(13)固定安装在支撑臂(19)上部、发泡箱

体(6)的前部；箱体排水管(17)安装于发泡箱体(6)底部；不锈钢搁物网架(8)放置

在发泡箱体(6)上；前裙板(18)拆卸式安装于前倾式底架(2)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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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创造涉及一种制冷设备，具体涉及一种既可组合拼接分体控制

运行，又可单台控制整机运行的超大、节能型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 

背景技术 

[0002]    食品类商用展示柜普遍应用于食品超市、大卖场、农贸市场、鲜肉专

营连锁店、生鲜水果店以及各种社区便利店。 

[0003]    当前市场上的冷藏商用展示柜，在大型超市、卖场以分体形式居多，

农贸市场、鲜肉连锁店及便利店等小型商铺以整机运行方式居多，局限性较

大。柜形结构方面主要有封闭式和敞开式两种类型；封闭式柜体前部的客户端

采用单层弧形玻璃门，有前掀门开启式和平移门开启式两种，单层玻璃、门体

之间间隙大等缺陷使得隔热保温性能差，由于冷热交换的存在使得单层玻璃表

面出现凝露影响观瞻，且由于具有客户端可开启式的特点，客户容易触及展售

的商品，影响卫生；敞开式柜体由于完全没有玻璃的封闭阻挡，导致能耗更

大，客户可以随意挑拣商品，并且因为商品完全暴露在外，更是极易受到咳

嗽、交谈、浮沉等细小颗粒的污染，卫生状况达不到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展

示柜后部营业操作端采用单层钢化玻璃门或单层有机玻璃门进行隔热，门体平

移开启、关闭时与滑槽是硬摩擦，灵活性差磨损大，使用寿命短。 

[0004]    常规商用展示柜制冷方式有直冷式和风冷式两种。直冷式系统为箱体

内盘绕制冷管路，以整体聚氨酯发泡进行保温隔热，制冷效率低。风冷式系统

是将翅片管式蒸发器安装在箱体内，利用风机将冷量送出，制冷效率高，但由

于冷风的循环吹送，商品风干严重，且风机是持续工作的，电能源消耗大。 

[0005]    常规商用展示柜无论单台整机式或多台分体式，都是由一套单一的制

冷机组运行制造冷量，一旦制冷机组出现故障，就会导致展示食品损坏变质。 

[0006]    常规商用展示柜内部食品存放部分的钣金件，往往采用冷轧钢板制作

成形后喷粉，食品安全性低。 

[0007]    以上所述的商用展示柜在柜型、制冷方式、电能消耗、食品干耗、食

品安全、卫生等方面均存有不足，缺乏创新。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创造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

种节能环保的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不仅可以按需求采用单台柜体组合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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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成二台一组、三台一组或四台一组，采用单台外置分体式压缩冷凝机组供

冷，形成一拖二、一拖三或一拖四等自由组合产品，而且还可以单台柜体配压

缩冷凝机组形成单台整机式商用展示柜，灵活多变的组合方式可以满足大型卖

场、小型商铺等不同客户的需求。 

[0009]    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本发明创造采用了以下的技术： 

[0010]    节能环保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包括单个的箱体单元配合制冷机

组，形成整机式商用展示柜，或者由若干个箱体单元进行单列拼装，与室外型

制冷机组组合成分体式一拖多商用展示柜。 

[0011]    作为优选，上述箱体单元采用倾斜式设计布置。 

[0012]    作为优选，上述箱体单元分别设有顶置式外露制冷蒸发器和底置内藏

式盘管蒸发器，顶置式制冷蒸发器由一套独立的制冷压缩机组运行供冷，底置

内藏式盘管蒸发器由另一套独立的制冷压缩机组运行供冷，两套制冷系统完全

独立。 

[0013]    作为优选，上述箱体单元顶置蒸发器制冷系统，摈弃循环风机采用冷

气自然下沉直冷式供冷，降低电能的消耗，杜绝食品的干耗损失。 

[0014]    作为优选，上述箱体单元客户端采用固定式双层中空弧形玻璃进行隔

热和展示，保温性能大大优于单层玻璃，外层玻璃无凝露。 

[0015]    作为优选，上述箱体单元的客户端双层中空弧形玻璃采用固定式安装

避免食品受到人为污染，强度高。 

[0016]    作为优选，上述箱体单元的操作端平移玻璃门采用双层中空钢化玻璃

门，门体下部装有滑轮，保温性好移动灵活。 

[0017]    作为优选，上述箱体单元柜体内食品存放部均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板

材，环保卫生。 

[0018]    本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是：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包括可调节底

脚、前倾式底架、发泡侧板、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管、发泡箱体、底置系统蒸

发盘管、不锈钢搁物网架、操作端平移门滑轮、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

顶部照明灯、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客户端弧形中空玻璃、可调节支撑

杆、不锈钢接水盘、排水管、箱体排水管、前裙板、支撑臂，可调节底脚安装

于前倾式底架下部；发泡侧板装在前倾式底架的旁侧；发泡箱体安装于前倾式

底架上部，为前倾式箱体结构；底置系统蒸发盘管粘贴于发泡箱体的内壁上，

并延伸到发泡箱体的下方，然后进行聚氨酯整体发泡成形；支撑臂装在发泡箱

体的上方；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安装于支撑臂下方，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

管上方的一头与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焊接在一起，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管

向下方延伸贯穿发泡箱体后至发泡箱体的下方；可调节支撑杆的下部装在发泡

箱体的上，上部与支撑臂相连，可调节支撑杆进行装配高度微调；不锈钢接水

盘固定在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下部，排水管焊接固定在不锈钢接水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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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安装在支撑臂的一侧，操作端平移门滑轮装在

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的底部；顶部照明灯安装于支撑臂下侧；客户端弧

形中空玻璃固定安装在支撑臂上部、发泡箱体的前部；箱体排水管安装于发泡

箱体底部；不锈钢搁物网架放置在发泡箱体上；前裙板拆卸式安装于前倾式底

架前部。 

[0019]    本发明创造由于采用了以上的技术方案，具有下列优点： 

[0020]    一、前倾式箱体展示面积大；前倾式箱体设计展示柜与常规商用展示

柜区别在于，常规型展示柜箱体普遍采用水平式布置，展示面小效果差，本发

明创造箱体呈倾斜式布置，与水平面形成一定的角度，同等占地面积下本发明

创造商品展示面积明显大于常规型展示柜，新颖的前倾式设计展示效果佳。 

[0021]    二、箱体卫生清理方便快速；当需要进行箱体内部卫生清理时，前倾

式箱体可用水直接冲洗，由箱体前部大型排水管直接排出，达到快速清理。 

[0022]    三、可拼接式柜型组合灵活；本发明创造箱体单元可以单台箱体加装

一付整体聚氨酯发泡的左、右侧板，组装成单台型整机成品柜，也可以由数台

单独的箱体成列拼接组合，形成多台组合的超大型展示柜。 

[0023]    四、独特的制冷组合效果优；本发明创造箱体单元具有两套独立的制

冷系统，分别由顶置外露式制冷系统和内藏式盘管制冷系统组成，顶置制冷系

统利用冷气自然对流下沉给柜内商品降温保鲜，内藏制冷系统给商品底部降

温，双重的直冷式制冷可使柜内空间快速降温到需要值。常规冷风循环型展示

柜，冷气输送风幕以下区域为制冷区，风幕以上区域接近环境温度，当商品摆

放超过风幕高度时，超高商品由于不受低温保护极易损坏变质，本发明创造箱

体单元采用顶置直冷式制冷系统，柜体内从上至下的整个空间内都均匀维持在

低温状态，商品摆放高度及数量、制冷效果均大大超过常规型商用展示柜。 

[0024]    五、良好的隔热电能消耗低；本发明创造箱体单元客户端采用固定式

双层中空弧形玻璃进行隔热保温和展示，商品取放操作端采用双层中空钢化玻

璃平移门进行隔热保温，良好的隔热性能降低机组运行时间和次数，安全又节

能。 

[0025]    六、直冷式制冷食品无干耗；采用直冷式制冷，杜绝了风冷系统由于

冷风循环导致食品色泽变差、风干等损耗。 

[0026]    七、优质材料保障食品安全；贮藏食品的箱体内部钣金件，全部采用

高品级不锈钢材料制作，卫生清洁。 

[0027]    八、有效隔绝保障食品卫生：客户端固定式弧线形中空玻璃全封闭安

装，以及操作端双层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体与门框采用嵌入式结合，有效隔绝

细小微尘、昆虫等的侵入。 

[0028]    九、电气控制方式灵活多变；每台箱体单元具备两个制冷蒸发器，可

装配组合成两套独立的制冷系统，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制冷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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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上电气自动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某一制冷系统出现故障时，另一制冷系统

即启动运行，对商品安全提供多重保障。 

附图说明 

[0029]    附图 1 是本发明创造的剖视结构示意图。附图标记为： 

[0030]    1-可调节底脚、2-前倾式底架、3-发泡侧板、4-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

管、6-发泡箱体、7-底置系统蒸发盘管、8-不锈钢搁物网架、9-操作端平移门滑

轮、10-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11-顶部照明灯、12-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

发器、13-客户端弧形中空玻璃、14-可调节支撑杆、15-不锈钢接水盘、16-排水

管、17-箱体排水管、18-前裙板、19-支撑臂。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创造的具体实施方式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如下： 

[0032]    本发明创造提供的展示柜由柜体结构、制冷系统和箱体内部照明系统

三大部分组成。 

[0033]    一、柜体结构：食品冷藏保鲜商用展示柜包括可调节底脚 1、前倾式底

架 2、发泡侧板 3、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管 4、发泡箱体 6、底置系统蒸发盘管

7、不锈钢搁物网架 8、操作端平移门滑轮 9、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 10、

顶部照明灯 11、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 12、客户端弧形中空玻璃 13、可调

节支撑杆 14、不锈钢接水盘 15、排水管 16、箱体排水管 17、前裙板 18、支撑

臂 19，可调节底脚 1 安装于前倾式底架 2 下部；发泡侧板 3 装在前倾式底架 2

的旁侧；发泡箱体 6 安装于前倾式底架 2 上部，为前倾式箱体结构；底置系统

蒸发盘管 7 粘贴于发泡箱体 6 的内壁上，并延伸到发泡箱体 6 的下方，然后进

行聚氨酯整体发泡成形；支撑臂 19 装在发泡箱体 6 的上方；顶置系统翅片管式

蒸发器 12 安装于支撑臂 19 下方，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管 4 上方的一头与顶置

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 12 焊接在一起，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管 4 向下方延伸贯穿

发泡箱体 6 后至发泡箱体 6 的下方；可调节支撑杆 14 的下部装在发泡箱体 6 的

上，上部与支撑臂 19 相连，可调节支撑杆 14 进行装配高度微调；不锈钢接水

盘 15 固定在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 12 下部，排水管 16 焊接固定在不锈钢接

水盘 15 底部；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 10 安装在支撑臂 19 的一侧，操作端

平移门滑轮 9 装在操作端中空钢化玻璃平移门 10 的底部；顶部照明灯 11 安装

于支撑臂 19 下侧；客户端弧形中空玻璃 13 固定安装在支撑臂 19 上部、发泡箱

体 6 的前部；箱体排水管 17 安装于发泡箱体 6 底部；不锈钢搁物网架 8 放置在

发泡箱体 6 上；前裙板 18 拆卸式安装于前倾式底架 2 前部。 

[0034]    二、制冷系统：顶置系统翅片管式蒸发器 12 利用顶置系统蒸发器引出

管 4 可与内置式或外挂式制冷机组连接，形成一套独立的制冷系统；底置系统

蒸发盘管 7 可与内置式或外挂式，形成另一套独立的制冷系统。 

[0035]    三、箱体内部照明系统：箱体内部照明由照明开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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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创造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创造应不限于上

述实施例的局限，凡符合本发明创造精神的设计均应包括在本发明创造的保护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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