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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

置，包括固定导轨及滑动导轨，固定导轨的首端

设有固定座，固定座上设有导向部，导向部上设

有导向槽，导向部下方设有沿导向部移动的滑块

结构，固定座首端底部设有凹槽及定位凸台，滑

块结构上设有拨柱及菱形凸台，滑块结构沿导向

槽来回移动，滑动导轨上安装有拨块，拨块上设

有开槽，拨柱插入开槽中或与开槽分离，当滑动

导轨处于闭合状态时，菱形凸台与定位凸台匹配

接触。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由于设有菱形凸台及

定位凸台，当滑动导轨移动至闭合状态时，菱形

凸台移动至与定位凸台接触位置，可以防止滑动

导轨反弹，特别是用在冰箱内的抽屉上，可以减

少抽屉内保存物与周围气体的接触，达到保存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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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导轨(1)及滑动导轨(2)，所述滑动

导轨(2)滑动安装在所述固定导轨(1)上，所述固定导轨(1)的首端设有固定座(3)，所述固

定座(3)上设有沿所述固定导轨(1)的长度方向上设置的导向部(33)，所述导向部(33)上设

有导向槽(331)，所述导向部(33)下方设有沿所述导向部(33)移动的滑块结构(4)，所述滑

块结构(4)与所述固定座(3)之间通过压簧(9)连接，所述固定座(3)首端底部设有凹槽(31)

及定位凸台(32)，所述定位凸台(32)位于所述凹槽(31)内，所述滑块结构(4)上设有拨柱

(51)及菱形凸台(61)，所述拨柱(51)及所述菱形凸台(61)位于所述导向槽(331)内，所述滑

块结构(4)沿所述导向槽(331)来回移动，所述凹槽(31)与所述导向槽(331)连通，所述滑动

导轨(2)上安装有拨块(7)，所述拨块(7)上设有开槽(71)，所述拨柱(51)插入所述开槽(71)

中或与所述开槽(71)分离，当所述滑动导轨(2)处于闭合状态时，所述菱形凸台(61)与所述

定位凸台(32)匹配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31)包括相

互连通的凹槽一(311)、凹槽二(312)、凹槽三(313)及凹槽四(314)，所述定位凸台(32)位于

所述凹槽(31)的中部，所述定位凸台(32)靠近所述固定座(3)首端的一端分别设有侧面一

(321)及侧面二(322)，所述侧面一(321)与所述侧面二(322)形成V型侧面，所述V型侧面与

所述菱形凸台(61)远离所述固定座(3)首端的一端匹配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凸台(32)靠

近所述凹槽三(313)的一侧设有与所述菱形凸台(61)的侧面四(611)匹配的侧面三(32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结构(4)上

设有圆柱(421)、拨柱结构(5)及滑柱结构(6)，所述拨柱结构(5)包括安装板一(52)、圆凸台

(53)及所述拨柱(51)，所述拨柱(51)位于所述安装板一(52)的上表面上，所述圆凸台(53)

位于所述安装板一(52)的下表面上，所述拨柱(51)与所述圆凸台(53)对应设置，所述滑柱

结构(6)包括安装板二(62)、凸块(63)及所述菱形凸台(61)，所述菱形凸台(61)位于所述安

装板二(62)的上表面上，所述凸块(63)位于所述安装板二(62)的下表面上，所述安装板一

(52)安装在所述圆柱(421)上，所述凸块(63)安装在所述滑块结构(4)的安装孔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结构(4)上

设有扇形孔(422)，所述圆凸台(53)位于所述扇形孔(422)内，所述扇形孔(422)与所述拨柱

定位槽(332)匹配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槽(331)的

末端设有拨柱定位槽(332)，所述拨柱定位槽(332)与所述导向槽(331)连通设置，当所述拨

柱(51)移动至所述拨柱定位槽(332)中时，所述拨柱(51)与所述拨块(7)分离。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拨柱(51)上表面

上设有端盖(5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结构(4)的

两侧分别设有压簧导柱(43)，所述压簧导柱(43)靠近所述固定座(3)首端的一端设有圆柱

凸台(431)，所述压簧(9)安装在所述圆柱凸台(431)和所述固定座(3)首端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3)底部

两侧分别设有卡槽(35)，所述滑块结构(4)两侧分别设有与所述卡槽(35)匹配的长条形凸

起(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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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滑动中轨

(8)，所述滑动中轨(8)与所述固定导轨(1)滑动安装，所述滑动导轨(2)与所述滑动中轨(8)

滑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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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抽屉滑轨装置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抽屉滑轨结构中，需要在抽屉上配置拉手，打开或关闭抽屉时，使用者需

要全程向抽屉施加拉力或推力才能使抽屉完全打开或完全关闭，当推力过大过猛时，易造

成抽屉与柜体部分形成碰撞，甚至出现抽屉反弹的现象，长时间这样操作，柜体、抽屉极易

损坏；而当用力过小时，则抽屉不能完全关闭，尤其对于冰箱内的抽屉，易引起箱体内保存

物与周围气体接触时间过长，不能达到保存要求，严重影响使用者的使用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实用新型目的：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

置，以解决抽屉反弹、无法达到保存要求的技术问题。

[0004] 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包括固定导轨及滑动导轨，所述滑动导轨滑动安装在

所述固定导轨上，所述固定导轨的首端设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上设有沿所述固定导轨的

长度方向上设置的导向部，所述导向部上设有导向槽，所述导向部下方设有沿所述导向部

移动的滑块结构，所述滑块结构与所述固定座之间通过压簧连接，所述固定座首端底部设

有凹槽及定位凸台，所述定位凸台位于所述凹槽内，所述滑块结构上设有拨柱及菱形凸台，

所述拨柱及所述菱形凸台位于所述导向槽内，所述滑块结构沿所述导向槽来回移动，所述

凹槽与所述导向槽连通，所述滑动导轨上安装有拨块，所述拨块上设有开槽，所述拨柱插入

所述开槽中或与所述开槽分离，当所述滑动导轨处于闭合状态时，所述菱形凸台与所述定

位凸台匹配接触。由于设有菱形凸台及定位凸台，当滑动导轨移动至闭合状态时，菱形凸台

移动至与定位凸台接触位置，可以防止滑动导轨反弹，特别是用在冰箱内的抽屉上，可以减

少抽屉内保存物与周围气体的接触，达到保存要求。

[000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凹槽包括相互连通的凹槽一、凹槽二、凹槽三及凹槽

四，所述定位凸台位于所述凹槽的中部，所述定位凸台靠近所述固定座首端的一端分别设

有侧面一及侧面二，所述侧面一与所述侧面二形成V型侧面，所述V型侧面与所述菱形凸台

远离所述固定座首端的一端匹配设置。由于设有V型侧面，可以使菱形凸台与定位凸台匹配

接触，不会受到压簧的弹力而使菱形凸台移动。

[000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定位凸台靠近所述凹槽三的一侧设有与所述菱形凸台

的侧面四匹配的侧面三。由于定位凸台设有侧面三，当滑动导轨移动至闭合状态过程中，菱

形凸台沿侧面三移动，可以有效限定菱形凸台的移动轨迹。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滑块结构上设有圆柱、拨柱结构及滑柱结构，所述拨柱

结构包括安装板一、圆凸台及所述拨柱，所述拨柱位于所述安装板一的上表面上，所述圆凸

台位于所述安装板一的下表面上，所述拨柱与所述圆凸台对应设置，所述滑柱结构包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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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板二、凸块及所述菱形凸台，所述菱形凸台位于所述安装板二的上表面上，所述凸块位于

所述安装板二的下表面上，所述安装板一安装在所述圆柱上，所述凸块安装在所述滑块结

构的安装孔中。

[000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滑块结构上设有扇形孔，所述圆凸台位于所述扇形孔

内，所述扇形孔与所述拨柱定位槽匹配设置。由于设有扇形孔，当拨柱移动至拨柱定位槽中

时，圆凸台在扇形孔中同步移动，进一步限定拨柱结构的位置。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导向槽的末端设有拨柱定位槽，所述拨柱定位槽与所

述导向槽连通设置，当所述拨柱移动至所述拨柱定位槽中时，所述拨柱与所述拨块分离。由

于设有拨柱定位槽，当拨柱移动至拨柱定位槽中时，使拨柱无法继续移动，从而将拨块和拨

柱分离，使滑动导轨继续移动。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拨柱上表面上设有端盖。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滑块结构的两侧分别设有压簧导柱，所述压簧导柱靠

近所述固定座首端的一端设有圆柱凸台，所述压簧安装在所述圆柱凸台和所述固定座首端

之间。由于设有压簧导柱，可以对压簧的移动路径进行限定，保证压簧沿长度方向移动。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固定座底部两侧分别设有卡槽，所述滑块结构两侧分

别设有与所述卡槽匹配的长条形凸起。由于设有卡槽及长条形凸起，可以限定滑块结构的

移动路径。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滑动中轨，所述滑动中轨与所述固定导轨滑动安装，

所述滑动导轨与所述滑动中轨滑动安装。

[0015]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由于设有菱形凸台及定位凸台，

当滑动导轨移动至闭合状态时，菱形凸台移动至与定位凸台接触位置，可以防止滑动导轨

反弹，特别是用在冰箱内的抽屉上，可以减少抽屉内保存物与周围气体的接触，达到保存要

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处于拉伸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处于拉伸状态时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

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处于闭合状态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滑块结构处于拉伸状态时，固定座与滑块结构的安装结构示

意图；

[0020] 图5为图4的爆炸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滑块结构处于拉伸状态时，固定座与滑块结构另一角度的安

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滑块结构处于闭合状态时，固定座与滑块结构去除安装板后

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实用新型的固定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实用新型的固定座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为图9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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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的滑块结构去除压簧导柱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2为本实用新型的滑块结构去除压簧导柱后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3为本实用新型的拨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4为本实用新型的拨柱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5为本实用新型的拨柱结构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6为本实用新型的滑柱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7为本实用新型的滑柱结构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请参阅图1～4，一种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包括固定导轨1、滑动中轨8及滑动导轨

2，滑动中轨8滑动安装在固定导轨1上，滑动导轨2滑动安装在滑动中轨8上。抽屉底部长度

方向两侧分别设有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抽屉拉开时，带动滑动导轨2及滑动中轨8向拉伸

方向移动。

[0034] 请参阅图1、图5～图7、图13，固定导轨1的首端安装有固定座3，固定座3及滑块结

构4之间通过压簧9连接，固定座3包括底座36及导向部33，底座36与导向部33相互垂直设

置，导向部33沿固定导轨1的长度方向设置，导向部33首端上表面上设有安装板37，安装板

37下表面上设有定位凸台32及凹槽31，定位凸台32位于凹槽31的中部，导向部33上沿长度

方向设有导向槽331及拨柱定位槽332，拨柱定位槽332位于导向槽331的末端，导向槽331与

凹槽31、拨柱定位槽332分别连通设置，拨柱定位槽332为弧形槽。导向部33下方设有滑块结

构4，滑块结构4包括滑块座41及滑块本体42，滑块座41与滑块本体42垂直设置，滑块座41位

于滑块结构4远离底座36的一端，滑块座41和底座36之间通过压簧9连接，滑块本体42插入

导向部33中。在滑动导轨2处于闭合状态时，压簧9处于压缩状态，此时压簧9仍有压缩余量。

[0035] 滑块本体42上设有拨柱51和菱形凸台61，拨柱51和菱形凸台61穿过导向槽331且

在导向槽331内移动，菱形凸台61位于靠近固定导轨1首端的一侧，菱形凸台61与定位凸台

32匹配设置，滑块本体42长度方向两侧分别设有长条形凸起423，导向部33底部长度方向两

侧分别设有卡槽35，卡槽35与长条形凸起423匹配设置，通过长条形凸起423在卡槽35内移

动，从而使滑块结构4沿导向槽331来回移动；滑动导轨2首端上安装有拨块7，拨块7上设有

开槽71，拨柱51插入开槽71中或与开槽71分离，当滑动导轨2处于闭合状态时，菱形凸台61

与定位凸台32匹配接触。其中，固定导轨1的首端为滑动导轨2处于拉伸状态时，固定导轨1

远离滑动导轨2的一端。

[0036] 请参阅图8～10，固定座3长度方向两侧分别设有压簧孔34，压簧9一端穿过压簧孔

34并安装在底座36上，底座36底部的凹槽31包括相互连通的凹槽一311、凹槽二312、凹槽三

313及凹槽四314，定位凸台32靠近固定座3首端的一端分别设有侧面一321及侧面二322，定

位凸台32靠近凹槽三313的一侧设有侧面三323，侧面一321与侧面二322形成V型侧面，V型

侧面与菱形凸台61远离固定座3首端的一端匹配设置。凹槽一311、凹槽四314位于凹槽31靠

近底座36首端的一侧，凹槽二312、凹槽三313位于凹槽31远离底座36首端的一侧，凹槽一

311与凹槽二312同侧设置，凹槽三313和凹槽四314同侧设置，凹槽二312、凹槽三313分别与

导向槽331连通设置。侧面二322远离侧面一321的一端延伸至凹槽四314中，且当菱形凸台

61移动至凹槽四314中，在压簧9的弹力作用下回弹时，由于侧面二322的阻挡，菱形凸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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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至V型侧面上，不会回弹至凹槽三313中。

[0037] 请参阅图11、图12、图14及图15，滑块结构4的滑块本体42上设有圆柱421及扇形孔

422，扇形孔422与拨柱定位槽332匹配设置，滑块本体42上安装有拨柱结构5及滑柱结构6，

拨柱结构5包括安装板一52、圆凸台53及拨柱51，拨柱51位于安装板一52的上表面上，拨柱

51上表面上设有端盖54，圆凸台53位于安装板一52的下表面上，拨柱51与圆凸台53对应设

置，安装板一52套设在圆柱421上，圆凸台53位于扇形孔422内，当拨柱结构5移动至拨柱定

位槽332中时，拨柱结构5不会由于压簧9的弹性力回弹至导向槽321中，拨柱结构5固定在拨

柱定位槽332中，圆凸台53同步在扇形孔422内沿扇形弧面移动。滑块结构4的两侧分别设有

压簧导柱43，压簧导柱43靠近固定座3首端的一端设有圆柱凸台431，压簧9安装在圆柱凸台

431和固定座3首端之间，压簧9一端插入压簧孔34内后安装在底座36上，由于设有端盖54，

当拨柱51插入拨块7的开槽71中时，避免拨块7从拨柱51上脱扣，使拨块7与拨柱51达到同步

移动。

[0038] 请参阅图10、图16及图17，滑柱结构6包括安装板二62、凸块63及菱形凸台61，菱形

凸台61位于安装板二62的上表面上，凸块63位于安装板二62的下表面上，凸块63安装在滑

块结构4的安装孔中。菱形凸台61包括侧面四611、侧面五612、侧面六613及侧面七614，侧面

四611、侧面五612位于菱形凸台61靠近底座36的一侧，侧面六613、侧面七614位于远离底座

36的一侧，侧面四611和定位凸台32的侧面三323匹配设置，侧面六613和侧面七614与定位

凸台32的V型侧面匹配设置。

[0039] 上述按压式抽屉滑轨装置的工作过程为：当需要将滑动导轨2拉开至拉伸状态时，

人工施力将滑动导轨2向固定导轨1首端方向按压，由于拨块7与拨柱51接触，带动菱形凸台

61在推力的作用下移动至凹槽一311内，由于压簧9的回弹力，带动菱形凸台61向远离底座

36的方向移动至凹槽二312中，后向滑块导轨2施加向拉伸方向移动的拉力，由于拨块7与拨

柱51接触，带动拨柱51移动至拨柱定位槽332中，圆凸台53同步在扇形孔422内移动，直至拨

柱51移动至拨柱定位槽332中，拨柱51定位在拨柱定位槽332中，后继续施力，拨块7的开槽

71与拨柱51分离，直至将滑动导轨2移动至拉伸状态；当需要将滑动导轨2恢复至闭合状态

时，推动滑动导轨2想固定导轨1首端方向移动，当拨块7移动至与拨柱51接触位置时，拨柱

51插入拨块7的开槽71内，由于开槽71靠近拨柱51的一端为斜槽，可以带动拨柱51从拨柱定

位槽332中移出，后在推力的作用下，带动菱形凸台61在导向槽331内移动至凹槽31内，由于

定位凸台32上设有侧面三323，菱形凸台61沿侧面三323在凹槽三313内移动，后移动至凹槽

四314内，此时去除对滑动导轨2的推力，由于侧面二322的设置，在压簧9的回弹力作用下，

菱形凸台61沿侧面二322移动至定位凸台32上，且菱形凸台61与V型侧面匹配接触，此时滑

动导轨2处于闭合状态，整个拉伸、闭合过程顺畅，且抽屉外不需要设置把手，只需要按压抽

屉带动滑动导轨2移动即可实现抽屉的打开，操作方便，且不易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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