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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包括固定元件、

推移元件、拨动元件、引导元件和调节元件构成

的可调节拨动装置，拨动元件设置在推移元件

上，引导元件和调节元件一端分别与固定元件配

合连接，另一端分别与推移元件配合连接，通过

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元件，以带动推移元件和拨

动元件相对固定元件产生位移，引导元件上设置

有固定部和引导部，引导部上具有至少二个的齿

状位，推移元件上设置有引导配合部，引导元件

通过固定部固定设置在固定元件上，并通过引导

部上的齿状位定位式线性滑动在推移元件的引

导配合部上，以实现引导元件与推移元件之间不

可转动的相互线性滑动配合。本发明通过上述结

构的改良，实用性强。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8页

CN 106308154 B

2019.01.29

CN
 1
06
30
81
54
 B



1.一种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包括可调节拨动装置(A)，该可调节拨动装置(A)包括固

定元件(1)、推移元件(2)、拨动元件(3)、引导元件(4)和调节元件(5)，拨动元件(3)设置在

推移元件(2)上，引导元件(4)和调节元件(5)一端分别与固定元件(1)配合连接，另一端分

别与推移元件(2)配合连接，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元件(5)，以带动推移元件(2)和拨动

元件(3)相对固定元件(1)产生位移，引导元件(4)上设置有固定部(4.1)和引导部(4.2)，引

导部(4.2)上具有至少二个的齿状位(4.3)，推移元件(2)上设置有引导配合部(2.1)，引导

元件(4)通过固定部(4 .1)固定设置在固定元件(1)上，并通过引导部(4 .2)上的齿状位

(4.3)定位式线性滑动在推移元件(2)的引导配合部(2.1)上，以实现引导元件(4)与推移元

件(2)之间不可转动的相互线性滑动配合；

其特征在于：所述引导元件(4)与推移元件(2)上的引导配合部(2.1)由不同的硬度材

料制成；调节元件(5)上设置有调节作用部(5.1)、且其一端与固定元件(1)定位转动连接，

另一端与推移元件(2)转动连接；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作用部(5.1)，调节元件(5)定位

转动、且带动推移元件(2)和拨动元件(3)相对固定元件(1)线性滑动；

所述引导元件(4)由金属材料制成、且其上设置有引导部(4.2)，引导部(4.2)为引导

轴、且其上具有至少二个的齿状位(4.3)；推移元件(2)上的引导配合部(2.1)由具有一定弹

性或塑性的塑料制成、且其上形成有引导槽(2.2)，引导部(4.2)上的齿状位(4.3)外围尺寸

大于引导配合部(2.1)上的引导槽(2.2)尺寸；引导元件(4)安装时通过引导部(4.2)上的齿

状位(4.3)定位式过度套设在引导配合部(2.1)的引导槽(2.2)上，使引导槽(2.2)形成与齿

状位(4.3)形状相当的齿状配合位(2.3)，以实现引导元件(4)与推移元件(2)之间不可转动

的相互线性滑动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元件(5)为调节

螺杆，其上设置有调节作用部(5.1)、定位部(5.2)和螺杆部(5.3)，推移元件(2)对应螺杆部

(5.3)设置有螺纹部(2.4)，调节元件(5)一端通过定位部(5.2)与固定元件(1)定位转动连

接，另一端通过螺杆部(5.3)与推移元件(2)的螺纹部(2.4)转动连接；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

调节作用部(5.1)，调节元件(5)在固定元件(1)上定位转动、且带动推移元件(2)和拨动元

件(3)在引导元件(4)的作用下相对固定元件(1)上下线性滑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引导元件(4)设置有

至少二个、且相对间隙式相对独立的分别通过固定部(4.1)固定设置在固定元件(1)上，推

移元件(2)的引导配合部(2.1)对应引导元件(4)设置有数量相当的引导槽(2.2)，至少二个

的引导元件(4)分别通过引导部(4.2)上的齿状位(4.3)定位式线性滑动在引导槽(2.2)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推移元件(2)上设置

有限位部(2.7)，固定元件(1)对应限位部(2.7)设置有限位配合部(8.2)，推移元件(2)通过

限位部(2.7)上下限位线性滑动在固定元件(1)的限位配合部(8.2)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拨动元件(3)上设置

有至少二个定位齿部(3.1)，推移元件(2)对应定位齿部(3.1)设置有定位配合齿部(2.5)，

拨动元件(3)通过定位齿部(3 .1)不可转动的定位设置在推移元件(2)的定位配合齿部

(2.5)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推移元件(2)上还设

置有滚轮(6)和连接轴(7)，滚轮(6)滚动设置在连接轴(7)上，连接轴(7)上设置有至少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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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齿部(7.1)，推移元件(2)对应固定齿部(7.1)设置有固定配合齿部(2.6)，连接轴(7)通

过固定齿部(7.1)不可转动的固定设置在推移元件(2)的固定配合齿部(2.6)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元件(1)上还设

置有定位元件(8)，定位元件(8)上设置有滑槽部(8.1)，推移元件(2)滑动设置在定位元件

(8)的滑槽部(8.1)上；所述的限位配合部(8.2)设置在滑槽部(8.1)上，推移元件(2)通过限

位部(2 .7)上下限位线性滑动在限位配合部(8 .2)上；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作用部

(5.1)，调节元件(5)在固定元件(1)上定位转动，并带动推移元件(2)、拨动元件(3)和滚轮

(6)在引导元件(4)的引导作用下同时相对固定元件(1)上下限位线性滑动在滑槽部(8.1)

上。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其特征在于：该结构还包括家

具滑动门(X)和家具柜体(Y)，家具柜体(Y)的上部设置有滑槽件(Z)，家具滑动门(X)滑动开

闭在滑槽件(Z)上，滑槽件(Z)上设置有凹槽(9)，可调节拨动装置(A)固定设置在凹槽(9)

上；家具滑动门(X)上设置有阻尼装置(B)和至少两个转动轮(10)，家具滑动门(X)在滑动关

闭时通过拨动元件(3)与阻尼装置(B)的相互作用缓冲关闭在家具柜体(Y)上，至少两个转

动轮(10)至少由具有一定弹性的塑料制成、且转动设置在阻尼装置(B)上，并在家具滑动门

(X)滑动时滚动作用在凹槽(9)的左右侧壁上；所述的固定元件(1)上设置有弹性部(1.2)和

装配部(1.3)，弹性部(1.2)设置在固定元件(1)的左右两侧，固定元件(1)通过弹性部(1.2)

弹性抵靠在凹槽(9)的左右侧壁、且通过在装配部(1.3)上设置紧固单元固定设置在凹槽

(9)的内底部；所述的推移元件(2)上还滚动设置有滚轮(6)，滚轮(6)至少由具有一定弹性

的塑料制成、且在家具滑动门(X)滑动时偶连滚动作用在阻尼装置(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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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专利CN2803114Y于2006年8月9日公开了一种抽屉滑轨的自动开启装置，由连

结于柜体的滑轨所设固定座的滑槽提供滑勾滑移，并藉由锁固于抽屉的滑轨的连动杆的顶

靠连动以及弹性元件的弹性归复力量，配合固定座所枢设的摇杆的定位轴以及滑勾背面的

导入槽道、卡掣槽道、导出支槽道与导出槽道的导引，据称，可达到抽屉被施压后自动开启

功能；另外当欲开启抽屉时一定要将抽屉施压令其向内滑移超过一段距离，才可达到自动

开启功能，如此抽屉不会因使用者或者儿童不小心触碰而产生误动，相对可提高安全性；而

由于自动开启装置系分别设于抽屉的左右两侧与柜体之间，不但不占空间，而且只要抽屉

的面板的任何部位被施压而向内滑移一段距离以上皆可达到自动开启功能，相对具有使用

者操作方便的优点。但是，这种结构的抽屉滑轨的自动开启装置结构复杂，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操作不够灵活，其操作时会出现锁死状态，并且该结构稳定性不高，各构件之间的连接紧

凑性低，长使用时间后很容易出现松松垮垮的问题，同时该结构只能用于抽屉滑轨，不能用

于滑动门，还不具备位置调节的功能，无法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旨在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合理，性能可靠，调节快捷，操作方便，使用

寿命长，构件间连接紧凑性高，开闭过程静音、平稳、顺畅且用力小的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

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

[0004] 按此目的设计的一种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包括可调节拨动装置，该可调节拨动

装置包括固定元件、推移元件、拨动元件、引导元件和调节元件，拨动元件设置在推移元件

上，引导元件和调节元件一端分别与固定元件配合连接，另一端分别与推移元件配合连接，

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元件，以带动推移元件和拨动元件相对固定元件产生位移，其特

征在于：引导元件上设置有固定部和引导部，引导部上具有至少二个的齿状位，推移元件上

设置有引导配合部，引导元件通过固定部固定设置在固定元件上，并通过引导部上的齿状

位定位式线性滑动在推移元件的引导配合部上，以实现引导元件与推移元件之间不可转动

的相互线性滑动配合。

[0005] 所述引导元件与推移元件上的引导配合部由不同的硬度材料制成；调节元件上设

置有调节作用部、且其一端与固定元件定位转动连接，另一端与推移元件转动连接；通过工

具或手动作用调节作用部，调节元件定位转动、且带动推移元件和拨动元件相对固定元件

线性滑动。

[0006] 所述引导元件由金属材料制成、且其上设置有引导部，引导部为引导轴、且其上具

有至少二个的齿状位；推移元件上的引导配合部由具有一定弹性或塑性的塑料制成、且其

上形成有引导槽，引导部上的齿状位外围尺寸大于引导配合部上的引导槽尺寸；引导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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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通过引导部上的齿状位定位式过度套设在引导配合部的引导槽上，使引导槽形成与

齿状位形状相当的齿状配合位，以实现引导元件与推移元件之间不可转动的相互线性滑动

配合。

[0007] 所述调节元件为调节螺杆，其上设置有调节作用部、定位部和螺杆部，推移元件对

应螺杆部设置有螺纹部，调节元件一端通过定位部与固定元件定位转动连接，另一端通过

螺杆部与推移元件的螺纹部转动连接；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作用部，调节元件在固定

元件上定位转动、且带动推移元件和拨动元件在引导元件的作用下相对固定元件上下线性

滑动。

[0008] 所述引导元件设置有至少二个、且相对间隙式相对独立的分别通过固定部固定设

置在固定元件上，推移元件的引导配合部对应引导元件设置有数量相当的引导槽，至少二

个的引导元件分别通过引导部上的齿状位定位式线性滑动在引导槽上。

[0009] 所述推移元件上设置有限位部，固定元件对应限位部设置有限位配合部，推移元

件通过限位部上下限位线性滑动在固定元件的限位配合部上。

[0010] 所述拨动元件上设置有至少二个定位齿部，推移元件对应定位齿部设置有定位配

合齿部，拨动元件通过定位齿部不可转动的定位设置在推移元件的定位配合齿部上。

[0011] 所述推移元件上还设置有滚轮和连接轴，滚轮滚动设置在连接轴上，连接轴上设

置有至少二个固定齿部，推移元件对应固定齿部设置有固定配合齿部，连接轴通过固定齿

部不可转动的固定设置在推移元件的固定配合齿部上。

[0012] 所述固定元件上还设置有定位元件，定位元件上设置有滑槽部，推移元件滑动设

置在定位元件的滑槽部上；所述的限位配合部设置在滑槽部上，推移元件通过限位部上下

限位线性滑动在限位配合部上；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作用部，调节元件在固定元件上

定位转动，并带动推移元件、拨动元件和滚轮在引导元件的引导作用下同时相对固定元件

上下限位线性滑动在滑槽部上。

[0013] 该结构还包括家具滑动门和家具柜体，家具柜体的上部设置有滑槽件，家具滑动

门滑动开闭在滑槽件上，滑槽件上设置有凹槽，可调节拨动装置固定设置在凹槽上；家具滑

动门上设置有阻尼装置和至少两个转动轮，家具滑动门在滑动关闭时通过拨动元件与阻尼

装置的相互作用缓冲关闭在家具柜体上，至少两个转动轮至少由具有一定弹性的塑料制

成、且转动设置在阻尼装置上，并在家具滑动门滑动时滚动作用在凹槽的左右侧壁上；所述

的固定元件上设置有弹性部和装配部，弹性部设置在固定元件的左右两侧，固定元件通过

弹性部弹性抵靠在凹槽的左右侧壁、且通过在装配部上设置紧固单元固定设置在凹槽的内

底部；所述的推移元件上还滚动设置有滚轮，滚轮至少由具有一定弹性的塑料制成、且在家

具滑动门滑动时偶连滚动作用在阻尼装置上。

[0014] 本发明通过上述结构的改良，在家具柜体的滑槽件上设置可调节拨动装置，在家

具滑动门上设置有阻尼装置，家具滑动门在滑动关闭时通过拨动元件与阻尼装置的相互作

用缓冲关闭在家具柜体上，使家具滑动门可以匀速、完全关闭在家具柜体上，同时达到家具

滑动门的滑动开闭用力小、静音、顺畅、柔和和晃动小的效果；其中，可调节拨动装置包括固

定元件、推移元件、拨动元件、引导元件、调节元件和滚轮，引导元件上设置有固定部和引导

部，引导元件通过固定部固定设置在固定元件上，并通过引导部上的齿状位定位式线性滑

动在推移元件的引导配合部上，二者利用啮合的配合方式以及金属与塑料不同硬度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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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实现零间隙、不可转动的相互线性滑动配合，使拨动元件与推移元件的装配更加紧凑、

牢靠、稳定，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技术引导元件与推移元件装配时存有间隙，二者装配后松松

垮垮，导制引导元件与阻尼装置相互作用时容易出现变形、损坏等问题；并且，滚轮在家具

滑动门滑动时偶连滚动作用在阻尼装置上，有效地防止家具滑动门在阻尼装置的缓冲作用

下上下跳动，使家具滑动门的滑动开闭用力小、静音、顺畅、柔和和晃动小，同时滚轮至少由

具有一定弹性的塑料制成，可有效地减少其偶连滚动作用在阻尼装置上的碰撞声；并且，通

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作用部，调节元件在固定元件上定位转动，并带动推移元件、拨动元

件和滚轮在引导元件的引导作用下同时相对固定元件上下限位线性滑动，用户可以根据实

现需求同时调节推移元件、拨动元件和滚轮的上下位置，最终消除各构件间因制作规格不

符、以及在安装时出现错位，导致滚轮无法偶连滚动作用阻尼装置、以及拨动元件与阻尼装

置无法正常相互作用的问题，使可调节拨动装置与阻尼装置之间的配合更加合理。其具有

结构简单合理，性能可靠，调节快捷，操作方便，使用寿命长，构件间连接紧凑性高，开闭过

程静音、平稳、顺畅且用力小等特点，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分解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图2中的C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可调节拨动装置与滑槽件装配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可调节拨动装置装配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图7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可调节拨动装置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1] 图8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可调节拨动装置俯视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9为图8中的D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0为本发明第一实施例的可调节拨动装置主视截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5] 参见图1-图10，本家具可调节拨动结构，包括可调节拨动装置A，该可调节拨动装

置A包括固定元件1、推移元件2、拨动元件3、引导元件4和调节元件5，拨动元件3设置在推移

元件2上，引导元件4和调节元件5一端分别与固定元件1配合连接，另一端分别与推移元件2

配合连接，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元件5，以带动推移元件2和拨动元件3相对固定元件1

产生位移，引导元件4上设置有固定部4.1和引导部4.2，引导部4.2上具有至少二个的齿状

位4.3，推移元件2上设置有引导配合部2.1，引导元件4通过固定部4.1固定设置在固定元件

1上，并通过引导部4.2上的齿状位4.3定位式线性滑动在推移元件2的引导配合部2.1上，以

实现引导元件4与推移元件2之间不可转动的相互线性滑动配合。

[0026] 进一步地讲，引导元件4与推移元件2上的引导配合部2.1由不同的硬度材料制成；

调节元件5上设置有调节作用部5.1、且其一端与固定元件1定位转动连接，另一端与推移元

件2转动连接；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节作用部5.1，调节元件5定位转动、且带动推移元件2

和拨动元件3相对固定元件1线性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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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进一步地讲，引导元件4由金属材料制成、且其上设置有引导部4.2，引导部4.2为

引导轴、且其上具有至少二个的齿状位4.3；推移元件2上的引导配合部2.1由具有一定弹性

或塑性的塑料制成、且其上形成有引导槽2.2，引导部4.2上的齿状位4.3外围尺寸大于引导

配合部2.1上的引导槽2.2尺寸；引导元件4安装时通过引导部4.2上的齿状位4.3定位式过

度套设在引导配合部2.1的引导槽2.2上，使引导槽2.2形成与齿状位4.3形状相当的齿状配

合位2.3，以实现引导元件4与推移元件2之间不可转动的相互线性滑动配合。

[0028] 进一步地讲，调节元件5为调节螺杆，其上设置有调节作用部5.1、定位部5.2和螺

杆部5.3，推移元件2对应螺杆部5.3设置有螺纹部2.4，调节元件5一端通过定位部5.2与固

定元件1定位转动连接，另一端通过螺杆部5.3与推移元件2的螺纹部2.4转动连接；通过工

具或手动作用调节作用部5.1，调节元件5在固定元件1上定位转动、且带动推移元件2和拨

动元件3在引导元件4的作用下相对固定元件1上下线性滑动。

[0029] 进一步地讲，引导元件4设置有至少二个、且相对间隙式相对独立的分别通过固定

部4.1固定设置在固定元件1上，推移元件2的引导配合部2.1对应引导元件4设置有数量相

当的引导槽2.2，至少二个的引导元件4分别通过引导部4.2上的齿状位4.3定位式线性滑动

在引导槽2.2上。

[0030] 进一步地讲，推移元件2上设置有限位部2.7，固定元件1对应限位部2.7设置有限

位配合部8.2，推移元件2通过限位部2.7上下限位线性滑动在固定元件1的限位配合部8.2

上。

[0031] 进一步地讲，拨动元件3上设置有至少二个定位齿部3.1，推移元件2对应定位齿部

3.1设置有定位配合齿部2.5，拨动元件3通过定位齿部3.1不可转动的定位设置在推移元件

2的定位配合齿部2.5上。

[0032] 进一步地讲，推移元件2上还设置有滚轮6和连接轴7，滚轮6滚动设置在连接轴7

上，连接轴7上设置有至少二个固定齿部7.1，推移元件2对应固定齿部7.1设置有固定配合

齿部2.6，连接轴7通过固定齿部7.1不可转动的固定设置在推移元件2的固定配合齿部2.6

上。

[0033] 进一步地讲，固定元件1上还设置有定位元件8，定位元件8上设置有滑槽部8.1，推

移元件2滑动设置在定位元件8的滑槽部8.1上；所述的限位配合部8.2设置在滑槽部8.1上，

推移元件2通过限位部2.7上下限位线性滑动在限位配合部8.2上；通过工具或手动作用调

节作用部5.1，调节元件5在固定元件1上定位转动，并带动推移元件2、拨动元件3和滚轮6在

引导元件4的引导作用下同时相对固定元件1上下限位线性滑动在滑槽部8.1上。

[0034] 具体地讲，本结构还包括家具滑动门X和家具柜体Y，家具柜体Y的上部设置有滑槽

件Z，家具滑动门X滑动开闭在滑槽件Z上，滑槽件Z上设置有凹槽9，可调节拨动装置A固定设

置在凹槽9上；家具滑动门X上设置有阻尼装置B和至少两个转动轮10，家具滑动门X在滑动

关闭时通过拨动元件3与阻尼装置B的相互作用缓冲关闭在家具柜体Y上，至少两个转动轮

10至少由具有一定弹性的塑料制成、且转动设置在阻尼装置B上，并在家具滑动门X滑动时

滚动作用在凹槽9的左右侧壁上；所述的固定元件1上设置有弹性部1.2和装配部1.3，弹性

部1.2设置在固定元件1的左右两侧，固定元件1通过弹性部1.2弹性抵靠在凹槽9的左右侧

壁、且通过在装配部1.3上设置紧固单元固定设置在凹槽9的内底部；所述的推移元件2上还

滚动设置有滚轮6，滚轮6至少由具有一定弹性的塑料制成、且在家具滑动门X滑动时偶连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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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在阻尼装置B上。

[003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

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

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

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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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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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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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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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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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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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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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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