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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抽屉式橱柜，包括柜体(1)、

抽屉本体和接水盘(3)；所述柜体(1)的侧壁上设

有导轨，所述抽屉本体能抽拉地限位在所述导轨

上；其特征在于：所述接水盘(3)滑动设置在所述

抽屉本体的下方；所述抽屉本体上与所述接水盘

(3)之间设有能驱动所述接水盘(3)随所述抽屉

本体一起抽拉的连接组件(4)。本发明能在抽屉

本体打开时同步拉出接水盘，用于接收抽屉本体

上滴落的水滴，以克服现有技术中向抽屉本体上

放置带有水分的物品时，物品上的水滴到地面上

弄湿地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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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抽屉式橱柜，包括柜体(1)、抽屉本体和接水盘(3)；所述柜体(1)的侧壁上设有

导轨，所述抽屉本体能抽拉地限位在所述导轨上；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接水盘(3)滑动设置在所述抽屉本体的下方；所述抽屉本体上与所述接水盘(3)之

间设有能驱动所述接水盘(3)随所述抽屉本体一起抽拉的连接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抽屉式橱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抽屉

本体上的齿条(41)、设置在所述接水盘(3)上的下齿条(43)，与所述齿条相啮合的齿轮，和

与所述下齿条(43)相啮合的下齿轮(46)；

转轴(47)能转动地设置在所述柜体(1)内；

所述齿轮和下齿轮(46)连接在所述转轴(47)上并能随所述转轴(47)一起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抽屉式橱柜，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本体有两个，包括上、下布

置在所述柜体(1)内的上抽屉本体(21)和下抽屉本体(22)；对应地，所述导轨也有两组，包

括与上抽屉本体(21)相配合的上导轨和与下抽屉本体(22)相配合的中导轨(12)；

所述上抽屉本体(21)上设有上齿条(41)，所述下抽屉本体(22)上设有中齿条(42)；所

述齿轮包括与上抽屉本体(21)相啮合的上齿轮(44)和与所述下抽屉本体(22)相啮合的中

齿轮(45)；

各齿条上均设有与各齿轮不发生啮合的光段，各光段的长度大于等于各自对应齿轮的

最大直径；

在抽屉本体关闭时，该抽屉本体所对应的齿轮对向所对应齿条上的光段位置；

驱动机构驱动连接所述转轴(47)，所述转轴(47)在所述驱动机构的驱动下能相对于原

位上、下移动，以使所述上齿轮(44)脱离与所述上齿条(41)的啮合，或使所述中齿轮(45)脱

离与所述中齿条(42)的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抽屉式橱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齿轮(44)、中齿轮(45)的高度

为所对应齿条宽度的一半，所述转轴(47)相对于原位上、下移动时的位移与所述上齿轮

(44)或中齿轮(45)的宽度相等。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抽屉式橱柜，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包括电动推杆(53)

和门控开关，所述电动推杆(53)驱动连接所述转轴(47)；所述门控开关包括用于感应所述

上抽屉本体(21)状态的上门控开关(51)和用于感应所述下抽屉本体(22)状态的下门控开

关(52)；

所述门控开关和所述电动推杆均电信号连接控制系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抽屉式橱柜，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推杆(53)的顶杆(531)通过

连接套(532)连接所述转轴的上端部；

所述连接套(532)与所述转轴的上端部在轴向上驱动连接，周向上能相对滑动。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抽屉式橱柜，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齿条(41)、中齿条(42)和下齿

条(43)分别设置在上抽屉本体(21)、下抽屉本体(22)和接水盘(3)的侧壁上；所述转轴(47)

竖向设置在所述柜体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抽屉式橱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轴(47)能转动地穿设在轴承

(48)上，所述轴承(48)连接在所述柜体的门框(13)的内侧壁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抽屉式橱柜，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组件(4)有两组，分别设置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297076 A

2



在所述抽屉本体相对的两侧壁设置；

所述电动推杆(53)也有两个，分别驱动连接两组连接组件中的两根转轴(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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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抽屉式橱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橱柜结构，尤其涉及一种抽屉式橱柜。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橱柜，尤其是用于放置餐具的橱柜，或者消毒柜，其抽屉通常都包括镂空的

拉篮，餐具放置在由多根金属条组合成的拉篮中。需要向拉篮中放置餐具时，先将抽屉打

开，拉篮外露，然后将刚清洗过的餐具放置到拉篮中。

[0003] 餐具在拉篮中通常是竖向放置，以便于餐具表面的水在重力作用下滴落，使餐具

表面干燥。由于刚清洗过的餐具表面带有水，因此刚放置到拉篮上、抽屉未关闭时，这些水

会透过拉篮上的镂空滴落到地面上，弄湿地面，导致地面湿滑，带来安全隐患；同时水分还

会吸附灰尘，不卫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能在抽屉打开状态

下防止水分滴落到地面上的抽屉式橱柜，从而避免地面湿滑问题。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抽屉式橱柜，包括柜体、抽屉

本体和接水盘；所述柜体的侧壁上设有导轨，所述抽屉本体能抽拉地限位在所述导轨上；

[0006] 其特征在于：

[0007] 所述接水盘滑动设置在所述抽屉本体的下方；所述成体本体上与所述接水盘之间

设有能驱动所述接水盘随所述抽屉本体一起抽拉的连接组件。

[0008] 连接组件的结构可以有多种，较好的，所述连接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抽屉本体上

的齿条、设置在所述接水盘上的下齿条，与所述齿条相啮合的齿轮，和与所述下齿条相啮合

的下齿轮；

[0009] 转轴能转动地设置在所述柜体内；

[0010] 所述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连接在所述转轴上并能随所述转轴一起转动。

[0011] 较好的，所述抽屉本体有两个，包括上、下布置在所述柜体内的上抽屉本体和下抽

屉本体；对应地，所述导轨也有两组，包括与上抽屉本体相配合的上导轨和与下抽屉本体相

配合的中导轨；

[0012] 所述上抽屉本体上设有上齿条，所述下抽屉本体上设有中齿条；所述齿轮包括与

上抽屉本体相啮合的上齿轮和与所述下抽屉本体相啮合的中齿轮；

[0013] 各齿条上均设有与各齿轮不发生啮合的光段，各光段的长度大于等于各自对应齿

轮的最大直径；

[0014] 在抽屉本体关闭时，该抽屉本体所对应的齿轮对向所对应齿条上的光段位置；

[0015] 驱动机构驱动连接所述转轴，所述转轴在所述驱动机构的驱动下能相对于原位

上、下移动，以使所述上齿轮脱离与所述上齿条的啮合，或使所述中齿轮脱离与所述中齿条

的啮合。该结构能够在其中一个抽屉本体打开时，连接组件不会对另一个抽屉本体形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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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另一个抽屉本体能够自由拉开或关闭。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上齿轮、下齿轮的高度为所对应齿条宽度的一半，所述转轴相对于

原位上、下移动时的位移与所述上齿轮或下齿轮的宽度相等。

[0017] 上述各方案中，能驱动转轴转动的驱动机构的结构可以有多种，较好的，所述驱动

机构包括电动推杆和门控开关，所述电动推杆驱动连接所述转轴；所述门控开关包括用于

感应所述上抽屉本体状态的上门控开关和用于感应所述下抽屉本体状态的下门控开关；

[0018] 所述门控开关和所述电动推杆均电信号连接控制系统。

[0019] 较好的，所述电动推杆的顶杆通过连接套连接所述转轴的上端部；

[0020] 所述连接套与所述转轴的上端部在轴向上驱动连接，周向上能相对滑动。

[0021] 优选所述上齿条、中齿条和下齿条分别设置在上抽屉本体、下抽屉本体和接水盘

的侧壁上；所述转轴竖向设置在所述柜体内。

[0022] 较好的，所述转轴能转动地穿设在轴承上，所述轴承连接在所述柜体的门框的内

侧壁上。该结构转轴转动灵活。

[0023] 为使抽屉本体和接水盘的抽拉动作更稳固，较好的，所述连接组件有两组，分别设

置在所述抽屉本体相对的两侧壁设置；

[0024] 所述电动推杆也有两个，分别驱动连接两组连接组件中的两根转轴。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提供的带接水装置的抽屉结构，能在抽屉本体打开的

同时带动接水盘同步打开，用于接收抽屉本体上滴落的水滴，以克服现有技术中向抽屉本

体内放置带有水分的物品时，物品上的水滴到地面上弄湿地面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抽屉本体关闭状态的立体示意图(去除了壳体)；

[002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上抽屉本体拉开、下抽屉本体关闭的立体示意图(省略了部分

侧板)；

[002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下抽屉本体拉开、上抽屉本体关闭的立体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连接组件和驱动机构装配结构的立体示意图(原位状态)；

[003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连接组件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2] 以消毒柜为例来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0033] 如图1至图5所示，该抽屉式橱柜包括：

[0034] 柜体1，为常规结构，具有上、下、左、右和后五个壁面，前端敞口，供抽屉本体抽拉；

在柜体1相对的左、右两侧壁上均设有导轨(图中未示出)。

[0035] 抽屉本体，为采用金属条弯折或焊接而成的镂空结构，用于放置餐具，镂空结构不

会阻止紫外线的透过；能抽拉地设置在柜体1内，包括上、下布置在所述柜体1内的上抽屉本

体21和下抽屉本体22；各抽屉本体相对的两侧壁上均设有滑轨，各滑轨分别能滑动地限位

在各自对应的导轨上。

[0036] 导轨与滑轨的结构和连接方式可以根据需要选用现有技术中的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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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接水盘3，能抽拉地放置在柜体1的底面上，位于抽屉本体的下方，用于盛接从抽屉

本体上漏下的水滴。现有技术中，对于碗柜，大部分也设置接水盘，接水盘放置在柜体的底

面上，但是不移动，只有在抽屉本体关闭时，放置在抽屉本体上的餐具上滴落的水滴才能被

接水盘收集，而当抽屉本体拉开放置餐具时，此时餐具上的水滴会从抽屉本体滴落到地上，

导致地面湿滑。

[0038] 接水盘3可直接放置在柜体的底面内，也可以在柜体的底面上或左、右两侧壁上设

置导轨，在接水盘上设置滑轨，通过滑轨和导轨的配合抽拉接水盘。本实施例将接水盘3直

接放置在柜体1的底面上。

[0039] 连接组件4，有两组，分别对应与抽屉本体、接水盘的左、右两侧壁设置在抽屉本体

2和接水盘3之间，两组连接组件的结构相同，用于在抽拉抽屉本体时通过连接组件带动接

水盘3相对于柜体抽拉移动。每组连接组件均包括：

[0040] 设置在接水盘侧壁上的下齿条43、设置在上抽屉本体21的侧壁上的上齿条41、设

置在下抽屉本体22的侧壁上的中齿条42，竖向设置在柜体内的转轴47以及同轴连接在转轴

47上的各齿轮。

[0041] 在柜体的门框13的内侧壁上设有轴承48，转轴48能转动地穿设在轴承48上，且能

在驱动机构的驱动下上、下移动。

[0042] 齿轮有三个，分别为：能与上齿条41相啮合的上齿轮44、能与中齿条42相啮合中齿

轮45和与下齿条43相啮合的下齿轮46。

[0043] 本实施例中，上齿条41的宽度L1为上齿轮44的宽度M1的两倍，中齿条42的宽度L2

为中齿轮45宽度M2的两倍，下齿条43的宽度L3与下齿轮46的宽度M3相等。

[0044] 上齿条41、中齿条42和下齿条43上靠近抽屉本体的面板位置均设有分别设有光段

411、421、431，各光段的长度均大于等于所对应齿轮的最大直径，本实施例稍大于所对应齿

轮的最大直径。

[0045] 驱动机构，用于感应上、下抽屉本体的状态并驱动转轴47上、下移动，以使所述上

齿轮44脱离与所述上齿条41的啮合，或使所述中齿轮45脱离与所述中齿条42的啮合。包括

门控开关(图中未示出)、电动推杆53和控制系统(图中未示出)。其中：

[0046] 其中电动推杆有两个，分别对应于两组连接组中的转轴设置在柜体1的顶部，电动

推杆的顶杆531驱动连接连接套532，连接连在轴向上驱动连接转轴47的上端部，转轴47和

连接套在周向上滑动转动。连接套与转轴这种轴向驱动、周向自由的连接方式可以有多种，

可根据需要选用现有技术中任一种。

[0047] 电动推杆有三个状态。

[0048] 门控开关有两个，均设置在柜体的后壁板上，为消毒柜的常规设置。如果是普通的

橱柜，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在柜体的后壁板上或者侧壁板上。其中上门控开关对应上抽屉本

体设置，用于感应上抽屉本体21的状态；下门控开关对应于下抽屉本体设置，用于感应下抽

屉本体22的状态；

[0049] 两个门控开关和两个电动推杆均电信号连接消毒柜的控制系统。

[0050] 该抽屉式橱柜的工作原理描述如下：

[0051] 两个抽屉本体都处于关闭状态时，电动推杆复位，此时上齿轮44位于上齿条的下

部位置，中齿轮45位于中齿条的上部位置；各齿轮均位于各齿条上的光段位置，并不啮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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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条。

[0052] 先拉出上抽屉本体时，随着上抽屉本体的拉动，上齿条与上齿轮啮合，驱动转轴转

动，转轴通过其上连接的下齿轮驱动下齿条移动，向外拉动接水盘，实现在拉动上抽屉本体

拉出的同时，接水盘同步拉出。

[0053] 上门控开关感应到上抽屉本体的拉出后，将信号传递到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启动

电动推杆工作，顶杆带动转轴上移，此时上齿轮44啮合在上齿条的上部位置，中齿轮45脱离

中齿条位于中齿条的上方，下齿轮部分啮合下齿条。

[0054] 此时如果，再拉动下抽屉本体，由于中齿轮脱离了与中齿条的啮合，因此下抽屉可

自由拉动，不受中齿轮和中齿条的限制。

[0055] 关闭时，需要先退回下抽屉本体，再推回上抽屉本体。在两个抽屉全部关闭时，电

动推杆复位。

[0056] 先拉出下抽屉本体时，随着下抽屉本体的拉动，中齿条与中齿轮啮合，驱动转轴转

动，转轴通过其上连接的下齿轮驱动下齿条移动，向外拉动接水盘，实现在下抽屉本体拉出

的同时，接水盘同步拉出。

[0057] 下门控开关将下抽屉本体打开的感应信号传递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启动电动推

杆工作，顶杆带动转轴下移，此时上齿轮44脱离上齿条位于上齿条的下方，中齿轮45啮合在

中齿条的下部位置，下齿轮部分啮合下齿条。

[0058] 关闭时，需要先关闭上抽屉本体，再推回下抽屉本体。在两个抽屉全部关闭时，电

动推杆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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