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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包

括底板和防护板，所述底板用于对纸箱的支撑；

前后边板，其连接于所述底板的前后两侧；左右

边板，其安置于所述底板的左右两侧；卡板，其安

置于所述左右边板的右侧顶部；折痕板，其连接

于所述左右边板的外侧表面；顶板，其安置于所

述左右边板的左部外侧。该增加抗压的纸箱折痕

板能折叠于箱体内侧能形成固定板，当在箱体内

侧安置物品时，折痕板能对物体进行卡合固定，

这能避免物体在箱体内部四处晃动发生损坏，此

外折痕板安置在箱体的四个边角处，这使得箱体

边角处的纸层厚度能得到提升，通过使箱体边角

纸层厚度提升，能增加设备整体的坚固程度，这

使得箱体能够更加的耐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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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包括：

底板(1)，所述底板(1)用于对纸箱的支撑；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前后边板(2)，其连接于所述底板(1)的前后两侧；

左右边板(3)，其安置于所述底板(1)的左右两侧；

卡板(4)，其安置于所述左右边板(3)的右侧顶部；

折痕板(5)，其连接于所述左右边板(3)的外侧表面；

顶板(6)，其安置于所述左右边板(3)的左部外侧；

防护板(7)，其连接于所述顶板(6)的外部两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1)与前后边板

(2)之间呈一体化结构，且前后边板(2)沿底板(1)的中轴线对称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右边板(3)与前后

边板(2)之间呈垂直状分布，且左右边板(3)与卡板(4)的竖直中心线相互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折痕板(5)与左右边

板(3)、前后边板(2)之间呈一体化结构，且折痕板(5)共设置有四个。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6)与左右边板

(3)之间呈固定连接，且防护板(7)沿顶板(6)中轴线对称分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板(7)包括：

外纸壳(701)，所述外纸壳(701)的内侧表面连接有海绵层(702)；

粘合层(703)，其连接于所述外纸壳(701)的外侧表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纸壳(701)与海绵

层(702)之间呈固定连接，且海绵层(702)通过外纸壳(701)构成全包围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合层(703)与外纸

壳(701)之间的连接方式为粘接，且外纸壳(701)外表面与前后边板(2)的外表面相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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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纸箱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

背景技术

[0002] 纸箱是由瓦楞纸板经过模切、压痕、钉箱或粘箱制成的一种包装箱，纸箱是应用最

广的包装制品，纸箱以其优越的使用性能和良好的加工性能逐渐取代了木箱等运输包装容

器，成为运输包装的主力军，它除了能保护商品、便于仓储、运输之外，还起到美化商品，宣

传商品的作用。

[0003] 市场上常见的纸箱抗压能力较差，在对物体进行包装运输时，若顶部重复堆叠或

叠加放置的物体过重容易导致其变形损坏的问题，因此也会局限空间的使用效能和运输成

本，导致资源浪费，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纸箱抗压能力较差，在对物体进行包装运输时，若顶部重复堆叠或叠加放置的物体过重容

易导致其变形损坏，因此也会局限空间的使用效能和运输成本，导致资源浪费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包括：底

板，所述底板用于对纸箱的支撑；

[0006] 还包括：

[0007] 前后边板，其连接于所述底板的前后两侧；

[0008] 左右边板，其安置于所述底板的左右两侧；

[0009] 卡板，其安置于所述左右边板的右侧顶部；

[0010] 折痕板，其连接于所述左右边板的外侧表面；

[0011] 顶板，其安置于所述左右边板的左部外侧；

[0012] 防护板，其连接于所述顶板的外部两侧。

[0013] 优选的，所述底板与前后边板之间呈一体化结构，且前后边板沿底板的中轴线对

称分布。

[0014] 优选的，所述左右边板与前后边板之间呈垂直状分布，且左右边板与卡板的竖直

中心线相互重合。

[0015] 优选的，所述折痕板与左右边板、前后边板之间呈一体化结构，且折痕板共设置有

四个。

[0016] 优选的，所述顶板与左右边板之间呈固定连接，且防护板沿顶板中轴线对称分布。

[0017] 优选的，所述防护板包括：

[0018] 外纸壳，所述外纸壳的内侧表面连接有海绵层；

[0019] 粘合层，其连接于所述外纸壳的外侧表面。

[0020] 优选的，所述外纸壳与海绵层之间呈固定连接，且海绵层通过外纸壳构成全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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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0021] 优选的，所述粘合层与外纸壳之间的连接方式为粘接，且外纸壳外表面与前后边

板的外表面相贴合。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具备以下有益效果：该增加抗压的纸箱：

折痕板能对物体进行卡合固定，这能避免物体在箱体内部四处晃动，此外折痕板能使箱体

边角处的纸层厚度能得到提升，这能使箱体更加耐压，纸箱进行拆开时，只需上拉外纸壳，

使粘合层与前后边板分离即可开启纸箱，这有利于提升纸箱的开闭便利性，外纸壳的内侧

海绵层能有效的缓解冲击，外纸壳与左右边板进行贴合后，能在运输过程中对左右边板进

行防护。

[0023] 1、本实用新型折痕板能折叠于箱体内侧能形成固定板，当在箱体内侧安置物品

时，折痕板能对物体进行卡合固定，这能避免物体在箱体内部四处晃动发生损坏，此外折痕

板安置在箱体的四个边角处，这使得箱体边角处的纸层厚度能得到提升，通过使箱体边角

纸层厚度提升，能增加设备整体的坚固程度，这使得箱体能够更加的耐压。

[0024] 2、本实用新型通过下压顶板，能使顶板覆盖在箱体顶板，而下压顶板两侧的外纸

壳，能使外纸壳与前后边板的外表面进行贴合，外纸壳与前后边板的贴合处设置有粘合层，

通过粘合层的粘合，能使顶板牢牢覆盖在箱体顶部，并对箱体进行密封，而在对纸箱进行拆

开时，只需上拉外纸壳，使粘合层与前后边板分离即可开启纸箱，这有利于提升纸箱的开闭

便利性。

[0025] 3、本实用新型外纸壳的内侧海绵层能有效的缓解冲击，外纸壳与左右边板进行贴

合后，能在运输过程中对左右边板进行防护，这能降低纸箱运输过程中受到外部物体撞击

而导致运输物品损坏的概率，这使得设备的防护性能能进一步提升，此外防护板也能作为

一层支撑层对箱体进行支撑，这使得纸箱的抗压性能能够进一步提升。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的正视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的展开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底板；2、前后边板；3、左右边板；4、卡板；5、折痕板；6、顶板；7、防护板；

701、外纸壳；702、海绵层；703、粘合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2和图3所示，一种增加抗压的纸箱，包括底板1，底板1用于对纸箱的支撑，还

包括：前后边板2，其连接于底板1的前后两侧，左右边板3，其安置于底板1的左右两侧，卡板

4，其安置于左右边板3的右侧顶部，折痕板5，其连接于左右边板3的外侧表面，底板1与前后

边板2之间呈一体化结构，且前后边板2沿底板1的中轴线对称分布，左右边板3与前后边板2

之间呈垂直状分布，且左右边板3与卡板4的竖直中心线相互重合，折痕板5与左右边板3、前

后边板2之间呈一体化结构，且折痕板5共设置有四个，将前后边板2和左右边板3进行上翻，

能使前后边板2和左右边板3直立，折痕板5安置在前后边板2、左右边板3外侧，前后边板2和

左右边板3进行直立后，折痕板5能够通过中端的折痕向底板1内侧进行折叠，这使得前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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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2和左右边板3的外侧边缘能进行贴合，将前后边板2和左右边板3的外侧边缘用粘合胶固

定后，通过配合底板1能形成箱体，此时折痕板5折叠于箱体内侧能形成固定板，当在箱体内

侧安置物品时，折痕板5能对物体进行卡合固定，这能避免物体在箱体内部四处晃动发生损

坏，这有利于提升设备的防护性能，此外折痕板5安置在箱体的四个边角处，这使得箱体边

角处的纸层厚度能得到提升，通过使箱体边角纸层厚度提升，能增加设备整体的坚固程度，

这使得箱体能够更加的耐压。

[0031] 如图1和图2所示，顶板6，其安置于左右边板3的左部外侧，顶板6与左右边板3之间

呈固定连接，且防护板7沿顶板6中轴线对称分布，防护板7，其连接于顶板6的外部两侧，防

护板7包括：外纸壳701，外纸壳701的内侧表面连接有海绵层702，粘合层703，其连接于外纸

壳701的外侧表面，外纸壳701与海绵层702之间呈固定连接，且海绵层702通过外纸壳701构

成全包围结构，粘合层703与外纸壳701之间的连接方式为粘接，且外纸壳701外表面与前后

边板2的外表面相贴合，在箱体形成后，通过下压顶板6，能使顶板6覆盖在箱体顶部，而下压

顶板6两侧的外纸壳701，能使外纸壳701与前后边板2的外表面进行贴合，外纸壳701与前后

边板2的贴合处设置有粘合层703，通过粘合层703的粘合，能使顶板6牢牢覆盖在箱体顶部，

并对箱体进行密封，此外将卡板4卡入顶板6的底部内侧后，能使左右边板3与顶板6的连接

紧密度得到提升，而在对纸箱进行拆开时，只需上拉外纸壳701，使粘合层703与前后边板2

分离即可开启纸箱，这有利于提升纸箱的开闭便利性，外纸壳701的内侧海绵层702能有效

的缓解冲击，外纸壳701与左右边板3进行贴合后，能在运输过程中对左右边板3进行防护，

这能降低纸箱运输过程中受到外部物体撞击而导致运输物品损坏的概率，这使得设备的防

护性能能进一步提升，此外防护板7也能作为一层支撑层对箱体进行支撑，这使得纸箱的抗

压性能能够进一步提升。

[0032] 综上，该增加抗压的纸箱，使用时，首先根据图2和图3中所示的结构，将前后边板2

和左右边板3进行上翻，能使前后边板2和左右边板3直立，折痕板5安置在前后边板2、左右

边板3外侧，前后边板2和左右边板3进行直立后，折痕板5能够通过中端的折痕向底板1内侧

进行折叠，这使得前后边板2和左右边板3的外侧边缘能进行贴合；

[0033] 然后将前后边板2和左右边板3的外侧边缘用粘合胶固定，通过配合底板1能形成

箱体，此时折痕板5折叠于箱体内侧能形成固定板，当在箱体内侧安置物品时，折痕板5能对

物体进行卡合固定，这能避免物体在箱体内部四处晃动发生损坏，这有利于提升设备的防

护性能，此外折痕板5安置在箱体的四个边角处，这使得箱体边角处的纸层厚度能得到提

升，通过使箱体边角纸层厚度提升，能增加设备整体的坚固程度，这使得箱体能够更加的耐

压；

[0034] 接着根据图1和图3中所示的结构，在箱体形成后，通过下压顶板6，能使顶板6覆盖

在箱体顶部，而下压顶板6两侧的外纸壳701，能使外纸壳701与前后边板2的外表面进行贴

合，外纸壳701与前后边板2的贴合处设置有粘合层703，通过粘合层703的粘合，能使顶板6

牢牢覆盖在箱体顶部，并对箱体进行密封，此外将卡板4卡入顶板6的底部内侧后，能使左右

边板3与顶板6的连接紧密度得到提升，在对纸箱进行拆开时，只需上拉外纸壳701，使粘合

层703与前后边板2分离即可开启纸箱，这有利于提升纸箱的开闭便利性；

[0035] 最后箱体在运输过程中，外纸壳701的内侧海绵层702能有效化解冲击，外纸壳701

与左右边板3进行贴合后，能在运输过程中对左右边板3进行防护，这能降低纸箱运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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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到外部物体撞击而导致运输物品损坏的概率，这使得设备的防护性能能进一步提升，

此外防护板7也能作为一层支撑层对箱体进行支撑，这使得纸箱的抗压性能能够进一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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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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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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