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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

包括箱体，箱体内部包括结构相同的第一收纳空

间和第二收纳空间，第一收纳空间底面设高度调

节装置，高度调节装置顶端设置物架，置物架上

设活动式标签和照明装置，且滑动连接多个书

立，箱体上设书写装置，箱体左右侧均铰接扩展

面板，箱体上表面的内壁上左、右对称的固定横

向放置的套管，套管内部套装有抽拉杆，抽拉杆

末端设手持部，左、右侧板上设有与手持部外形

匹配的凹槽；箱体左、右侧壁上还分别设干燥除

湿装置和防虫驱虫装置，箱体前面设柜门，柜门

上设拉手和电子安全锁，拉手上设抑菌套筒。本

实用新型使用简单，功能多样，降低了管理者劳

动强度，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实用性强，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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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内部被隔板分为

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所述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内部的结构相同；所述

第一收纳空间的底面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2)，所述高度调节装置(2)的顶端设置有置物

架，所述置物架可在高度调节装置的作用下伸出箱体(1)上表面开设的通口，置物架下落至

箱体内部时，置物架的顶面与箱体(1)的上表面平齐，所述置物架包括多个横板(4)和竖板

(8)，所述横板(4)和竖板(8)固定连接构成框形结构，所述横板(4)的前侧面上设置有方便

分类和查找的活动式标签，且横板的下端设置有通过控制开关和供电电源电连接的照明装

置，两个相对的横板(4)之间设置有用来固定档案的多个书立(9)，所述书立(9)的上下端分

别连接滑块，所述滑块与设置在横板(4)上的横向滑轨滑动连接；所述箱体(1)的上表面上

还设置有倾斜度可调的书写装置(12)，所述箱体(1)的左、右侧分别设置有扩展面板(11)，

所述扩展面板(11)的一侧与箱体(1)的上表面铰接，扩展面板(11)的另一侧上设置有公扣，

所述公扣与分别设置在左、右侧板上的母扣相匹配，所述箱体(1)上表面的内壁上左、右对

称的固定有横向放置的套管(6)，所述套管(6)内部套装有可向外拉出用以支撑旋转扩展面

板(11)的抽拉杆(7)，所述抽拉杆(7)的末端设置有手持部(10)，所述左、右侧板上设置有与

手持部(10)外形匹配的凹槽；所述箱体(1)内部的左、右侧壁上还分别设置有干燥除湿装置

(3)和网状的药剂盒(5)，所述药剂盒(5)内放置有防虫驱虫药剂，所述箱体(1)的前面设置

有对开式柜门，所述柜门上设置有拉手一和电子安全锁，所述箱体(1)的外侧壁上还开设有

凹槽，所述凹槽内设置有可伸缩拉杆，所述可伸缩拉杆末端设置有拉手二，所述拉手一和拉

手二上设置有抑菌套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度调节装置

(2)是剪式千斤顶、滑轨滑块机构、蜗轮蜗杆机构或者推杆机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下部设

有便于移动的滚轮和便于固定位置的支撑定位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抑菌套筒包括固

定连接的内筒和外筒，所述内筒套装在拉手杆上，内筒和外筒之间形成有用于放置环形抗

菌药物包的空间，所述外筒上开设有多个用于散发药性的透气孔，且外筒上开设有方便手

持的波浪形的凹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其特征在于，所述书写装置(12)包

括设置在箱体(1)上表面的凹槽内的电机(1206)，所述电机(1206)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

接有滚珠丝杠(1205)，所述滚珠丝杠(1205)的另一端通过轴承与支座(1203)连接，所述支

座(1203)固定在凹槽内；所述滚珠丝杠(1205)上设置有螺母座(1204)，所述螺母座(1204)

的上表面铰接有支撑杆(1202)，所述支撑杆(1202)的另一端设置有书写板(1201)，所述书

写板(1201)的背面与支撑杆(1202)的端部铰接，书写板(1201)的一侧与箱体(1)通过转轴

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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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存储装备与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

背景技术

[0002] 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经常需要处理大量的人力档案和文件，而对这些人力档

案和文件进行妥善的保存和管理是重中之重。现有的人力资源档案收纳装置的缺点是：

[0003] (1)收纳装置大都是固定位置，不方便移动和整体搬运；

[0004] (2)下层文件的整理和存取均需要弯腰进行操作，操作不方便，来回的弯腰对从事

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的身体及其不利；

[0005] (3)分类和收纳时没有地方可供换手，只能放在地上，如此会弄脏或者损毁文件；

[0006] (4)长期安全保管措施不得力，导致文件丢失、受潮或被虫子咬破，以至于完整性

受损；

[0007] (5)拉手接触的人员杂多，容易传染疾病；

[0008] (6)收纳、分类文件时没有趁手的合适备忘用记录工具；

[0009] (7)收纳装置的功能比较单一。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以便解决现有技术中的

不足。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包括箱体，所述箱体内部被

隔板分为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所述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内部的结构相

同；所述第一收纳空间的底面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所述高度调节装置的顶端设置有置物

架，所述置物架可在高度调节装置的作用下伸出箱体上表面开设的通口，置物架下落至箱

体内部时，置物架的顶面与箱体的上表面平齐，所述置物架包括多个横板和竖板，所述横板

和竖板固定连接构成框形结构，所述横板的前侧面上设置有方便分类和查找的活动式标

签，且横板的下端设置有通过控制开关和供电电源电连接的照明装置，两个相对的横板之

间设置有用来固定档案的多个书立，所述书立的上下端分别连接滑块，所述滑块与设置在

横板上的横向滑轨滑动连接；所述箱体的上表面上还设置有倾斜度可调的书写装置，所述

箱体的左、右侧分别设置有扩展面板，所述扩展面板的一侧与箱体的上表面铰接，扩展面板

的另一侧上设置有公扣，所述公扣与分别设置在左、右侧板上的母扣相匹配，所述箱体上表

面的内壁上左、右对称的固定有横向放置的套管，所述套管内部套装有可向外拉出用以支

撑旋转扩展面板的抽拉杆，所述抽拉杆的末端设置有手持部，所述左、右侧板上设置有与手

持部外形匹配的凹槽；所述箱体内部的左、右侧壁上还分别设置有干燥除湿装置和网状的

药剂盒，所述药剂盒内放置有防虫驱虫药剂，所述箱体的前面设置有对开式柜门，所述柜门

上设置有拉手一和电子安全锁，所述箱体的外侧壁上还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置有可

伸缩拉杆，所述可伸缩拉杆末端设置有拉手二，所述拉手一和拉手二上设置有抑菌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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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高度调节装置是剪式千斤顶、滑轨滑块机构、蜗轮蜗杆机构或者推杆

机构。

[0013] 优选的，所述箱体下部设有便于移动的滚轮和便于固定位置的支撑定位腿。

[0014] 优选的，所述抑菌套筒包括固定连接的内筒和外筒，所述内筒套装在拉手杆上，内

筒和外筒之间形成有用于放置环形抗菌药物包的空间，所述外筒上开设有多个用于散发药

性的透气孔，且外筒上开设有方便手持的波浪形的凹槽。

[0015] 优选的，所述书写装置包括设置在箱体上表面的凹槽内的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

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滚珠丝杠，所述滚珠丝杠的另一端通过轴承与支座连接，所述支座固

定在凹槽内；所述滚珠丝杠上设置有螺母座，所述螺母座的上表面铰接有支撑杆，所述支撑

杆的另一端设置有书写板，所述书写板的背面与支撑杆的端部铰接，书写板的一侧与箱体

通过转轴铰接。

[001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其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便于移动的滚轮、可伸缩拉杆及拉手方便了装置整体的移

动和搬运。

[0018]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高度调整装置可以完成置物架的高度调整，置物架可在高

度调节装置的作用下伸出箱体上表面开设的通口进行文件的存取和整理，以适应工作人员

的身高和整理时的舒适度需求，置物架下落至箱体内部时，置物架的顶面与箱体的上表面

平齐，既起到防尘密封作用，还能在箱体上表面进行文件整理，或者将其上表面当做书桌或

者办公桌来使用，满足多种使用需求。

[0019] 3、本实用新型的箱体的左右侧面铰接有扩展面板，所述扩展面板可以旋转到与箱

体的上表面平齐的位置，并手拉手持部将左右两侧的抽拉杆从套筒中抽出，同来支撑扩展

面板，以扩大箱体的上表面的使用面积，方便对档案进行整理和分类。

[0020] 4、本实用新型的箱体还可通过打开箱体前面上设置的柜门进行文件的整理，整个

收纳箱使用简单，便于文档归类和整理。

[0021] 5、本实用新型设置有干燥除湿装置和防虫驱虫装置，保证了文件的长期储存安全

性。

[0022] 6、本实用新型设置有照明装置，方便了灯光较暗情况下的档案查找，电子安全锁

保证了文件的安全。

[0023] 7、本实用新型的拉手放置有环形抗菌药物包，药物的药效可以通过手柄外筒上开

设的多个透气孔散发出来，对拉手进行除菌抑菌的处理，防止传染性疾病的诱发。

[0024] 8、本实用新型上增设有书写装置，书写板的倾角可调，方便收纳、分类文件用以记

录和备忘时使用，还可以当做留言板使用。

[0025] 9、本实用新型降低了管理者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实用性强，值得

推广。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2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书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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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附图标记说明：

[0030] 1、箱体；2、高度调节装置；3、干燥除湿装置；4、横板；5、药剂盒；6、套管；7、抽拉杆；

8、竖板；9、书立；10、手持部；11、扩展面板；12、书写装置；1201、书写板；1202、支撑杆；1203、

支座；1204、螺母座；1205、滚珠丝杠；1206、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下面结合图1、图2和图3的结构示意

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说明。

[0032]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包括箱体1，所述

箱体1内部被隔板分为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所述第一收纳空间和第二收纳空间

内部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收纳空间的底面设置有高度调节装置2，所述高度调节装置2的

顶端设置有置物架，所述置物架可在高度调节装置的作用下伸出箱体1上表面开设的通口，

置物架下落至箱体内部时，置物架的顶面与箱体1的上表面平齐，所述置物架包括多个横板

4和竖板8，所述横板4和竖板8固定连接构成框形结构，所述横板4的前侧面上设置有方便分

类和查找的活动式标签，且横板的下端设置有通过控制开关和供电电源电连接的照明装

置，两个相对的横板4之间设置有用来固定档案的多个书立9，所述书立9的上下端分别连接

滑块，所述滑块与设置在横板4上的横向滑轨滑动连接；所述箱体1的上表面上还设置有倾

斜度可调的书写装置12，所述箱体1的左、右侧分别设置有扩展面板11，所述扩展面板11的

一侧与箱体1的上表面铰接，扩展面板11的另一侧上设置有公扣，所述公扣与分别设置在

左、右侧板上的母扣相匹配，所述箱体1上表面的内壁上左、右对称的固定有横向放置的套

管6，所述套管6内部套装有可向外拉出用以支撑旋转扩展面板11的抽拉杆7，所述抽拉杆7

的末端设置有手持部10，所述左、右侧板上设置有与手持部10外形匹配的凹槽；所述箱体1

内部的左、右侧壁上还分别设置有干燥除湿装置3和网状的药剂盒5，所述药剂盒5内放置有

防虫驱虫药剂，所述箱体1的前面设置有对开式柜门，所述柜门上设置有拉手一和电子安全

锁，所述箱体1的外侧壁上还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置有可伸缩拉杆，所述可伸缩拉杆

末端设置有拉手二，所述拉手一和拉手二上设置有抑菌套筒。

[0033] 进一步的，所述高度调节装置2是剪式千斤顶、滑轨滑块机构、蜗轮蜗杆机构或者

推杆机构。

[0034] 进一步的，所述箱体1下部设有便于移动的滚轮和便于固定位置的支撑定位腿。

[0035] 进一步的，所述抑菌套筒包括固定连接的内筒和外筒，所述内筒套装在拉手杆上，

内筒和外筒之间形成有用于放置环形抗菌药物包的空间，所述外筒上开设有多个用于散发

药性的透气孔，且外筒上开设有方便手持的波浪形的凹槽。

[0036] 其中，环形抗菌药物包可定期更换，以保证使用效果。

[0037] 进一步的，如图3所示，所述书写装置12包括设置在箱体1上表面的凹槽内的电机

1206，所述电机1206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滚珠丝杠1205，所述滚珠丝杠1205的另一

端通过轴承与支座1203连接，所述支座1203固定在凹槽内；所述滚珠丝杠1205上设置有螺

母座1204，所述螺母座1204的上表面铰接有支撑杆1202，所述支撑杆1202的另一端设置有

书写板1201，所述书写板1201的背面与支撑杆1202的端部铰接，书写板1201的一侧与箱体1

通过转轴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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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使用中，当电机正转时，带动滚珠丝杠旋转，同时滚珠丝杠上的螺母座右移，通过

支撑杆带动书写板沿着转轴转动，书写板和滚珠丝杠之间的夹角变小，当电机反转时，带动

滚珠丝杠旋转，同时滚珠丝杠上的螺母座左移，通过支撑杆带动书写板沿着转轴转动，书写

板和滚珠丝杠之间的夹角变大，实现了书写板的倾角可调。

[003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人力资源档案收纳箱，通过设置便于移

动的滚轮、可伸缩拉杆及拉手方便了装置整体的移动和搬运；通过设置高度调整装置可以

完成置物架的高度调整，置物架可在高度调节装置的作用下伸出箱体上表面开设的通口进

行文件的存取和整理，以适应工作人员的身高和整理时的舒适度需求，置物架下落至箱体

内部时，置物架的顶面与箱体的上表面平齐，既起到防尘密封作用，还能在箱体上表面进行

文件整理，或者将其上表面当做书桌或者办公桌来使用，满足多种使用需求；箱体的左右侧

面铰接有扩展面板，所述扩展面板可以旋转到与箱体的上表面平齐的位置，并手拉手持部

将左右两侧的抽拉杆从套筒中抽出，同来支撑扩展面板，以扩大箱体的上表面的使用面积，

方便对档案进行整理和分类；箱体还可通过打开箱体前面上设置的柜门进行文件的整理，

整个收纳箱使用简单，便于文档归类和整理；通过设置干燥除湿装置和防虫驱虫装置，保证

了文件的长期储存安全性；设置照明装置，方便了灯光较暗情况下的档案查找，电子安全锁

保证了文件的安全；拉手放置有环形抗菌药物包，药物的药效可以通过手柄外筒上开设的

多个透气孔散发出来，对拉手进行除菌抑菌的处理，防止传染性疾病的诱发，增设的书写装

置，书写板的倾角可调，方便收纳、分类文件用以记录和备忘时使用，还可以当做留言板使

用。本实用新型降低了管理者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实用性强，值得推广。

[0040]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的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并非

局限于此，任何本领域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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