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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覆膜纸箱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包装纸箱技术领域，提供了

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用于冷藏、冷链产品

包装的内覆膜纸箱。它包括翻盖、纸箱侧壁，翻盖

包括上翻盖、下翻盖，所述翻盖、纸箱侧壁包括面

纸层、里纸层、和夹于面纸层与里纸层之间的瓦

楞纸层，面纸层表面设有外保护膜，里纸层表面

设有内保护膜，所述内保护膜的面积小于里纸层

表面面积。所述内保护膜能完全覆盖纸箱侧壁里

纸层的表面。所述内保护膜能覆盖到下翻盖里纸

层的表面。所述内保护膜能覆盖到上翻盖里纸层

的表面。所述内保护膜可采用淋膜、涂层、覆膜等

工艺获得。所述瓦楞纸层为单层、双层、三层或五

层。所述内保护膜为PET可降解塑料膜。所述内保

护膜为防水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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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覆膜纸箱，包括翻盖（1）、纸箱侧壁（2），翻盖（1）包括上翻盖（11）、下翻盖

（12），所述翻盖（1）、纸箱侧壁（2）包括面纸层（101）、里纸层（102）、和夹于面纸层（101）与里

纸层（102）之间的瓦楞纸层（103），面纸层（101）表面设有外保护膜（104），里纸层（102）表面

设有内保护膜（105），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的面积小于里纸层（102）表面面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覆膜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能完全覆

盖纸箱侧壁（2）的里纸层（102）的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内覆膜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能覆盖到

下翻盖（12）的里纸层（102）的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内覆膜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能覆盖到

上翻盖（11）的里纸层（102）的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内覆膜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

可采用淋膜、涂层或覆膜工艺获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内覆膜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瓦楞纸层（103）为单层、双

层、三层或五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内覆膜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为PET可降

解塑料膜。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内覆膜纸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为防水涂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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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覆膜纸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包装纸箱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关于一种内覆膜纸箱。

背景技术

[0002] 包装纸箱是用纸制品制造的，因其成本低、易于封装、适合添加填充物、干净等优

点，而广泛应用于包装，物品运输，材料整理等场合。生产包装纸箱的纸板一般是由面纸、里

纸、芯纸和加工成波形瓦楞的瓦楞纸通过粘合而成，纸板再通过模切、压痕、钉箱或粘箱制

成具有纸箱侧壁和上下翻盖的包装纸箱。

[0003] 传统的包装纸箱，会在面纸表面覆膜，这种包装纸箱不适用于冷链产品的包装运

输，因为在冷链产品的运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水汽，水汽被纸箱吸收，从而从内部破坏纸

箱结构，造成包装纸箱塌陷失效。如鲜切花在运输过程中，需要先装入塑料袋中，然后装入

纸箱，纸箱内放入冰块，然后通过飞机运输至目的地。冰块融化吸热，空气中的水分子形成

冷凝水，冷凝水会使纸箱受潮，纸箱容易塌陷。再如很多乳制品需要冷藏运输，在运输过程

中，包装纸箱内部产生的大量水汽同样会使纸箱内部受潮塌陷。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包装

行业的技术人员们一直致力于开发出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并且适用于冷藏、冷链产品

包装运输的包装纸箱。

[0004] 中国专利公告号CN204641000U公开了一种双面覆膜瓦楞纸板，它包括面纸和底

纸，所述面纸和底纸之间平行设有若干个瓦楞层，所述瓦楞层由一层或两层瓦楞纸构成，所

述面纸和底纸上均设有一层膜，所述膜上印刷有图案，所述膜为OPP膜。所述瓦楞层为一层；

所述瓦楞层为两层或三层，所述瓦楞层之间设有一层夹心纸板；所述瓦楞层和夹心纸板之

间胶粘合固定；所述面纸和瓦楞层之间由胶粘合固定，所述瓦楞层和底纸之间由胶粘合固

定；所述瓦楞纸为波浪形结构。但是在实际生产实验中发现，如果在采用水凝胶作为纸板胶

粘合固定的粘接剂，那么双面膜的存在，会使水凝胶内的水分非常难挥发出来，干燥困难，

即使干燥以后也会在纸板表面形成气泡，使纸板不合格，纸板的生产不能正产进行，自然就

不能生产出合格的包装纸箱；如果采用热熔胶作为胶粘合剂，那么能耗太大，制造成本也非

常高。此外，OPP膜不能降解，不环保；也不耐高温，在高温情况下容易化料黏连。

[0005] 我公司研发人员经过多次的探索试验，研发出了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用于

冷藏、冷链产品包装的包装纸箱。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用于冷

藏、冷链产品包装的包装纸箱。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内覆膜纸

箱，包括翻盖、纸箱侧壁，翻盖包括上翻盖、下翻盖，所述翻盖、纸箱侧壁包括面纸层、里纸

层、和夹于面纸层与里纸层之间的瓦楞纸层，面纸层表面设有外保护膜，里纸层表面设有内

保护膜，所述内保护膜的面积小于里纸层表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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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内保护膜能完全覆盖纸箱侧壁里纸层的表面。

[0009] 所述内保护膜能覆盖到下翻盖里纸层的表面。

[0010] 所述内保护膜能覆盖到上翻盖里纸层的表面。

[0011] 所述内保护膜可采用淋膜、涂层、覆膜等工艺获得。

[0012] 所述瓦楞纸层为单层、双层、三层或五层。

[0013] 所述内保护膜为PET可降解塑料膜。

[0014] 所述内保护膜为防水涂层。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生产纸

箱纸板的时候，实际是对纸板的里纸层表面进行局部精准覆膜，这样内外保护膜之间的水

分可以利用纸张的虹吸效应，由内外保护膜之间移动到未覆有内保护膜的区域，从而加速

纸板的干燥，也基本不会形成气泡；另外，采用局部覆膜，可以减少覆膜材料的使用，节约资

源，降低成本。采用本实用新型生产出的包装纸箱能够防止冷藏、冷链产品包装运输过程

中，纸箱内部所产生的水汽、冷凝水等渗入纸箱内部，从而破坏纸箱结构，造成纸箱塌陷失

效，同时纸箱侧壁和下翻盖采用双层保护膜也可以增强纸箱的抗压强度。  本实用新型结构

简单，生产成本低廉，特别适用于冷藏、冷链产品的包装运输。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展开后，面纸层朝上的纸板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3是图1中A-A处的剖视图；

[0019] 图4是图3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5是图1翻转后，内保护膜仅能覆盖纸箱侧壁里纸层表面的纸箱展开后的纸板示

意图；

[0021] 图6是图1翻转后，内保护膜覆盖纸箱侧壁及部分下翻盖里纸层表面的纸箱展开后

的纸板示意图；

[0022] 图7是图1翻转后，内保护膜覆盖纸箱侧壁、部分上翻盖及部分下翻盖里纸层表面

的纸箱展开后的纸板示意图；

[0023] 图8是图1翻转后，内保护膜覆盖纸箱侧壁及下翻盖里纸层表面的纸箱展开后的纸

板示意图；

[0024] 图9是图1翻转后，内保护膜覆盖纸箱侧壁、下翻盖及部分上翻盖里纸层表面的纸

箱展开后的纸板示意图；

[0025] 图10是瓦楞纸层为两层的本实用新型的纸板截面图；

[0026] 图11是图10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7] 图中，1翻盖、11上翻盖、12下翻盖、2纸箱侧壁、101面纸层、102里纸层、103瓦楞纸

层、104外保护膜、105内保护膜、106芯纸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与几个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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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内覆膜纸箱，包括翻盖1、纸箱侧壁2，翻盖1包括上翻盖11、

下翻盖12，所述翻盖1、纸箱侧壁2包括面纸层101、里纸层102、和夹于面纸层101与里纸层

102之间的瓦楞纸层103，面纸层101表面设有外保护膜104，里纸层102表面设有内保护膜

105，所述内保护膜105的面积小于里纸层102表面面积。所述内保护膜105仅能完全覆盖纸

箱侧壁2里纸层102的表面；所述内保护膜105可采用为里纸层102覆PET可降解塑料膜获得；

所述瓦楞纸层103为单层结构。

[0031] 实施例2

[0032] 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能够完全覆盖

纸箱侧壁2里纸层102表面的同时，会覆盖下翻盖12的部分里纸层102。

[0033] 实施例3

[0034] 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还会覆盖上翻

盖11的部分里纸层102。

[0035] 实施例4

[0036]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能够完全覆盖

纸箱侧壁2里纸层102表面的同时，还能够完全覆盖下翻盖12的里纸层102。

[0037] 实施例5

[0038] 如图9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内保护膜105还能覆盖上翻

盖11的部分里纸层102。

[0039] 实施例6

[0040] 如图10、图11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所述瓦楞纸层103为两

层，瓦楞纸层与瓦楞纸层之间设有芯纸层106。

[0041] 上述各实施例的图中虚线代表的是纸板在制成纸箱过程的压痕（折痕）。

[0042] 其他具有三层、五层甚至七层结构的纸箱，与实施例6的结构类似，对于本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人员来说，这种结构上的改变也属于常规技术，所以这里不再进行详细的说明。

[0043]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生产纸箱纸板的时候，实际是对纸板的里纸层102表

面进行局部精准覆膜，这样内保护膜105和外保护膜104之间的水分可以利用纸张的虹吸效

应，由内保护膜105和外保护膜104之间移动到未覆有内保护膜的区域，从而加速纸板的干

燥，也基本不会形成气泡，这样就解决了纸箱面纸层104与里纸层105均全覆膜所造成的干

燥困难问题。

[0044] 常用纸箱的抗压强度，主要依靠的是纸箱侧壁2，所以本实用新型对纸箱侧壁2的

里纸层105覆上内保护膜105以后，会使纸箱在抗压强度方面进一步加强。而且实验也证明，

冷链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水汽很难单纯通过翻盖的未覆膜区域进入纸箱内部结构，进而破

坏纸箱结构，所以为纸箱侧壁2覆膜，是本实用新型最重要的技术内容。

[0045] 从上面的论述以及实验验证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生产成本低廉，特别

适用于冷藏、冷链产品的包装运输。

[0046] 本实用新型在内保护膜105和外保护膜104覆制前，均可在面纸层101和里纸层102

上印刷各种精美的图案，纸箱内部印刷图案，可以作为简单的防伪手段，也进一步使本实用

新型的包装纸箱更加美观，为纸箱内产品增加附加值。

[0047] 本实用新型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采用现有技术实现，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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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具体实施方式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也并不仅限于上述具体

实施方式，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

加或替换，也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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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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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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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图 10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3

CN 210652107 U

13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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