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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属于办公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包括箱体、固定盖和箱

盖，右侧壁上端面开设有第一凹槽，前侧壁和后

侧壁均横向开设有第二凹槽，第一凹槽内安装有

第一带轮和两个第二带轮，第一带轮上固定安装

有旋转轴，旋转轴上安装有握持块，第二带轮固

定安装在丝杆上，第一带轮和两个第二带轮间绕

设有皮带，固定盖于皮带上方安装有压带轮，箱

体内安装有若干隔板，连接板自由端固定连接有

滑套，靠近右侧壁的一个隔板的滑套内壁开设有

与丝杆相匹配的内螺纹，箱盖与箱体铰接。其目

的是：解决现有档案箱结构缺陷导致的使用不便

和在存放档案较少时，无法对档案形成有效支撑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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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固定盖(2)和箱盖(3)，所述箱体

(1)包括前侧壁(11)、后侧壁(12)、左侧壁(13)和右侧壁(14)，所述右侧壁(14)上端面开设

有第一凹槽(141)，所述前侧壁(11)和后侧壁(12)均横向开设有第二凹槽(142)，所述第一

凹槽(141)内安装有第一带轮(15)和两个第二带轮(16)，所述固定盖(2)下端面也开设有第

一凹槽(141)和第二凹槽(142)，所述第一带轮(15)上固定安装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穿过

右侧壁(14)于右侧壁(14)外侧固定安装有握持块(150)，所述第二凹槽(142)内安装有丝杆

(4)，所述第二带轮(16)固定安装在丝杆(4)上，所述第一带轮(15)和两个第二带轮(16)间

绕设有皮带(17)，所述固定盖(2)固定安装在箱体(1)上，所述固定盖(2)于皮带(17)上方安

装有压带轮(21)，所述箱体(1)内安装有若干隔板(5)，所述隔板(5)两侧于丝杆(4)对应位

置一体成型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自由端固定连接有滑套(51)，靠近右侧壁(14)的一个所

述隔板(5)的滑套(51)内壁开设有与丝杆(4)相匹配的内螺纹，所述箱盖(3)与箱体(1)铰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盖(2)上端面开

设有若干阶梯孔(22)，所述箱体(1)于阶梯孔(22)对应位置开设有螺纹孔(23)，所述螺纹孔

(23)内螺接有固定螺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右侧壁(14)上端面和

固定盖(2)下端面于第一带轮(15)两侧均开设第一轴承槽(151)，所述第一轴承槽(151)内

安装有第一轴承，所述第一轴承固定安装于旋转轴上，所述右侧壁(14)上端面和固定盖(2)

下端面于第二带轮(16)两侧均开设第二轴承槽(161)，所述第二轴承槽(161)内安装有第二

轴承(162)，所述第二轴承固定安装于丝杆(4)上，所述丝杆(4)自由端安装有第三轴承，所

述左侧壁(13)和固定盖(2)上开设有与第三轴承相匹配的第三轴承槽(16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带轮(21)上安装有

支架(211)，所述支架(211)上固定连接有连接杆(212)，所述连接杆(212)自由端一体成型

有圆柱台(213)，所述圆柱台(213)外壁开设有外螺纹，所述圆柱台(213)通过外螺纹螺接有

螺母(214)，所述固定盖(2)上开设有与支架(211)相匹配的支架槽(201)，所述连接杆(212)

于支架槽(201)内套设有压缩弹簧(20)，所述固定盖(2)上开设有与连接杆(212)相匹配的

通孔，所述固定盖(2)上端面于通孔对应位置还开设有沉孔(202)，所述螺母(214)位于沉孔

(202)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带轮(15)、第二

带轮(16)和压带轮(21)边缘均设有环形护边(16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盖(3)前端面开设

有槽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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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办公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

背景技术

[0002] 档案来源于文件。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地转化而来的，这里的“文件”是指广义文

件，即一切由文字、图表、声像等形式形成的各种材料。档案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价值

阶段的不同形态，两者具有同源性和阶段性的共性，也具有实效、功用、离合等个性差异。从

文件到档案是一个批判继承的辩证运动过程。从信息的内容和形式来说，两者完全相同的，

但从时效、价值和系统性上来说，档案是对文件的不断扬弃。首先是时效性批判，档案是已

经办理完毕的文件；其次是价值评判，档案是办理完毕的文件中具有保存价值的部分；最后

是系统性批判，档案是把分散状态的文件按一定逻辑规律整理而成的信息单元。

[0003] 虽然目前大部分档案资料利用电子形式进行储存，但是为了提高资料的安全性，

纸质档案还是不能缺少的。

[0004]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号：CN207607269U)公开了一种人力资源档案箱，其特征

在于，包括顶部带有箱门的长方体箱体、多个隔板和压紧螺杆；所述箱体长度方向上相对的

两内侧壁上分别设有相互对应的凹槽组，所述凹槽组包括上下平行于箱体底部设置的两个

凹槽，所述凹槽内沿箱体的长度方向设有平行于箱体底部的滑竿；多个所述隔板平行于箱

体宽度方向的侧壁设于箱体内，多个所述隔板与所述凹槽位置相对的侧壁向外延伸形成挂

耳，所述挂耳滑动套设于所述滑竿上；所述压紧螺杆穿过箱体宽度方向一侧的侧壁中心与

箱体的侧壁螺纹连接，且压紧螺杆垂直于所述隔板设置。

[0005] 通过压紧螺杆对隔板进行挤压，对存放的档案进行支撑，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当存

放档案较多时，会有很长一段压紧螺杆暴露在档案箱以外，增大占地面积，使用不便；当存

放档案较少时，压紧螺杆的行程较短，会存在无法对隔板进行有效支撑，导致档案散乱的问

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旨在提供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用来解决现有档案箱结构

缺陷导致的使用不便和在存放档案较少时，无法对档案形成有效支撑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包括箱体、固定盖和箱盖，所述箱体包括前侧壁、后侧壁、左

侧壁和右侧壁，所述右侧壁上端面开设有第一凹槽，所述前侧壁和后侧壁均横向开设有第

二凹槽，所述第一凹槽内安装有第一带轮和两个第二带轮，所述固定盖下端面也开设有第

一凹槽和第二凹槽，所述第一带轮上固定安装有旋转轴，所述旋转轴穿过右侧壁于右侧壁

外侧固定安装有握持块，所述第二凹槽内安装有丝杆，所述第二带轮固定安装在丝杆上，所

述第一带轮和两个第二带轮间绕设有皮带，所述固定盖固定安装在箱体上，所述固定盖于

皮带上方安装有压带轮，所述箱体内安装有若干隔板，所述隔板两侧于丝杆对应位置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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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自由端固定连接有滑套，靠近右侧壁的一个所述隔板的滑套内

壁开设有与丝杆相匹配的内螺纹，所述箱盖与箱体铰接。

[0009] 进一步限定，所述固定盖上端面开设有若干阶梯孔，所述箱体于阶梯孔对应位置

开设有螺纹孔，所述螺纹孔内螺接有固定螺栓。这样的结构设计，通过固定螺栓把固定盖和

箱体固定连在一起，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0010] 进一步限定，所述右侧壁上端面和固定盖下端面于第一带轮两侧均开设第一轴承

槽，所述第一轴承槽内安装有第一轴承，所述第一轴承固定安装于旋转轴上，所述右侧壁上

端面和固定盖下端面于第二带轮两侧均开设第二轴承槽，所述第二轴承槽内安装有第二轴

承，所述第二轴承固定安装于丝杆上，所述丝杆自由端安装有第三轴承，所述左侧壁和固定

盖上开设有与第三轴承相匹配的第三轴承槽。这样的结构设计，旋转轴和丝杆分别通过第

一轴承、第二轴承和第三轴承固定在箱体和固定盖之间，可减少旋转轴和丝杆与箱体和固

定盖之间的摩擦力，延长使用寿命，同时使得使用时更加流畅。

[0011] 进一步限定，所述压带轮上安装有支架，所述支架上固定连接有连接杆，所述连接

杆自由端一体成型有圆柱台，所述圆柱台外壁开设有外螺纹，所述圆柱台通过外螺纹螺接

有螺母，所述固定盖上开设有与支架相匹配的支架槽，所述连接杆于支架槽内套设有压缩

弹簧，所述固定盖上开设有与连接杆相匹配的通孔，所述固定盖上端面于通孔对应位置还

开设有沉孔，所述螺母位于沉孔内。这样的结构设计，压带轮通过支架、连接杆和螺母安装

在固定盖上，并通过压缩弹簧按压，使得压带轮始终顶靠在皮带上，保证皮带的张紧度，结

构简单，实用性强。

[0012] 进一步限定，所述第一带轮、第二带轮和压带轮边缘均设有环形护边。这样的结构

设计，通过环形护边对皮带的位置进行限定，可避免皮带在使用中滑出第一带轮、第二带轮

和压带轮。

[0013] 进一步限定，所述箱盖前端面开设有槽口。这样的结构设计，通过槽口作为箱盖的

把手使用，不另外占用空间，使用较为方便。

[001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

[0015] 1、档案箱外壁只有长度尺寸偏小的握持块，丝杆位于档案箱内，减小了档案箱所

占用的空间，使用更加方便；

[0016] 2、丝杆的行程贯穿整个档案箱，即便档案箱内的档案很少，挡板也可对档案形成

有效的支撑，解决了当存放档案较少时，无法对隔板进行有效支撑，导致档案散乱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7] 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附图给出的非限定性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实施例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2中A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图3中C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实施例中去除固定盖和箱盖后的结构示意

图；

[0023] 图6为图5中B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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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实施例中箱盖打开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实施例中箱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6]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如下：

[0027] 箱体1、前侧壁11、后侧壁12、左侧壁13、右侧壁14、第一凹槽141、第二凹槽142、第

一带轮15、握持块150、第一轴承槽151、第二带轮16、环形护边160、第二轴承槽161、第二轴

承162、第三轴承槽163、皮带17、固定盖2、压缩弹簧20、支架槽201、沉孔202、压带轮21、支架

211、连接杆212、圆柱台213、螺母214、阶梯孔22、螺纹孔23、箱盖3、槽口31、丝杆4、隔板5、滑

套51。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

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

[0029] 如图1～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包括箱体1、固定盖2和箱盖

3，箱体1包括前侧壁11、后侧壁12、左侧壁13和右侧壁14，右侧壁14上端面开设有第一凹槽

141，前侧壁11和后侧壁12均横向开设有第二凹槽142，第一凹槽141内安装有第一带轮15和

两个第二带轮16，固定盖2下端面也开设有第一凹槽141和第二凹槽142，第一带轮15上固定

安装有旋转轴，旋转轴穿过右侧壁14于右侧壁14外侧固定安装有握持块150，第二凹槽142

内安装有丝杆4，第二带轮16固定安装在丝杆4上，第一带轮15和两个第二带轮16间绕设有

皮带17，固定盖2固定安装在箱体1上，固定盖2于皮带17上方安装有压带轮21，箱体1内安装

有若干隔板5，隔板5两侧于丝杆4对应位置一体成型有连接板，连接板自由端固定连接有滑

套51，靠近右侧壁14的一个隔板5的滑套51内壁开设有与丝杆4相匹配的内螺纹，箱盖3与箱

体1铰接。

[0030] 固定盖2上端面开设有若干阶梯孔22，箱体1于阶梯孔22对应位置开设有螺纹孔

23，螺纹孔23内螺接有固定螺栓。这样的结构设计，通过固定螺栓把固定盖2和箱体1固定连

在一起，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0031] 右侧壁14上端面和固定盖2下端面于第一带轮15两侧均开设第一轴承槽151，第一

轴承槽151内安装有第一轴承，第一轴承固定安装于旋转轴上，右侧壁14上端面和固定盖2

下端面于第二带轮16两侧均开设第二轴承槽161，第二轴承槽161内安装有第二轴承162，第

二轴承固定安装于丝杆4上，丝杆4自由端安装有第三轴承，左侧壁13和固定盖2上开设有与

第三轴承相匹配的第三轴承槽163。这样的结构设计，旋转轴和丝杆4分别通过第一轴承、第

二轴承162和第三轴承固定在箱体1和固定盖2之间，可减少旋转轴和丝杆4与箱体1和固定

盖2之间的摩擦力，延长使用寿命，同时使得使用时更加流畅。

[0032] 压带轮21上安装有支架211，支架211上固定连接有连接杆212，连接杆212自由端

一体成型有圆柱台213，圆柱台213外壁开设有外螺纹，圆柱台231通过外螺纹螺接有螺母

214，固定盖2上开设有与支架211相匹配的支架槽201，连接杆212于支架槽201内套设有压

缩弹簧20，固定盖2上开设有与连接杆212相匹配的通孔，固定盖2上端面于通孔对应位置还

开设有沉孔202，螺母214位于沉孔202内。这样的结构设计，压带轮21通过支架211、连接杆

212和螺母214安装在固定盖2上，并通过压缩弹簧20按压，使得压带轮21始终顶靠在皮带17

上，保证皮带17的张紧度，结构简单，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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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第一带轮15、第二带轮16和压带轮21边缘均设有环形护边160。这样的结构设计，

通过环形护边160对皮带17的位置进行限定，可避免皮带17在使用中滑出第一带轮15、第二

带轮16和压带轮21。

[0034] 箱盖3前端面开设有槽口31。这样的结构设计，通过槽口31作为箱盖3的把手使用，

不另外占用空间，使用较为方便。

[0035] 本实施例中，使用时，档案放置在箱体1内，并由隔板5相互隔开，放置完成后，通过

对握持块150的旋转，使得第一带轮15旋转，进而通过皮带17带动两个第二带轮16旋转，带

动丝杆4旋转，使得最带有内螺纹的滑套15对应的隔板5向左侧板13方向移动，对档案进行

挤压，当档案两个挡板5之间的档案较少或没有档案时，最右侧的隔板5通过滑套51把其余

隔板5依次向左推动，当档案较多时，最右侧的隔板5通过档案把其余隔板5依次向左推动；

当需要取用或存放新的档案时，反向旋转握持块5即可。

[0036]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科研管理档案箱进行了详细介绍。具体实施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若干改进和

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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