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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办公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包括桌面，桌

面下端固定连接有四个桌脚，四个桌脚下端均固

定连接有万向轮，万向轮设有刹车机构，桌面上

端对称设有两个储物柜，两个储物柜前后两侧均

设有储物柜门，两侧储物柜门均设有储物柜把

手，两个储物柜上端设有支撑板，支撑板前后两

侧均设有磁条，支撑板上端设有横向立板，横向

立板两侧对称设有一对文件放置架机构，文件放

置架机构包括设置于横向立板两侧的两个纵向

立板；本实用新型用于分类存放学生资助文件，

防止文件的表面累积灰尘，使该装置方便办公、

方便移动、方便存取文件以及方便查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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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包括桌面(1)，其特征在于：所述桌面(1)下端固定连

接有四个桌脚(11)，四个所述桌脚(11)下端均固定连接有万向轮(12)，所述万向轮(12)设

有刹车机构，所述桌面(1)上端对称设有两个储物柜(2)，两个所述储物柜(2)前后两侧均设

有储物柜门(21)，两侧所述储物柜门(21)均设有储物柜把手(22)，两个所述储物柜(2)上端

设有支撑板(3)，所述支撑板(3)前后两侧均设有磁条(31)，所述支撑板(3)上端设有横向立

板(32)，所述横向立板(32)两侧对称设有一对文件放置架机构，所述文件放置架机构包括

设置于横向立板(32)两侧的两个纵向立板(33)，两个所述纵向立板(33)之间转动连接有第

一转轴(4)、第二转轴(5)和第三转轴(6)，所述第一转轴(4)两侧对称设有两个第一齿轮

(41)，两个所述第一齿轮(41)均装配有Z形杆(411)，所述Z形杆(411)套设有第一限位环

(321)和第二限位环(322)，所述第一限位环(321)和第二限位环(322)均与纵向立板(33)固

定连接，所述Z形杆(411)设有与第一齿轮(41)啮合的上齿(412)，所述第一转轴(4)一侧焊

接有与磁条(31)相匹配的金属门(42)，所述金属门(42)设有透明观察窗(43)，所述金属门

(42)一侧设有门把手(44)，所述第二转轴(5)两侧对称设有两个第二齿轮(51)，所述Z形杆

(411)设有与第二齿轮(51)相啮合的下齿(413)，所述第二转轴(5)固定连接有若干个第一

透明文件箱(52)，所述第三转轴(6)两侧对称设有两个与下齿(413)啮合的第三齿轮(61)，

所述第三转轴(6)固定连接有若干个第二透明文件箱(6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其特征在于：四个所述桌脚

(11)左右两侧桌脚(11)均焊接有稳定杆(1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桌面(1)四

个桌角均导有圆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其特征在于：所述门把手(44)

横截面为圆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明文

件箱(52)与第二透明文件箱(62)的开口处均设有圆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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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办公用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

背景技术

[0002] 在学校办公室内办公时，处理学生的资助文件是日常事务，资助文件通常种类种

类繁多，需要分类放置，并且都需要时常查阅，对齐签字盖章等处理，现有的文件放置架，结

构功能单一，不方便查找文件，不方便移动，不能最大的发挥放置架的使用性能，在长时间

的放置使用后，很容易在文件的表面累积灰尘，影响资助文件的质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旨在提供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用于分类存放学

生资助文件，同时防止文件的表面累积灰尘，另外该装置还有方便办公、方便移动、方便存

取文件以及方便查找文件等优点。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包括桌面，所述桌面下端固定连接有四个桌脚，四

个所述桌脚下端均固定连接有万向轮，所述万向轮设有刹车机构，所述桌面上端对称设有

两个储物柜，两个所述储物柜前后两侧均设有储物柜门，两侧所述储物柜门均设有储物柜

把手，两个所述储物柜上端设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前后两侧均设有磁条，所述支撑板上端

设有横向立板，所述横向立板两侧对称设有一对文件放置架机构，所述文件放置架机构包

括设置于横向立板两侧的两个纵向立板，两个所述纵向立板之间转动连接有第一转轴、第

二转轴和第三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两侧对称设有两个第一齿轮，两个所述第一齿轮均装配

有Z形杆，所述  Z形杆套设有第一限位环和第二限位环，所述第一限位环和第二限位环均与

纵向立板固定连接，所述Z形杆设有与第一齿轮啮合的上齿，所述第一转轴一侧焊接有与磁

条相匹配的金属门，所述金属门设有透明观察窗，所述金属门一侧设有门把手，所述第二转

轴两侧对称设有两个第二齿轮，所述Z形杆设有与第二齿轮相啮合的下齿，所述第二转轴固

定连接有若干个第一透明文件箱，所述第三转轴两侧对称设有两个与下齿啮合的第三齿

轮，所述第三转轴固定连接有若干个第二透明文件箱。

[0006] 采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设置桌面便于取拿文件后直接办公；桌脚下端固定连

接有万向轮，使得整个放置架移动方便，该万向轮设有刹车机构，可以将整个装置固定在原

地；设置储物柜，便于存放办公用品，储物柜前后两侧设置储物柜门，使得两侧均可存取办

公用品；储物柜设置在桌面左右两侧，两个储物柜之间就形成一个空隙，便于桌面前后两侧

办公人员面对面交流以及传递文件；第一透明文件箱和第二透明文件箱配合透明观察窗，

办公人员可以直观的看到文件内容；Z形杆与第一限位环和第二限位环滑动连接，第一限位

环和第二限位环就对Z形杆限位，使得Z形杆只能上下移动；第一转轴、第二转轴和第三转轴

与两个纵向立板转动连接，使得金属门、第一透明文件箱和第二透明文件箱可以转动；使用

时，打开正面的金属门，第一转轴逆时针方向转动，带动第一齿轮逆时针方向转动，第一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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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带动Z  形杆向下运动，Z形杆向下运动带动第二齿轮和第三齿轮顺时针方向转动，第二齿

轮和第三齿轮顺时针方向转动分别带动第二转轴和第三转轴顺时针方向转动，第二转轴和

第三转轴顺时针方向转动带动第一透明文件箱和第二透明文件箱顺时针方向转动，使其从

前至后从上至下倾斜，这样便于存取文件；将文件置于透明文件箱内后，关闭正面的金属

门，带动第一透明文件箱和第二透明文件箱逆时针方向转动，使其竖立纵向立板内，这样可

以直观的看到文件内容，方便查找，同时对文件起保护作用，防止文件表面累积灰尘；设有

若干个透明文件箱，便于文件分类放置；横向立板两侧对称设有一对文件放置架机构，可以

双人同时办公以及储存更多文件；本实用新型用于分类存放学生资助文件，同时防止文件

的表面累积灰尘，另外该装置还有方便办公、方便移动、方便存取文件以及方便查找文件等

优点。

[0007] 进一步限定，四个所出桌脚左右两侧桌脚焊接有稳定杆。这样的结构，使整个装置

更加稳固。

[0008] 进一步限定，所述桌面四个桌角均导有圆角。这样的结构，结构合理且增大该装置

的安全性。

[0009] 进一步限定，所述门把手横截面为圆形。这样的结构，可以提升手的握持感。

[0010] 进一步限定，所述第一透明文件箱与第二透明文件箱的开口处均设有圆弧槽。这

样的结构，便于文件取出。

[0011] 本实用新型相比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2] 1、使用时，打开正面的金属门，第一转轴逆时针方向转动，带动第一齿轮逆时针方

向转动，第一齿轮带动Z形杆向下运动，Z形杆向下运动带动第二齿轮和第三齿轮顺时针方

向转动，第二齿轮和第三齿轮顺时针方向转动分别带动第二转轴和第三转轴顺时针方向转

动，第二转轴和第三转轴顺时针方向转动带动第一透明文件箱和第二透明文件箱顺时针方

向转动，使其从前至后从上至下倾斜，这样便于存取文件；

[0013] 2、将文件置于透明文件箱内后，关闭正面的金属门，带动第一透明文件箱和第二

透明文件箱逆时针方向转动，使其竖立纵向立板内，这样可以直观的看到文件内容，方便查

找，同时对文件起保护作用，防止文件表面累积灰尘；

[0014] 3、设有若干个透明文件箱，便于文件分类放置；

[0015] 4、设置储物柜，便于存放办公用品，储物柜前后两侧设置储物柜门，使得两侧均可

存取办公用品；储物柜设置在桌面左右两侧，两个储物柜之间就形成一个空隙，便于桌面前

后两侧办公人员面对面交流以及传递文件；

[0016] 5、横向立板两侧对称设有一对文件放置架机构，可以双人同时办公以及储存更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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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实施例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图1中A处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实施例的第一限位环局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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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022]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如下：

[0023] 桌面1、桌脚11、稳定杆111、万向轮12、储物柜2、储物柜门21、储物柜把手22、支撑

板3、磁条31、横向立板32、纵向立板33、第一转轴4、第一齿轮41、Z形杆411、第一限位环321、

第二限位环322、上齿412、下齿413、金属门42、透明观察窗43、门把手44、第二转轴5、第二齿

轮51、第一透明文件箱52、第三转轴6、第三齿轮61、第二透明文件箱  62。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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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如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学生资助文件分类放置架，包括桌面1，桌面1下

端固定连接有四个桌脚11，四个桌脚11下端均固定连接有万向轮12，万向轮12设有刹车机

构，桌面1上端对称设有两个储物柜2，两个储物柜2前后两侧均设有储物柜门21，两侧储物

柜门21均设有储物柜把手22，两个储物柜2上端设有支撑板3，支撑板3前后两侧均设有磁条 

31，支撑板3上端设有横向立板32，横向立板32两侧对称设有一对文件放置架机构，文件放

置架机构包括设置于横向立板32两侧的两个纵向立板33，两个纵向立板33之间转动连接有

第一转轴4、第二转轴5和第三转轴6，第一转轴4两侧对称设有两个第一齿轮41，两个第一齿

轮41均装配有Z形杆411，Z形杆411套设有第一限位环321和第二限位环322，第一限位环321

和第二限位环322均与纵向立板33固定连接，Z形杆411设有与第一齿轮41 啮合的上齿412，

第一转轴4一侧焊接有与磁条31相匹配的金属门42，金属门42设有透明观察窗43，金属门42

一侧设有门把手44，第二转轴5两侧对称设有两个第二齿轮51，Z形杆411设有与第二齿轮51

相啮合的下齿413，第二转轴5固定连接有若干个第一透明文件箱  52，第三转轴6两侧对称

设有两个与下齿413啮合的第三齿轮61，第三转轴6固定连接有若干个第二透明文件箱62。

[0026] 采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设置桌面1便于取拿文件后直接办公；桌脚11下端固定

连接有万向轮12，使得整个放置架移动方便，该万向轮12设有刹车机构，可以将整个装置固

定在原地；设置储物柜2，便于存放办公用品，储物柜2前后两侧设置储物柜门21，使得两侧

均可存取办公用品；储物柜2设置在桌面1左右两侧，两个储物柜2之间就形成一个空隙，便

于桌面前后两侧办公人员面对面交流以及传递文件；第一透明文件箱52和第二透明文件箱 

62配合透明观察窗43，办公人员可以直观的看到文件内容；Z形杆411与第一限位环321和第

二限位环322滑动连接，第一限位环321和第二限位环322就对Z形杆411限位，使得Z  形杆

411只能上下移动；第一转轴4、第二转轴5和第三转轴6与两个纵向立板33转动连接，使得金

属门42、第一透明文件箱52和第二透明文件箱62可以转动；使用时，打开正面的金属门42，

第一转轴4逆时针方向转动，带动第一齿轮41逆时针方向转动，第一齿轮41带动  Z形杆411

向下运动，Z形杆411向下运动带动第二齿轮51和第三齿轮61顺时针方向转动，第二齿轮51

和第三齿轮61顺时针方向转动分别带动第二转轴5和第三转轴6顺时针方向转动，第二转轴

5和第三转轴6顺时针方向转动带动第一透明文件箱52和第二透明文件箱62  顺时针方向转

动，使其从前至后从上至下倾斜，这样便于存取文件；将文件置于透明文件箱内后，关闭正

面的金属门42，带动第一透明文件箱52和第二透明文件箱62逆时针方向转动，使其竖立纵

向立板33内，这样可以直观的看到文件内容，方便查找，同时对文件起保护作用，防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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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累积灰尘；设有若干个透明文件箱，便于文件分类放置；横向立板32两侧对称设有一对

文件放置架机构，可以双人同时办公以及储存更多文件；本实用新型用用于分类存放学生

资助文件，同时防止文件的表面累积灰尘，另外该装置还有方便办公、方便移动、方便存取

文件以及方便查找文件等优点。

[0027] 优选四个桌脚11左右两侧桌脚11焊接有稳定杆111。这样的结构，使整个装置更加

稳固。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使用其他的能够让整个装置更加稳固的结构。

[0028] 优选桌面1四个桌角均导有圆角。这样的结构，结构合理且增大该装置的安全性。

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使用其他的结构合理且能增强该装置的安全性的倒角方

式。

[0029] 优选门把手44横截面为圆形。这样的结构，可以提升手的握持感。实际上，也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使用其他能够提升握持感的横截面形状。

[0030] 优选第一透明文件箱52与第二透明文件箱62的开口处均设有圆弧槽。这样的结

构，便于文件取出。实际上，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使用其他能方便文件取出的结构。

[0031] 上述实施例仅示例性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实用新

型。任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

修饰或改变。因此，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所揭示的精神

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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