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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童车车架及设有该车架的童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揭露了一种童车车架及设有该

车架的童车，所述车架包括推把、第一连杆、第二

连杆、第三连杆、前脚、后脚，所述第一连杆与第

二连杆上侧均与推把转动连接，下侧均与第三连

杆转动连接，且推把、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

连杆构成为一四连杆结构；前脚后侧与第一连杆

或第三连杆转动连接，或前脚后侧、第一连杆、第

三连杆同轴转动连接；所述后脚前侧与前脚转动

连接，且第二连杆还与后脚转动连接；当要折叠

车架与童车时，只需使得推把下侧往后下方旋转

移动并同时使得推把上侧往前旋转，车架其他组

件即可非常容易地联动旋转而相互靠近，从而折

叠操作非常省力；而且车架折叠后各组件相对靠

近，从而体积小，方便存放、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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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童车车架，其可在展开状态与折叠状态之间转换，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架包括推

把、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前脚、后脚，所述第一连杆与第二连杆上侧均与所述推

把转动连接并连接于推把不同的位置，第一连杆与第二连杆下侧均与所述第三连杆转动连

接并连接于第三连杆不同的位置，且所述推把、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构成为一四

连杆结构；所述前脚后侧与所述第一连杆或第三连杆转动连接，或所述前脚后侧与第一连

杆、第三连杆同轴转动连接；所述后脚前侧与前脚转动连接，且所述第二连杆还与后脚转动

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连杆上侧与第一连杆转动连

接，下侧与第二连杆转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杆与后脚交叉转动连接，

且所述第二连杆的两侧分别与推把、第三连杆转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脚后侧绕第一转轴旋转

地与所述第一连杆或第三连杆连接，或所述前脚后侧、第一连杆、第三连杆通过第一转轴同

轴转动连接；所述后脚前侧绕第二转轴旋转地与前脚连接，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

下时，所述第一转轴位于第二转轴后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杆绕第三转轴旋转地连接

于后脚，所述第二转轴位于第三转轴前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连杆下侧绕第四转轴旋转地

连接于第二连杆下侧，所述第四转轴位于第三转轴下侧。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杆上侧绕第五转轴旋转地

连接于推把，所述第二连杆上侧绕第六转轴旋转地连接于推把，所述第五转轴位于所述第

六转轴上侧。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前脚后侧、第一连杆、第三

连杆一起通过所述第一转轴同轴转动连接时，所述第一转轴位于第四转轴上侧；或，当所述

前脚后侧与所述第一连杆、第三连杆不同轴转动连接时，所述第三连杆上侧绕第七转轴旋

转地与第一连杆下侧连接，所述第七转轴位于第四转轴上侧。

9.根据权利要求1至3、5至7任一项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脚前下部连接

有前轮，所述后脚后下部连接有后轮。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脚前下部连接有前轮，所述后

脚后下部连接有后轮。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童车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脚前下部连接有前轮，所述后

脚后下部连接有后轮。

12.一种童车，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至11中任一项所述的童车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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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童车车架及设有该车架的童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婴幼儿产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童车车架及设有该车架的童车。

背景技术

[0002] 童车一般设置为可折叠形式，从而在需要存放或携带时，可将童车折叠起来，以减

少童车的体积，进而减少其所占的空间。童车一般包括可在展开状态与折叠状态之间转换

的车架，不同的童车其车架结构也不一样，而童车的车架结构决定了其折叠操作以及折叠

后的体积大小，有些童车的折叠操作特别费力，而这对于抱着孩子的父母来说是一种负担；

有些童车折叠后体积很大，很占地方，从而不便于存放以及携带。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缺点，提供一种童车车架及设有该车架的童车，

其折叠操作省力，而且折叠后体积小，方便存放、携带。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童车车架，其可在展开状态与折叠状态之间转换，所述车架包括推把、第一连

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前脚、后脚，所述第一连杆与第二连杆上侧均与所述推把转动连接

并连接于推把不同的位置，第一连杆与第二连杆下侧均与所述第三连杆转动连接并连接于

第三连杆不同的位置，且所述推把、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构成为一四连杆结构；所

述前脚后侧与所述第一连杆或第三连杆转动连接，或所述前脚后侧与第一连杆、第三连杆

同轴转动连接；所述后脚前侧与前脚转动连接，且所述第二连杆还与后脚转动连接。

[0006] 所述第三连杆上侧与第一连杆转动连接，下侧与第二连杆转动连接。

[0007] 所述第二连杆与后脚交叉转动连接，且所述第二连杆的两侧分别与推把、第三连

杆转动连接。

[0008] 所述前脚后侧绕第一转轴旋转地与所述第一连杆或第三连杆连接，或所述前脚后

侧、第一连杆、第三连杆通过第一转轴同轴转动连接；所述后脚前侧绕第二转轴旋转地与前

脚连接，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一转轴位于第二转轴后侧。

[0009] 所述第二连杆绕第三转轴旋转地连接于后脚，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

时，所述第二转轴位于第三转轴前侧。

[0010] 所述第三连杆下侧绕第四转轴旋转地连接于第二连杆下侧，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

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四转轴位于第三转轴下侧。

[0011] 所述第一连杆上侧绕第五转轴旋转地连接于推把，所述第二连杆上侧绕第六转轴

旋转地连接于推把，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五转轴位于所述第六转轴

上侧。

[0012] 当所述前脚后侧、第一连杆、第三连杆一起通过所述第一转轴同轴转动连接时，在

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一转轴位于第四转轴上侧；或，当所述前脚后侧与

所述第一连杆、第三连杆不同轴转动连接时，所述第三连杆上侧绕第七转轴旋转地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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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下侧连接，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七转轴位于第四转轴上侧。

[0013] 所述前脚前下部连接有前轮，所述后脚后下部连接有后轮。

[0014] 一种童车，包括上述童车车架。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6] 因为本实用新型童车车架及童车采用了上述结构，从而本实用新型童车车架及有

该童车车架的童车折叠操作省力，而且折叠后的体积小，方便存放、携带。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童车处于展开状态下的平面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童车处于展开状态下的立体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童车处于折叠过程中的平面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童车处于折叠过程中的立体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童车处于折叠状态下的平面放大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童车处于折叠状态下的立体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至6所示，本实用新型童车车架可在展开状态与折叠状态之间转换，所述车

架包括推把1、第一连杆2、第二连杆3、第三连杆4、前脚5、后脚6，所述第一连杆2与第二连杆

3上侧均与所述推把1转动连接并连接于推把1不同的位置，第一连杆2与第二连杆3下侧均

与所述第三连杆4转动连接并连接于第三连杆4不同的位置，且所述推把1、第一连杆2、第二

连杆3、第三连杆4构成为一四连杆结构；所述前脚5后侧与所述第一连杆2或第三连杆4转动

连接，或所述前脚5后侧与第一连杆2、第三连杆4同轴转动连接；所述后脚6前侧与前脚5转

动连接，且所述第二连杆3还与后脚6转动连接。

[002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三连杆4上侧与第一连杆2转动连接，下侧与第二连杆3转动

连接。

[0025] 所述第二连杆3与后脚6交叉转动连接，且所述第二连杆3的两侧分别与推把1、第

三连杆4转动连接。

[0026] 所述前脚5后侧绕第一转轴旋转地与所述第一连杆2或第三连杆4连接，或所述前

脚5后侧、第一连杆2、第三连杆4通过第一转轴51同轴转动连接；所述后脚6前侧绕第二转轴

52旋转地与前脚5连接，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一转轴51位于第二转轴

52后侧。如此，在车架折叠过程过程中，所述前脚5能以所述第二转轴52为旋转轴相对后脚6

旋转。较佳的，所述所述第一转轴51位于第二转轴52后上侧。

[0027] 较佳的，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前脚5后侧、第一连杆2下侧、第三连杆4前侧通过第一

转轴51同轴转动连接，从而组装更方便，而且车架整体更简洁。

[0028] 所述第二连杆3绕第三转轴31旋转地连接于后脚6，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

下时，所述第二转轴52位于第三转轴31前侧。所述第三连杆4下侧绕第四转轴32旋转地连接

于第二连杆3下侧，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四转轴32位于第三转轴31下

侧。如此设置，在第二连杆3往后下方旋转时，其下侧能驱使第三连杆4下侧往后旋转，从而

第三连杆4上侧能往前旋转，进而驱动前脚5下侧以所述第二转轴52为旋转轴往后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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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第一连杆2上侧绕第五转轴11旋转地连接于推把1，所述第二连杆3上侧绕第

六转轴12旋转地连接于推把1，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五转轴11位于所

述第六转轴12上侧。所述第三转轴31位于所述所述第四转轴32与第六转轴12之间。

[0030] 当所述前脚5后侧、第一连杆2、第三连杆4一起通过第一转轴51转动连接时，在所

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一转轴51位于第四转轴32上侧。当所述前脚5后侧与

所述第一连杆2、第三连杆4不同轴转动连接时，所述第三连杆4上侧可绕第七转轴旋转地与

第一连杆2下侧连接，较佳的，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七转轴位于第四

转轴32上侧。如此设置，所述推把1、第一连杆2、第二连杆3、第三连杆4能构成为一四连杆结

构，且该四连杆结构能与前脚5、后脚6更好地连接而使得车架更紧凑。

[0031] 在所述童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时，所述第六转轴12位于所述第三转轴31上侧。

[0032] 因为本实用新型童车车架采用如上结构，从而当要折叠本实用新型童车车架车架

时，只需使得推把1下侧往后下方靠近后脚6的方向旋转移动，并同时使得推把1上侧往前旋

转，由于四连杆结构的特性，所述第一连杆2与第二连杆3上侧能容易地被带动往后下方靠

近后脚6的方向旋转移动，从而第一连杆2下侧会推动前脚5上侧相对往前旋转(前脚5旋转

时以第一转轴51为旋转轴)，如此，前脚5下侧则往后旋转而靠近后脚6；且在第二连杆3上侧

往后下方旋转移动的时候，其下侧会驱使第三连杆4下侧往后旋转，从而第三连杆4上侧能

相对往前旋转，如此，第三连杆4也能推动前脚5上侧往前旋转，即使得前脚5下侧往后旋转

移动而靠近后脚6(如图3、4所示)，从而前脚5也能很容易地被驱动旋转；直至所述推把1、第

一连杆2、第二连杆3、第三连杆4、前脚5、后脚6均相对靠近，车架完全折叠(如图5、6所示)。

如此，折叠车架时，只需使得推把1下侧往后下方靠近后脚6的方向旋转移动，并同时使得推

把1上侧往前旋转，车架其他组件即可非常容易且顺畅地联动旋转而相互靠近，从而折叠操

作非常省力，能减轻抱孩童的父母的收车负担；再者，因为车架完全折叠后，车架各组件相

对靠近，从而折叠后的车架整体体积很小，方便存放、携带。

[0033] 所述前脚5前下部连接有前轮7，所述后脚6后下部连接有后轮8。

[0034]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童车，其包括上述童车车架。因为所述童车车架具有上述

有益技术效果，本实用新型童车也具有上述有益技术效果。

[0035] 上述方位描述中，以所述前轮7所在为前，后轮8所在为后，推把1所在为上，前轮7、

后轮8所在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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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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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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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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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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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1

CN 212556454 U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