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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可折叠儿童车，前撑机构包

括前腿，前腿下端连接前轮；滑动件安装在前腿

上并能沿前腿滑行；后撑机构包括后腿，后腿下

端连接后轮，后撑机构与滑动件转动连接，并且

后撑机构与前撑机构之间还设有与二者连接的

第一传动件；中撑机构与滑动件转动连接，并且

中撑机构与前撑机构之间还设有与二者连接的

第二传动件；座位支撑件可转动连接在中撑机构

上并能向中撑机构靠拢；推杆机构转动连接在座

位支撑件上并能向座位支撑件靠拢；在儿童车折

叠时，滑动件沿前腿滑行而能带着后撑机构、第

一传动件、中撑机构和第二传动件一起向前腿靠

拢折叠。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收合灵活，并且折

叠后体积小而展开后能提供高景观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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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折叠儿童车，可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前撑机构(1)，所述的前撑机构(1)包括前腿(11)，所述的前腿(11)下端连接有前轮

(12)；

滑动件(2)，所述的滑动件(2)安装在前腿(11)上并能沿前腿(11)滑行；

后撑机构(3)，所述的后撑机构(3)包括后腿(31)，所述的后腿(31)下端连接有后轮

(32)，所述的后撑机构(3)与滑动件(2)转动连接，并且所述的后撑机构(3)与前撑机构(1)

之间还设有与二者连接的第一传动件(4)，在儿童车折叠时，所述的滑动件(2)沿前腿(11)

滑行而带着后撑机构(3)和第一传动件(4)一起向前腿(11)靠拢折叠；

中撑机构(5)，所述的中撑机构(5)与滑动件(2)转动连接，并且所述的中撑机构(5)与

前撑机构(1)之间还设有与二者连接的第二传动件(6)，在儿童车折叠时，所述的滑动件(2)

沿前腿(11)滑行而带着中撑机构(5)与第二传动件(6)一起向前腿(11)靠拢折叠；

座位支撑件(8)，所述的座位支撑件(8)可转动连接在中撑机构(5)上并能向中撑机构

(5)靠拢折叠；

推杆机构(7)，所述的推杆机构(7)可转动连接在座位支撑件(8)上，在儿童车折叠时，

所述的推杆机构(7)向座位支撑件(8)转动靠拢并与座位支撑件(8)和中撑机构(5)一起向

前腿(11)靠拢折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在儿童车展开状态时，所述的中

撑机构(5)呈竖向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后腿(31)上端与滑动

件(2)铰接，所述的后腿(31)下端设有第一连接耳(33)，所述的第一传动件(4)为一端与第

一连接耳(33)铰接、另一端与前腿(11)上端铰接的第一传动杆(4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撑机构(5)包括竖向设

置的中撑杆(51)，所述的中撑杆(51)下端设有下连接耳(52)，所述的中撑杆(51)上并位于

下连接耳(52)上方设有上连接耳(53)，所述的下连接耳(52)与滑动件(2)铰接，所述的第二

传动件(6)为一端与上连接耳(53)铰接、另一端与前腿(11)上端铰接的第二传动杆(61)，所

述的座位支撑件(8)连接在中撑杆(51)上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杆机构(7)包括推杆

(71)，所述的推杆(71)下端与座位支撑件(8)转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杆(71)上连接有能相对

其滑行的延伸杆(72)。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杆(71)上连接有能相对

其转动折叠的延伸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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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折叠儿童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折叠儿童车。

【背景技术】

[0002] 儿童车是婴幼儿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产品。折叠后的体积大小和展开时的座位

高低是衡量婴幼儿车优劣的重要指标。折叠后体积小和展开时座位高是目前众多儿童车制

造商的追求目标，因为折叠体积小可以便于携带，而座位高则可以为乘坐在儿童车内的婴

幼儿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同时座位高也能尽量避免婴幼儿吸附到地上扬起的灰尘。但是目

前市场上一般的儿童车车架在这两方面并不能做到两全其美，即使能够做到上述两全其美

的儿童车车架的结构也很复杂，收折时容易出现卡滞，而且成本较高。

[0003] 因此，本实用新型正是基于以上的不足而产生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收合灵活，成本低

廉，并且折叠后体积小而展开后能提供高景观视野的可折叠儿童车。

[0005]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可折叠儿童车，可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7] 前撑机构1，所述的前撑机构1包括前腿11，所述的前腿11下端连接有前轮12；

[0008] 滑动件2，所述的滑动件2安装在前腿11上并能沿前腿11滑行；

[0009] 后撑机构3，所述的后撑机构3包括后腿31，所述的后腿31下端连接有后轮32，所述

的后撑机构3与滑动件2转动连接，并且所述的后撑机构3与前撑机构1之间还设有与二者连

接的第一传动件4，在儿童车折叠时，所述的滑动件2沿前腿11滑行而带着后撑机构3  和第

一传动件4一起向前腿11靠拢折叠；

[0010] 中撑机构5，所述的中撑机构5与滑动件2转动连接，并且所述的中撑机构5与前撑

机构1之间还设有与二者连接的第二传动件6，在儿童车折叠时，所述的滑动件2沿前腿11滑

行而带着中撑机构5  与第二传动件6一起向前腿11靠拢折叠；

[0011] 座位支撑件8，所述的座位支撑件8可转动连接在中撑机构5上并能向中撑机构5靠

拢折叠；

[0012] 推杆机构7，所述的推杆机构7可转动连接在座位支撑件8上，在儿童车折叠时，所

述的推杆机构7向座位支撑件8转动靠拢并与座位支撑件8和中撑机构5一起向前腿11靠拢

折叠。

[0013] 如上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在儿童车展开状态时，所述的中撑机构5

呈竖向设置。

[0014] 如上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后腿31上端与滑动件2铰接，所述

的后腿31下端设有第一连接耳33，所述的第一传动件4为一端与第一连接耳33铰接、另一端

与前腿11上端铰接的第一传动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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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如上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撑机构5包括竖向设置的中撑杆

51，所述的中撑杆51下端设有下连接耳52，所述的中撑杆51上并位于下连接耳52上方设有

上连接耳53，所述的下连接耳52与滑动件2铰接，所述的第二传动件6为一端与上连接耳  53

铰接、另一端与前腿11上端铰接的第二传动杆61，所述的座位支撑件8连接在中撑杆51上

端。

[0016] 如上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杆机构7包括推杆71，所述的推

杆71下端与座位支撑件8转动连接。

[0017] 如上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杆71上连接有能相对其滑行的

延伸杆72。

[0018] 如上所述的可折叠儿童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杆71上连接有能相对其转动折

叠的延伸把73。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如下优点：

[0020] 1、本实用新型可折叠儿童车折叠时，首先将推杆机构相对座位支撑件转动折叠，

然后座位支撑件相对中撑机构转动靠拢，然后使滑动件沿前腿滑行，滑动件在滑行的过程

中就带动后撑机构和第一传动件向前腿靠拢折叠，与此同时，滑动件也带动中撑机构和第

二传动件向前腿靠拢折叠，最终推杆机构、座位支撑件、中撑机构、后撑机构、第一传动件和

第二传动件均向前腿靠拢折叠，最终儿童车在折叠状态的长度与前撑机构的长度大致相

等，从而保证折叠后体积小，而且整个折叠运动过程简单，只需推杆机构和座位支撑件向中

撑机构靠拢并使滑动件沿前腿滑行即可，收合灵活顺畅。另外，在前撑机构上设置中撑机

构，能够增加儿童车的高度，座位支撑件设置在中撑机构上，在儿童车展开状态时，乘坐在

座位支撑件上的婴幼儿则可以具有高景观视野，并尽量远离地面的灰尘，而且用户在推着

儿童车行走时也能与车内的婴幼儿很近，只需稍微弯腰就可以与婴幼儿互动，也能很方便

地照顾婴幼儿，更人性化。

[0021] 2、本实用新型儿童车展开状态时，所述的中撑机构呈竖向设置，使得儿童车在展

开状态具有较高的高度，为婴幼儿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使婴幼儿尽量远离地面扬起的灰尘。

而且在折叠时，中撑机构也能很灵活地被滑动件带着向前腿靠拢折叠，使得整个儿童车收

合灵活。

[0022] 3、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收合灵活，成本低廉，折叠后体积小便于存放或携带，展

开后为婴幼儿提供高景观视野，适合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立体图；

[0024] 图2是本实用新型展开状态侧视图；

[0025] 图3是本实用新型折叠过程中的侧视图之一；

[0026] 图4是本实用新型折叠过程中的侧视图之二；

[0027] 图5是本实用新型折叠状态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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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可折叠儿童车，可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包括：

[0030] 前撑机构1，所述的前撑机构1包括前腿11，所述的前腿11下端连接有前轮12；

[0031] 滑动件2，所述的滑动件2安装在前腿11上并能沿前腿11滑行；

[0032] 后撑机构3，所述的后撑机构3包括后腿31，所述的后腿31下端连接有后轮32，所述

的后撑机构3与滑动件2转动连接，并且所述的后撑机构3与前撑机构1之间还设有与二者连

接的第一传动件4，在儿童车折叠时，所述的滑动件2沿前腿11滑行而带着后撑机构3  和第

一传动件4一起向前腿11靠拢折叠；

[0033] 中撑机构5，所述的中撑机构5与滑动件2转动连接，并且所述的中撑机构5与前撑

机构1之间还设有与二者连接的第二传动件6，在儿童车折叠时，所述的滑动件2沿前腿11滑

行而带着中撑机构5  与第二传动件6一起向前腿11靠拢折叠；

[0034] 座位支撑件8，所述的座位支撑件8可转动连接在中撑机构5上并能向中撑机构5靠

拢折叠；

[0035] 推杆机构7，所述的推杆机构7可转动连接在座位支撑件8上，在儿童车折叠时，所

述的推杆机构7向座位支撑件8转动靠拢并与座位支撑件8和中撑机构5一起向前腿11靠拢

折叠。

[0036] 如图1至图5所示，儿童车折叠时，首先将推杆机构7相对座位支撑件8转动折叠，然

后座位支撑件8相对中撑机构5转动靠拢，然后使滑动件2沿前腿11滑行，滑动件2在滑行的

过程中就带动后撑机构3和第一传动件4向前腿11靠拢折叠，与此同时，滑动件2也带动中撑

机构5和第二传动件6向前腿11靠拢折叠，最终推杆机构7、座位支撑件8、中撑机构5、后撑机

构3、第一传动件4和第二传动件6均向前腿11靠拢折叠，最终儿童车在折叠状态的长度与前

撑机构1的长度大致相等，从而保证折叠后体积小，而且整个折叠运动过程简单，只需推杆

机构7和座位支撑件8向中撑机构5靠拢并且使滑动件2沿前腿11滑行即可，收合灵活顺畅。

另外，在前撑机构1  上设置中撑机构5，能够增加儿童车的高度，座位支撑件8设置在中撑机

构5上，在儿童车展开状态时，乘坐在座位支撑件8上的婴幼儿则可以具有高景观视野，并尽

量远离地面的灰尘，而且用户在推着婴幼儿车行走时也能与车内的婴幼儿很近，只需稍微

弯腰就可以与婴幼儿互动，也能很方便地照顾婴幼儿，更人性化。

[0037] 儿童车锁定结构可以采用传统儿童车中的锁定结构，在此不再赘述。例如利用齿

轮齿槽卡合、卡销与卡孔卡合等卡合锁定方式。

[0038] 在本实施例中，前腿11和后腿31各有两条而使得儿童车为四轮车车架。当然，也可

以设置前腿11为两条、后腿31为一条或者前腿  11为一条、后腿31为两条这样的三轮车车

架。

[0039] 如图1至图2所示，在儿童车展开状态时，所述的中撑机构5呈竖向设置，使得儿童

车在展开状态具有较高的高度，为婴幼儿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使婴幼儿尽量远离地面扬起

的灰尘。而且在折叠时，中撑机构5也能很灵活地被滑动件2带着向前腿11靠拢折叠，使得整

个儿童车收合灵活。

[0040] 如图1至图5所示，所述的后腿31上端与滑动件2绕轴线I铰接，所述的后腿31下端

设有第一连接耳33，所述的第一传动件4为一端与第一连接耳33绕轴线J铰接、另一端与前

腿11上端绕轴线K  铰接的第一传动杆41。因此，在滑动件2沿前腿11滑行时，滑动件  2可以

带动后撑机构3和第一传动件4更灵活地向前腿11靠拢折叠，使儿童车收合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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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如图1至图5所示，所述的中撑机构5包括竖向设置的中撑杆  51，所述的中撑杆51

下端设有下连接耳52，所述的中撑杆51上并位于下连接耳52上方设有上连接耳53，所述的

下连接耳52与滑动件2绕轴线L铰接,在本实施例中，轴线L与轴线I重合为同一轴线，所述的

第二传动件6为一端与上连接耳53绕轴线M铰接、另一端与前腿11上端绕轴线N铰接的第二

传动杆61，所述的座位支撑件8连接在中撑杆51上端。因此，在滑动件2沿前腿11滑行时，滑

动件2  可以带动中撑机构5和第二传动件6更灵活地向前腿11靠拢折叠，使儿童车收合灵

活。

[0042] 如图1至图5所示，所述的推杆机构7包括推杆71，所述的推杆71下端与座位支撑件

8转动连接。在本实施例中，推杆71为两条杆，当然，所述的推杆71也可以是与座位支撑件8

转动连接的一条杆，采用一条杆同样能够推着婴幼儿车行走。在儿童车折叠时，只需先相对

座位支撑件8转动推杆71，然后将座位支撑件8与推杆71一起向中撑杆51转动靠拢，再使滑

动件2沿前腿11滑动即可，操作非常的方便快捷。

[0043]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推杆71上连接有能相对其滑行的延伸杆72。延伸杆72的

设置可以使得推杆机构7得以延长，更方便用户推行婴幼儿车。当然，也可以不采用滑动连

接的延伸杆72，而是在推杆71上设置能相对其转动折叠的延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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