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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推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儿童推车，包括具有

展开状态与折叠状态的推车车架，推车车架包括

前支架、后支架、沿前后方向延伸的篮筐架，以及

转动地连接在篮筐架的后部与后支架之间的篮

筐撑杆，篮筐架既能够相对转动又能够沿自身长

度方向相对滑动地连接在前支架的上部，篮筐架

的前部与前支架之间还设置有牵拉件，当推车车

架处于折叠状态时，篮筐架与篮筐撑杆相对转动

并与前支架、后支架相互收拢在一起。本实用新

型的儿童推车，篮筐容纳空间的高度及前后的深

度大大提升，可满足使用者对大篮筐的需求，且

不会影响推车车架的其他结构；当推车车架折叠

时，篮筐架及篮筐撑杆等杆件能够与车架一同折

叠收拢，减小占用空间，便于使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8页

CN 214823549 U

2021.11.23

CN
 2
14
82
35
49
 U



1.一种儿童推车，包括具有展开状态与折叠状态的推车车架、设于所述推车车架底部

的前轮组件与后轮组件，以及用于将所述推车车架锁定在展开状态下的锁定机构，所述推

车车架至少包括底部设有所述前轮组件的前支架，以及底部设有所述后轮组件的后支架，

所述推车车架由展开状态向折叠状态转换的过程中，所述后支架的上部与所述前支架的下

部之间、所述后支架的下部与所述前支架的上部之间各自相互靠拢，其特征在于：

所述推车车架还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篮筐架，以及转动地连接在所述篮筐架的后部

与所述后支架之间的篮筐撑杆，所述篮筐架既能够相对转动又能够沿自身长度方向相对滑

动地连接在所述前支架的上部，所述篮筐架的前部与所述前支架之间还设置有牵拉件，当

所述推车车架处于折叠状态时，所述篮筐架与所述篮筐撑杆相对转动并与所述前支架、后

支架相互收拢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支架的上部固定地连接有横撑

杆，所述篮筐架能够相对转动又能够沿自身长度方向相对滑移地支撑在所述横撑杆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牵拉件连接于所述篮筐架的第一

连接位置，所述篮筐撑杆的上部连接于所述篮筐架的第二连接位置，所述篮筐架与所述横

撑杆相接触的位置始终位于所述第一连接位置与所述第二连接位置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牵拉件与所述篮筐架之间的连接

位置高于所述牵拉件与所述前支架之间的连接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牵拉件为软质连接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当所述推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所

述篮筐撑杆自前向后逐渐向上倾斜地延伸，所述后支架上还设置有用于限制所述篮筐撑杆

向前转动角度的限位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车车架还包括推杆

架，所述推杆架能够沿所述前支架的长度方向相对滑动地与所述前支架连接，所述后支架

的上部与所述推杆架的下部转动地连接，所述推车车架由展开状态向折叠状态转换的过程

中，所述推杆架相对所述前支架滑动收拢，且所述后支架相对所述前支架收拢。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推车车架还包括支撑杆，所述支

撑杆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前支架的上部与所述后支架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支架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且均

自前向后逐渐上倾延伸的两根前支杆、固定在所述前支杆上部的滑套，所述后支架具有分

设于左右两侧且均自后向前逐渐上倾延伸的两根后支杆，所述推杆架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

的两根推杆，所述推车车架的左右各侧上，所述推杆滑动地穿设在所述滑套中，所述后支杆

的上部与所述推杆穿至所述滑套外的下部枢轴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支架还包括固设于两组所述

前支杆下部之间的踏脚板，所述牵拉件连接在所述踏脚板与所述篮筐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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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推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儿童推车。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儿童推车的篮筐通常设置在后支架上，受到车架结构及稳定性的限

制，篮筐一般无法做得很大，其容纳空间有限，不能够满足使用者对大篮筐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篮筐较大且可折叠的儿童推车。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儿童推车，包括具有展开状态与折叠状态的推车车架、设于所述推车车架底

部的前轮组件与后轮组件，以及用于将所述推车车架锁定在展开状态下的锁定机构，所述

推车车架至少包括底部设有所述前轮组件的前支架，以及底部设有所述后轮组件的后支

架，所述推车车架由展开状态向折叠状态转换的过程中，所述后支架的上部与所述前支架

的下部之间、所述后支架的下部与所述前支架的上部之间各自相互靠拢，所述推车车架还

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篮筐架，以及转动地连接在所述篮筐架的后部与所述后支架之间的

篮筐撑杆，所述篮筐架既能够相对转动又能够沿自身长度方向相对滑动地连接在所述前支

架的上部，所述篮筐架的前部与所述前支架之间还设置有牵拉件，当所述推车车架处于折

叠状态时，所述篮筐架与所述篮筐撑杆相对转动并与所述前支架、后支架相互收拢在一起。

[0006] 优选地，所述前支架的上部固定地连接有横撑杆，所述篮筐架能够相对转动又能

够沿自身长度方向相对滑移地支撑在所述横撑杆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牵拉件连接于所述篮筐架的第一连接位置，所述篮筐撑杆的上部

连接于所述篮筐架的第二连接位置，所述篮筐架与所述横撑杆相接触的位置始终位于所述

第一连接位置与所述第二连接位置之间。

[0008] 优选地，所述牵拉件与所述篮筐架之间的连接位置高于所述牵拉件与所述前支架

之间的连接位置。

[0009] 优选地，所述牵拉件为软质连接带。

[0010] 优选地，当所述推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下，所述篮筐撑杆自前向后逐渐向上倾斜

地延伸，所述后支架上还设置有用于限制所述篮筐撑杆向前转动角度的限位结构。

[0011] 优选地，所述推车车架还包括推杆架，所述推杆架能够沿所述前支架的长度方向

相对滑动地与所述前支架连接，所述后支架的上部与所述推杆架的下部转动地连接，所述

推车车架由展开状态向折叠状态转换的过程中，所述推杆架相对所述前支架滑动收拢，且

所述后支架相对所述前支架收拢。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推车车架还包括支撑杆，所述支撑杆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前支架的

上部与所述后支架之间。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前支架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且均自前向后逐渐上倾延伸的两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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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杆、固定在所述前支杆上部的滑套，所述后支架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且均自后向前逐渐

上倾延伸的两根后支杆，所述推杆架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的两根推杆，所述推车车架的左

右各侧上，所述推杆滑动地穿设在所述滑套中，所述后支杆的上部与所述推杆穿至所述滑

套外的下部枢轴连接。

[0014] 更进一步地，所述前支架还包括固设于两组所述前支杆下部之间的踏脚板，所述

牵拉件连接在所述踏脚板与所述篮筐架之间。

[0015]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本实用新

型的儿童推车，将篮筐架设置在前支架与后支架之间，篮筐架的高度大幅增加，使得篮筐容

纳空间大大提升，可满足使用者对大篮筐的需求，且不会影响占用推车车架的其他结构；当

推车车架折叠时，篮筐架及篮筐撑杆等杆件能够与车架一同折叠收拢，减小占用空间，便于

使用。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儿童推车一具体实施例推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时的立体示

意图；

[0017] 附图2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的爆炸示意图；

[0018] 附图3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时的侧视示意图；

[0019] 附图4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处于展开状态时的仰视示意图；

[0020] 附图5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处于折叠过程中的立体示意图；

[0021] 附图6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处于折叠过程中的侧视示意图；

[0022] 附图7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处于进一步折叠过程中的立体示意图；

[0023] 附图8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处于进一步折叠过程中的侧视示意图；

[0024] 附图9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处于折叠状态时的立体示意图；

[0025] 附图10为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处于折叠状态时的侧视示意图；

[0026] 其中：1、推车车架；11、推杆架；111、推杆；12、前支架；121、前支杆；122、滑套；123、

踏脚板；124、横撑杆；13、后支架；131、后支杆；14、篮筐架；141、第一连接位置；142、第二连

接位置；15、篮筐撑杆；16、牵拉件；17、支撑杆；2、前轮组件；3、后轮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阐述。

[0028] 本文中关于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等方位的描述，均是根据儿童正常乘坐在该儿

童推车中时，儿童所观察到的方位作定义的。

[0029] 参见图1至图4所示的一种儿童推车，包括具有展开状态与折叠状态的推车车架1、

设于推车车架1底部的前轮组件2与后轮组件3，以及用于将推车车架1锁定在展开状态下的

锁定机构。

[0030] 推车车架1至少包括底部设有前轮组件2的前支架12，以及底部设有后轮组件3的

后支架13。推车车架1还包括推杆架11，推杆架11能够沿前支架12的长度方向相对滑动地与

前支架12连接，后支架13的上部与推杆架11的下部转动地连接。推车车架1还包括支撑杆

17，支撑杆17转动地连接在前支架11的上部与后支架1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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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推车车架1还包括沿前后方向延伸的篮筐架14，以及转动地连接在篮筐架14的后

部与后支架13之间的篮筐撑杆15，篮筐架14既能够相对转动又能够沿自身长度方向相对滑

动地连接在前支架12的上部，篮筐架14的前部与前支架12之间还设置有牵拉件16。

[0032] 具体地，如图2所示，前支架12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且均自前向后逐渐上倾延伸的

两根前支杆121、固定在前支杆121上部的滑套122，以及固设于两组前支杆121下部之间的

踏脚板123，前支架11的上部还固定地连接有横撑杆124。

[0033] 如图2及图3所示，后支架13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且均自后向前逐渐上倾延伸的两

根后支杆131。推杆架11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的两根推杆111，推车车架1的左右各侧上，推

杆111滑动地穿设在上述滑套122中，后支杆131的上部与推杆111穿至滑套122外的下部通

过转轴a枢轴连接。支撑杆17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的两根，每侧支撑杆17的上部通过转轴d

转动地连接在前支架12上部的滑套122上，支撑杆17的下部通过转轴e转动地连接在后支杆

121上。

[0034] 如图1至图4所示，篮筐撑杆15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的两根，当推车车架1处于展开

状态下时，篮筐撑杆15自前向后逐渐向上倾斜地延伸，每侧篮筐撑杆15的上部通过转轴b转

动地连接在篮筐架14的后部，篮筐撑杆15的下部通过转轴c转动地连接在后支架13上，后支

架13上还设置有用于限制篮筐撑杆15向前转动角度的限位结构（图中未示出）。

[0035] 具体地，上述转轴a、转轴b、转轴c、转轴d及转轴e的轴心线相互平行且均沿推车车

架1的左右方向延伸，其中，当推车车架1处于展开状态下时，转轴d位于转轴b的前方，在后

支杆131的长度方向上，转轴a、转轴e、转轴c从上至下依次设置。

[0036] 篮筐架14能够相对转动又能够沿自身长度方向相对滑移地支撑在横撑杆124上，

本实施例中，篮筐架14直接地支撑在横撑杆124上而能够相对所述横撑杆124滑移，在其他

的实施例中，还可以采用滑槽与插销的连接方式或其他的方式。

[0037] 牵拉件16连接在前支架12与篮筐架14之间且具有分设于左右两侧的两根，每侧牵

拉件16连接于篮筐架14的第一连接位置141，篮筐撑杆15的上部连接于篮筐架14的第二连

接位置142（即转轴b），篮筐架14与横撑杆124相接触的位置始终位于第一连接位置141与第

二连接位置142之间。如图4所示，牵拉件16的下部在f处与踏脚板123连接，上述第一连接位

置141高于f处。本实施例中，牵拉件16具体为软质连接带，推车车架1处于展开状态下时，牵

拉件16绷紧在前支架12与篮筐架14之间。

[0038] 如图1所示，篮筐架14、篮筐撑杆15及牵拉件16沿左右方向均设置在两侧的前支杆

121、后支杆131及推杆111之间，提供较大收容空间的同时不会占用多余的位置，且便于在

推车车架1折叠时与其他杆件收拢在一起。

[0039] 上述锁定机构可设置在推车车架1中任意转动或滑动连接杆件之间，本实施例中

具体设置在滑套122与推杆111之间，但不加以限定。锁定机构的具体结构不是本技术方案

的重点，可采用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0040] 下面具体阐述本实施例中推车车架1的具体折叠原理：

[0041] 如图5至图8所示，当需要折叠该推车车架1时，首先将锁定机构解锁，然后下压推

杆架11，使其相对前支架12向下滑动并收拢，并通过转轴a带动后支架13相对前支架12收

拢，后支架13的上部与前支架12的下部之间、后支架13的下部与前支架12的上部之间各自

相互靠拢；继续下压推杆架11，后支架13通过转轴e使得支撑杆17向下转动，通过转轴c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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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筐撑杆15向下转动；篮筐撑杆15通过转轴b带动篮筐架14沿横撑杆124向前滑动并转动，

牵拉件16放松并收拢至篮筐架14与前支架12之间。

[0042] 如图9至图10所示，当推车车架1处于折叠状态时，篮筐架14与篮筐撑杆15相对转

动并与推杆架11、前支架12及后支架13相互收拢在一起，折叠后推车车架1体积较小，便于

收纳和携带。

[0043]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

的人士能够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凡根据本实用新型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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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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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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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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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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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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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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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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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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