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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一种家用座椅，具体涉及一

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包括座面、扶手、

椅背以及连接四个支撑脚的木架，还包括靠枕、

腰垫和脚踏，所述靠枕、腰垫、脚踏上均设有气囊

所述座面、扶手上表面均匀分布若干座面气囊和

扶手气囊；所述靠枕上端设有连接线，所述两个

扶手内侧远离椅背的部分均设有连接带，所述连

接带上设有条形气囊，连接带远离椅背的一侧设

有侧边气囊。本实用新型哺乳椅通过合理设置靠

枕、腰垫、脚踏以及扶手与座面的高度，配合靠枕

气囊、腰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

的合理设置，能够使产妇根据自身身材和需求调

节舒适的姿势，适应不同姿势，避免长时间制成

引起的劳累，有助于产后健康恢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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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包括座面、设于座面两侧的扶手、椅背以及连接四

个支撑脚的木架，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靠枕、腰垫和脚踏，所述靠枕、腰垫由相应结构的气囊

制成，分别为靠枕气囊和腰垫气囊，所述脚踏上表面设有相应结构的脚垫气囊，所述座面、

扶手上表面均匀分布若干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所述靠枕上端设有连接线，所述连接线的

另一端在椅背背面可根据靠枕所需竖直高度调节固定；所述两个扶手内侧远离椅背的部分

均设有连接带，一根连接带的末端设有方形通孔，另一根连接带的末端设有固定条，所述固

定条末端设置若干卡扣，所述设有固定条的连接带底部设有与卡扣相匹配的卡槽，所述固

定条穿过方形通孔扣设于卡槽内；所述连接带中间部分均匀分布条形气囊，所述连接带远

离椅背的一侧设有侧边气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带与扶手

连接的部分设有条形开槽，条形开槽内设有内兜，所述连接带在不使用时设于内兜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座面、扶手和

脚踏上均设有相应形状的耐污防水罩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用于扶手上罩

面位于条形开槽外侧的部分设置拉链。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腰垫气囊包括

中间的矩形部分以及两侧的耳状部分。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条形气囊的纵

截面为凹型结构，所述侧边气囊充气时高度为条形气囊最高处的1.2-1.6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靠枕气囊、腰

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条形气囊、侧边气囊均由控制模块分别控制充气

量或放气量。

8.如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不同的座面气囊和

扶手气囊、条形气囊和侧边气囊分别由不同的控制模块控制充气量或放气量。

9.如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靠枕气囊、腰

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条形气囊、侧边气囊分别连接进气管和出气管，所

述进气管和出气管分别设于相应位置的座椅内部，座椅内部的其他位置由海绵填充，所述

座垫海绵厚度不少于10cm。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靠枕气囊充

气后的厚度为0-12cm；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充气后的高度为0-4cm；所述腰垫气囊充气后矩

形部分的厚度为0-10cm、耳状部分的厚度为0-6cm；所述脚垫气囊充气后的高度为0-10cm；

所述条形气囊充气后凹槽部分高度为0-4cm、最高部分的高度为0-10cm；所述座面气囊和扶

手气囊在未充气状态时，扶手高于座面14-1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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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一种家用座椅，具体涉及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妇对于哺乳椅的需求越来越多，对

于产品的舒适度要求也越来越高。产妇在产褥期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坐起来给婴儿哺乳，

由于会阴处或腹部存在伤口，一个舒适可靠的哺乳椅对于产妇产褥期间的身体恢复尤为重

要，但是，目前国内的大多数有关哺乳椅的专利更多是关注哺乳椅的功能性，却忽略了哺乳

椅的舒适度和实用性，如专利号为：CN201520363383.9的专利，该专利所介绍的哺乳椅具备

多种功能：高度可调的扶手、微型空调、内置音响和耳机插孔等，虽功能强大，但却忽略了最

重要的舒适度和实用性。

[0003] 产妇在喂母乳时，需要用双手托住婴儿，随着婴儿的体重升高，长时间的哺乳会导

致产妇的手臂酸痛；为此，出现了如专利号为CN201610784680.X的专利，该专利介绍了一种

哺乳椅，该哺乳椅在座椅上设置了一个脚架，以及一个婴儿放置台，此设计固然能有效帮助

产妇缓解压力，但设计不够人性化：婴儿只有抱在产妇的怀里时才能真正感受到温暖；当人

躺在座椅上时，脚能否伸直对舒适度有较大的影响，而该专利在产妇想躺下时，脚伸直的情

况下，无法提供支撑；这样的专用座椅利用率也较低；此外，产妇累了会选择靠在椅背上，这

时很多产妇会在椅背上放一个靠枕，目的是为了保护颈椎，但现有椅子的靠枕不能固定在

椅背的一个便于产妇哺乳的位置，容易滑落，不能很好的保护产妇的颈椎；同时，专利号为

CN201711056320.9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多功能哺乳椅，通过托盘的位置调节，有效的支撑婴

儿，减轻产妇手臂的负重，多角度进行喂奶，设置延长板、可转动和上下移动的踏板，使得产

妇的双腿得到有效的支撑和平方，避免长时间下垂导致的脚部水肿，通过可伸缩的扶手、卡

槽式调节器或汽车座椅调角器，实现椅背多角度调整，可使产妇平躺着进行不如，同时还在

椅背两侧设置边栏，在平躺哺乳时能防止婴儿、产妇从哺乳椅上掉落，增强安全性，但扶手、

椅背、踏板以、座椅以及托盘，材质相对较硬，舒适度差，不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原理，长时

间使用不利于产后恢复。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设计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

椅。

[0005]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包括座面、设于

座面两侧的扶手、椅背以及连接四个支撑脚的木架，还包括靠枕、腰垫和脚踏，所述靠枕、腰

垫由相应结构的气囊制成，分别为靠枕气囊和腰垫气囊，所述脚踏上表面设有相应结构的

脚垫气囊，所述座面、扶手上表面均匀分布若干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所述靠枕上端设有连

接线，所述连接线的另一端在椅背背面可根据靠枕所需竖直高度调节固定；所述两个扶手

内侧远离椅背的部分均设有连接带，一根连接带的末端设有方形通孔，另一根连接带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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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有固定条，所述固定条末端设置若干卡扣，所述设有固定条的连接带底部设有与卡扣

相匹配的卡槽，所述固定条穿过方形通孔扣设于卡槽内；所述连接带中间部分均匀分布条

形气囊，所述连接带远离椅背的一侧设有侧边气囊。

[0006] 所述座面下方和脚踏下方均设有木架，优选为榉木架，所述支撑脚底部和脚踏底

部设有脚钉，能够增加摩擦力，并起到保护木基材料的作用；所述连接线与椅背后侧由魔术

贴或搭扣连固定；所述靠枕气囊、腰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条形气囊、侧

边气囊分别连接进气管和出气管，所述进气管和出气管分别设于相应位置的座椅内部，座

椅内部的其他位置由海绵填充，所述座垫海绵厚度不少于10cm。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带与扶手连接的部分设有条形开槽，条形开槽内设有内兜，所

述连接带在不使用时设于内兜内。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座面、扶手和脚踏上均设有相应形状的耐污防水罩面；所述用于扶

手上罩面位于条形开槽外侧的部分设置拉链，能够方便更换、清洗。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腰垫气囊包括中间的矩形部分以及两侧的耳状部分，所述矩形部

分和两侧的耳状部分根据需要分别控制其充气量。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条形气囊的纵截面为凹型结构，所述侧边气囊充气时高度为条形

气囊最高处的1.2-1.6倍。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靠枕气囊、腰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条形气囊、

侧边气囊均由控制模块分别控制充气量或放气量。

[0012] 进一步的，不同的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条形气囊和侧边气囊分别由不同的控制

模块控制充气量或放气量。

[0013] 所述座面前端为圆弧面，所述座面长度长于扶手长度，扶手前端的座面为突出部

分，这部分增加了座面面积，提高哺乳舒适度。

[0014] 所述靠枕气囊充气后的厚度为0-12cm；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充气后的高度为0-

4cm；所述腰垫气囊充气后矩形部分的厚度为0-10cm、耳状部分的厚度为0-6cm；所述脚垫气

囊充气后的高度为0-10cm；所述条形气囊充气后凹槽部分高度为0-4cm、最高部分的高度为

0-10cm。

[0015] 所述座面气囊和扶手气囊在未充气状态时，扶手高于座面14-18cm。

[0016] 本实用新型有效解决了背景技术中现有座椅存在的缺陷，具备以下优点：

[0017] 本实用新型哺乳椅设有一个可调节的靠枕，根据产妇不同的需求调节位置，调节

方便简单，易拆卸；本实用新型哺乳椅配有一个脚踏，方便产妇起坐，方便产妇使用腿部支

撑婴儿，缓解手臂压力；脚踏的设计同时亦便于产妇在感到劳累保持躺姿时能自由的伸腿，

提高舒适度；人体所能接触的表面均为柔软的面料，设计较为简洁；保证舒适度，利用率高，

实用性高；本实用新型哺乳椅均加了脚钉的设计，提高哺乳椅和哺乳椅脚踏的耐用性，增大

摩擦力，降低意外发生的概率；本实用新型设置腰垫，提高舒适度，调整了扶手与座面的高

度，适于放置手臂，在适当高度进行哺乳；靠枕气囊、腰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囊和扶手

气囊的合理设置，能够使产妇根据自身身材和需求调节舒适的姿势，而连接带、条形气囊、

侧边气囊的设置可以能够为婴儿提供较为舒适保护区域，能够缓解母亲的手臂劳累，同时

适应婴儿头颈段生理曲线；座面、椅背以及扶手的合理设置，能够大大增加母亲哺乳时的舒

适度，适应不同姿势，避免长时间制成引起的劳累，有助于产后健康恢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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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哺乳椅的整体示意图；

[0019] 图2是A处放大图；

[0020] 图3是未设罩面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将连接带收纳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脚踏的正视图；

[0023] 图中的各个标号所代表的含义为：1-座面，11-突出部分，12-圆弧面，13-支撑脚，

14-木架，15-座面气囊，2-扶手，21-扶手气囊，3-椅背，4-腰垫，41-耳状部分，5-靠枕，51-连

接线，6-连接带，61-条形气囊，62-侧边气囊，63-条形通槽，64-拉链，65-方形通孔，66-固定

条，67-卡扣，7-脚踏，71-脚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具体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25] 如图1-5所示，一种可调节舒适度的哺乳用座椅，包括座面1、设于座面1两侧的扶

手2、椅背3以及连接四个支撑脚13的木架14，还包括靠枕5、腰垫4和脚踏7，所述靠枕5、腰垫

4由相应结构的气囊制成，分别为靠枕气囊和腰垫气囊，所述脚踏7上表面设有相应结构的

脚垫气囊，所述座面1、扶手2上表面均匀分布若干座面气囊15和扶手气囊21；所述靠枕5上

端设有连接线51，所述连接线51的另一端在椅背3背面可根据靠枕5所需竖直高度调节固

定；所述两个扶手2内侧远离椅背3的部分均设有连接带6，一根连接带6的末端设有方形通

孔65，另一根连接带6的末端设有固定条66，所述固定条66末端设置若干卡扣67，所述设有

固定条66的连接带6底部设有与卡扣67相匹配的卡槽，所述固定条66穿过方形通孔65扣设

于卡槽内；所述连接带6中间部分均匀分布条形气囊61，所述连接带6远离椅背3的一侧设有

侧边气囊62。

[0026] 所述座面1下方和脚踏7下方均设有木架14，优选为榉木架，所述支撑脚13底部和

脚踏7底部设有脚钉71，能够增加摩擦力，并起到保护木基材料的作用；所述连接线51与椅

背3后侧由魔术贴或搭扣连固定；所述靠枕气囊、腰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囊15和扶手气

囊21、条形气囊61、侧边气囊62分别连接进气管和出气管，所述进气管和出气管分别设于相

应位置的座椅内部，座椅内部的其他位置由海绵填充，所述座垫海绵厚度不少于10cm。

[0027]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带6与扶手2连接的部分设有条形开槽63，条形开槽63内设有

内兜，所述连接带6在不使用时设于内兜内。

[0028] 进一步的，所述座面1、扶手2和脚踏7上均设有相应形状的耐污防水罩面；所述用

于扶手2上罩面位于条形开槽63外侧的部分设置拉链64，能够方便更换、清洗。

[0029] 进一步的，所述腰垫气囊包括中间的矩形部分以及两侧的耳状部分41，所述矩形

部分和两侧的耳状部分41根据需要分别控制其充气量。

[0030] 进一步的，所述条形气囊61的纵截面为凹型结构，所述侧边气囊62充气时高度为

条形气囊61最高处的1.2-1.6倍。

[0031] 进一步的，所述靠枕气囊、腰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囊15和扶手气囊21、条形气

囊61、侧边气囊62均由控制模块分别控制充气量或放气量。

[0032] 进一步的，不同的座面气囊15和扶手气囊21、条形气囊61和侧边气囊62分别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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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控制模块控制充气量或放气量。

[0033] 所述座面1前端为圆弧面12，所述座面1长度长于扶手2长度，扶手前端的座面1为

突出部分11，这部分增加了座面1面积，提高哺乳舒适度。

[0034] 所述靠枕气囊充气后的厚度为0-12cm；座面气囊15和扶手气囊21充气后的高度为

0-4cm；所述腰垫气囊充气后矩形部分的厚度为0-10cm、耳状部分41的厚度为0-6cm；所述脚

垫气囊充气后的高度为0-10cm；所述条形气囊61充气后凹槽部分高度为0-4cm、最高部分的

高度为0-10cm。

[0035] 所述座面气囊15和扶手气囊21在未充气状态时，扶手高于座面14-18cm。

[0036] 本实用新型哺乳椅设有一个可调节的靠枕5，根据产妇不同的需求调节位置，调节

方便简单，易拆卸；本实用新型哺乳椅配有一个脚踏7，方便产妇起坐，方便产妇使用腿部支

撑婴儿，缓解手臂压力；脚踏7的设计同时亦便于产妇在感到劳累保持躺姿时能自由的伸

腿，提高舒适度；人体所能接触的表面均为柔软的面料，设计较为简洁；保证舒适度，利用率

高，实用性高；本实用新型哺乳椅均加了脚钉71的设计，提高哺乳椅和哺乳椅脚踏7的耐用

性，增大摩擦力，降低意外发生的概率；本实用新型设置腰垫4，提高舒适度，调整了扶手2与

座面1的高度，适于放置手臂，在适当高度进行哺乳；靠枕气囊、腰垫气囊、脚垫气囊、座面气

囊15和扶手气囊21的合理设置，能够使产妇根据自身身材和需求调节舒适的姿势，而连接

带6、条形气囊61、侧边气囊62的设置可以能够为婴儿提供较为舒适保护区域，能够缓解母

亲的手臂劳累，同时适应婴儿头颈段生理曲线；座面1、椅背3以及扶手2的合理设置，能够大

大增加母亲哺乳时的舒适度，适应不同姿势，避免长时间制成引起的劳累，有助于产后健康

恢复需要。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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