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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儿童推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儿童推车，包括底部

支撑架、上部支撑架和座位支撑件，底部支撑架

包括第一支撑腿和第二支撑腿，第一支撑腿和第

二支撑腿下端均设有车轮，第一支撑腿与第二支

撑腿绕第一轴线转动连接，上部支撑架包括中撑

杆和上撑杆，中撑杆与底部支撑架绕第二轴线转

动连接，上撑杆与中撑杆绕第三轴线转动连接，

座位支撑件连接在上部支撑架上，并且儿童推车

在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同时确保：中撑

杆上端、上撑杆下端和第二支撑腿下端到达靠近

第一支撑腿下端位置，上撑杆上端到达靠近第一

支撑腿上端位置，以及座位支撑件到达靠拢第一

支撑腿位置。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折叠后体积

小，而展开时座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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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童推车，在锁定装置解锁后能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底部支撑架(1)、上部支撑架(2)和座位支撑件(3)，所述的底部支撑架(1)包括第一支撑腿

(11)和第二支撑腿(12)，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和第二支撑腿(12)下端均设有车轮(13)，

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第二支撑腿(12)绕第一轴线(A)转动连接，所述的上部支撑架(2)

包括中撑杆(21)和上撑杆(22)，所述的中撑杆(21)与底部支撑架(1)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

接，所述的上撑杆(22)与中撑杆(21)绕第三轴线(C)转动连接，所述的座位支撑件(3)连接

在上部支撑架(2)上，并且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同时确保：所述的中撑

杆(21)上端、上撑杆(22)下端和第二支撑腿(12)下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下端位置，

上撑杆(22)上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上端位置，以及座位支撑件(3)到达靠拢第一支

撑腿(11)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第二支撑腿

(12)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一V形开口(4)，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中撑杆(21)构造成V形并

具有第二V形开口(5)，所述的中撑杆(21)与上撑杆(22)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三V形开口(6)，

并且第一V形开口(4)指向地面，第二V形开口(5)与第三V形开口(6)的开口朝向相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撑杆(22)上端绕第六轴线

(F)转动连接有手推把(7)，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所述的手推把(7)下

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上端位置，并且手推把(7)上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下端

位置；或者，所述的上撑杆(22)内滑动连接有手推把，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

置时，所述的手推把收缩到上撑杆(22)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撑杆(21)与第一支撑腿(11)

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或者中撑杆(21)与第二支撑腿(12)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或

者中撑杆(21)与第一支撑腿(11)、第二支撑腿(12)三者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座位支撑件(3)前侧与上部支

撑架(2)之间设有连接二者的连接机构(8)，所述的中撑杆(21)上绕第四轴线(D)转动连接

有第一传动杆(91)，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上端与座位支撑件(3)后侧活动连接，所述的第

一传动杆(91)下端与第一支撑腿(11)滑动连接，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第二支撑腿(12)

之间设有第二传动杆(92)，所述的第二传动杆(92)一端与第二支撑腿(12)绕第五轴线(E)

转动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支撑腿(11)滑动连接且在第一传动杆(91)下端沿第一支撑腿(11)

滑动时跟着一起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机构(8)包括连接杆(81)，

所述的连接杆(81)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八轴线(H)转动连接，另一端绕第九轴线(I)与座

位支撑件(3)前侧转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与座位支撑件

(3)绕第十六轴线(Q)转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上设有滑槽

(111)，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下端设有插入滑槽(111)并能带动第一传动杆(91)下端沿第

一支撑腿(11)滑动的滑柱，所述的第二传动杆(92)与第一传动杆(91)下端绕第七轴线(G)

转动连接；或者，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上设有能沿其滑行的滑套(112)，所述的第一传动

杆(91)下端铰接在滑套(112)上，并且所述的第二传动杆(92)铰接在滑套(112)上或铰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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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传动杆(91)上。

9.根据权利要求5至8任一项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撑杆(22)与座位

支撑件(3)之间还设有扶手杆(23)，所述的扶手杆(23)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十轴线(J)转

动连接，另一端与座位支撑件(3)绕第十一轴线(K)转动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机构(8)包括能沿座位支

撑件(3)滑动的滑行套(82)，所述的连接机构(8)还包括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十二轴线

(L)转动连接、另一端与滑行套(82)绕第十三轴线(M)转动连接的上连接片(83)；或者，所述

的连接机构(8)包括能沿座位支撑件(3)滑动的滑行套(82)，所述的连接机构(8)还包括一

端与中撑杆(21)绕第十四轴线(N)转动连接、另一端与滑行套(82)绕第十五轴线(P)转动连

接的下连接片(84)，所述的上撑杆(22)与座位支撑件(3)之间还设有扶手杆(23)，所述的扶

手杆(23)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十轴线(J)转动连接，另一端与座位支撑件(3)绕第十一轴

线(K)转动连接，所述的扶手杆(23)上连接有前扶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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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童推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儿童推车。

【背景技术】

[0002] 儿童推车是婴幼儿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产品。目前衡量一辆儿童推车优劣主要有以

下两个指标：一是儿童推车折叠后的体积大小，二是儿童推车在展开状态时座位的高低。折

叠后体积越小则更便于存放或携带，展开状态座位越高则可以使大人与婴幼儿越近，拉近

大人与婴幼儿的互动距离，而且座位越高还可以将儿童推车当做餐椅使用，将儿童推车推

到餐桌旁即可方便地给婴幼儿喂餐。但是目前市场上的儿童推车一般都不能达到两全其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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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后体积小，而

展开时座位高的儿童推车。

[0005]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儿童推车，在锁定装置解锁后能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其特征在于：包

括底部支撑架1、上部支撑架2和座位支撑件3，所述的底部支撑架1包括第一支撑腿11和第

二支撑腿12，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和第二支撑腿12下端均设有车轮13，所述的第一支撑腿

11与第二支撑腿12绕第一轴线A转动连接，所述的上部支撑架2包括中撑杆21和上撑杆22，

所述的中撑杆21与底部支撑架1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所述的上撑杆22与中撑杆21绕第三

轴线C转动连接，所述的座位支撑件3连接在上部支撑架2上，并且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置移

动至折叠位置时同时确保：所述的中撑杆21上端、上撑杆22下端和第二支撑腿12下端到达

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下端位置，上撑杆22上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上端位置，以及座位支

撑件3到达靠拢第一支撑腿11位置。

[0007]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第二支撑腿12构造成V

形并具有第一V形开口4，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中撑杆21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二V形开口5，

所述的中撑杆21与上撑杆22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三V形开口6，并且第一V形开口4指向地面，

第二V形开口5与第三V形开口6的开口朝向相反。

[0008]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撑杆22上端绕第六轴线F转动连接有

手推把7，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所述的手推把7下端到达靠近第一支

撑腿11上端位置，并且手推把7上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下端位置；或者，所述的上撑杆

22内滑动连接有手推把，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所述的手推把收缩到

上撑杆22内。

[0009]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撑杆21与第一支撑腿11绕第二轴线B

转动连接，或者中撑杆21与第二支撑腿12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或者中撑杆21与第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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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11、第二支撑腿12三者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

[0010]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座位支撑件3前侧与上部支撑架2之间

设有连接二者的连接机构8，所述的中撑杆21上绕第四轴线D转动连接有第一传动杆91，所

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上端与座位支撑件3后侧活动连接，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下端与第一支

撑腿11滑动连接，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第二支撑腿12之间设有第二传动杆92，所述的第

二传动杆92一端与第二支撑腿12绕第五轴线E转动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支撑腿11滑动连接

且在第一传动杆91下端沿第一支撑腿11滑动时跟着一起滑动。

[0011]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机构8包括连接杆81，所述的连接

杆81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八轴线H转动连接，另一端绕第九轴线I与座位支撑件3前侧转动

连接。

[0012]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与座位支撑件3绕第十六

轴线Q转动连接。

[0013]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上设有滑槽111，所述的

第一传动杆91下端设有插入滑槽111并能带动第一传动杆91下端沿第一支撑腿11滑动的滑

柱，所述的第二传动杆92与第一传动杆91下端绕第七轴线G转动连接；或者，所述的第一支

撑腿11上设有能沿其滑行的滑套112，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下端铰接在滑套112上，并且所

述的第二传动杆92铰接在滑套112上或铰接在第一传动杆91上。

[0014]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撑杆22与座位支撑件3之间还设有扶

手杆23，所述的扶手杆23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十轴线J转动连接，另一端与座位支撑件3绕

第十一轴线K转动连接。

[0015] 如上所述的儿童推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机构8包括能沿座位支撑件3滑动

的滑行套82，所述的连接机构8还包括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十二轴线L转动连接、另一端与

滑行套82绕第十三轴线M转动连接的上连接片83；或者，所述的连接机构8包括能沿座位支

撑件3滑动的滑行套82，所述的连接机构8还包括一端与中撑杆21绕第十四轴线N转动连接、

另一端与滑行套82绕第十五轴线P转动连接的下连接片84，所述的上撑杆22与座位支撑件3

之间还设有扶手杆23，所述的扶手杆23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十轴线J转动连接，另一端与座

位支撑件3绕第十一轴线K转动连接，所述的扶手杆23上连接有前扶手24。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有如下优点：

[0017] 1、本实用新型的底部支撑架支撑在地面上，中撑杆转动连接在底部支撑架上，上

撑杆转动连接在中撑杆上，因此，在儿童推车展开状态时，中撑杆就可以到达一个较高的位

置，这样就可以使连接在上部支撑架上的座位支撑件位于一个较高的位置，从而使得儿童

推车的座位较高，大人通过上撑杆推行儿童推车时可以方便地与儿童互动，也使得儿童推

车靠到餐桌旁时能直接当餐椅使用。另外，由于上撑杆、中撑杆、第一支撑腿和第二支撑腿

均是相互转动连接，在儿童推车折叠时，中撑杆上端、上撑杆下端和第二支撑腿下端到达靠

近第一支撑腿下端位置，上撑杆上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上端位置，以及座位支撑件到达

靠拢第一支撑腿位置，因此，儿童推车折叠后的长度不超过第一支撑腿连接车轮后的长度，

使得儿童推车折叠后体积小，便于携带。因此，本实用新型儿童推车既能保证展开状态具有

较高的座位又能保证折叠状态体积小，实现两全其美，适合推广应用。

[0018] 2、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支撑腿与第二支撑腿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一V形开口，第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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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腿与中撑杆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二V形开口，中撑杆与上撑杆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三V形开

口，并且第一V形开口指向地面，第二V形开口与第三V形开口的开口朝向相反。第一V形开口

指向地面，因此第一支撑腿和第二支撑腿确保儿童推车在地面上立得很稳，而第二V形开口

与第三V形开口的开口朝向相反，使得第一支撑腿、中撑杆和上撑杆构造成之字形斜向爬

升，在满足儿童推车结构强度及展开状态结构紧凑的情况下，从而达到利用较短连杆构件

实现座位高的效果，进而实现儿童推车展开状态座位高而折叠状态体积小的效果，设计非

常巧妙。

[0019] 3、本实用新型的上撑杆上端绕第六轴线转动连接有手推把，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

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手推把下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上端位置，并且手推把上端到达靠

近第一支撑腿下端位置。手推把的设置使得用户能够更方便地推着儿童推车行走，而当儿

童推车折叠时，手推把则叠合到上撑杆上，确保儿童推车折叠体积小。

[0020] 4、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折叠后体积小，而展开时座位高，适合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立体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展开状态侧视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折叠过程中的侧视图之一；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折叠过程中的侧视图之二；

[0025]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折叠状态侧视图；

[0026]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展开状态侧视图；

[0027]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折叠过程中的侧视图；

[0028]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展开状态侧视图；

[0029] 图9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折叠过程中的侧视图；

[0030] 图10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4展开状态侧视图；

[0031] 图1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4折叠过程中的侧视图；

[0032] 图1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5展开状态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34] 实施例1：

[0035]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儿童推车，在锁定装置解锁后能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

置，包括底部支撑架1、上部支撑架2和座位支撑件3，所述的底部支撑架1包括第一支撑腿11

和第二支撑腿12，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和第二支撑腿12下端均设有车轮13，所述的第一支

撑腿11与第二支撑腿12绕第一轴线A转动连接，所述的上部支撑架2包括中撑杆21和上撑杆

22，所述的中撑杆21与底部支撑架1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所述的上撑杆22与中撑杆21绕

第三轴线C转动连接，所述的座位支撑件3连接在上部支撑架2上，并且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

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同时确保：所述的中撑杆21上端、上撑杆22下端和第二支撑腿12下端

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下端位置，上撑杆22上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上端位置，以及座

位支撑件3到达靠拢第一支撑腿11位置。底部支撑架1支撑在地面上，中撑杆21转动连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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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支撑架1上，上撑杆22转动连接在中撑杆21上，因此，在儿童推车展开状态时，中撑杆21

就可以到达一个较高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使连接在上部支撑架2上的座位支撑件3位于一个

较高的位置，从而使得儿童推车的座位较高，大人通过上撑杆22推行儿童推车时可以方便

地与儿童互动，也使得儿童推车靠到餐桌旁时能直接当餐椅使用。另外，由于上撑杆22、中

撑杆21、第一支撑腿11和第二支撑腿12均是相互转动连接，在儿童推车折叠时，中撑杆21上

端、上撑杆22下端和第二支撑腿12下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下端位置，上撑杆22上端到

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上端位置，以及座位支撑件3到达靠拢第一支撑腿11位置，因此，儿童

推车折叠后的长度不超过第一支撑腿11连接车轮13后的长度，使得儿童推车折叠后体积

小，便于携带。因此，本实用新型儿童推车既能保证展开状态具有较高的座位又能保证折叠

状态体积小，实现两全其美，适合推广应用。本实用新型儿童推车的锁定装置可以采用传统

儿童推车的锁定结构，在此不再赘述。

[0036] 如图2所示，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第二支撑腿12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一V形开口

4，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中撑杆21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二V形开口5，所述的中撑杆21与上

撑杆22构造成V形并具有第三V形开口6，并且第一V形开口4指向地面，第二V形开口5与第三

V形开口6的开口朝向相反。第一V形开口4指向地面，因此第一支撑腿11和第二支撑腿12确

保儿童推车在地面上立得很稳，而第二V形开口5与第三V形开口6的开口朝向相反，使得第

一支撑腿11、中撑杆21和上撑杆22构造成之字形斜向爬升，在满足儿童推车结构强度及展

开状态结构紧凑的情况下，从而达到利用较短连杆构件实现座位高的效果，进而实现儿童

推车展开状态座位高而折叠状态体积小的效果，设计非常巧妙。

[0037]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上撑杆22上端绕第六轴线F转动连接有手推把7，儿童推

车在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所述的手推把7下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上端位置，

并且手推把7上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下端位置，手推把7的设置使得用户能够更方便地

推着儿童推车行走，而当儿童推车折叠时，手推把7则叠合到上撑杆22上，确保儿童推车折

叠体积小。当然，为了更方便地推行儿童推车，也可以在所述的上撑杆22内滑动设置手推

把，儿童推车在从展开位置移动至折叠位置时，则将所述的手推把收缩到上撑杆22内。

[0038] 如图2所示，所述的中撑杆21与第一支撑腿11、第二支撑腿12三者绕第二轴线B转

动连接，此时第一轴线A与第二轴线B重合，使得儿童推车收合灵活，折叠方便，结构紧凑。当

然，所述的中撑杆21也可以只与第一支撑腿11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或者只与第二支撑腿

12绕第二轴线B转动连接。

[0039] 如图1至图4所示，所述的座位支撑件3前侧与上部支撑架2之间设有连接二者的连

接机构8，所述的中撑杆21上绕第四轴线D转动连接有第一传动杆91，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

上端与座位支撑件3后侧活动连接，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下端与第一支撑腿11滑动连接，所

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与第二支撑腿12之间设有第二传动杆92，所述的第二传动杆92一端与第

二支撑腿12绕第五轴线E转动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支撑腿11滑动连接并在第一传动杆91下

端沿第一支撑腿11滑动时一起滑动。在儿童推车折叠时，上撑杆22相对中撑杆21转动，并通

过座位支撑件3后侧向第一传动杆91施加作用力，第一传动杆9绕第四轴线D转动，第一传动

杆91的下端则沿第一支撑腿11向下滑行，因此带着第二传动杆92下端沿第一支撑腿11向下

滑行，从而拉动中撑杆21和第二支撑腿12靠拢到第一支撑腿11上，实现中撑杆21上端、上撑

杆22下端和第二支撑腿12下端到达靠近第一支撑腿11下端位置，上撑杆22上端到达靠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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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撑腿11上端位置，以及座位支撑件3到达靠拢第一支撑腿11位置。

[0040]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连接机构8包括连接杆81，所述的连接杆81一端与上撑杆

22绕第八轴线H转动连接，另一端绕第九轴线I与座位支撑件3前侧转动连接。

[0041]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与座位支撑件3绕第十六轴线Q转动连接。

[0042] 如图1所示，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上设有滑槽111，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下端设有

插入滑槽111并能带动第一传动杆91下端沿第一支撑腿11滑动的滑柱(图中未示出)，所述

的第二传动杆92与第一传动杆91下端绕第七轴线G转动连接。第一传动杆91通过滑柱在滑

槽111内滑行，使得中撑杆21和第二支撑腿12向第一支撑腿11靠拢的过程非常的灵活。

[0043] 实施例2：

[0044] 如图6和图7所示，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0045] 所述的连接机构8包括能沿座位支撑件3滑动的滑行套82，所述的连接机构8还包

括一端与上撑杆22绕第十二轴线L转动连接、另一端与滑行套82绕第十三轴线M转动连接的

上连接片83。在儿童推车折叠时，上撑杆22相对中撑杆21转动，滑套82则在座位支撑件3上

滑行，并通过座位支撑件3对第一传动杆91施加作用力，进而实现儿童推车折叠。

[0046] 实施例3：

[0047] 如图8和图9所示，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0048] 所述的连接机构8包括能沿座位支撑件3滑动的滑行套82，所述的连接机构8还包

括一端与中撑杆21绕第十四轴线N转动连接、另一端与滑行套82绕第十五轴线P转动连接的

下连接片84，所述的上撑杆22与座位支撑件3之间还设有扶手杆23，所述的扶手杆23一端与

上撑杆22绕第十轴线J转动连接，另一端与座位支撑件3绕第十一轴线K转动连接，所述的扶

手杆23上连接有前扶手24。在此实施例中，第十一轴线K与第十六轴线Q重合。在儿童推车折

叠时，上撑杆22相对中撑杆21转动，通过扶手杆23对座位支撑件3施加作用力，则座位支撑

件3对第一传动杆91施加作用力，在此过程中，座位支撑件3相对上部支撑架2运动，滑套82

则在座位支撑件3上滑行，下连接片84相对中撑杆21转动，最终实现儿童推车折叠。在此实

施例中，前扶手24可供儿童抓握，确保安全。

[0049] 实施例4：

[0050] 如图10和图11所示，实施例4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0051] 所述的上撑杆22与座位支撑件3之间还设有扶手杆23，所述的扶手杆23一端与上

撑杆22绕第十轴线J转动连接，另一端与座位支撑件3绕第十一轴线K转动连接。在此实施例

中，第十一轴线K与第十六轴线Q重合。扶手杆23的设置可以增加座位支撑件3的承重能力，

提高强度。并且，在扶手杆23上还可以连接前扶手24，前扶手24的设置可供儿童抓握，确保

安全，而且在儿童推车折叠时，前扶手24可以跟随联动，不需要单独折叠前扶手24，操作非

常的方便。

[0052] 实施例5：

[0053] 如图12所示，实施例5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

[0054] 所述的第一支撑腿11上设有能沿其滑行的滑套112，所述的第一传动杆91下端铰

接在滑套112上，并且所述的第二传动杆92铰接在滑套112上或铰接在第一传动杆91上。在

此实施例中，第一支撑腿11上不再设置滑槽，而是在第一支撑腿11上套设滑套112，第一传

动杆91下端和第二传动杆92上端跟着滑套112沿第一支撑腿11滑行，进而实现中撑杆2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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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撑腿12向第一支撑腿11靠拢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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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4/9 页

13

CN 211844595 U

13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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