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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

叠车，包括折叠车体，所述折叠车体底部设置车

轮装置，所述折叠车体的后端设有定向框架，所

述车轮装置包括两个前轮和两个后轮，所述前轮

和后轮均设有脚轮固定架，所述两个后轮的脚轮

固定架之间设有同时制动两后轮的刹车装置，所

述定向框架上设置可拆卸的尾框装置。通过在两

个后轮之间设置可以同时制动的刹车装置，可以

阻止四个轮子折叠后成一直线的形状，很好的解

决了折叠后不能站立的问题，让折叠车的展开、

收起、站立变得更加简易；同时又在车体上增加

一个可拆卸又方便收纳的尾框，既便于使用者盛

放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又非常方便折叠收纳，大

大提升了产品的综合性能，更加美观，有档次，实

用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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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包括折叠车体，所述折叠车体底部设置车轮装置，所

述折叠车体的后端设有定向框架，所述车轮装置包括位于折叠车体底部前端的两个前轮和

位于折叠车体底部后端的两个后轮，所述前轮和后轮均设有脚轮固定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两个后轮的脚轮固定架之间设有同时制动两后轮的刹车装置，所述定向框架上设置可拆卸

的尾框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刹车装置包括两个

刹车件，两个刹车件分别可转动的连接在所述两个后轮的脚轮固定架位于所述折叠车体内

侧的侧面部分上，两个刹车件通过联动杆连为一体，所述联动杆上设置脚踏板，所述刹车件

上设有止挡部，该脚轮固定架所对应轮子的轮辐中央部位设置小齿轮，所述小齿轮的齿条

末端为离散状，通过脚踩所述脚踏板联动两个刹车件旋转，使得所述刹车件上的止挡部由

小齿轮的齿条末端插入齿条之间的空隙实现同时刹车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刹车件通过铆钉固

定在所述脚轮固定架上，所述止挡部位于所述刹车件其中一边的背面端部；所述刹车件的

背面中间拐角处设置第一固定圆筒，所述刹车件对应部位还开有固定孔；所述脚轮固定架

的内侧外部焊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设有两个螺纹固定孔，其中一个螺纹固定孔内连

接柱体，所述柱体位于固定板的端部，所述柱体与第一固定圆筒延伸方向相同，所述第一固

定圆筒连接到所述固定板的另一个螺纹固定孔内，通过铆钉贯穿所述刹车件的固定孔、以

及所述第一固定圆筒，从而将所述刹车件与脚轮固定架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刹车件的背面设置

限位槽，在所述限位槽与所述第一固定圆筒之间设置限位部件，当所述刹车件转动时，所述

柱体在所述限位槽内滑动，同时限位部件对所述柱体实现限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部件为弹簧，

所述弹簧的外周设置罩体，所述罩体固定在所述刹车件的背面，所述弹簧的一端设置小圆

柱探出所述罩体外并伸入所述限位槽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框装置可在车体

后部180度范围内随意停在任意一个角度。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框装置包括尾框

支架、连接机构和尾框布兜，所述尾框支架通过所述连接机构与所述定向框架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机构包括第一

连接件、第二连接件、卡扣，所述卡扣与所述第二连接件铰接，所述第一连接件固定连接在

所述尾框支架的连接端，所述第二连接件上设置凸出的齿轮状结构，在该齿轮状结构的中

央设置固定柱；所述第一连接件对应所述齿轮状结构的位置设置凹槽，在所述凹槽中央设

置固定孔，所述第二连接件的齿轮状结构嵌入所述第一连接件的凹槽内并通过铆钉将二者

固定连接，所述铆钉穿过所述固定孔并伸入所述固定柱中。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件的顶部

设置槽口，所述槽口临近所述尾框支架的一侧设置加强筋和弹簧槽，所述加强筋上铰接有

扳手，所述弹簧槽内设置弹簧，所述弹簧位于所述扳手的下面，所述扳手的一端设置卡爪，

所述卡爪穿过所述槽口并卡在所述齿轮状结构的齿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件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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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设置突起，所述定向框架上设置小孔，所述第二连接件上的突起卡装到定向框架上的小

孔内，然后将卡扣扣入定向框架上，实现尾框支架与定向框架的连接；  所述第二连接件的

内侧面与卡扣的内侧面配合形成圆形装配孔，所述定向框架的横截面为圆形，且该圆形装

配孔与定向框架构成过盈配合；所述定向框架上的小孔设置在上部和下部；所述折叠车体

内设有用于盛装物品的布兜，所述布兜的后侧面上设置拉链，拉链将其后侧面分割为两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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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工具车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

背景技术

[0002] 折叠车被广泛用于运送杂货、宠物、园艺用品等许多地方，具有多功能性，可以当

作旅行车，也可以运载物品到海边或任何地方。作为折叠车，最大的亮点在于不使用时可以

折叠存放，不会占据很大的空间，使用时可以承载够大，所以非常流行。但针对带伸缩把手

的折叠车款式，折叠后大都不能站立。另外，现有市面上的折叠车，人们在用的时候特别希

望加一个离手很近的尾框，可以放一些类似手机，钱包，钥匙之类的小东西。目前在可推拉

的折叠车里面加上尾框都是通过铆钉或直接铆合在车体上的，不能拆卸。这种固定式的尾

框会让折叠车在收纳的时候变得很麻烦，往往需要先调整后推把的角度后把尾框收纳起

来，再把后推把调整角度后收纳起整个车。要不就会出现尾框碰到后推把后无法折叠收纳

的情况。而作为折叠车，最大的亮点在于不使用时可以折叠存放，所以在增加尾框的同时，

如何解决折叠车方便折叠并且折叠后能够站立的问题，则是本实用新型所面临的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通过在两个后轮之间

设置可以同时制动的刹车装置，可以阻止四个轮子折叠后成一直线的形状，可以很好的解

决折叠后不能站立的问题，该设计让折叠车的展开、收起、站立变得更加简易；并且，同时在

车体上增加一个可拆卸又方便收纳的尾框，既便于使用者盛放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又非常

方便折叠收纳，大大提升了产品的综合性能，更加美观，有档次，实用性增强。

[0004] 为达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包括折叠车体，所述折叠车体底部设置车轮装置，

所述折叠车体的后端设有定向框架，所述车轮装置包括位于折叠车体底部前端的两个前轮

和位于折叠车体底部后端的两个后轮，所述前轮和后轮均设有脚轮固定架，其中所述两个

后轮的脚轮固定架之间设有同时制动两后轮的刹车装置，所述定向框架上设置可拆卸的尾

框装置。

[0006] 其中，所述折叠车体内设有用于盛装物品的布兜，所述折叠车体的前端设置前拉

把手，后端设置后推把手；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装置包括两个刹车件，两个刹车件分别可转动的连接在所述

两个后轮的脚轮固定架位于所述折叠车体内侧的侧面部分上，两个刹车件通过联动杆连为

一体，联动杆两端分别与刹车件固定连接，所述联动杆上设置脚踏板，所述刹车件上设有止

挡部，该脚轮固定架所对应轮子的轮辐中央部位设置小齿轮，所述小齿轮的齿条末端为离

散状，通过脚踩所述脚踏板联动两个刹车件旋转，使得所述刹车件上的止挡部由小齿轮的

齿条末端插入所述小齿轮齿条之间的空隙实现同时刹车功能。而且，在车子折叠后，联动杆

能够阻挡两个前轮，使得四个轮子不在一条直线上，所以更容易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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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件整体采用L型塑料件，通过铆钉固定在所述脚轮固定架上，

所述止挡部位于所述L型塑料件其中一边的背面端部。这里铆钉连接部位处是比较松的连

接，没有固定的很紧固，可以相对转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件的背面中间拐角处设置第一固定圆筒，所述刹车件对应部

位还开有固定孔；所述脚轮固定架的内侧外部焊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设有两个螺纹

固定孔，其中一个螺纹固定孔内连接柱体，所述柱体位于固定板的端部，所述柱体与第一固

定圆筒延伸方向相同，所述第一固定圆筒连接到所述固定板的另一个螺纹固定孔内，通过

铆钉贯穿所述刹车件的固定孔、以及所述第一固定圆筒，从而将所述刹车件与脚轮固定架

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件的背面设置限位槽，在所述限位槽与所述第一固定圆筒之

间设置限位部件，当所述刹车件转动时，所述柱体在所述限位槽内滑动，同时限位部件对所

述柱体实现限位，从而实现刹车件的止挡部的限位，防止其晃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限位部件为弹簧，所述弹簧的外周设置罩体，所述罩体固定在所述

刹车件的背面，所述弹簧的一端设置小圆柱探出所述罩体外并伸入所述限位槽内。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刹车件上的止挡部为凸起的钢筋柱。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小齿轮上的齿条末端具有圆滑的凸起。

[0014] 具体刹车操作如下：

[0015] 当需要刹车时，脚向下踩脚踏板，联动刹车件绕铆钉部位处旋转，此时刹车件上的

止挡部插入所述小齿轮的齿条之间的空隙里面使轮辐停止转动，达到刹车功能，因为此时

轮辐、刹车件以及脚轮固定架在脚轮固定架的连接作用下成为一体，由于脚轮固定架是不

能转动的，所述轮辐也停止转动；同时焊接在脚轮固定架上的固定板上的柱体由限位槽的

一端滑动到另一端，中间碰触并压缩弹簧端部的小圆柱，越过小圆柱后被其止挡限位，从而

实现刹车件上的止挡部的限位，避免止挡部到处摆动；

[0016] 当要取消刹车行进时，脚向上抬起脚踏板，刹车件绕铆钉部位处旋转，刹车件上的

止挡部脱离小齿轮的齿条，取消了刹车功能，同时固定板上的柱体由限位槽的另一端滑回

到初始端，中间又碰触并压缩弹簧端部的小圆柱，越过小圆柱后被其止挡限位，避免止挡部

到处摆动，此时车辆正常行驶。

[0017] 本实用新型解决了国内生产此种产品时遇到的最大问题，通过在后轮上增加刹车

部件，既保证了车辆的正常折叠，又保证了车辆的使用性能，牢固、稳定、安全，增加了使用

者在使用中的安全，满足产品质量安全要求。

[0018] 再进一步地，所述尾框装置可在车体后部180度范围内随意停在任意一个角度。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尾框装置包括尾框支架、连接机构和尾框布兜，所述尾框支架通过

所述连接机构与所述定向框架连接。

[0020]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机构包括第一连接件、第二连接件、卡扣，所述卡扣与所述第

二连接件铰接，所述第一连接件固定连接在所述尾框支架的连接端，所述第二连接件上设

置凸出的齿轮状结构，在该齿轮状结构的中央设置固定柱；所述第一连接件对应所述齿轮

状结构的位置设置凹槽，在所述凹槽中央设置固定孔，所述第二连接件的齿轮状结构嵌入

所述第一连接件的凹槽内并通过铆钉将二者固定连接，所述铆钉穿过所述固定孔并伸入所

述固定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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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连接件的顶部设置槽口，所述槽口临近所述尾框支架的一侧

设置加强筋和弹簧槽，所述加强筋上铰接有扳手，所述弹簧槽内设置弹簧，所述弹簧位于所

述扳手的下面，所述扳手的一端设置卡爪，所述卡爪穿过所述槽口并卡在所述齿轮状结构

的齿上。扳手安装后，由于弹簧的作用力，使得扳手的卡爪始终卡在齿轮状结构的齿上。

[0022] 尾框角度调整：按压扳手，其端部的卡爪抬起脱离齿轮状结构，此时使用者用手旋

转尾框支架，调整到合适的角度，然后松开扳手，在弹簧的作用力下，扳手上的卡爪重新卡

在齿轮状结构上实现角度位置的锁定。

[0023]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连接件的内侧设置突起，所述定向框架上设置小孔，所述第二

连接件上的突起卡装到定向框架上的小孔内，然后将卡扣扣入定向框架上，实现尾框支架

与定向框架的连接。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连接件的内侧面与卡扣的内侧面配合形成圆形装配孔，所述

定向框架的横截面为圆形，且该圆形装配孔与定向框架构成过盈配合。

[0025] 进一步地，所述定向框架上的小孔设置在上部和下部。

[0026] 尾框上下位置的调整：

[0027] 所述第二连接件的内侧设置突起，所述定向框架上设置小孔，所述第二连接件上

的突起卡装到定向框架上的小孔内，然后将卡扣扣入定向框架上，实现尾框支架与定向框

架的连接。第二连接件的内侧面与卡扣的内侧面恰好配合形成圆形，且该圆形与定向框架

构成过盈配合，从而将尾框牢固的连接在定向框架上。

[0028] 正是因为尾框装置在上下位置可以调整、倾斜角度也可以任意调整，因而使用者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尾框在合适的高度和角度上。

[0029] 进一步地，所述尾框支架整体为矩形框架，在矩形框架的两个相邻角部分别设置

连接端。

[0030] 进一步地，所述布兜的后侧面上设置拉链，拉链将其后侧面分割为两部分。将尾框

固定在脚部的位置，拉链拉开后，布兜底部可延伸至尾框布兜，延长了整个车体底部的尺

寸。

[0031] 进一步地，所述尾框支架、扳手、弹簧采用金属或合金材料制成，所述第一连接件、

第二连接件、卡扣采用塑料制成。

[0032]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积极效果：

[0033]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后面两个轮子上加了可以同时制动的刹车装置，这一结构可以

阻止四个轮子折叠后成一直线的形状，可以很好的解决折叠后不能站立的问题，此款设计

让折叠车的展开、收起、站立变得更加简易。

[0034] 另外，本实用新型设置的可拆卸的尾框装置，把后尾框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使用功

能，可安装可拆卸，用的时候可以安上去旋转打开，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需要清洗的时

候可以直接拆下来，非常方便。另外，此款尾框既可以固定在车子后部的上方使用，还可以

固定在车子后面的下方使用。当固定在下方的时候，可以把后面布兜的拉链打开，这样尾框

相当于加长了车体底盘的尺寸，可以装载更加尺寸较长的物品。

附图说明

[0035]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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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具体实施例展开时的立体结构示

意图（去掉布兜和尾框布兜）；

[0037]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具体实施例展开时的正面结构示

意图（去掉布兜和尾框布兜）；

[0038]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具体实施例折叠站立状态的立体

结构示意图（去掉布兜和尾框布兜）；

[0039]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具体实施例折叠站立状态的侧面

结构示意图（去掉布兜和尾框布兜）；

[0040] 图5是图1的A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41] 图6是图5的刹车部件的爆炸结构示意图一；

[0042] 图7是图5的刹车部件的爆炸结构示意图二；

[0043] 图8是刹车件与脚轮固定架连接结构示意图；

[0044] 图9是尾框支架与定向框架的装配结构示意图一；

[0045] 图10是尾框支架与定向框架的装配结构示意图二；

[0046] 图11是尾框支架与定向框架的装配结构示意图三；

[0047] 图12是图9的B处局部放大图；

[0048] 图13是图10的C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参考图1-8所示，是根据本实用新型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一个具体实施例的

结构示意图，使用方便的多功能折叠车，包括折叠车体10，折叠车体10内设有用于盛装物品

的布兜（图中未示出），折叠车体10的前端设置前拉把手20，后端设置后推把手30，折叠车体

10底部设置车轮装置，车轮装置包括位于折叠车体底部前端的两个前轮40和位于折叠车体

底部后端的两个后轮50，前轮40和后轮50分别均设有脚轮固定架41、51，其中两个后轮50的

脚轮固定架51之间设有同时制动两后轮的刹车装置，折叠车体10的后端设有定向框架60，

定向框架60上设置可拆卸的尾框装置70。

[0050] 上述刹车装置结构具体如下：

[0051] 如图5-8所示，刹车装置包括两个刹车件80，两个刹车件80分别可转动的连接在两

个后轮的脚轮固定架51位于折叠车体内侧的侧面部分上，这里所说的内侧是指车辆正常使

用状态下，相对于车体来说的。两个刹车件80通过联动杆81连为一体，联动杆81中央固定连

接脚踏板82。

[0052] 刹车件80上设有止挡部83，该止挡部83为凸起的钢筋柱，结构强度高。该脚轮固定

架51所对应轮子的轮辐中央部位一体成型设置小齿轮90，小齿轮的齿条91末端为离散状，

通过脚踩脚踏板82联动两个刹车件80旋转，使得刹车件80上的止挡部83由小齿轮的齿条91

末端插入所述齿条91之间的空隙实现同时刹车功能。而且，参考图2-4所示，其中两个前轮

40之间的跨距小于两个后轮50之间的跨距，在车子折叠后，两个前轮40能够插入两个后轮

50之间的位置，同时联动杆81能够阻挡两个前轮40，使得四个轮子不在一条直线上，所以更

容易站立。为了便于止挡部83圆滑插入齿条91之间的空隙，小齿轮90上的齿条91末端具有

圆滑的凸起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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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刹车件80整体采用背面带有型腔的L型塑料件，通过铆钉84固定在脚轮固定架51

上，止挡部83位于L型塑料件其中一边的背面端部。这里铆钉连接部位处是比较松的连接，

没有固定的很紧固，可以相对转动。

[0054] 参考图6-8所示，为了便于固定和旋转刹车件80，脚轮固定架51的外侧焊接有固定

板52，固定板52上设有两个螺纹固定孔53，其中一个螺纹固定孔内连接柱体54，柱体54位于

固定板52的端部，刹车件的背面中间拐角处设置第一固定圆筒85，刹车件80对应部位还开

有固定孔，柱体54与第一固定圆筒85延伸方向相同，第一固定圆筒85连接到固定板52的另

一个螺纹固定孔内，通过铆钉84贯穿刹车件的固定孔、以及第一固定圆筒85，从而将刹车件

80与脚轮固定架51连接。

[0055] 如图8所示，刹车件80的背面对应柱体54的部位设置椭圆形限位槽86，在椭圆形限

位槽86与第一固定圆筒85之间设置限位部件，当刹车件80转动时，柱体54在限位槽86内滑

动，同时限位部件对柱体54实现限位。该实施例中的限位部件为弹簧87，弹簧87的外周设置

罩体88，罩体88通过螺钉固定在刹车件80的背面，弹簧87的一端设置小圆柱89探出罩体88

外并伸入限位槽86内。

[0056] 具体刹车操作如下：

[0057] 当需要刹车时，脚向下踩脚踏板82，刹车件80绕铆钉84部位处旋转（这里的铆钉没

有完全铆死，能够转动），此时刹车件80上的止挡部83插入小齿轮90的齿条91之间的空隙里

面使轮辐停止转动，因为此时轮辐、刹车件80以及脚轮固定架51在脚轮固定架的连接作用

下成为一体，由于脚轮固定架51是不能转动的，所以轮辐也停止转动，达到刹车功能；同时

焊接在脚轮固定架51上的固定板52上的柱体54由限位槽86的一端滑动到另一端，中间碰触

并压缩弹簧87端部的小圆柱89，越过小圆柱89后弹簧87复位，柱体54被小圆柱89止挡限位，

从而实现刹车件80上的止挡部83的限位，避免止挡部83到处摆动；

[0058] 当要取消刹车行进时，脚向上抬起脚踏板82，刹车件80绕铆钉84部位处旋转，刹车

件80上的止挡部83脱离小齿轮90的齿条91，取消了刹车功能，此时车辆正常行驶；同时固定

板52上的柱体54由限位槽86的另一端滑回到初始端，中间又碰触并压缩弹簧87端部的小圆

柱89，越过小圆柱89后被其止挡限位，从而实现刹车件80上的止挡部8的限位，避免止挡部

83到处摆动。

[0059] 本实用新型解决了国内生产此种产品时遇到的最大问题，通过在两个后轮之间设

置可以同时制动的刹车装置，既保证了车辆的正常折叠，又保证了车辆的使用性能，增加了

使用者在使用中的安全性，同时在车子折叠后，联动杆能够阻挡两个前轮，使得四个轮子不

在一条直线上，所以更容易站立，很好的解决了折叠后不能站立的问题。

[0060] 刹车件80整体采用塑料件，一体注塑成型，采用塑料件，弹性好，结构强度也满足。

[0061] 参考图1、9-13所示，折叠车体10的后端设有定向框架60，定向框架60的上端与后

推把手30固定连接，定向框架60上设置可拆卸的尾框装置70，尾框装置70可在车体后部180

度范围内随意停在任意一个角度，具体实现结构如下：

[0062] 参考图9-13所示，尾框装置70包括尾框支架71、尾框布兜（图中未示出）以及连接

机构100，尾框支架71通过连接机构100与定向框架60连接。

[0063] 其中，连接机构100包括第一连接件101、第二连接件102、卡扣103，卡扣103与第二

连接件102铰接，第一连接件101固定连接在尾框支架71的连接端，第二连接件102上设置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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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齿轮状结构102-1，在该齿轮状结构102-1的中央设置中空固定柱102-2；第一连接件

101对应齿轮状结构102-1的位置设置凹槽101-1，在凹槽101-1中央设置固定孔101-2，第二

连接件102的齿轮状结构102-1嵌入第一连接件101的凹槽101-1内并通过铆钉将二者固定

连接，铆钉穿过固定孔101-2并伸入固定柱102-2中。

[0064] 其中，第一连接件101的顶部设置槽口101-3，槽口101-3临近尾框支架71的一侧设

置加强筋101-4和弹簧槽101-5，加强筋101-4上铰接有扳手104，弹簧槽101-5内设置弹簧

105，弹簧105位于扳手104的下面，扳手104的一端设置卡爪104-1，卡爪104-1穿过槽口101-

3并卡在齿轮状结构102-1的齿上。扳手104安装后，由于弹簧105的作用力，使得扳手104的

卡爪始终卡在齿轮状结构102-1的齿上。

[0065] 尾框角度调整：按压扳手104，其端部的卡爪104-1抬起脱离齿轮状结构102-1，此

时使用者用手旋转尾框支架71，调整到合适的角度，然后松开扳手104，在弹簧105的作用力

下，扳手104上的卡爪重新卡在齿轮状结构102-1上实现角度位置的锁定。尾框装置70可以

由水平状态向上收纳至竖直状态，以及尾框装置70也可以由水平状态向下收纳至竖直状

态，均实现了角度的90度调整。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180度范围内其他的角度。

[0066] 参考图13所示，其中，第二连接件102的内侧（卡装定向框架的一侧）设置突起102-

3，定向框架60上设置小孔61，第二连接件102上的突起102-3卡装到定向框架60上的小孔61

内，然后将卡扣103扣入定向框架60上，实现尾框支架71与定向框架60的连接。其中，第二连

接件102的内侧面与卡扣103的内侧面配合形成圆形装配孔，定向框架60的横截面为圆形，

且该圆形装配孔与定向框架构成过盈配合。

[0067] 定向框架60上的小孔61设置在定向框架60的上部和下部。尾框装置70上下位置的

调整：第二连接件102的内侧设置突起102-3，定向框架60上设置小孔61，第二连接件102上

的突起卡装到定向框架60上的小孔61内，然后将卡扣103扣入定向框架60上，实现尾框支架

71与定向框架60的连接。第二连接件102的内侧面与卡扣103的内侧面恰好配合形成圆形，

且该圆形与定向框架构成过盈配合，从而将尾框牢固的连接在定向框架上。根据使用者需

要可以随时调整尾框在定向框架上的位置，只需要打开卡扣上下移动尾框，然后将第二连

接件102上的突起对准定向框架上的小孔，再将卡扣扣紧即可实现轻松固定。

[0068] 正是因为尾框装置70在上下位置可以调整、倾斜角度也可以任意调整，因而使用

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尾框在合适的高度和角度上。

[0069] 参考图9、10所示，其中，尾框支架71整体为矩形框架，在矩形框架的两个相邻角部

分别设置连接端71-1，用于和第一连接件101连接。

[0070] 另外，折叠车体内设有用于盛装物品的布兜，布兜的后侧面上设置拉链，拉链将其

后侧面分割为两部分。将尾框固定在脚部的位置，拉链拉开后，布兜底部可延伸至尾框布

兜，延长了整个车体底部的尺寸。

[0071] 其中，上述的尾框支架71、扳手104、弹簧105采用金属或合金材料制成，第一连接

件101、第二连接件102、卡扣103采用塑料制成。

[0072] 该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带有尾框的折叠车，增加了可拆卸又方便收纳的尾框，既便

于使用者盛放随身携带的小物件，而且非常方便折叠收纳，实用性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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