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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可与相同的车堆叠的购物车
(57)摘要
一种可堆叠的购物车(1) ，
所述购物车具有
可折叠的儿童座椅装置(7) ，
具有：
在篮(4)的后
壁(9)上可移动地支承的靠背(13) ；
在后壁上可
枢转地设置的覆盖机构(24)，
所述覆盖机构搁置
在座椅机构(23)上并且所述覆盖机构在向上枢
转的位置中封闭在后壁(9)中的腿部孔(10) ，
并
且其中在儿童座椅装置(7)的未使用位置中，
后
壁(9)、座椅机构(23)以及覆盖机构(24)紧密地
彼此贴靠，
座椅机构(23)在此向下悬挂并且覆盖
机构(24)指向上。覆盖机构(24)具有两个反向地
指向外的突出部(26)并且靠背(13)具有中央部
段(29)和侧向地邻接于中央部段(29)的两个滑
动部段(28)，
其中突出部(26)沿着靠背(13)的滑
动部段(28)滑动，
并且其中通过滑动部段(28)分
别形成由突出部(26)在儿童座椅装置(7)的未使
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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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可与相同的车堆叠的购物车(1) ，
所述购物车具有：
用于容纳物品的篮(4) ；
可折
叠的儿童座椅装置(7) ，
所述儿童座椅装置确定用于封闭所述篮(4)的向后的敞开的区域并
且能够移动到篮内部并且再向回移动，
其中所述儿童座椅装置(7)具有配设有两个腿部孔
(10)的后壁(9)、在所述后壁(9)上可移动地支承的靠背(13)以及座椅机构(23) ，
所述座椅
机构在所述儿童座椅装置(7)的使用位置中可用作为用于幼童的坐具并且设为用于对所述
靠背(13)的枢转区域限界，
其中所述儿童座椅装置(7)配设有在所述后壁上可枢转地设置
的覆盖机构(24) ，
所述覆盖机构搁置在所述座椅机构(23)上并且能向上和再向回枢转，
以
便在向上枢转的位置中封闭所述腿部孔(10) ，
并且以便同样在该位置中与所述座椅机构
(23)、
所述后壁(9)和所述靠背(13)一起形成用于物品的另一存放机构，
并且其中在所述儿
童座椅装置(7)的未使用位置中，
即在折叠状态中，
所述后壁(9)、
所述座椅机构(23)以及所
述覆盖机构(24)紧密地彼此贴靠，
所述座椅机构(23)在此向下悬挂并且所述覆盖机构(24)
指向上，
其特征在于，
所述覆盖机构(24)具有两个反向地指向外的突出部(26) ，
所述靠背(13)具有中央部段
(29)和侧向邻接于所述中央部段(29)的两个滑动部段(28)，
使得如果需要将所述儿童座椅
装置(7)从使用位置移动到未使用位置中或者相反移动，
那么位于所述后壁(9)和所述靠背
(13)之间的突出部(26)沿着所述靠背(13)的所述滑动部段(28)滑动，
其中所述滑动部段
(28)与所述靠背(13)的所述中央部段(29)的侧面至少部分不平行地伸展和/或沿竖直方向
比所述中央部段(29)更短，
使得分别形成由所述突出部(26)在所述儿童座椅装置(7)的未
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18)。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购物车(1)，
其特征在于，
所述靠背(13)的所述中央部段(29)借助位于一个平面中并且通过间隙分开的支撑杆
(19)形成，
并且每个滑动部段(28)分别通过至少一个完全地或部分地不位于所述平面中的
杆(15，
19)形成。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购物车(1)，
其特征在于，
每个滑动部段(28)由至少一个杆(15，
19)形成，
所述杆的第一端部比所述杆的第二端
部更靠近所述靠背(13)的所述中央部段(29)。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购物车(1)，
其特征在于，
每个滑动部段(28)由至少一个弯曲的杆形成，
所述杆在预定的区域(17)中从所述中央
部段(29)回缩。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购物车(1)，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后壁(9)的直接与所述靠背(13)的形成滑动部段(28)的竖直杆相邻的竖直杆(11)
与其平行地延伸。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购物车(1)，
其特征在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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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滑动部段(28)在所述靠背(13)的中央部段(29)上成形。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购物车(1)，
其特征在于，
在滑动部段(28)终止于由所述突出部(26)在未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下方的情况
下，
在至少一个滑动部段(28)的上端部处和/或在至少一个突出部(26)的下端部处，
设有相
对于竖直的支撑杆(19)的平面倾斜的接触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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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相同的车堆叠的购物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与相同的车堆叠的购物车，
所述购物车具有：用于容纳物品的
篮；
可折叠的儿童座椅装置，
所述儿童座椅装置确定用于封闭篮的向后的敞开的区域并且
能够移动到篮内部并且再向回移动，
其中儿童座椅装置具有配设有两个腿部孔的后壁、在
后壁上可移动地支承的靠背以及座椅机构，
所述座椅机构在儿童座椅装置的使用位置中可
用作为用于幼童的坐具并且设为用于对靠背的枢转范围限界，
其中儿童座椅装置配设有在
后壁上可枢转地设置的覆盖机构，
所述覆盖机构搁置在座椅机构上并且能向上和在此向回
枢转，
以便在向上枢转的位置中封闭腿部孔，
并且以便同样在该位置中与座椅机构、后壁和
靠背一起形成用于物品的另一存放机构，
并且其中在儿童座椅装置的未使用位置中，
即在
折叠状态中，
后壁、
座椅机构以及覆盖机构紧密地彼此贴靠，
座椅机构在此向下悬挂并且覆
盖机构指向上。
背景技术
[0002] 具有双重可用的儿童座椅装置的购物车，
如开头所描述的那样，
通过其在自助商
店中的应用是充分已知的。
[0003] 在WO2012/034556A2中描述一种解决建议，
如可折叠的、
然而不配设有覆盖机构的
儿童座椅装置可以节省空间地折叠。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
发展开头提到类型的购物车，
使得所述购物车的配设有附加的
覆盖机构的儿童座椅装置同样可以节省空间地折叠，
如这通过WO 2012/034556 A2力求达
到。
[0005] 该目的的解决方案在本发明中描述。
[0006] 通过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利地避免，
突出部的厚度造成折叠的儿童座椅装置的厚度
增大。这样构成的且折叠的儿童座椅装置由此可以针对如在WO 2012/034556 A2中所提出
的解决方案。
附图说明
[0007] 根据实施例详细阐述本发明。
附图示出：
[0008] 图1示出具有处于使用位置中的儿童座椅机构的购物车；
以及
[0009] 图2示出处于未使用位置中并且沿购物车的纵向方向观察的相同的儿童座椅机
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在图1中在空间中示出的购物车1具有车架2、
设置在车架上的篮4以及在后侧上的
推动机构3。篮4的已知地向后敞开的区域5通过可枢转的儿童座椅装置7封闭，
所述儿童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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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装置，
为了与相同的购物车1节省空间地堆叠的目的，
能枢转到篮内部。篮4的指向图像观
察者的侧壁6在附图中略微拆开地示出，
以便可以更好地示出儿童座椅装置7。儿童座椅装
置7通过后壁9、靠背13、座椅机构23和覆盖机构24形成。后壁9可围绕位于上部的第一水平
轴线8可枢转地支承在篮4上，
靠背13围绕位于下部的第二水平轴线12可枢转地支承在后壁
9上，
并且座椅机构23和覆盖机构24围绕位于第二水平轴线12上方和第一水平轴线8下方的
第三水平轴线22可枢转地支承在后壁9上。座椅机构23在位于靠背13处的穿口14上可推动
地支撑，
使得座椅机构23以已知的方式在儿童座椅装置7的未使用位置中向下悬挂，
参见图
2。覆盖机构24，
如在附图中所示出那样，
平放在座椅机构23上并且在该位置中与座椅机构
23一起可用作为座垫。后壁9具有两个用于幼童的腿的腿部孔10，
所述幼童可以坐在座椅机
构23或座垫上。在覆盖机构24上示出的弧形的双箭头示出，
覆盖机构24朝向后壁9可向上并
且再向回运动，
以便如果正需要，
座椅机构23不用作为坐具，
而是用作为例如用于存放压力
敏感的物品的附加的物品存放处，
那么在向上枢转的位置中封闭两个腿部孔10。在其两个
沿购物车1的纵向方向伸展的侧25上，
并且与第三水平轴线22间隔开设置地，
覆盖机构24分
别具有突出部26，
其中所述突出部26反向地向外延伸并且每个突出部26贴靠在靠背13的滑
动部段28上，
所述滑动部段在图1中示出的实施方案中由竖直杆15形成。每个竖直杆15在预
定的空间区域17中偏离其竖直方向地成形，
使得在每个竖直杆15上侧向地分别形成空间
18，
其中所述预定的空间区域分别位于靠背13的上部区域16中。空间18在该实例中侧向地
指向外从而镜像地设置。在图2中详细阐述空间18的意义。
附图没有详细地示出其他竖直
的、
水平的或形成后壁9和靠背13的其他的杆，
因为考虑这些杆会使附图混乱。可能存在更
多以及更少的杆并且杆及其间隙也可通过封闭的面替代。座椅机构23不仅用作为座椅，
而
且所述座椅机构以已知的方式借助于从后方夹紧的止挡件也固定靠背13的枢转区域。示出
的箭头又示出购物车1的纵向方向。如果儿童座椅装置7通过移动靠背13置于使用位置或未
使用位置中，
那么覆盖机构24的突出部26在滑动部段28上并且沿着滑动部段28，
在附图中
在靠背13的竖直杆15上滑动。
[0011] 对于在附图中示出的实施方案替选地，
座椅机构23的固定靠背13的枢转区域的、
从后方夹紧的止挡件，
如从DE 20 2014 006 501 U1中已知那样，
也在中央设置。需要至少
一个止挡件。
[0012] 观察靠背13的后侧，
从而从篮尖部向推动机构3观察，
图2示出沿购物车1的纵向方
向观察的儿童座椅机构7。在该示图中，
也省略后壁9的和靠背13的一定的水平杆和竖直杆，
以便实现清楚地示出儿童座椅装置。在上部示出第一水平轴线8，
以便所述第一水平轴线使
后壁9以已知的方式在篮4上移动。还示出第二水平轴线12，
所述第二水平轴线能够实现靠
背13的已知的运动，
并且同样示出的第三水平轴线22允许座椅机构23和覆盖机构24的移
动。
儿童座椅机构7在未使用位置中示出，
在所述未使用位置中，
儿童座椅装置7的所有部件
紧密地彼此贴靠。儿童座椅装置7因此处于折叠状态中，
在所述折叠状态中，
座椅机构23向
下悬挂并且覆盖机构24指向上。靠背13以位于座椅机构23上方的方式具有多个竖直的支撑
杆19，
所述支撑杆以已知的方式形成用于幼童的后背倚靠的装置。支撑杆19位于第一空间
区域中，
所述第一空间区域在观察附图时距图像观察者最近地设置。支撑杆19以已知的方
式与两个横向杆20连接，
所述横向杆位于第二空间区域中，
所述第二空间区域与第一空间
区域相比在附图中更深地伸入绘图平面从而距图像观察者更远。两个横向杆20又与靠背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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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竖直杆15连接，
其中两个竖直杆15例如形成靠背13的两个外侧21。两个竖直杆15位
于第三空间区域中，
所述第三空间区域再更深地伸入绘图平面从而距图像观察者再更远。
无论如何在覆盖机构24的两侧25上设置地，
分别设有
优选地，
在覆盖机构24的上端部27处，
突出部26中的一个突出部，
其中每个突出部26与其他突出部26镜像地设置，
在右侧和在左
侧指向外。在两个突出部26的高度上，
即在预定的空间区域17中，
每个竖直杆15，
或由竖直
杆15形成的滑动部段28偏离其竖直方向，
使得在每个竖直杆15上分别形成由覆盖机构24的
突出部26在儿童座椅装置7的未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18。这两个空间18位于杆15之间
从而位于第三空间区域中，
同样至少部分地位于横向杆20的端部之间从而也位于第二空间
区域中。这是必要的，
因为在将儿童座椅装置从使用位置折叠到未使用位置中时，
突出部26
沉入到第二空间区域中，
在所述使用位置中，
覆盖机构24平放在座椅机构23上。
因此决定性
的是，
滑动部段28，
或者说在此杆15在那里，
即在由突出部26在未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
18中，
不占据第二和第三空间区域。
[0013] 为此，
如在附图中和根据第一实施方案那样，
杆15沿着购物车1的纵向方向观察能
够以留在第三空间区域中的方式侧向地移置。第二等效的实施方案代替杆15优选使用在左
侧上和在右侧上最靠外的支撑杆19作为滑动机构28。所使用的支撑杆19根据所述第二实施
方案从第三空间区域中横穿第二空间区域地移置到第一空间区域中，
突出部26在未使用位
置中不占据所述第一空间区域。为此，
所述支撑杆选择性地在中间部段中弯曲或所述支撑
杆是直的并且总体上倾斜于其余的、仅占据第一空间区域的支撑杆19。倾斜的或从第三空
间区域弯曲到第一空间区域中的支撑杆19形成滑动部段28，
使得如果正需要，
儿童座椅装
置7从使用位置移动到未使用位置中或者相反移动，
那么所述突出部沿着靠背13的滑动部
段28滑动。滑动部段28设置在靠背13的中央部段29的两侧，
其竖直的支撑杆19仅占据第一
空间区域而其水平的横向杆20优选仅占据第二空间区域。
同样，
根据第三等效实施方案，
设
置在第三和/或第二空间区域中的滑动部段28也可以在相应的空间18下方终止，
使得所述
滑动部段不占据由突出部26在未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18。第一和第二等效实施方案优
选在靠背13由金属线制成的情况下应用，
而第三等效实施方案优选适合于由塑料制成的靠
背13。
[0014] 在附图中示出的实施方案中，
突出部26不贴靠在两个竖直杆15上，
使得使用第二
空间区域的突出部26不位于两个竖直杆15和其他属于后壁9的竖直杆11之间。在第二等效
实施方案的情况下，
在儿童座椅机构的未使用位置中，
突出部26可以贴靠在形成滑动部段
28的支撑杆19上，
因为支撑杆19的被突出部26所贴靠的相应的部段占据第一空间区域，
而
突出部26处于第二空间区域中。因为竖直的支撑杆19放置到横向杆20上，
所以在竖直的支
撑杆19的区域中得出对应于第二空间区域的自由空间，
在儿童座椅装置7的未使用位置中，
所述自由空间至少由覆盖机构24的其余体积的绝大部分，
即其中央部段29使用。
由此，
不仅
两个突出部26，
而且覆盖机构24总体上不增大儿童座椅装置7在折叠状态中的厚度。
由此，
如在WO 2012/034556 A2中所提出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在这里所描述的、配设有覆
盖机构24的儿童座椅装置7中实现。根据儿童座椅装置7的构造和构型，
在后壁9的右侧和左
侧设置的、
并且与靠背13的两个竖直杆15紧挨着、
即直接相邻的两个竖直杆11以相同的方
式向外并且再返回地成形，
以便必要时分别避免儿童座椅装置7的厚度通过杆11和15增加。
后壁9的竖直杆11那么与靠背13的竖直杆15平行地且以小的间距延伸。在附图中，
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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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示出两个构型方式。在右侧示出如下构型方式，
其中考虑到由靠背13的竖直杆15形成的、
由突出部26在未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18，
后壁9的竖直杆11相应地反向地向外弯曲。在
这两种情况下无论如何，
两个由突出部在未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18在靠背13的右侧和
左侧总是存在。
[0015] 所有描述的等效实施方案的共同点是，
覆盖机构24具有两个反向地指向外的突出
部26，
使得靠背13具有中央部段29并且侧向邻接于中央部段29地具有两个滑动部段28，
使
得如果正需要，
儿童座椅装置7从使用位置移动到未使用位置中或者相反移动，
那么位于后
壁9和靠背13之间的突出部26沿着靠背13的滑动部段28滑动，
其中滑动部段28与靠背13的
中央部段29的侧面至少部分不平行地伸展和/或在竖直方向上比中央部段29更短，
使得分
别形成由突出部26在儿童座椅装置7的未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18。
[0016] 作为使用位置在此表示如下布置，
其中覆盖机构24能够以在座椅机构23上平放的
方式用作为座垫，
并且后壁9的腿部孔10不由覆盖机构24遮盖。靠背的中央部段29竖直地通
过在侧向最靠外的、仅占据第一空间区域的竖直杆19限界，
并且水平地通过与支撑杆19连
接的横向杆20限界。代替横向杆20和支撑杆19，
中央部段29可以由面部件形成，
所述面部件
在支撑杆19之间的间隙至少部分被封闭时产生，
而在横向杆20之间的自由空间保持不变。
[0017] 根据第一有利的实施方案，
靠背13的中央部段29借助位于一个平面中且由间隙分
开的支撑杆19形成，
并且每个滑动部段28分别由至少一个完全地或部分地不位于该平面中
的杆15、
19形成。所述杆可以选择性地和如同在附图中那样对应于杆15或在左侧和右侧分
别最靠外的支撑杆19，
所述支撑杆与在附图中不同地离开第一空间区域，
不再属于靠背的
中央部段29。
[0018] 根据第二有利的实施方案，
与附图不同，
每个滑动部段28分别由至少一个杆15、
19
形成，
所述杆的第一端部比所述杆的第二端部更靠近靠背13的中央部段29。尤其如果与图1
和图2不同地，
代替杆15，
在左侧和在右侧最靠外的且用作为滑动部段28的支撑杆19偏向侧
面地弯曲，
那么这可以是这种情况。
[0019] 根据第三有利的实施方案，
每个滑动部段28由至少一个弯曲的杆15形成，
所述杆
在预定的区域17中从中央部段29回缩。
该实施方案示例性地在图1和图2中示出。
[0020] 根据第四有利的实施方案，
后壁9的直接与靠背13的形成滑动部段28的竖直杆相
邻的竖直杆11平行于其延伸。
所述实施方案在图2中在左侧示出。
[0021] 根据第五有利的实施方案，
与附图不同地，
每个滑动部段28在靠背13的中央部段
29上成形。本实施方案尤其适合于由塑料制成的靠背13。在这种靠背13的情况下，
支撑杆19
优选由面替代，
并且代替横向杆20出现用于加强所述面的肋。杆15于是也由肋或加强部段
替代。
[0022] 根据第六有利的实施方式，
在至少一个滑动部段28的上端部处和/或在至少一个
突出部26的下端部处，
设有相对于竖直的支撑杆19的平面倾斜的接触面。这尤其在如下情
况下是适宜的：
滑动部段28在由突出部26在未使用位置中所占据的空间18下方终止。借助
于所述倾斜的接触面，
在儿童座椅装置7从未使用位置移动到使用位置中时，
突出部26可以
从其在未使用位置中所位于的第二空间区域提升到滑动元件28上。在没有这种倾斜的接触
面的情况下，
突出部26的下边缘和滑动元件28的上边缘彼此碰撞并且部件会彼此卡住。
[0023] 在此，
术语“购物车”包括所有可用手移动的运输车，
所述运输车与这些车所用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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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前的市场的类型无关地适合于采购物品和运输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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