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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

动装置，属于机械领域，该装置包括动力传输机

构、承载机构和安全防护机构，主动皮带轮安装

在电机的轴上，被动皮带轮安装在斜轴伞齿轮减

速器的输入轴上，皮带与主动皮带轮和被动皮带

轮相联，斜轴伞齿轮减速器一根输出轴联接下联

轴器，另一根输出轴联接横联轴器，下联轴器通

过斜轴与上联轴器连接，上联轴器连接在斜轴蜗

轮蜗杆减速器的输入轴上上，斜轴蜗轮蜗杆减速

器的输出轴上安装着槽轮，承载链条首尾相连被

槽轮驱动呈环状运行。一旦承载链条或承载板由

于制造、使用等各种原因发生断裂，在钢丝绳和

安全钩保护下，不会发生载车板掉下来的情况。

无论哪个传动件出现故障，都不会使车辆滑落和

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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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动力传

输机构、承载机构和安全防护机构，所述的动力传输机构包括电机（14）、主动皮带轮（13）、

皮带（12）、被动皮带轮（11）、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下联轴器（16）、斜轴（10）、上联轴器

（9）、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7）和槽轮（17），主动皮带轮（13）安装在电机（14）的轴上，被动皮

带轮（11）安装在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的输入轴上，皮带（12）与主动皮带轮（13）和被动皮

带轮（11）相联，斜轴伞齿轮减速器（7）的一根输出轴连接下联轴器（16），另一根输出轴连接

横联轴器（15），下联轴器（16）  通过斜轴（10）与上联轴器（9）连接，上联轴器（9）连接在斜轴

蜗轮蜗杆减速器（7）的输入轴上（34）上，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7）的输出轴（8）上安装槽轮

（17），槽轮驱动承载链条（18），承载链条（18）首尾相连呈环状运行，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

的另一根输出轴通过横联轴器（15）与大轴（4）相连，大轴（4）通过大轴联轴器（6）与对面的

斜轴伞齿轮减速器、斜轴和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槽轮、承载链条相连；承载系统包括外承

载板（2）、内承载板（3）、行走轮（1）、载车梁（19）、载车担（20）、载车杠（25）、边梁（24）和波浪

板（35）组成，在承载链条（18）上每间隔一定的距离安装一对内承载板（3）和外承载板（2），

载车梁（19）安装在内承载板（3）和外承载板（2）上，载车担（20）安装在载车梁（19）上，载车

杠（25）上部与载车担（20）相连，下部与边梁（24）相连，波浪板（35）安装在两个边梁（24）中

间，行走轮（1）安装在内承载板（3）和外承载板（2）上；安全防护机构包括钢丝绳（21）、安全

块（31）、联接螺栓（30）、钢丝绳压紧块（26）、压紧螺栓（27）、弹簧（29）、钢丝绳卡子（33）、双

锁紧锁母（32）安全钩（22）、钢结构框架（23），内承载板（3）和外承载板（2）上通过联接螺栓

（30）连接着安全块（31），载车梁（19）与外承载板（2）和内承载板（3）、以及安全块（31）、双锁

紧锁母（32）同轴联接，两个承载板（2）和（3）与载车梁（19）之间装有轴承并能使之转动，安

全块（31）只是套在载车梁（19）的头部并不与载车梁接触，相互之间有间隙，双锁紧锁母

（32）锁在载车梁（19）的最端部与载车梁（19）锁紧，载车梁（19）不与安全块（31）接触，安全

块（31）与载车梁（19）相互之间有间隙，同时也与双锁紧锁母（32）也有间隙，钢丝绳（21）穿

过每个安全块（31）的孔首尾相接组成环状，压紧螺栓（27）和钢丝绳压紧块（26）把钢丝绳

（21）压紧在安全块（31）的孔内，安全块的两侧各装有钢丝绳卡子（33），钢丝绳卡子（33）把

钢丝绳卡紧，钢丝绳卡子上都连接着弹簧（29），弹簧的另一端连接着安全块（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的输入轴与垂直线的夹角在3°～14°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斜轴伞齿轮减速器既能从承载链条环的上部驱动承载链条，

也能从承载链条环的下部驱动承载链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斜轴伞齿轮减速器的一根输出轴与垂直线夹角在3°～1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行走轮（1）的轮沿包含平直形、凹形、凸形、斜线形，还包含镶嵌耐磨材料轮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行走轮（1）的腹板包含轮辐式、孔板式，行走轮（1）轮芯部的轴承包含滑动式、滚

动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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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的主动皮带轮、皮带、被动皮带轮的皮带传动方式，用链条传动方式和齿轮传动方

式代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钢丝绳用钢丝绳与充电用的电缆组成的绳伴缆代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双锁紧锁母（32）用销轴代替或带销轴的锁母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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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坠落不滑落垂直循环立体车库用安全驱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立体车库用安全驱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这几年，由于城市停车位的紧张，带来立体停车业的快速发展。发展速度快，难免

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例如：立体车库驱动装置用于承受载荷的链条、承载板易出现疲劳断裂

问题；链条制造误差或磨损误差会造成松紧不一，从而带来链条瞬时超载问题或制动系统

失灵问题，从驱动电机到驱动槽轮之间的链条、齿轮，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可能造成车

辆滑落问题。还有突然停电后如何做到正常取车问题。这些都是立体车库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专利文献检索得知：申请号为：201610784548.9，公布号为CN  106193726  A的中国发明

专利申请《一种垂直循环立体车库传动装置》，只是当电机输出轴的链条发生断裂时通过棘

轮保证承载槽轮不再运转，但是解决不了承载主链条断裂后的摔车问题。申请号为：

201710432630.X，公布号为CN  107143620  A的发明专利申请《一种用于垂直循环立体车库

的传动链条及其制造方法》，将链条的销轴作为行走轮轴，尽管链轮轮沿采用了复合材料，

能够增加耐磨强度，但轮芯和销轴之间磨损还是严重，而且不能解决链条和承载板的疲劳

问题 ，也不能解决循环车库两边存车重量不对称时的 制动失灵问题。申请号 

201610390561.6  ，公布号为CN  105937317  A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大容量机械垂直循环立

体车库用主从同步驱动装置》，把小容量车库用的一个电机驱动改成两个电机从两边驱动，

而且两个电机同步，这种装置结构还是解决不了承载链条和承载板疲劳断裂问题，以及制

动器失灵问题。申请号  201620266441.0授权公告号为CN  205531542  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一种垂直循环立体车库的安全防护系统》，该安全防护系统重点是在各个方位贴上引起

注意的反光膜、反光镜、声光报警系统以及连锁停车装置，但对于承载链条、承载板的疲劳

断裂没有任何保护作用。申请号  201710554002.9，公布号为CN  107091004  A的中国发明专

利申请《一种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应急释放系统》，可以在停电的情况下用手动方式将车库上

的车平稳落下，该系统所用的减速机输出轴通过双链条与被驱动的大轴链接，这个双链条

一旦发生断裂，抱闸也就失去作用，而且它的承载链条和承载板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立体车库驱动装置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提供一种能够

有效解决链轮销子磨损快、抱闸失灵、承载板断裂等一系列安全问题的立体车库安全驱动

装置。

[0004]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

[0005] 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该装置包括动力传输机构、承

载机构和安全防护机构，所述的动力传输机构包括电机、主动皮带轮、皮带、被动皮带轮、斜

轴伞齿轮减速器、下联轴器、斜轴、上联轴器、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和槽轮，主动皮带轮安装

在电机的轴上，被动皮带轮安装在斜轴伞齿轮减速器的输入轴上，皮带与主动皮带轮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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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皮带轮相联，斜轴伞齿轮减速器一根输出轴连接下联轴器，另一根输出轴连接横向联轴

器，下联轴器通过斜轴与上联轴器连接，上联轴器连接在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的输入轴上，

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的输出轴上安装槽轮，承载链条首尾相连通过槽轮驱动呈环状运行，

斜轴伞齿轮减速器的另一根输出轴通过横向联轴器与大轴相连，大轴通过大轴联轴器与对

面的斜轴伞齿轮减速器、斜轴和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槽轮、承载链条相连；承载机构包括

外承载板、内承载板、行走轮、载车梁、载车担、载车杠、边梁和波浪板组成，在承载链条上每

间隔一定的距离安装一对内承载板和外承载板，载车梁安装在两根链条的内承载板和外承

载板上，载车担安装在载车梁上，载车杠上部与载车担相连，下部与边梁相连，波浪板安装

在两个边梁中间，行走轮安装在内承载板和外承载板上；安全防护机构包括钢丝绳、安全

块、联接螺栓、钢丝绳压紧块、压紧螺栓、弹簧、钢丝绳卡子、双锁紧锁母、安全钩、钢结构框

架。内承载板和外承载板上通过联接螺栓连接着安全块，载车梁的每一端都与两个承载板、

以及安全块、双锁紧锁母同轴联接。两个承载板与载车梁之间装有轴承并能使之转动。安全

块只是套在载车梁的头部并不与载车梁接触，相互之间有间隙，双锁紧锁母锁在载车梁的

最端部与载车梁锁紧，不与安全块接触，安全块与载车梁相互之间有间隙，同时也与双锁紧

锁母有间隙。钢丝绳穿过每个安全块的孔首尾相接组成环状，压紧螺栓和钢丝绳压紧块把

钢丝绳压紧在安全块的孔内，安全块的两侧各装有钢丝绳卡子，钢丝绳卡子把钢丝绳卡紧，

钢丝绳卡子上都连接着弹簧，弹簧的另一端都连接着安全块。所述的钢丝绳可以用钢丝绳

与充电用的电缆组成的绳伴缆代替。

[0006] 本发明具有以下效果：

[0007] 1、不再使用承载链条的销轴作为行走小车的轮轴，减少了承载链条销轴的磨损，

延长了承载链条的使用寿命。

[0008] 2、采用两个相同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利用蜗轮蜗杆传动具有自锁性，也就是只能

将蜗杆的扭矩传递给蜗轮，使蜗轮旋转，而蜗轮不能使蜗杆旋转，无论两边的载车量是否均

衡，不用担心车辆多的一侧下滑问题。

[0009] 3、一旦承载链条或承载板由于制造、使用等各种原因发生断裂，设置有钢丝绳和

安全钩保护，不会发生载车板掉下来的情况。

[0010] 4、包括驱动的动力源电机在内，皮带、齿轮传动的大轴无论哪个传动件出现故障，

都不会使车辆滑落和坠落。

[0011] 5、  停电后车不滑落，且取车方便。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动力传输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单侧动力传输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承载与安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钢丝绳、承载板、行走轮装置示意图。

[0016] 图5为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与伞齿轮减速器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行走轮1、外承载板2、内承载板3、大轴4、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大轴联轴器6、

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7、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输出轴8、上联轴器9、斜轴10、被动皮带轮11、

皮带12、主动皮带轮13、电机14、横联轴器15、下联轴器16、槽轮17、承载链条18、载车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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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车担20、钢丝绳21、安全钩22、钢结构框架23、边梁24、载车杠25、钢丝绳压块26、压钢丝绳

螺栓27、行走轮轴28、弹簧29、联接螺栓30、安全块31、双锁紧锁母32、钢丝绳卡子33、斜轴蜗

轮蜗杆减速器输入轴34、波浪板35。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加以说明。

[0019] 如图1、图2所示，不坠落不滑落的垂直循环立体车库安全驱动装置，该装置包括动

力传输机构、承载机构和安全防护机构。动力传输机构包括电机14、主动皮带轮13、皮带12、

被动皮带轮11、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下联轴器16、斜轴10、上联轴器9、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

7和槽轮17。主动皮带轮13安装在电机14的轴上，被动皮带轮11安装在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

的输入轴上，皮带12与主动皮带轮13和被动皮带轮11相联，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一根输出轴

联接下联轴器16，另一个输出轴连接横联轴器15，下联轴器16通过斜轴10与上联轴器9连

接，上联轴器9连接在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7的输入轴34上，所述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的输

入轴34与垂直线的夹角在3°～14°之间。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7的输出轴8上安装槽轮17，承

载链条18首尾相连通过槽轮驱动呈环状运行，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的另一根输出轴通过横

联轴器15与大轴4相连，大轴4通过大轴联轴器6与对面的斜轴伞齿轮减速器、斜轴和斜轴蜗

轮蜗杆减速器、槽轮、承载链条相连。

[0020] 如图3和图4所示，承载机构包括外承载板2、内承载板3、行走轮1、载车梁19、载车

担20、载车杠25、边梁24和波浪板35组成，在承载链条18上每间隔一定的距离安装一对内承

载板3和外承载板2，载车梁19安装在内承载板3和外承载板2上，载车担20安装在载车梁19

上，载车杠25上部与载车担相连，下部与边梁24相连，波浪板35安装在两个边梁24中间，行

走轮1安装在内承载板3和外承载板2上。

[0021] 如图3、图4所示，安全防护机构包括钢丝绳21、安全块31、联接螺栓30、钢丝绳压紧

块26、压紧螺栓27、弹簧29、钢丝绳卡子33、双锁紧锁母32、安全钩22、钢结构框架23。内承载

板3和外承载板2上通过联接螺栓30连接着安全块31，载车梁19与两个承载板2和3、以及安

全块31、双锁紧锁母32同轴联接，两个承载板2和3与载车梁19之间装有轴承并能使之转动，

安全块31只是套在载车梁19的头部并不与载车梁接触，相互之间有间隙，双锁紧锁母32在

载车梁19的最端部与载车梁锁紧，不与安全块31接触，安全块31与载车梁19相互之间有间

隙，同时也与双锁紧锁母32有间隙，钢丝绳21穿过每个安全块31的孔首尾相接组成环状。压

紧螺栓27和钢丝绳压紧块26把钢丝绳21压紧在安全块31的孔内。安全块31的两侧各装有钢

丝绳卡子33，钢丝绳卡子33与安全块31之间保持一定的间距，钢丝绳卡子33把钢丝绳卡紧，

每个钢丝绳卡子上都连接着弹簧29，每个弹簧的另一端都连接着安全块31的端部。所述的

双锁紧锁母32能够用销轴代替或带销轴的锁母代替。

[0022] 本发明使用工作过程如下：

[0023] 电机14驱动主动皮带轮13，主动皮带轮13通过皮带12将扭矩传递给被动皮带轮

11，被动皮带轮11带动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的一根输出轴带动下联轴

器16，下联轴器16  带动斜轴10继而带动上联轴器9，将扭矩传递给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7，

斜轴蜗轮蜗杆减速器7的输出轴8驱动槽轮17，槽轮17带动承载链条18；斜轴伞齿轮减速器5

的另一根输出轴带动横联轴器15，横联轴器15带动大轴4，大轴4将扭矩通过大轴联轴器6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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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对面的斜轴伞齿轮减速器，对面的斜轴伞齿轮减速器以同样的方式通过斜轴、斜轴蜗

轮蜗杆减速器、槽轮、传递给对面的承载链条。使得两边的承载链条以同样的方式和相同的

方向循环转动。

[0024] 两个同步同向旋转的承载链条18带动装在承载链条18上的承载板2和3继而带动

装在承载板上的所有连接件一起旋转，汽车就停在波浪板35上，就这样每组承载链条上装

几对承载板就带动几部车旋转，钢丝绳21也在安全块31的带动下一起循环转动，钢丝绳21

循环在直线段和曲线段需要的长度不同，按曲线段预留钢丝绳的长度，当钢丝绳循环在直

线段时，富余的钢丝绳被两个弹簧29拉起，避免钢丝绳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乱甩。

[0025] 当发生承载链条18疲劳断裂时，载车梁19上所承担的所有重量包括承载板的上附

件的重量都通过安全块31被钢丝绳21承担，钢丝绳21顶端的安全钩22平时并不与钢丝绳21

接触，但是发生承载链条18断裂以后，钢丝绳21向下一落就掉在安全钩22上，安全钩22焊接

在钢结构框架23上。从而保护汽车防止坠落。

[0026] 当发生承载板2和3疲劳断裂时，载车梁19上所承担的所有重量都通过安全块31被

钢丝绳21承担，钢丝绳21顶端的安全钩22平时并不与钢丝绳21接触，但是发生承载板2和3

疲劳断裂以后，钢丝绳21向下一落就掉在安全钩22上，安全钩22焊接在钢结构框架23上。从

而保护汽车防止坠落。

[0027] 当发生皮带12断裂时，此时电机14和主动皮带轮13空转，槽轮17也就失去了动力，

循环的承载链条18两面上存放汽车的数量不同，重量也就不同，存放汽车多的一侧连同载

车波浪板35、载车梁19、等一起就有了下坠的趋势。使得槽轮17向着重量较重的一侧有旋转

的趋势，由于蜗轮蜗杆传动有自锁性，也就是蜗杆驱动能使蜗轮转动，但是蜗轮永远不能驱

动蜗杆转动。这样无论哪一侧的车辆多、车辆重、只要失去动力，就地保持原地不动，从而不

会使车辆滑落。

[0028] 当发生突然停电时，此时电机14不转了，主动皮带轮13也就不转了，继而槽轮17也

就失去了动力，循环的承载链条18的两面存放的汽车的数量不同，重量也就不同，存放汽车

多的一侧连同载车波浪板35、载车梁19、等一起就有了下落的趋势，使得槽轮17向着重量较

重的一侧有旋转的趋势，由于蜗轮蜗杆传动有自锁性，也就是蜗杆转动能驱动使蜗轮转动，

但是蜗轮永远不能驱动蜗杆转动。这样无论哪一侧的车辆多车辆重，只要失去动力，就地保

持原地不动，从而不会使车辆滑落。

[0029] 停电后取车：断开电源，防止突然来电后误操作，手动直接或间接驱动皮带12就可

慢速使整个系统循环转动，除了照明和消防无需应急备用电源，取车过程不需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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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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