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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

车库，包括左停车主架、右停车主架及升降道架，

升降道架上设有升降停车架；还包括升降电梯，

升降停车架包括与升降框、左前轮升降梳板、右

前轮升降梳板、左后轮升降梳板及右后轮升降梳

板；所述左停车主架上设有多个左停车滑轨，左

停车滑轨上设有存取轨道车，右停车主架上设有

多个右停车滑轨，右车滑轨上设有存取轨道车，

升降道架上设有多个中间滑轨；所述存取轨道车

包括车框架、左前轮横移梳板、右前轮横移梳板、

左后轮横移梳板及右后轮横移梳板，存取轨道车

上设有动力总成。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能

用于停放多辆汽车，驾驶员所需的停车操作或取

车操作较为简单，汽车转运过程合理，空间利用

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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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其特征是，包括

左停车主架、右停车主架及设置在左停车主架与右停车主架之间的升降道架，升降道

架上设有升降停车架；

还包括用于带动升降停车架升降的升降电梯，升降停车架包括与升降道架滑动连接的

升降框、左前轮升降梳板、右前轮升降梳板、左后轮升降梳板及右后轮升降梳板，升降框滑

动方向竖直，左前轮升降梳板、右前轮升降梳板、左后轮升降梳板及右后轮升降梳板均设置

在升降框内；

所述左停车主架上设有多个由下至上依次布置的左停车滑轨，左停车滑轨上设有与左

停车滑轨适配的存取轨道车，右停车主架上设有多个由下至上依次布置的右停车滑轨，右

车滑轨上设有与右停车滑轨适配的存取轨道车，升降道架上设有多个与存取轨道车适配的

中间滑轨，左停车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一一对应，互相对应的左停车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之间

有且只有一个所述中间滑轨；

所述存取轨道车包括车框架、左前轮横移梳板、右前轮横移梳板、左后轮横移梳板及右

后轮横移梳板，存取轨道车上设有用于驱动存取轨道车的动力总成，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

取轨道车竖直投影落在升降框竖直投影范围内，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道车竖直投影与

升降框竖直投影错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其特征是，所述中间滑轨与左停

车滑轨一一对应，在对应的中间滑轨与左停车滑轨中：中间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与

左停车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重合；所述中间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一一对应，在对应的

中间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中：中间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与右停车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

的投影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其特征是，所述左前轮升降梳板

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前轮升降梳齿杆，右前轮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前轮升降

梳齿杆，左后轮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后轮升降梳齿杆，右后轮升降梳板包括多

个平行布置的右后轮升降梳齿杆，各左前轮升降梳齿杆轴线、各右前轮升降梳齿杆轴线轴

线、各左后轮升降梳齿杆轴线及各右后轮升降梳齿杆轴线全部处在同一水平面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其特征是，所述左前轮横移梳板

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前轮横移梳齿杆，右前轮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前轮横移

梳齿杆，左后轮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后轮横移梳齿杆，右后轮横移梳板包括多

个平行布置的右后轮横移梳齿杆，在一个存取轨道车上：各左前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各右前

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各右前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及各右后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全部处在同一水

平面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其特征是，在升降停车架与任一

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道车上：左前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左前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

影依次间隔布置，右前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右前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

置，左后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左后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右后轮升降

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右后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其特征是，所述左停车滑轨包括

左停车前轨及左停车后轨，右停车滑轨之包括右停车前轨及右停车后轨，中间滑轨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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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前轨间及中间后轨，车框架上设有四个前滑动轮及四个后滑动轮，前滑动轮与左停车前

轨适配，前滑动轮与右停车前轨适配，前滑动轮与中间前轨适配，后滑动轮与左停车后轨适

配，后滑动轮与右停车后轨适配，后滑动轮与中间后轨适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其特征是，所述动力总成包括驱

动电机及设置在车框架上的主轴，在一个存取轨道车中：驱动电机的输出端连接主轴，主轴

上设有若干传动齿轮，前滑动轮上设有前齿轮，传动齿轮与前齿轮一一对应，传动齿轮与对

应的前齿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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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汽车车库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私家车的数量日益增长，对停车库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于许多使用环境而

言，地下车库的建造成本太高，或土地质量并不适合建造地下车库；而传统的地面平铺式停

车方式，又比较占用面积，在空间利用效果等方面比较欠缺。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了一种能用于停放多辆汽

车，驾驶员所需的停车操作或取车操作较为简单，汽车转运过程合理，空间利用率好的升降

道中置式立体车库。

[0004] 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包括

[0005] 左停车主架、右停车主架及设置在左停车主架与右停车主架之间的升降道架，升

降道架上设有升降停车架；

[0006] 还包括用于带动升降停车架升降的升降电梯，升降停车架包括与升降道架滑动连

接的升降框、左前轮升降梳板、右前轮升降梳板、左后轮升降梳板及右后轮升降梳板，升降

框滑动方向竖直，左前轮升降梳板、右前轮升降梳板、左后轮升降梳板及右后轮升降梳板均

设置在升降框内；

[0007] 所述左停车主架上设有多个由下至上依次布置的左停车滑轨，左停车滑轨上设有

与左停车滑轨适配的存取轨道车，右停车主架上设有多个由下至上依次布置的右停车滑

轨，右车滑轨上设有与右停车滑轨适配的存取轨道车，升降道架上设有多个与存取轨道车

适配的中间滑轨，左停车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一一对应，互相对应的左停车滑轨与右停车滑

轨之间有且只有一个所述中间滑轨；

[0008] 所述存取轨道车包括车框架、左前轮横移梳板、右前轮横移梳板、左后轮横移梳板

及右后轮横移梳板，存取轨道车上设有用于驱动存取轨道车的动力总成，处在中间滑轨上

的存取轨道车竖直投影落在升降框竖直投影范围内，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道车竖直投

影与升降框竖直投影错开。

[0009] 作为优选，所述中间滑轨与左停车滑轨一一对应，在对应的中间滑轨与左停车滑

轨中：中间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与左停车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重合；所述中

间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一一对应，在对应的中间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中：中间滑轨沿自身长度

方向的投影与右停车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重合。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左前轮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前轮升降梳齿杆，右前轮

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前轮升降梳齿杆，左后轮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

后轮升降梳齿杆，右后轮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后轮升降梳齿杆，各左前轮升降

梳齿杆轴线、各右前轮升降梳齿杆轴线轴线、各左后轮升降梳齿杆轴线及各右后轮升降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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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杆轴线全部处在同一水平面内。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左前轮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前轮横移梳齿杆，右前轮

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前轮横移梳齿杆，左后轮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

后轮横移梳齿杆，右后轮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后轮横移梳齿杆，在一个存取轨

道车上：各左前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各右前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各右前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及

各右后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全部处在同一水平面内。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升降电梯还包括过渡轮、卷扬筒、用于驱动卷扬筒转动的电梯电

机，卷扬筒上卷绕有钢索，钢索绕过过渡轮，钢索一端设有配重体，钢索另一端连接升降框。

[0013] 作为优选，在升降停车架与任一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道车上：左前轮升降梳

齿杆竖直投影与左前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右前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

右前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左后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左后轮横移梳齿

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右后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右后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

间隔布置。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左停车滑轨包括左停车前轨及左停车后轨，右停车滑轨之包括右

停车前轨及右停车后轨，中间滑轨包括中间前轨间及中间后轨，车框架上设有四个前滑动

轮及四个后滑动轮，前滑动轮与左停车前轨适配，前滑动轮与右停车前轨适配，前滑动轮与

中间前轨适配，后滑动轮与左停车后轨适配，后滑动轮与右停车后轨适配，后滑动轮与中间

后轨适配。

[0015] 作为优选，所述动力总成包括驱动电机及设置在车框架上的主轴，在一个存取轨

道车中：驱动电机的输出端连接主轴，主轴上设有若干传动齿轮，前滑动轮上设有前齿轮，

传动齿轮与前齿轮一一对应，传动齿轮与对应的前齿轮啮合。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能用于停放多辆汽车，驾驶员所需的停车操作或取车

操作较为简单，汽车转运过程合理，空间利用率好；当汽车落在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道

车上时，左右两侧的存取轨道车均可以来接取汽车或输送汽车（注意不能同时进行，需要一

个一个来），一个中间滑轨左停车滑轨与一个右停车滑轨“共用”一个中间滑轨，节省了材

料、节省了空间；各升降梳齿杆等高布置，可保障停在升降停车架上的汽车能处在平稳的状

态；各横移梳齿杆等高布置，可保障停在存取轨道车上的汽车能处在平稳的状态；利用卷扬

筒、钢索可吊起升降框，释放钢索即可让升降框因重力而下落，配重体用于平衡升降框重

量，避免电梯电机局部受力过大；梳齿杆依次间隔布置有助于在相对简化结构的情况下提

供相对最佳的汽车支撑功能和汽车转运功能；左停车滑轨、右停车滑轨及中间滑轨均是“双

轨式”的，有助于提高整体受力平衡性及工作过程中的稳定性；驱动电机通过主轴同步驱动

各前滑动轮，后滑动轮则作为“从动轮”来使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2中A处的放大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存取轨道车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图4中B处的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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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升降停车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左停车主架1、左停车前轨111、左停车后轨112、右停车主架2、右停车前轨

211、右停车后轨212、升降框31、左前轮升降梳板32、左前轮升降梳齿杆321、右前轮升降梳

板33、右前轮升降梳齿杆331、左后轮升降梳板34、左后轮升降梳齿杆341、右后轮升降梳板

35、右后轮升降梳齿杆351、车框架41、前滑动轮411、后滑动轮412、左前轮横移梳板42、左前

轮横移梳齿杆421、右前轮横移梳板43、右前轮横移梳齿杆431、左后轮横移梳板44、左后轮

横移梳齿杆441、右后轮横移梳板45、右后轮横移梳齿杆451、驱动电机46、主轴47、升降道架

5、中间前轨间511、中间后轨512、过渡轮61、卷扬筒62、钢索63、配重体64。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5] 如图1至图6中所示，

[0026] 一种升降道中置式立体车库，包括

[0027] 左停车主架1、右停车主架2及设置在左停车主架与右停车主架之间的升降道架5，

升降道架上设有升降停车架；

[0028] 还包括用于带动升降停车架升降的升降电梯，升降停车架包括与升降道架滑动连

接的升降框31、左前轮升降梳板32、右前轮升降梳板33、左后轮升降梳板34及右后轮升降梳

板35，升降框滑动方向竖直，左前轮升降梳板、右前轮升降梳板、左后轮升降梳板及右后轮

升降梳板均设置在升降框内；

[0029] 所述左停车主架上设有多个由下至上依次布置的左停车滑轨，左停车滑轨上设有

与左停车滑轨适配的存取轨道车，右停车主架上设有多个由下至上依次布置的右停车滑

轨，右车滑轨上设有与右停车滑轨适配的存取轨道车，升降道架上设有多个与存取轨道车

适配的中间滑轨，左停车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一一对应，互相对应的左停车滑轨与右停车滑

轨之间有且只有一个所述中间滑轨；

[0030] 所述存取轨道车包括车框架41、左前轮横移梳板42、右前轮横移梳板43、左后轮横

移梳板44及右后轮横移梳板45，存取轨道车上设有用于驱动存取轨道车的动力总成，处在

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道车竖直投影落在升降框竖直投影范围内，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

道车竖直投影与升降框竖直投影错开。

[0031] 所述中间滑轨与左停车滑轨一一对应，在对应的中间滑轨与左停车滑轨中：中间

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与左停车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重合；所述中间滑轨与右

停车滑轨一一对应，在对应的中间滑轨与右停车滑轨中：中间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

与右停车滑轨沿自身长度方向的投影重合。当汽车落在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道车上

时，左右两侧的存取轨道车均可以来接取汽车或输送汽车（注意不能同时进行，需要一个一

个来），一个中间滑轨左停车滑轨与一个右停车滑轨“共用”一个中间滑轨，节省了材料、节

省了空间。

[0032] 所述左前轮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前轮升降梳齿杆321，右前轮升降梳

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前轮升降梳齿杆331，左后轮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后

轮升降梳齿杆341，右后轮升降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后轮升降梳齿杆351，各左前轮

升降梳齿杆轴线、各右前轮升降梳齿杆轴线轴线、各左后轮升降梳齿杆轴线及各右后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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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梳齿杆轴线全部处在同一水平面内。各升降梳齿杆等高布置，可保障停在升降停车架上

的汽车能处在平稳的状态。

[0033] 所述左前轮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前轮横移梳齿杆421，右前轮横移梳

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前轮横移梳齿杆431，左后轮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左后

轮横移梳齿杆441，右后轮横移梳板包括多个平行布置的右后轮横移梳齿杆451，在一个存

取轨道车上：各左前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各右前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各右前轮横移梳齿杆轴

线及各右后轮横移梳齿杆轴线全部处在同一水平面内。各横移梳齿杆等高布置，可保障停

在存取轨道车上的汽车能处在平稳的状态。

[0034] 所述升降电梯还包括过渡轮61、卷扬筒62、用于驱动卷扬筒转动的电梯电机，卷扬

筒上卷绕有钢索63，钢索绕过过渡轮，钢索一端设有配重体64，钢索另一端连接升降框。利

用卷扬筒、钢索可吊起升降框，释放钢索即可让升降框因重力而下落，配重体用于平衡升降

框重量，避免电梯电机局部受力过大。

[0035] 在升降停车架与任一处在中间滑轨上的存取轨道车上：左前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

影与左前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右前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右前轮横移

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左后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左后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

依次间隔布置，右后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右后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

梳齿杆依次间隔布置有助于在相对简化结构的情况下提供相对最佳的汽车支撑功能和汽

车转运功能。

[0036] 所述左停车滑轨包括左停车前轨111及左停车后轨112，右停车滑轨之包括右停车

前轨211及右停车后轨212，中间滑轨包括中间前轨间511及中间后轨512，车框架上设有四

个前滑动轮411及四个后滑动轮412，前滑动轮与左停车前轨适配，前滑动轮与右停车前轨

适配，前滑动轮与中间前轨适配，后滑动轮与左停车后轨适配，后滑动轮与右停车后轨适

配，后滑动轮与中间后轨适配。左停车滑轨、右停车滑轨及中间滑轨均是“双轨式”的，有助

于提高整体受力平衡性及工作过程中的稳定性。

[0037] 所述动力总成包括驱动电机46及设置在车框架上的主轴47，在一个存取轨道车

中：驱动电机的输出端连接主轴，主轴上设有若干传动齿轮，前滑动轮上设有前齿轮，传动

齿轮与前齿轮一一对应，传动齿轮与对应的前齿轮啮合。驱动电机通过主轴同步驱动各前

滑动轮，后滑动轮则作为“从动轮”来使用。

[0038] 各升降梳板与各横移梳板互不干涉：左前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左前轮横移梳

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右前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右前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

次间隔布置，左后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左后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右

后轮升降梳齿杆竖直投影与右后轮横移梳齿杆竖直投影依次间隔布置。

[0039] 需要存车（停车）时，升降停车架降到最低点（地面附近），汽车开上升降停车架，左

前轮处在左前轮升降梳板上，右前轮处在右前轮升降梳板上，左后轮处在左后轮升降梳板

上，右后轮处在右后轮升降梳板上。升降停车架上升，一个空置的存取轨道车横移至中间滑

轨（此时升降停车架处在该存取轨道车上方），升降停车架下降至该空置的存取轨道车下

方，升降梳板经过横移梳板（互不干涉），此时各车轮分别落在了各对应的横移梳板上，随后

该存取轨道车复位，完成停车。

[0040] 需要取车时，待取汽车所处的存取轨道车移至中间滑轨（此时升降停车架处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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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轨道车下方），升降停车架上升至该空置的存取轨道车上方，升降梳板经过横移梳板

（互不干涉），此时各车轮分别落在了各对应的升降梳板上，随后存取轨道车复位，升降停车

架降到最低点（地面附近），驾驶员可进入汽车内，将汽车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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