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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升降设备的侧

面防沉机构，用于将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

包括设置在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的承托件，承托

件沿水平方向滑动连接在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

承托件能相对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伸出或者缩回，

且当承托件相对水平梁缩回时，升降设备的升降

部件能正常地升降，当承托件相对水平梁伸出

时，承托件能将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所述

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设有用于驱动承托件相对

水平梁缩回或者伸出的承托件驱动机构。通过在

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设置承托件，并通过承托件

驱动机构来驱动承托件相对水平梁缩回或者伸

出，当承托件相对水平梁伸出时，承托件能将升

降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能提高升降设备的升降

部件停下来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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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7)，用于将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其特征在于，

包括设置在升降设备的水平梁(1000)上的承托件(71)，所述的承托件(71)沿水平方向滑动

连接在升降设备的水平梁(1000)上，所述的承托件(71)能相对升降设备的水平梁(1000)伸

出或者缩回，且当承托件(71)相对水平梁(1000)缩回时，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能正常地升

降，当承托件(71)相对水平梁(1000)伸出时，承托件(71)能将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所

述升降设备的水平梁(1000)上设有用于驱动承托件(71)相对水平梁(1000)缩回或者伸出

的承托件驱动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设备的

水平梁(1000)上设有用于给承托件(71)导向的导轨(73)，所述的承托件驱动机构包含滑动

连接在水平梁(1000)上的驱动杆(74)，所述承托件(71)的一侧设有第一斜面(701)，所述承

托件(71)且与第一斜面(701)相对的一侧设有第二斜面(702)，所述的第一斜面(701)和第

二斜面(702)相互平行，所述的驱动杆(74)上设有与第一斜面(701)配合使用进而使承托件

(71)伸出的第一楔块(75)，所述的驱动杆(74)上设有与第二斜面(702)配合使用进而使承

托件(71)缩回的第二楔块(76)，所述的水平梁(1000)上设有用于推动驱动杆(74)往复运动

进而使承托件(71)伸出或者缩回的驱动器(77)。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托件(71)

上设有与第一斜面(701)相交的第一限位平面(703)，所述的第一限位平面(703)与第一楔

块(75)配合以限制承托件(71)伸出的最大位移；所述承托件(71)上设有与第二斜面(702)

相交的第二限位平面(704)，所述的第二限位平面(704)与第二楔块(76)配合以限制承托件

(71)缩回的最大位移。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限位

平面(703)和第二限位平面(704)相互平行，所述的第一限位平面(703)与承托件(71)的侧

面垂直。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杆

(74)运动的方向与承托件(71)运动的方向相互垂直。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杆

(74)的端部设有行程开关A(781)和行程开关B(782)。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设备的

水平梁(1000)上设有限制承托件(71)沿竖直方向运动的限位块(79)，所述的限位块(79)上

设有用于避让驱动杆(74)的避让槽。

8.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升降设备的水平梁(1000)上并列设有多个承托件(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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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升降设备的安全保险装置，具体是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

构。

【背景技术】

[0002] 升降设备一般包含整体框架和相对整体框架升降的升降部件，如附图7所示的双

层立体车库，其包含框架、滑动连接在框架上的载车板、驱动载车板升降的牵引机构、机械

防坠结构，随着设计的不断优化，立体车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大大提升，但是为了保证载车

板顺畅的升降需要设置一定的间隙，这导致载车板在空中悬着的时候不是特别稳定。

[0003] 本实用新型即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研究提出。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通过在

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设置承托件，并通过承托件驱动机构来驱动承托件相对水平梁缩回或

者伸出，当承托件相对伸出时，承托件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采用这种设计相当于将升

降设备的升降部件之间放置在坚实的基础上，能提高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停下来的稳定

性。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用于将升降

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包括设置在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的承托件，所述的承托件沿水平方

向滑动连接在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所述的承托件能相对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伸出或者缩

回，且当承托件相对水平梁缩回时，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能正常地升降，当承托件相对水平

梁伸出时，承托件能将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所述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设有用于驱动

承托件相对水平梁缩回或者伸出的承托件驱动机构。

[0006] 如上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所述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设有用于给

承托件导向的导轨，所述的承托件驱动机构包含滑动连接在水平梁上的驱动杆，所述承托

件的一侧设有第一斜面，所述承托件且与第一斜面相对的一侧设有第二斜面，所述的第一

斜面和第二斜面相互平行，所述的驱动杆上设有与第一斜面配合使用进而使承托件伸出的

第一楔块，所述的驱动杆上设有与第二斜面配合使用进而使承托件缩回的第二楔块，所述

的水平梁上设有用于推动驱动杆往复运动进而使承托件伸出或者缩回的驱动器。

[0007] 如上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所述承托件上设有与第一斜面相交的

第一限位平面，所述的第一限位平面与第一楔块配合以限制承托件伸出的最大位移；所述

承托件上设有与第二斜面相交的第二限位平面，所述的第二限位平面与第二楔块配合以限

制承托件缩回的最大位移。

[0008] 如上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所述的第一限位平面和第二限位平面

相互平行，所述的第一限位平面与承托件的侧面垂直。

[0009] 如上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所述的驱动杆运动的方向与承托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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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方向相互垂直。

[0010] 如上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所述的驱动杆的端部设有行程开关A

和行程开关B。

[0011] 如上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所述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设有限制承

托件沿竖直方向运动的限位块，所述的限位块上设有用于避让驱动杆的避让槽。

[0012] 如上所述的用于升降设备的侧面防沉机构，所述的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并列设有

多个承托件。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优点：

[0014] 1、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设置承托件，并通过承托件驱动机构来

驱动承托件相对水平梁缩回或者伸出，当承托件相对水平梁伸出时，承托件能将升降设备

的升降部件托住，采用这种设计相当于将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之间放置在坚实的基础上，

能提高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停下来的稳定性。

[0015] 2、通过第一楔块与第一斜面的配合来推动承托件伸出、第二楔块与第二斜面的配

合来推动承托件缩回，采用这样的结构，能确保承托件伸出和缩回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具有

安全性高、故障率低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安装在立体车库的水平梁上局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中标记的A部分的放大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安装在立体车库的水平梁上的局部的侧视示意图；

[0020] 图4为图3中标记的B部分的放大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安装在立体车库的水平梁上的局部剖视图；

[0022] 图6为图5中标记的C部分的放大图；

[0023] 图7为立体车库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实施例以将面防沉机构用于立体车库为例，对本实用新型进

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的用于立体车库的侧面防沉机构7，用于将立体车库的载车板托住，

包括设置在立体车库的水平梁1000上的承托件71，所述的承托件71沿水平方向滑动连接在

立体车库的水平梁1000上，所述的承托件71能相对立体车库的水平梁1000伸出或者缩回，

且当承托件71相对水平梁1000缩回时，立体车库的载车板件能正常地升降，当承托件71相

对水平梁1000伸出时，承托件71能将立体车库的载车板件托住，所述立体车库的水平梁

1000上设有用于驱动承托件71相对水平梁1000缩回或者伸出的承托件驱动机构。本实用新

型通过在升降设备的水平梁上设置承托件，并通过承托件驱动机构来驱动承托件相对水平

梁缩回或者伸出，当承托件相对水平梁伸出时，承托件能将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托住，采用

这种设计相当于将升降设备的升降部件之间放置在坚实的基础上，能提高升降设备的升降

部件停下来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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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实施例中，立体车库的水平梁1000上设有用于给承托件71导向的导轨73，所述

的承托件驱动机构包含滑动连接在水平梁1000上的驱动杆74，所述承托件71的一侧设有第

一斜面701，所述承托件71且与第一斜面701相对的一侧设有第二斜面702，所述的第一斜面

701和第二斜面702相互平行，所述的驱动杆74上设有与第一斜面701配合使用进而使承托

件71伸出的第一楔块75，所述的驱动杆74上设有与第二斜面702配合使用进而使承托件71

缩回的第二楔块76，所述的水平梁1000上设有用于推动驱动杆74往复运动进而使承托件71

伸出或者缩回的驱动器77。通过第一楔块与第一斜面的配合来推动承托件伸出、第二楔块

与第二斜面的配合来推动承托件缩回，采用这样的结构，能确保承托件伸出和缩回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具有安全性高、故障率低的优点。本实施例中，通过在立体车库的水平梁上设

置用于给承托件导向的导轨，而不是采用在水平梁上设置导槽的形式，能避免因挖槽而影

响水平梁的结构强度。

[0027] 本实施例中，为了对承托件伸出和缩回最大位移进行限制，在承托件71上设有与

第一斜面701相交的第一限位平面703，所述的第一限位平面703与第一楔块75配合以限制

承托件71伸出的最大位移；所述承托件71上设有与第二斜面702相交的第二限位平面704，

所述的第二限位平面704与第二楔块76配合以限制承托件71缩回的最大位移。

[0028] 为了便于承托件的加工，第一限位平面703和第二限位平面704相互平行，所述的

第一限位平面703与承托件71的侧面垂直。

[0029] 本实施例中，为了提高承托件的承载力，在立体车库的水平梁1000上并列设有多

个承托件71。

[0030] 为了便于并列设置多个承托件71，驱动杆74运动的方向与承托件71运动的方向相

互垂直。

[0031] 为了便于自动控制，在驱动杆74的端部设有行程开关A781和行程开关B782。

[0032] 本实施例中，在立体车库的水平梁1000上设有限制承托件71沿竖直方向运动的限

位块79，所述的限位块79上设有用于避让驱动杆74的避让槽。

[0033] 上述仅以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

但不代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仅限于此，任何依本实用新型所做的技术延伸或再创造，

均受本实用新型的保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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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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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7 页

7

CN 211143913 U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8

CN 211143913 U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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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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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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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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