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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智能停车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包括底层停车装置

及上层停车装置；底层停车装置包括底板、第一

传动机构组及四根L形支架；底板固定于水平地

面上，第一传动机构组对称设置在底板左右两个

侧边沿，四根等高的L形支架垂直固定在底板的

四个端角上，且与第一传动机构组相连接；上层

停车装置包括滑动支架、第二传动机构组、圆弧

滑槽及停车板；滑动支架设置在四根L形支架的

顶端，停车板设置在滑动支架的上方，圆弧滑槽

设置在停车板的底部中央且与底板平行；第二传

动机构组对称设置在滑动支架左右两侧的底部。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成倍增加

可停车辆的数量，提高了现有停车位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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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层停车装置(1)及上层停车装置(2)；

所述底层停车装置(1)，包括底板(101)、第一传动机构组及四根L形支架(111)；底板

（101）固定于水平地面上，第一传动机构组对称设置在底板（101）左右两个侧边沿，四根等

高的L形支架（111）垂直固定在底板（101）的四个端角上，且与第一传动机构组相连接；

所述上层停车装置(2)，包括滑动支架(201)、第二传动机构组、圆弧滑槽(204)及停车

板(203)；滑动支架（201）设置在四根L形支架的顶端（111），停车板（203）设置在滑动支架

（201）的上方，圆弧滑槽（204）设置在停车板（203）的底部中央且与底板（101）平行；第二传

动机构组对称设置在滑动支架（201）左右两侧的底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传动机构组

包括第一伺服电机（102）、第一丝杠（108）、滑动底座（109）、第二伺服电机（105）及第二丝杠

（112）；第一伺服电机（102）设置在底板（101）的端角位置，第一丝杠（108）与第一伺服电机

（102）相连接且平行于底板（101）的侧边，滑动底座（109）设置在底板（101）的角端且与第一

丝杠（108）连接；第二伺服电机（105）固定在第一伺服电机（102）的外侧且与第二丝杠（112）

连接；第二丝杠（112）垂直固定在滑动底座（109）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传动机构组

包括滑动支架（201）、圆弧滑槽（204）、圆弧滑轨（205）、第四伺服电机（213）及滑动板（216）；

圆弧滑轨（205）设置在圆弧滑槽（204）内，滑动板（216）固定在圆弧滑轨（205）上，滑动板

（216）的侧边位于滑动支架（201）凹槽内，第四伺服电机（213）固定在滑动板（216）的底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无避让停车

装置整体为矩形立方体，长4m-9m，宽2m-5m，高1.5m-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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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停车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我国轿车数量越来越多，城市停

车问题也较显著，目前市面上出现一系列停车装置，有些体积庞大、造价极高，很难在市面

上普及，有些则需要占用地下或者地上很大的空间，在一些城市中，地下有高压线、下水道

等设施；地上有高压线等设施，不允许进行很大的改造，尤其在居民小区、办公楼附近，急需

一种不需对现有停车位进行大型改造，又可以增加停车数量的停车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通过对现有停车位

置进行改造，不需额外占用额外的面积，就可以成倍增加可停车辆的数量，有效提高了现有

停车位的利用率。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包括底层停车装置及上层停车装置；所述底层停车装置，包

括底板、第一传动机构组及四根L形支架；底板固定于水平地面上，第一传动机构组对称设

置在底板左右两个侧边沿，四根等高的L形支架垂直固定在底板的四个端角上，且与第一传

动机构组相连接；所述上层停车装置，包括滑动支架、第二传动机构组、圆弧滑槽及停车板；

滑动支架设置在四根L形支架的顶端，停车板设置在滑动支架的上方，圆弧滑槽设置在停车

板的底部中央且与底板平行；第二传动机构组对称设置在滑动支架左右两侧的底部。

[0005]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第一传动机构组包括第一伺服电机、第

一丝杠、滑动底座、第二伺服电机及第二丝杠；第一伺服电机设置在底板的端角位置，第一

丝杠与第一伺服电机相连接且平行于底板的侧边，滑动底座设置在底板的角端且与第一丝

杠连接；第二伺服电机固定在第一伺服电机的外侧且与第二丝杠连接；第二丝杠垂直固定

在滑动底座上。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第二传动机构组包括滑动支架、圆弧滑

槽、圆弧滑轨、第四伺服电机及滑动板；圆弧滑轨设置在圆弧滑槽内，滑动板固定在圆弧滑

轨上，滑动板的侧边位于滑动支架凹槽内，第四伺服电机固定在滑动板的底部。

[0007]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整体为矩形立方

体，长4m-9m，宽2m-5m，高1.5m-4m。

[0008]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符合现有标准停车位尺寸，不需对现有停车位进

行很大的改造，不需占用标准停车位外的空间，对现有的地下车库及小区车位都可实现改

造，增加停车位置。

[0009] 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可实现无避让停车，下层需要停车时，车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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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停入下层车位；上层需要停放车辆时，上层停车装置在传动机构组带动下移出、旋

转、下降，将车辆停放完毕之后，上层停车装置逆向操作归位，停车完毕。上层停车时，下层

车辆无需挪动，提高了停车时间效率。

[0010] 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通过传动机构组实现上层停车装置的偏心、

旋转及升降，传动机构组本身不承担车身重量，只提供扭力输出，车身重量由停车板承担，

因此故障率低、结构紧凑、安全性高、易于维护保养，提高现有停车位的维护效率。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底层停车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图2中A部分放大后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上层停车装置的顶面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上层停车装置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上层停车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滑动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其中，1、底层停车装置，101、底板，102、第一伺服电机，103、第一齿轮，104、第二齿轮，

105、第二伺服电机，106、丝杠螺母，107、第一支座，108、第一丝杠，109、滑动底座，110、光

轴，111、L形支架，112、第二丝杠，113、丝杠支座，114、第三齿轮，115、第四齿轮，116、第一锥

齿轮，117、第二锥齿轮，118、第二支座，119、第三支座，120、第四支座；

2、上层停车装置，201、滑动支架，202、升降块，203、停车板，204、圆弧滑槽，205、圆弧滑

轨，206、导轨，207、第五齿轮，208、第六齿轮，209、第五支座，210、第三伺服电机，211、第六

支座，212、第三丝杠，213、第四伺服电机，214、第三锥齿轮，215、第四锥齿轮，216、滑动板，

217、内齿轮，218、第七齿轮，219、第八齿轮，220、第九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3] 如附图1所示的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一种双层

无避让停车装置，包括底层停车装置1及上层停车装置2。上层停车装置2平行设置在底层停

车装置1上部。

[0014] 进一步地，如附图2所示的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底层停车装置的

结构示意图、附图3所示的A部分放大后的结构示意图及附图7所示的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

避让停车装置的滑动底座的结构示意图，所述底层停车装置1，包括底板101、第一传动机构

组及四根L形支架111；底板101固定于水平地面上，第一传动机构组对称设置在底板101左

右两个侧边沿，四根等高的L形支架111垂直固定在底板101的四个端角上，且与第一传动机

构组相连接。

[0015] 具体的，所述第一传动机构组包括第一伺服电机102、第一丝杠108、滑动底座109、

第二伺服电机105及第二丝杠112；第一伺服电机102设置在底板101的端角位置，第一丝杠

108与第一伺服电机102相连接且平行于底板101的侧边，滑动底座109设置在底板101的角

端且与第一丝杠108连接；第二伺服电机105固定在第一伺服电机102的外侧且与第二丝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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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连接；第二丝杠112垂直固定在滑动底座109上。

[0016] 在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中，所述底板101为矩形板状，在其左右两部分各设有一个

矩形滑槽；所述两个第一伺服电机102分别固定安装在底板101左右两部分，所述两个第一

齿轮103分别固定安装在两个第一伺服电机102的电机轴上，所述两个第二齿轮104分别与

两个第一齿轮103啮合，两个第二齿轮104分别固定安装在两个第一丝杠108的一端；两个第

一丝杠108一端分别通过两个第三支座119转动安装在底板1的左右两部分，两个第一丝杠

108另一端分别通过两个丝杠支座113转动安装在底板1的左右两部分，所述两个丝杠螺母

106分别配合安装在两个第一丝杠108上，两个丝杠螺母106分别固定安装在两个第一支座

107上，两个第一支座107分别固定安装在两个滑动底座109上，所述两个滑动底座109底部

设有矩形导轨，两个滑动支座109分别通过其底部设有的矩形导轨滑动安装在底板1左右两

部分设置的矩形滑槽中；所述两个第二伺服电机105分别固定安装在底板1的左右两部分，

两个光轴110一端分别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在两个第二伺服电机105的电机轴上，另一端分

别转动安装在两个第四支座120上，另外两个第四支座120分别固定安装在两个滑动底座

109上，且两个第四支座120滑动安装在两个光轴110上，四个第三齿轮114分别位于四个第

四支座120中，所述两个光轴110上设置有长键槽，所述四个第三齿轮114分别通过键安装在

两个光轴110上，且滑动底座处的两个第三齿轮114可以沿两个光轴110前后滑动，所述四个

第四齿轮115分别转动安装在四个第四支座120上，在四个第四齿轮115的一端固定安装有

四个第一锥齿轮116，所述四个第二锥齿轮117分别与四个第一锥齿轮116啮合，四个第二锥

齿轮117分别固定安装在四个第二丝杠112底部，四个第二丝杠112底端转动安装在四个第

二支座118上，两个第二支座118固定安装在底板1的左右两部分，另外两个第二支座118固

定安装在两个滑动底座109上，四个第二丝杠112顶部转动安装在四个L形支架111上，四个L

形支架111中两个L形支架111分别固定安装在两个滑动底座109上，另外两个分别固定安装

在底板1两侧。

[0017] 进一步地，如附图4所示的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上层停车装置的

顶面结构示意图，附图5所示的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上层停车装置的背面

结构示意图及附图6所示的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的上层停车装置的内部结构

示意图，所述上层停车装置2，包括滑动支架201、第二传动机构组、圆弧滑槽204及停车板

203；滑动支架201设置在四根L形支架的顶端111，停车板203设置在滑动支架201的上方，圆

弧滑槽204设置在停车板203的底部中央且与底板101平行；第二传动机构组对称设置在滑

动支架201左右两侧的底部。

[0018] 具体的，所述第二传动机构组包括滑动支架201、圆弧滑槽204、圆弧滑轨205、第四

伺服电机213及滑动板216；圆弧滑轨205设置在圆弧滑槽204内，滑动板216固定在圆弧滑轨

205上，滑动板216的侧边位于滑动支架201凹槽内，第四伺服电机213固定在滑动板216的底

部。

[0019] 在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中，所述滑动支架201内侧设有矩形滑槽，该矩形滑槽内滑

动安装有滑动板216，在滑动支架201底部的前部两侧固定安装有两个导轨206，在两个导轨

206上分别滑动安装有两个升降块202，另外两个升降块202分别固定安装在滑动支架201后

部的左右两部分上，四个升降块202分别通过丝杠螺母安装在四个第二丝杠112上，两个第

三丝杠212两端分别通过第五支座209转动安装在滑动支架201底部的左右两部分，两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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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座211分别通过丝杠螺母安装在两个第三丝杠212上，且两个第六支座211固定安装在

滑动板216上，两个第三丝杠212的一端分别固定安装有第五齿轮207，两个第六齿轮208分

别两个第五齿轮207啮合，两个第六齿轮208分别固定安装在两个第三伺服电机210的电机

轴上，两个第三伺服电机210分别固定安装在第五支座209上；所述第四伺服电机213固定安

装在滑动板216底部，其电机轴上固定安装有第四锥齿轮215，第三锥齿轮214与第四锥齿轮

215啮合，第三锥齿轮214转动安装在滑动板216的左后部，且第三锥齿轮214的齿轮轴穿过

滑动板216与第七齿轮218连接，第七齿轮218与第八齿轮219啮合，第九齿轮220同心固定安

装在第八齿轮219上部，第八齿轮219转动安装在滑动板216上，第九齿轮220与内齿轮217啮

合，内齿轮217固定安装在停车板203底部，且内齿轮217与第七齿轮218同心，所述圆弧滑槽

204固定安装在停车板203底部，且圆弧滑槽204与第七齿轮218同心、圆弧滑轨205固定安装

在滑动板216上，圆弧滑轨205滑动安装在圆弧滑槽204中。

[0020] 进一步地，所述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整体为矩形立方体，长4m-9m，宽2m-5m，高

1.5m-4m。具体的，在在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中，所述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长5.5m，宽3m，高

3.5m。

[0021]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提供的实施例中，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双层无避让停车装置，具

体工作时，底板1上可以正常直接停车；而需要在第二层停车时，首先第一伺服电机102工

作，带动第一丝杠108工作，进而带动滑动底座109向前滑动，带动停车板203向前滑动，然后

第四伺服电机213工作，进而驱动停车板203旋转90°，然后第二伺服电机105工作，驱动第二

丝杠112转动，进而使得上层停车装置2下降至地面，汽车行驶至停车板203上，逆向重复如

上操作，将停车后的上层停车装置2上升，即完成停车工作；同理，反步骤重复上述操作即可

实现上层的取车。

[0022]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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