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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吊椅立体车库，由曳引装

置、吊椅架、车库塔(1)、斜井(2)组成，吊椅架上

有多块停放轿车的停车板(8)，两个吊椅架一升

一降实现停取车。本发明充分利用重力力矩抵消

效应，曳引装置牵引两吊椅架一降一升需要的动

力力矩很小，显著节省能源是本发明的突出优点

之一；吊椅架上升或下降2米左右，历时约1、2分

钟，就能批量停车或取车，停取车快速是本发明

的突出优点之二。两个吊椅架能停放大量轿车，

地面利用率高；停取车不采用逐一移动轿车的方

法，而采用整体移动轿车的方法，不但结构简单，

操作程序也简单，无须多套机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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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吊椅立体车库，含曳引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吊椅立体车库还含吊椅架、车库塔(1)、斜井(2)；

两吊椅架之一分别由背板(7)、停车板(8)、拉杆(9)、导向轮轴(20)、导向轮(21)组成；

背板(7)为厚实矩形板，其高度大于横向宽度；所述背板(7)的外表面上从接近上端到

下端，均匀分布n块相同停车板(8)，这n块停车板(8)之一的内侧向面分别与相应位置的所

述背板(7)的外侧向面固紧连接，其上表面与所述背板(7)的外表面垂直，所述n为大于1的

奇数；这n块停车板(8)中，相邻两停车板(8)之间或最上面停车板(8)与所述背板(7)的上端

之间的距离为h；这n块停车板(8)之一的横向宽度分别小于所述背板(7)的横向宽度，其横

向的两端面分别从所述背板(7)的两侧向面之一向内缩进，其在垂直所述背板(7)外表面方

向上的长度大于轿车(10)的车身长；

每块停车板(8)上安装k根拉杆(9)，所述k为等于或大于2的整数；这k根拉杆(9)中，外

侧的两根拉杆(9)分别接近所述停车板(8)的横向两端之一，相邻两根拉杆(9)之间的距离

为恒量s，且s大于轿车(10)的车身宽度；拉杆(9)的下端接近停车板(8)的外侧向面且与所

述停车板(8)的上表面固紧连接，其上端与所述停车板(8)连接的上方的背板(7)的外表面

固紧连接，且其上端与所述停车板(8)上表面之间的距离小于h，所述拉杆(9)所在竖直平面

与所述停车板(8)的上表面或所述背板(7)的外表面垂直；所述背板(7)上共安装kn根拉杆

(9)，其中接近所述背板(7)两侧之一的拉杆(9)分别为2n根；

背板(7)上的kn根拉杆(9)中，除去所述背板(7)两侧之一附近的分别2n根，余下的每根

拉杆(9)正相对的所述背板(7)上有一个窗口(19)，窗口(19)的高度大于其宽度，但其高度

小于h，所述背板(7)上共有(k-2)n个窗口(19)；窗口(19)两侧窗壁的正中央固紧连接一根

水平导向轮轴(20)，所述导向轮轴(20)的中部固定连接一个导向轮(21)，所述导向轮(21)

从所述背板(7)的后表面露出，其可绕所述导向轮轴(20)的轴线在所述窗口(19)中自由转

动；

车库塔(1)的前表面或后表面竖直且其形状为等腰梯形，所述梯形下底的宽度大于上

底的宽度，所述梯形的下底位于水平地面(6)之下且位于所述地面(6)之下的所述梯形的腰

长，等于或大于吊椅架上背板(7)中轴线的长度，所述梯形的上底位于所述地面(6)之上且

位于所述地面(6)之上的所述梯形的腰长大于所述背板(7)中轴线的长度；所述车库塔(1)

的两侧向面之一分别为矩形且与其底面的夹角小于90°；

车库塔(1)的两侧向面之一上顺着侧向面分别安装两块横断面为Z形的长条形限位板

(17)，但所述限位板(17)的腰板(17a)与外底板(17b)或内底板(17c)垂直，这两块限位板

(17)之一的长度分别等于或大于吊椅架上背板(7)中轴线长度的2倍，其下端接近所述车库

塔(1)的底部；所述车库塔(1)侧向面上的两块限位板(17)分别接近所述侧向面的两侧之

一，其内底板(17c)的底面与相应位置的所述侧向面固紧连接，其外底板(17b)的内表面与

所述侧向面之间形成的两个直槽的槽口彼此相对，这两直槽的槽底面之间的水平距离等于

背板(7)的横向宽度；

车库塔(1)的两侧向面之一上从上到下分别有k-2条长条形轮槽(18)；这k-2条轮槽

(18)之一的长度分别等于或大于吊椅架上背板(7)中轴线长度的2倍，其下端接近所述车库

塔(1)的底部；这k-2条轮槽(18)中，相邻两轮槽(18)之间的距离等于s；轮槽(18)的横向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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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于背板(7)上导向轮(21)的轴向厚度；

两背板(7)分别插入车库塔(1)两侧向面之一上的两块限位板(17)的槽中；插入所述车

库塔(1)侧向面上两块限位板(17)槽中的背板(7)的两侧向面，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这两限位

板(17)之一的槽底面活动接触，所述背板(7)的内表面上露出的全部导向轮(21)分别位于

相应位置的所述车库塔(1)侧向面上的k-2条轮槽(18)中，导向轮(21)可沿其所在的轮槽

(18)的槽底面滚动；

两斜井(2)分别位于车库塔(1)的两侧之一；斜井(2)由井底板(4)、前井壁、后井壁、外

井壁(3)、车库塔(1)围成，所述外井壁(3)的内侧向面与对置的所述车库塔(1)的侧向面平

行，所述井底板(4)的上表面与所述外井壁(3)的内侧向面垂直；多个相同弹簧(5)的下端分

别与所述井底板(4)的上表面固紧连接；车库塔(1)的侧向面上安装的背板(7)的最下面的

停车板(8)的下表面，与相应位置的斜井(2)中的弹簧(5)刚好接触时，所述背板(7)上最上

面的停车板(8)的上表面与地面(6)齐平，所述背板(7)上全部停车板(8)的外侧向面，与相

应位置的所述斜井(2)的外井壁(3)的内侧向面之间的间隙很小，所述斜井(2)的前井壁或

后井壁不妨碍所述背板(7)上下移动；

曳引装置由前轮座板(11a)、后轮座板(11b)、滑轮轴(12)、滑轮(13)、曳引轮轴(14)、曳

引轮(15)、钢丝绳(16)、电动机组成；

前轮座板(11a)、后轮座板(11b)为相同长方体形板，所述前轮座板(11a)的后表面与所

述后轮座板(11b)的前表面相互平行且相互对置；所述前轮座板(11a)和所述后轮座板

(11b)分别横向竖立在车库塔(1)的前后顶面上，其下表面分别与相应位置的所述车库塔

(1)的顶面固紧连接；

曳引轮轴(14)水平穿过车库塔(1)顶面上的前轮座板(11a)和后轮座板(11b)横向中央

上方的对应圆孔，其前端与所述前轮座板(11a)固定连接在一起，其后端与所述后轮座板

(11b)固定连接在一起；两个相同曳引轮(15)分别固紧连接在所述前轮座板(11a)和所述后

轮座板(11b)之间的曳引轮轴(14)上，安装在所述曳引轮轴(14)前部的曳引轮(15)接近所

述前轮座板(11a)的后表面，安装在所述曳引轮轴(14)后部的曳引轮(15)接近所述后轮座

板(11b)的前表面；

两水平滑轮轴(12)之一的两端分别固紧安装在车库塔(1)顶面上的前轮座板(11a)和

后轮座板(11b)的对应圆孔内，这两滑轮轴(12)分别位于所述车库塔(1)顶面上的曳引轮轴

(14)两侧之一的下方；每根滑轮轴(12)上分别固定安装两个相同滑轮(13)，这两个滑轮

(13)位于所述前轮座板(11a)和所述后轮座板(11b)之间，安装在所述滑轮轴(12)前部的滑

轮(13)位于所述曳引轮轴(14)上前部的曳引轮(15)的正侧下方，安装在所述滑轮轴(12)后

部的滑轮(13)位于所述曳引轮轴(14)上后部的曳引轮(15)的正侧下方；

一条钢丝绳(16)缠绕在车库塔(1)上曳引装置前方的曳引轮(15)上，其从所述曳引轮

(15)两侧的伸出部分分别接触所述曳引装置前方的两个滑轮(13)之一后，分别改变方向斜

向所述车库塔(1)的两侧之一伸出，其两端分别与相应位置的所述车库塔(1)上的两块背板

(7)之一的上端面固紧连接；

另一条钢丝绳(16)缠绕在车库塔(1)上曳引装置后方的曳引轮(15)上，其从所述曳引

轮(15)两侧的伸出部分分别接触所述曳引装置后方的两个滑轮(13)之一后，分别改变方向

斜向所述车库塔(1)的两侧之一伸出，其两端分别与相应位置的所述车库塔(1)上的两块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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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7)之一的上端面固紧连接；

车库塔(1)上安装的两个吊椅架中，其中一个吊椅架上中央停车板(8)的上表面与地面

(6)齐平时，另一个吊椅架上中央停车板(8)的上表面也与所述地面(6)齐平；

电动机固紧安装在车库塔(1)的顶面上且位于该顶面上曳引轮轴(14)中部的正下方，

所述曳引轮轴(14)的转动由所述电动机驱动；

电动机驱动曳引轮轴(14)转动，所述曳引轮轴(14)的转动又带动其上两个曳引轮(15)

同步转动，这两个曳引轮(15)通过摩擦力分别带动其上钢丝绳(16)并牵引两个吊椅架一升

一降，这两吊椅架之一上的背板(7)分别在其两侧的限位板(17)的限制下，只能沿相应位置

的车库塔(1)的侧向面上升或下降；所述背板(7)上的导向轮(21)沿相应位置的轮槽(18)滚

动，使所述背板(7)的内表面与相应位置的车库塔(1)的侧向面不接触，从而避免了摩擦损

坏；这两吊椅架中，一个吊椅架下部任意一块停车板(8)的上表面与地面(6)齐平便于其上

轿车(10)沿横向从该停车板(8)进出时，另一个吊椅架的上部必有另一停车板(8)的上表面

也与地面(6)齐平也便于其上轿车(10)沿横向从该另一停车板(8)进出，反之亦然；这两吊

椅架上如果停放的轿车(10)的重量不平衡，由于所述曳引轮(15)与其上的钢丝绳(16)之间

的摩擦力很大，所述钢丝绳(16)与所述曳引轮(15)不会发生相对滑动而破坏所述钢丝绳

(16)的牵引功能；万一这两吊椅架发生堕落，其所在的斜井(2)里的弹簧(5)对其产生缓冲

作用，从而减轻碰撞破坏。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吊椅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

吊椅架上停车板(8)的外侧向面上固紧安装标示所述停车板(8)层级数的牌子。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吊椅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

吊椅架上停车板(8)的上表面上画出横向停放轿车(10)的车位框，并按顺序对车位框

进行编号，将所述编号标示在相应车位框中。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吊椅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

车库塔(1)的顶上安装雨棚，所述雨棚罩盖曳引装置和两个斜井(2)。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吊椅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

车库塔(1)的顶面上安装限速器、安全钳、夹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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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椅立体车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吊椅立体车库，尤其是操作程序简单、节省能源、存取车快速、地

面利用率高的吊椅立体车库。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中国轿车大幅度增加，要解决停车难，只能从地下和空中想办法。

[0003] 房子已建好，再修建地下车库，会破坏地基结构，何况开挖地下车库，投资巨大。已

有地下车库，数量有限，停取车不方便，不受欢迎，即便如此也早就停满了车，后来者只能望

“车”兴叹。

[0004] 修建立体停车场，虽然可行，但当前的立体停车场因停取车太慢，不受欢迎。广州

日报2014年12月22日A3版《立体停车场为何不受落》一文中有如下表述：“夏小姐则表示：

‘立体停车场取车慢，如果碰上上下班高峰期，光取车就要个把小时。……’”谁乐意花一个

小时停车，再花一个小时取车！

[0005] 这种立体停车场由于存放于下层的车要升至上层才能腾出车位让后来的车停放，

存放于上层的车要移开或降至低层才能取出，此过程中需要逐一反复平移和升降众多车

辆，要配置多套机电设备，操作程序复杂繁琐，操作时间长，能源消耗大。层级越多，上述缺

点越严重。

[0006] 克服立体停车场停取车慢的致命缺陷，司机才乐于使用。城市中修建停取车快的

立体停车场，停车难的困境才能解决。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操作程序简易、停取车快速、能源消耗小、地

面利用率高的吊椅立体车库。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吊椅立体车库，由曳引装置、吊椅架、车库塔、斜井组成。

[0010] 两吊椅架之一分别由背板、停车板、拉杆、导向轮轴、导向轮组成。

[0011] 背板为厚实矩形板，其高度大于横向宽度；该背板的外表面上从接近上端到下端，

均匀分布n块相同停车板，这n块停车板之一的内侧向面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该背板的外侧向

面固紧连接，其上表面与该背板的外表面垂直，所述n为大于1的奇数；这n块停车板中，相邻

两停车板之间或最上面停车板与该背板的上端之间的距离为h；这n块停车板之一的横向宽

度分别小于该背板的横向宽度，其横向的两端面分别从该背板的两侧向面之一向内缩进，

其在垂直该背板外表面方向上的长度大于轿车的车身长。

[0012] 每块停车板上安装k根拉杆，所述k为等于或大于2的整数；这k根拉杆中，外侧的两

根拉杆分别接近该停车板的横向两端之一，相邻两根拉杆之间的距离为恒量s，且s大于轿

车的车身宽度；拉杆的下端接近停车板的外侧向面且与该停车板的上表面固紧连接，其上

端与该停车板连接的上方的背板的外表面固紧连接，且其上端与该停车板上表面之间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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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小于h，该拉杆所在竖直平面与该停车板的上表面或该背板的外表面垂直；该背板上共安

装kn根拉杆，其中接近该背板两侧之一的拉杆分别为2n根。

[0013] 背板上的kn根拉杆中，除去该背板两侧之一附近的分别2n根，余下的每根拉杆正

相对的该背板上有一个窗口，窗口的高度大于其宽度，但其高度小于h，该背板上共有(k-2)

n个窗口；窗口两侧窗壁的正中央固紧连接一根水平导向轮轴，该导向轮轴的中部固定连接

一个导向轮，该导向轮从该背板的后表面露出，其可绕该导向轮轴的轴线在该窗口中自由

转动。

[0014] 车库塔的前表面或后表面竖直且其形状为等腰梯形，该梯形下底的宽度大于上底

的宽度，该梯形的下底位于水平地面之下且位于所述地面之下的该梯形的腰长，等于或大

于吊椅架上背板中轴线的长度，该梯形的上底位于该地面之上且位于该地面之上的该梯形

的腰长大于该背板中轴线的长度；该车库塔的两侧向面之一分别为矩形且与其底面的夹角

小于90°。

[0015] 车库塔的两侧向面之一上顺着侧向面分别安装两块横断面为Z形的长条形限位

板，但该限位板的腰板与外底板或内底板垂直，这两块限位板之一的长度分别等于或大于

吊椅架上背板中轴线长度的2倍，其下端接近该车库塔的底部；该车库塔侧向面上的两块限

位板分别接近该侧向面的两侧之一，其内底板的底面与相应位置的该侧向面固紧连接，其

外底板的内表面与该侧向面之间形成的两个直槽的槽口彼此相对，这两直槽的槽底面之间

的水平距离等于背板的横向宽度。

[0016] 车库塔的两侧向面之一上从上到下分别有k-2条长条形轮槽；这k-2条轮槽之一的

长度分别等于或大于吊椅架上背板中轴线长度的2倍，其下端接近该车库塔的底部；这k-2

条轮槽中，相邻两轮槽之间的距离等于s；轮槽的横向宽度等于背板上导向轮的轴向厚度。

[0017] 两背板分别插入车库塔两侧向面之一上的两块限位板的槽中；插入该车库塔侧向

面上两块限位板槽中的背板的两侧向面，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这两限位板之一的槽底面活动

接触，该背板的内表面上露出的全部导向轮分别位于相应位置的该车库塔侧向面的k-2条

轮槽中，导向轮可沿其所在的轮槽的槽底面滚动。

[0018] 两斜井分别位于车库塔的两侧之一；斜井由井底板、前井壁、后井壁、外井壁、车库

塔围成，该外井壁的内侧向面与对置的该车库塔的侧向面平行，该井底板的上表面与该外

井壁的内侧向面垂直；多个相同弹簧的下端分别与该井底板的上表面固紧连接；车库塔的

侧向面上安装的背板的最下面的停车板的下表面，与相应位置的斜井中的弹簧刚好接触

时，该背板上最上面的停车板的上表面与地面齐平，该背板上全部停车板的外侧向面与相

应位置的该斜井的外井壁的内侧向面之间的间隙很小，该斜井的前井壁或后井壁不妨碍该

背板上下移动。

[0019] 曳引装置由前轮座板、后轮座板、滑轮轴、滑轮、曳引轮轴、曳引轮、钢丝绳、电动机

组成。

[0020] 前轮座板、后轮座板为相同长方体形板，该前轮座板的后表面与该后轮座板的前

表面相互平行且相互对置；该前轮座板和该后轮座板分别横向竖立在车库塔的前后顶面

上，其下表面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该车库塔的顶面固紧连接。

[0021] 曳引轮轴水平穿过车库塔顶面上的前轮座板和后轮座板横向中央上方的对应圆

孔，其前端与该前轮座板固定连接在一起，其后端与该后轮座板固定连接在一起；两个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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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引轮分别固紧连接在该前轮座板和该后轮座板之间的曳引轮轴上，安装在该曳引轮轴前

部的曳引轮接近该前轮座板的后表面，安装在该曳引轮轴后部的曳引轮接近该后轮座板的

前表面。

[0022] 两水平滑轮轴之一的两端分别固紧安装在车库塔顶面上的前轮座板和后轮座板

的对应圆孔内，这两滑轮轴分别位于该车库塔顶面上的曳引轮轴两侧之一的下方；每根滑

轮轴上分别固定安装两个相同滑轮，这两个滑轮位于该前轮座板和该后轮座板之间，安装

在该滑轮轴前部的滑轮位于该曳引轮轴上前部的曳引轮的正侧下方，安装在该滑轮轴后部

的滑轮位于该曳引轮轴上后部的曳引轮的正侧下方。

[0023] 一条钢丝绳缠绕在车库塔上曳引装置前方的曳引轮上，其从该曳引轮两侧的伸出

部分分别接触该曳引装置前方的两个滑轮之一后，分别改变方向斜向该车库塔的两侧之一

伸出，其两端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该车库塔上的两块背板之一的上端面固紧连接。

[0024] 另一条钢丝绳缠绕在车库塔上曳引装置后方的曳引轮上，其从该曳引轮两侧的伸

出部分分别接触该曳引装置后方的两个滑轮之一后，分别改变方向斜向该车库塔的两侧之

一伸出，其两端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该车库塔上的两块背板之一的上端面固紧连接。

[0025] 车库塔上安装的两个吊椅架中，其中一个吊椅架上中央停车板的上表面与地面齐

平时，另一个吊椅架上中央停车板的上表面也与该地面齐平。

[0026] 电动机固紧安装在车库塔的顶面上且位于该顶面上曳引轮轴中部的正下方，该曳

引轮轴的转动由该电动机驱动。

[0027] 电动机驱动曳引轮轴转动，该曳引轮轴的转动又带动其上两个曳引轮同步转动，

这两个曳引轮通过摩擦力分别带动其上钢丝绳并牵引两个吊椅架一升一降，这两吊椅架之

一上的背板分别在其两侧的限位板的限制下，只能沿相应位置的车库塔的侧向面上升或下

降；该背板上的导向轮沿相应位置的轮槽滚动，使该背板的内表面与相应位置的车库塔的

侧向面不接触，从而避免了摩擦损坏；这两吊椅架中，一个吊椅架下部任意一块停车板的上

表面与地面齐平便于其上轿车沿横向从该停车板进出时，另一个吊椅架的上部必有另一停

车板的上表面也与地面齐平也便于其上轿车沿横向从该另一停车板进出，反之亦然；这两

吊椅架上如果停放的轿车的重量不平衡，由于曳引轮与其上的钢丝绳之间的摩擦力很大，

该钢丝绳与该曳引轮不会发生相对滑动而破坏该钢丝绳的牵引功能；万一这两吊椅架发生

堕落，其所在的斜井里的弹簧对其产生缓冲作用，从而减轻碰撞破坏。

[0028] 为了便于车主知道其停放的车在哪层停车板上，吊椅架上停车板的外侧向面上固

紧安装标示该停车板层级数的牌子。

[0029] 为了让司机停取车方便快速，吊椅架上停车板的上表面上画出横向停放轿车的车

位框，并按顺序对车位框进行编号，将所述编号标示在相应车位框中。

[0030] 为了防雨和防晒，车库塔的顶上安装雨棚，该雨棚罩盖曳引装置和两个斜井。

[0031] 为确保吊椅立体车库不发生安全事故，车库塔的顶面上安装公知公用限速器、安

全钳、夹绳器。

[0032] 采用这样的结构后，两吊椅架连同其上停放的轿车的重力相对曳引轮轴的重力力

矩相互抵消，曳引轮的转动使这两吊椅架一升一降需要的动力力矩很小。传统车库的停取

车需要克服重力，本发明的停取车是克服剩余重力力矩，而剩余重力力矩很小，因而显著节

省能源。显著节省能源是本发明的突出优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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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采用这样的结构后，停车时一个吊椅架上升h，另一个吊椅架相应下降h，就有两块

停车板供多辆轿车同时停放或同时取车，h约为2米，吊椅架移动2米需要的时间很短，如果

一块停车板上设计停放4辆车，吊椅架每移动2米，就能同时停放8辆车，或者同时取出8辆

车。如果吊椅架上有7层停车板，吊椅架至多移动6h＝12米，移动12米需要的时间至多2分

钟，相当于乘电梯从7楼下到1楼。本发明停取车需要等待的时间较传统立体车库大大缩短。

停取车快捷是本发明的突出优点之二。

[0034] 采用这样的结构后，按上面的设定计算，两个吊椅架总共可停放56辆车，约为地面

停车数的6倍，地面利用率大大提高。只要构件结实，吊椅架还可更高更大，停车数量大大增

加，地面利用率更高。对于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来说，本发明不失为解决停车难的一个有效方

案。

[0035] 采用这样的结构后，停取车不采用逐一移动轿车的方法，而采用整体移动轿车的

方法，不但结构简单，操作程序也简单，无须多套机电设备。

[0036] 采用这样的结构后，吊椅立体车库可就近建于街道空地上，停取车方便，可能受人

欢迎。

附图说明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8] 图1是吊椅立体车库的主视示意图，但车库塔顶面上的前轮座板和该车库塔两侧

向面之一上的限位板已从该吊椅立体车库上脱离；图中的轿车非该吊椅立体车库的构件，

画出只表示其停放方式；图中取n＝7。

[0039] 图2是吊椅立体车库的侧视示意图，但斜井未画出，图中取n＝7、k＝5。

[0040] 图3是图2中拉杆脱离后的示意图。

[0041] 图4是图2中导向轮轴、导向轮脱离后的示意图，在图中窗口未画出。

[0042] 图5是图2中A-A线的剖面示意图，但停车板、拉杆已从背板上脱离。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如图1至图5各图所示，一种吊椅立体车库，由曳引装置、吊椅架、车库塔1、斜井2组

成。

[0044] 如图1至图5各图所示，两吊椅架之一分别由背板7、停车板8、拉杆9、导向轮轴20、

导向轮21组成。

[0045] 如图1所示，背板7为厚实矩形板，其高度大于横向宽度；该背板7的外表面上从接

近上端到下端，均匀分布n块相同停车板8，这n块停车板8之一的内侧向面分别与相应位置

的该背板7的外侧向面固紧连接，其上表面与该背板7的外表面垂直，所述n为大于1的奇数。

这n块停车板8中，相邻两停车板8之间或最上面停车板8与该背板7的上端之间的距离为h。

如图2所示，这n块停车板8之一的横向宽度分别小于该背板7的横向宽度，其横向的两端面

分别从该背板7的两侧向面之一向内缩进，如图1所示，其在垂直该背板7外表面方向上的长

度大于轿车10的车身长。

[0046] 如图4所示，每块停车板8上安装k根拉杆9，所述k为等于或大于2的整数。这k根拉

杆9中，外侧的两根拉杆9分别接近该停车板8的横向两端之一，相邻两根拉杆9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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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恒量s，且s大于轿车10的车身宽度。如图1所示，拉杆9的下端接近停车板8的外侧向面且

与该停车板8的上表面固紧连接，其上端与该停车板8连接的上方的背板7的外表面固紧连

接，且其上端与该停车板8上表面之间的距离小于h，该拉杆9所在竖直平面与该停车板8的

上表面或该背板7的外表面垂直。如图4所示，该背板7上共安装kn根拉杆9，其中接近该背板

7两侧之一的拉杆9分别为2n根。

[0047] 如图2所示，背板7上的kn根拉杆9中，除去该背板7两侧之一附近的分别2n根，余下

的每根拉杆9正相对的该背板7上有一个窗口19，窗口19的高度大于其宽度，但其高度小于

h，该背板7上共有(k-2)n个窗口19。如图2所示，窗口19两侧窗壁的正中央固紧连接一根水

平导向轮轴20，该导向轮轴20的中部固定连接一个导向轮21，该导向轮21从该背板7的后表

面露出，其可绕该导向轮轴20的轴线在该窗口19中自由转动。

[0048] 如图1所示，车库塔1的前表面或后表面竖直且其形状为等腰梯形，该梯形下底的

宽度大于上底的宽度，该梯形的下底位于水平地面6之下且位于所述地面6之下的该梯形的

腰长，等于或大于吊椅架上背板7中轴线的长度，该梯形的上底位于该地面6之上且位于该

地面6之上的该梯形的腰长大于该背板7中轴线的长度；如图1至图4各图所示，该车库塔1的

两侧向面之一分别为矩形且与其底面的夹角小于90°。

[0049] 如图2、图3、图4所示，车库塔1的两侧向面之一上顺着侧向面分别安装两块横断面

为Z形的长条形限位板17，如图5所示，但该限位板17的腰板17a与外底板17b或内底板17c垂

直，这两块限位板17之一的长度分别等于或大于吊椅架上背板7中轴线长度的2倍，其下端

接近该车库塔1的底部。该车库塔1侧向面上的两块限位板17分别接近该侧向面的两侧之

一，其内底板17c的底面与相应位置的该侧向面固紧连接，其外底板17b的内表面与该侧向

面之间形成的两个直槽的槽口彼此相对，这两直槽的槽底面之间的水平距离等于背板7的

横向宽度。

[0050] 如图3所示，车库塔1的两侧向面之一上从上到下分别有k-2条长条形轮槽18；这k

一2条轮槽18之一的长度分别等于或大于吊椅架上背板7中轴线长度的2倍，其下端接近该

车库塔1的底部。这k-2条轮槽18中，相邻两轮槽18之间的距离等于s。轮槽18的横向宽度等

于背板7上导向轮21的轴向厚度。

[0051] 如图5所示，两背板7分别插入车库塔1两侧向面之一上的两块限位板17的槽中。插

入该车库塔1侧向面上两块限位板17槽中的背板7的两侧向面，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这两限位

板17之一的槽底面活动接触，该背板7的内表面上露出的全部导向轮21分别位于相应位置

的该车库塔1侧向面的k-2条轮槽18中，导向轮21可沿其所在的轮槽18的槽底面滚动。

[0052] 如图1所示，两斜井2分别位于车库塔1的两侧之一。斜井2由井底板4、前井壁、后井

壁、外井壁3、车库塔1围成，该外井壁3的内侧向面与对置的该车库塔1的侧向面平行，该井

底板4的上表面与该外井壁3的内侧向面垂直。多个相同弹簧5的下端分别与该井底板4的上

表面固紧连接。车库塔1的侧向面上安装的背板7的最下面的停车板8的下表面，与相应位置

的斜井2中的弹簧5刚好接触时，该背板7上最上面的停车板8的上表面与地面6齐平，该背板

7上全部停车板8的外侧向面与相应位置的该斜井2的外井壁3的内侧向面之间的间隙很小，

该斜井2的前井壁或后井壁不妨碍该背板7上下移动。

[0053] 如图1至图4各图所示，曳引装置由前轮座板11a、后轮座板11b、滑轮轴12、滑轮13、

曳引轮轴14、曳引轮15、钢丝绳16、电动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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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如图2所示，前轮座板11a、后轮座板11b为相同长方体形板，该前轮座板11a的后表

面与该后轮座板11b的前表面相互平行且相互对置；该前轮座板11a和该后轮座板11b分别

横向竖立在车库塔1的前后顶面上，其下表面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该车库塔1的顶面固紧连

接。

[0055] 如图1、图2所示，曳引轮轴14水平穿过车库塔1顶面上的前轮座板11a和后轮座板

11b横向中央上方的对应圆孔，其前端与该前轮座板11a固定连接在一起，其后端与该后轮

座板11b固定连接在一起；两个相同曳引轮15分别固紧连接在该前轮座板11a和该后轮座板

11b之间的曳引轮轴14上，安装在该曳引轮轴14前部的曳引轮15接近该前轮座板11a的后表

面，安装在该曳引轮轴14后部的曳引轮15接近该后轮座板11b的前表面。

[0056] 如图1、图2所示，两水平滑轮轴12之一的两端分别固紧安装在车库塔1顶面上的前

轮座板11a和后轮座板11b的对应圆孔内，这两滑轮轴12分别位于该车库塔1顶面上的曳引

轮轴14两侧之一的下方。每根滑轮轴12上分别固定安装两个相同滑轮13，这两个滑轮13位

于该前轮座板11a和该后轮座板11b之间，安装在该滑轮轴12前部的滑轮13位于该曳引轮轴

14上前部的曳引轮15的正侧下方，安装在该滑轮轴12后部的滑轮13位于该曳引轮轴14上后

部的曳引轮15的正侧下方。

[0057] 如图1、图2所示，一条钢丝绳16缠绕在车库塔1上曳引装置前方的曳引轮15上，其

从该曳引轮15两侧的伸出部分分别接触该曳引装置前方的两个滑轮13之一后，分别改变方

向斜向该车库塔1的两侧之一伸出，其两端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该车库塔1上的两块背板7之

一的上端面固紧连接。

[0058] 如图1、图2所示，另一条钢丝绳16缠绕在车库塔1上曳引装置后方的曳引轮15上，

其从该曳引轮15两侧的伸出部分分别接触该曳引装置后方的两个滑轮13之一后，分别改变

方向斜向该车库塔1的两侧之一伸出，其两端分别与相应位置的该车库塔1上的两块背板7

之一的上端面固紧连接。

[0059] 如图1所示，车库塔1上安装的两个吊椅架中，其中一个吊椅架上中央停车板8的上

表面与地面6齐平时，另一个吊椅架上中央停车板8的上表面也与该地面6齐平。

[0060] 电动机固紧安装在车库塔1的顶面上且位于该顶面上曳引轮轴14中部的正下方，

该曳引轮轴14的转动由该电动机驱动。

[0061] 如图1所示，电动机驱动曳引轮轴14转动，该曳引轮轴14的转动又带动其上两个曳

引轮15同步转动，这两个曳引轮15通过摩擦力分别带动其上钢丝绳16并牵引两个吊椅架一

升一降，这两吊椅架之一上的背板7分别在其两侧的限位板17的限制下，只能沿相应位置的

车库塔1的侧向面上升或下降。该背板7上的导向轮21沿相应位置的轮槽18滚动，使该背板7

的内表面与相应位置的车库塔1的侧向面不接触，从而避免了摩擦损坏。这两吊椅架中，一

个吊椅架下部任意一块停车板8的上表面与地面6齐平便于其上轿车10沿横向从该停车板8

进出时，另一个吊椅架的上部必有另一停车板8的上表面也与地面6齐平也便于其上轿车10

沿横向从该另一停车板8进出，反之亦然。这两吊椅架上如果停放的轿车10的重量不平衡，

由于曳引轮15与其上的钢丝绳16之间的摩擦力很大，该钢丝绳16与该曳引轮15不会发生相

对滑动而破坏该钢丝绳16的牵引功能。万一这两吊椅架发生堕落，其所在的斜井2里的弹簧

5对其产生缓冲作用，从而减轻碰撞破坏。

[0062] 如图1所示，为了便于车主知道其停放的车在哪层停车板8上，吊椅架上停车板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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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向面上固紧安装标示该停车板8层级数的牌子。

[0063] 如图2所示，为了让司机停取车方便快速，吊椅架上停车板8的上表面上画出横向

停放轿车10的车位框，并按顺序对车位框进行编号，将所述编号标示在相应车位框中。

[0064] 如图1所示，为了防雨和防晒，车库塔1的顶上安装雨棚，该雨棚罩盖曳引装置和两

个斜井2。

[0065] 如图1所示，为确保吊椅立体车库不发生安全事故，车库塔1的顶面上安装公知公

用限速器、安全钳、夹绳器。

[0066]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作出的各种变化，仍属于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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