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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

台，包括架体，架体内从上至下均匀设有环形托

板，架体顶面设有动力机构，环形托板中心位置

处设有移动机构，架体的轴心处设有立柱，且移

动机构位于立柱的外围，动力机构通过拉绳和移

动机构连接，环形托板顶面设有定位机构；动力

机构包括安装壳，安装壳设置在架体的顶面上，

安装壳内转动设有横轴，架体顶面上设有电机，

且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和横轴连接，横轴两

端均设有收卷辊，且拉绳的顶端缠绕在收卷辊

上。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

台，对空间的利用率高；可以定位汽车的车轮，避

免汽车滑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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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包括架体（1），所述架体（1）内从上至下均匀设有

环形托板（2），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1）顶面设有动力机构（4），所述环形托板（2）中心位置

处设有移动机构（5），所述架体（1）的轴心处设有立柱（3），且移动机构（5）位于立柱（3）的外

围，所述动力机构（4）通过拉绳（8）和移动机构（5）连接，所述环形托板（2）顶面设有定位机

构（6）；

所述动力机构（4）包括安装壳（41），所述安装壳（41）设置在架体（1）的顶面上，所述安

装壳（41）内转动设有横轴（42），所述架体（1）顶面上设有电机（43），且电机（43）的输出轴通

过联轴器和横轴（42）连接，所述横轴（42）两端均设有收卷辊（44），且拉绳（8）的顶端缠绕在

收卷辊（44）上；

所述定位机构（6）包括L型安装槽（61），所述L型安装槽（61）开设在环形托板（2）顶面

上，所述L型安装槽（61）内顶部竖直设有挡块（62），所述L型安装槽（61）内底部设有抵块

（63），且抵块（63）顶面和挡块（62）底面相抵，所述环形托板（2）的内腔里水平设有定位气缸

（66），所述定位气缸（66）的伸缩端和抵块（63）连接，所述L型安装槽（61）底面安装有插杆

（64），且插杆（64）顶端延伸至挡块（62）底面的插槽内，所述插杆（64）顶端和插槽内顶面之

间设有弹簧(65)；

所述移动机构（5）包括移动环形板（51），所述移动环形板（51）设置在环形托板（2）的中

心位置处，所述移动环形板（51）内侧设有稳固导板（53），且稳固导板（53）设置在立柱（3）的

外围，所述稳固导板（53）内侧均匀设有滚珠（54），且滚珠（54）和立柱（3）相切，所述拉绳（8）

的底端和稳固导板（53）固定连接；

所述移动环形板（51）外端和稳固导板（53）顶端之间倾斜设有稳固钢丝绳（55），所述移

动环形板（51）边缘处均匀设有移动导槽体（52），所述架体（1）内部均匀设有导柱（7），且导

柱（7）设置在移动导槽体（52）内，所述移动导槽体（52）外端开设有开口，开口用于移动导槽

体（52）沿导柱（7）上下移动；

所述立柱（3）的顶端和安装壳（41）底面之间设有轴承（46），且横轴（42）水平设置在轴

承（46）内，所述收卷辊（44）中间采用凹陷型结构，所述收卷辊（44）两端均设有耳板（45），且

耳板（45）倾斜向外分布；

导柱（7）的底端插入地基中，导柱（7）顶端与架体（1）顶端连接；

电机（43）的输出轴旋转通过横轴（42）带动收卷辊（44）旋转，通过拉绳（8）拉动移动环

形板（51）上下移动，以带动汽车移动，同时移动环形板（51）内侧通过稳固导板（53）带动滚

珠（54）沿着立柱3相切滚动导向，外侧通过移动导槽体（52）与导柱（7）相互配合导向，实现

同时对多辆汽车进行稳定升降的高效率停车作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环形

板（51）的边缘处均匀设有过渡板（56），所述过渡板（56）采用弧形结构，所述过渡板（56）位

于相邻的两个移动导槽体（52）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托板

（2）顶面均匀设有隔离板（9），所述隔离板（9）沿着环形托板（2）的径向分布，所述隔离板（9）

把环形托板（2）顶面分隔成多个区域，用于同时停放多辆汽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块（62）

顶端外侧和底端内侧均采用斜面型结构，所述抵块（63）外侧采用斜面型结构，所述抵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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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的斜面型结构上均匀设有摩擦球体（67），且摩擦球体（67）采用橡胶材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1）

的横截面采用圆环型结构，所述圆环型结构、环形托板（2）和移动环形板（51）的轴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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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停车平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家庭购买了汽车，以便于出行。另一方面，

由于停车空间是有限的，这就带来了汽车停放不便的问题。停车平台是一种专门用于停放

汽车的装置，在城市的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分布，利于停放汽车。

[0003] 在传统的停车平台利于使用的同时，依然存在如下缺点：1.单层结构，一次性能停

车的数量有限，对空间的利用率低；2.不具备良好的定位功能，无法定位汽车的车轮，存在

汽车滑移的风险。为此，我们设计出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可以解决上

述的难题。

[0005] 技术方案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

包括架体，所述架体内从上至下均匀设有环形托板，所述架体顶面设有动力机构，所述环形

托板中心位置处设有移动机构，所述架体的轴心处设有立柱，且移动机构位于立柱的外围，

所述动力机构通过拉绳和移动机构连接，所述环形托板顶面设有定位机构；把汽车开到移

动机构上，然后启动动力机构，动力机构通过拉绳拉动移动机构上下移动，待移动机构移动

至环形托板对应高度后，停止动力机构，然后把汽车开到环形托板上，通过定位机构定位住

汽车的车轮即可。

[0007] 所述动力机构包括安装壳，所述安装壳设置在架体的顶面上，所述安装壳内转动

设有横轴，所述架体顶面上设有电机，且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和横轴连接，所述横轴两

端均设有收卷辊，且拉绳的顶端缠绕在收卷辊上；

[0008] 所述定位机构包括L型安装槽，所述L型安装槽开设在环形托板顶面上，所述L型安

装槽内顶部竖直设有挡块，所述L型安装槽内底部设有抵块，且抵块顶面和挡块底面相抵，

所述环形托板的内腔里水平设有定位气缸，所述定位气缸的伸缩端和抵块连接，所述L型安

装槽底面安装有插杆，且插杆顶端延伸至挡块底面的插槽内，所述插杆顶端和插槽内顶面

之间设有弹簧；

[0009]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移动环形板，所述移动环形板设置在环形托板的中心位置处，

所述移动环形板内侧设有稳固导板，且稳固导板设置在立柱的外围，所述稳固导板内侧均

匀设有滚珠，且滚珠和立柱相切，所述拉绳的底端和稳固导板固定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移动环形板外端和稳固导板顶端之间倾斜设有稳固钢丝绳，所述移

动环形板边缘处均匀设有移动导槽体，所述架体内部均匀设有导柱，导柱的底端插入地基

中，导柱顶端与架体顶端连接，且导柱设置在移动导槽体内，所述移动导槽体外端开设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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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开口用于移动导槽体沿导柱上下移动。

[0011] 优选的，所述移动环形板的边缘处均匀设有过渡板，所述过渡板采用弧形结构，所

述过渡板位于相邻的两个移动导槽体之间。

[0012] 优选的，所述环形托板顶面均匀设有隔离板，所述隔离板沿着环形托板的径向分

布，所述隔离板把环形托板顶面分隔成多个区域，用于同时停放多辆汽车。

[0013] 优选的，所述挡块顶端外侧和底端内侧均采用斜面型结构，所述抵块外侧采用斜

面型结构，所述抵块的斜面型结构上均匀设有摩擦球体，且摩擦球体采用橡胶材质。

[0014] 优选的，所述立柱的顶端和安装壳底面之间设有轴承，且横轴水平设置在轴承内，

所述收卷辊中间采用凹陷型结构，所述收卷辊两端均设有耳板，且耳板倾斜向外分布。

[0015] 优选的，所述架体的横截面采用圆环型结构，所述圆环型结构、环形托板和移动环

形板的轴心相同。

[0016] 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对空间的利用率高；可以定位汽

车的车轮，避免汽车滑移的风险；

[001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多层环形托板，同时被隔离板分

隔成多个区域，使用的时候启动动力机构，动力机构把移动机构上的汽车对接到环形托板

上，可以同时停放多辆汽车，提高对空间的利用率；

[001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启动定位气缸，定位气缸的伸缩

端伸长带动抵块移动，抵块带动挡块上下移动，进而挡住汽车的车轮，避免汽车滑移的风

险，当需要开出汽车的时候，缩短定位气缸把挡块缩回到L型安装槽内即可。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整体俯视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图2中A处放大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中动力机构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中移动机构的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中定位机构的示意图（启动状态）；

[0027] 图7是本发明中定位机构的示意图（关闭状态）。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参考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说明。在此过程中，为确保说明的明确性和

便利性，我们可能对图示中线条的宽度或构成要素的大小进行夸张的标示。

[0029] 另外，下文中的用语基于本发明中的功能而定义，可以根据使用者、运用者的意图

或惯例而不同。因此，这些用语基于本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进行定义。

[0030] 如图1-7所示，一种多层高利用率升降停车平台，包括架体1，架体1内从上至下均

匀设有环形托板2，环形托板2顶面均匀设有隔离板9，隔离板9沿着环形托板2的径向分布，

隔离板9把环形托板2顶面分隔成多个区域，用于同时停放多辆汽车，架体1的横截面采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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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型结构，圆环型结构、环形托板2和移动环形板51的轴心相同；多层环形托板2的设计，可

以提高空间利用率，隔离板9分隔成的多个区域，可以同时停放多辆汽车，大大提高了汽车

停放的效率，圆环型结构、环形托板2和移动环形板51轴心相同的设计，使本装置更加稳固，

对称结构更加美观大方。

[0031] 架体1顶面设有动力机构4，环形托板2中心位置处设有移动机构5，架体1的轴心处

设有立柱3，且移动机构5位于立柱3的外围，动力机构4通过拉绳8和移动机构5连接，环形托

板2顶面设有定位机构6；首先把汽车开到移动机构5上，然后启动动力机构4，动力机构4通

过拉绳8拉动移动机构5上下移动，待移动机构5移动至和环形托板2对接后，停止动力机构

4，然后把汽车开到环形托板2上，最后启动定位机构6以定位汽车的车轮即可，另外，立柱3

可导向移动机构5的移动，也可以支撑稳固住架体1。

[0032] 动力机构4包括安装壳41，安装壳41设置在架体1的顶面上，安装壳41内转动设有

横轴42，立柱3的顶端和安装壳41底面之间设有轴承46，且横轴42水平设置在轴承46内，架

体1顶面上设有电机43，且电机43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和横轴42连接，横轴42两端均设有收

卷辊44，且拉绳8的顶端缠绕在收卷辊44上，收卷辊44中间采用凹陷型结构，收卷辊44两端

均设有耳板45，且耳板45倾斜向外分布；启动电机43，电机43的输出轴旋转带动横轴42旋

转，横轴42带动收卷辊44旋转，以收卷拉绳8的顶端，凹陷型结构用于盛放拉绳8的顶端，同

时倾斜向外分布的耳板45可避免拉绳8顶端的滑出，轴承46用于稳固支撑横轴42，以承载移

动机构5上的重量。

[0033] 定位机构6包括L型安装槽61，L型安装槽61开设在环形托板2顶面上，L型安装槽61

内顶部竖直设有挡块62，L型安装槽61内底部设有抵块63，且抵块63顶面和挡块62底面相

抵，挡块62顶端外侧和底端内侧均采用斜面型结构，抵块63外侧采用斜面型结构，抵块63的

斜面型结构上均匀设有摩擦球体67，且摩擦球体67采用橡胶材质，环形托板2的内腔里水平

设有定位气缸66，定位气缸66的伸缩端和抵块63连接，L型安装槽61底面安装有插杆64，且

插杆64顶端延伸至挡块62底面的插槽内，插杆64顶端和插槽内顶面之间设有弹簧65；当汽

车开到环形托板2顶面后，启动定位气缸66，定位气缸66伸长带动抵块63在L型安装槽61底

部水平向外移动，抵块63抵住挡块62，挡块62被迫向上移动以挡住汽车的车轮，避免汽车滑

移的风险，确保汽车的安全停放，当需要开出汽车时，缩短定位气缸66，定位气缸66带动抵

块63向内移动，在弹簧65弹力的作用下，挡块62向下移动缩回到L型安装槽61内，解除对汽

车车轮的约束，利于开出环形托板2顶面停放的汽车。

[0034] 移动机构5包括移动环形板51，移动环形板51设置在环形托板2的中心位置处，移

动环形板51内侧设有稳固导板53，且稳固导板53设置在立柱3的外围，稳固导板53内侧均匀

设有滚珠54，且滚珠54和立柱3相切，拉绳8的底端和稳固导板53固定连接；首先把汽车开到

移动环形板51上，移动环形板51上下移动以带动汽车移动，移动环形板51上下移动通过稳

固导板53带动滚珠54沿着立柱3相切滚动，同时支撑住稳固导板53和移动环形板51，确保汽

车的稳定移动。

[0035] 移动环形板51外端和稳固导板53顶端之间倾斜设有稳固钢丝绳55，移动环形板51

边缘处均匀设有移动导槽体52，架体1内部均匀设有导柱7，导柱7的底端插入地基中，导柱7

顶端与架体1顶端连接，且导柱7设置在移动导槽体52内，移动导槽体52外端开设有开口，开

口用于移动导槽体52沿导柱7上下移动，移动环形板51的边缘处均匀设有过渡板56，过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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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采用弧形结构，过渡板56位于相邻的两个移动导槽体52之间；稳固钢丝绳55连接住移动

环形板51外端和稳固导板53顶端，以拉紧移动环形板51的外端，移动环形板51上下移动带

动移动导槽体52沿着导柱7上下移动，起到导向的作用，利于移动环形板51的稳定移动，另

外，过渡板56的设计，用于衔接移动环形板51和环形托板2，确保汽车顺利的从移动环形板

51开到环形托板2上。

[0036] 工作原理：

[0037] 隔离板9把环形托板2顶面分隔成多个区域，大大提高了汽车停放的效率；电机43

的输出轴旋转通过横轴42带动收卷辊44旋转，通过拉绳8拉动移动环形板51上下移动，以带

动汽车移动，同时移动环形板51通过稳固导板53带动滚珠54沿着立柱3相切滚动；定位气缸

66带动抵块63在L型安装槽61底部移动，抵块63抵住挡块62，挡块62被迫向上移动以挡住汽

车的车轮，避免汽车滑移的风险，确保汽车的安全停放。

[003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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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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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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