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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及采用该车库的停

车场管理系统

(57)摘要

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及采用该车库的停

车场管理系统，由车架、载车板、升降油缸和驱动

机构组成，每个升降油缸的活塞杆顶端与一根支

撑杆相连，升降油缸底部固定在平移滑杆上，平

移滑杆在车架底部导轨上平移，驱动机构的减速

电机内置蜗轮蜗杆自锁机构，减速电机通过驱动

轮通过传动杆经传动链条带动平移滑杆在导轨

中移动，本发明停车场系统包括用户管理系统、

云端数据管理系统、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日常

管理系统和停车位手机预订系统。本发明车库上

下两层停车实现了互不干涉；二层车库液压系统

通过液压缸与车架的配合实现二层停车板水平

上升和下降，在实现无障碍停车的同时，提高过

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可以有效缓解临时场地的

停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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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其特征是由车架、载车板、升降油缸和驱动机构组成，

车架具有桁架结构，两个升降油缸分别设置在车架左右两侧，每个升降油缸的活塞杆顶端

与一根支撑杆相连，支撑杆底部固定在载车板底部，每个升降油缸底部固定在一根平移滑

杆上，平移滑杆前端底部安装滚轮，两根平移滑杆分别在车架底部左右两个导轨上滑动平

移，驱动机构的减速电机安装在车架上，减速电机内置蜗轮蜗杆自锁机构，减速电机的驱动

轮通过与之啮合连接的传动轮带动传动杆转动，传动杆端部的导轮通过传动链条带动平移

滑杆在导轨中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其特征是载车板前端设置斜板以方

便车辆上下，载车板后端设置两个限位槽，两个旋转防护杆分别卡接于相应的限位槽中。

3.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的停车场管理系统，其特征是包括用户管

理系统、云端数据管理系统、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日常管理系统和停车位手机预订系统，

用户管理系统由系统管理员模块、管理员模块和停车用户模块组成，云端数据管理系统由

用户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服务器数据处理模块组成，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由车

位引导模块、车位实时监控模块和车位信息采集模块组成，日常管理系统由信息管理模块

和车位信息管理模块组成，停车位手机预订系统由界面交互模块、网络传输模块和订单管

理模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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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及采用该车库的停车场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泊车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及采用

该车库的停车场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立体泊车设备，又可称之为立体车库，它是利用机械和电气系统组成的，用来存取

车辆的设备，最早的立体泊车设备出现在西方欧美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

小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加快，城市小区、企事业单位停车也愈发拥挤混乱，在城市中的车库

也大多采用随机停放的方式，车辆摆放混乱，空间利用率低，取车泊车存在避让等待时间长

的问题，成为城市管理亟待解决的难题，立体泊车设备是解决城市停车难题的一大利器；但

目前应用于城市的立体泊车设备，都存在结构复杂、设备成本高以及避让等待时间长的问

题，常见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是升降横移式，取车、泊车时都需要将已经停泊的车辆通过

横移和升降动作腾出通路，否则无法泊车或取车，能耗高，易出现划伤磕碰脱钩问题；平面

横移类产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简易升降式只能停放一两车，无法避让，下面的车不开走无

法使用，局限性更大，一般用于地下车库；巷道堆垛、占地多，空间利用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及采用该车库的停车场管理系统，以解

决现有技术存在的城市泊车困难和空间利用率低的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由车架、载车板、升降油缸和驱动机构组成，车架具

有桁架结构，两个升降油缸分别设置在车架左右两侧，每个升降油缸的活塞杆顶端与一根

支撑杆相连，支撑杆底部固定在载车板底部，每个升降油缸底部固定在一根平移滑杆上，平

移滑杆前端底部安装滚轮，两根平移滑杆分别在车架底部左右两个导轨上滑动平移，驱动

机构的减速电机安装在车架上，减速电机内置蜗轮蜗杆自锁机构，减速电机的驱动轮通过

与之啮合连接的传动轮带动传动杆转动，传动杆端部的导轮通过传动链条带动平移滑杆在

导轨中移动。

[0006] 上述载车板前端设置斜板以方便车辆上下，载车板后端设置两个限位槽，两个旋

转防护杆分别卡接于相应的限位槽中。

[0007] 本发明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的升降油缸主要起到了支撑车库二层和平稳下降

的作用。在二层停车过程中，升降油缸的升降和传动链的的速率同步，这样在停车的过程中

可以保持二层始终处于水平，保证了停车安全。停车时，二层车库整体移动，伸出端由液压

缸支撑，偏移端由传动链条支撑，保持两个速率同步，第一个是而成横向偏移同步，第二个

是偏移出来以后垂直起降同步，车架底部设置了导轨，二层的载车板在液压缸的支撑下通

过焊接有滚轮的平移滑杆沿导轨运动。载车板通过旋转防护杆及其限位槽的配合完成了纯

机械化的防护板的上下旋转。当载车板在上下车落地时，载车板放下为上下车提供斜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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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当停车板在半空移动时旋转防护杆上弹起到车体防护作用。整个机构由旋转防护杆自

行触发，利用限位槽限制其运动。减速机通过蜗轮蜗杆和齿轮组减速与链条传递作用，将扭

矩传递至传动杆，由传动杆带动链轮转动，链轮带动链条，停车板下的支撑架后端与链条固

连，完成动力输送，减速电机内采用蜗杆的螺旋线升角小于蜗杆蜗轮啮合齿间的当量摩擦

角，传动就出现的自锁。当蜗杆的导程角小于啮合轮齿间的当量摩擦角时，机构具有自锁

性，可实现反向自锁，即只能由蜗杆带动蜗轮，而不能由蜗轮带动蜗杆。

[0008] 采用上述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的区域停车场管理系统，包括用户管理系统、云

端数据管理系统、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日常管理系统和停车位手机预订系统，用户管理系

统由系统管理员模块、管理员模块和停车用户模块组成，云端数据管理系统由用户数据处

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服务器数据处理模块组成，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由车位引导模块、

车位实时监控模块和车位信息采集模块组成，日常管理系统由信息管理模块和车位信息管

理模块组成，停车位手机预订系统由界面交互模块、网络传输模块和订单管理模块组成。

[0009] 本发明停车管理系统在小区里的住户可以通过手机直接进行车位预定，当手机用

户发出车位预定请求后，请求将会由云平台接收并处理，云平台接收请求后将进行车位检

索，选择合适车位并反馈给手机用户，若手机用户预定成功，云平台同时推送预定消息给停

车场用户，停车场用户接收到推送消息后进行数据标记，等待手机用户车辆到来。本地服务

器负责实时监控停车位状态变化并上传到云平台上，由云平台分类存储。控制模块包括中

央控制器(以STM32为主)，设备特定位置安装的各传感器、行程开关和控制器等。传感器和

行程开关获取实时信号，经中央控制器处理后，再将指令传到电机，以实现对停车、取车过

程的全自动控制。该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行程开关、光电开关和光电传感器的配合实现对

车板位置的检测和控制。光电传感器实时检测车板所处位置，当车板到达极限位置时，光电

传感器和行程开关及时反馈，经中央控制器的处理，使电机停止工作，保证设备的正常运

行。设计工作电压为380V，电压频率为50Hz。工作环境为-15～40℃，符合大多数地区的环境

需求。减速机为摆线针轮减速机，单机传动，减速比在6至87之间。一般选用35、43、59等减速

比较为合适，使用效率一般在90％以上，传动效率一般在94％以上，占地面积较小且传动效

果较好。测量得到板的重心与驱动轴中心相距2  000mm，按模型质量500kg计算可以得到将

车升起的最小力矩M，而所需力矩T＝M。选取减速机减速比X1＝43，齿轮的齿数比X2＝40/

15，使用效率fb＝0.9，所以选用输出功率P＝18.5kW的电机较为合适。

[0010] 本发明升降平移车库上下两层停车实现了互不干涉；二层车库液压系统通过液压

缸与车架的配合实现二层停车板水平上升和下降，在实现无障碍停车的同时，提高过程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可以有效缓解临时场地的停车压力，本发明区域停车场管理系统实现了

小区的汽车有条不紊的快速存取，有效降低了停车成本，为城市泊取车提供了极大便利。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车库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发明车库的后视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发明车库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停车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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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中1车架、2载车板、3升降油缸、4支撑杆、5平移滑杆、6滚轮、7驱动机构、8斜板、9

限位槽、10旋转防护杆、11停车场管理系统、12用户管理系统、13云端数据管理系统、14超声

波车位引导系统、15日常管理系统、16停车位手机预订系统、17系统管理员模块、18管理员

模块、19停车用户模块、20用户数据处理模块、21数据处理模块、22服务器数据处理模块、23

车位引导模块、24车位实时监控模块、25车位信息采集模块、26信息管理模块、27车位信息

管理模块、28界面交互模块、29网络传输模块、30订单管理模块、71减速电机、72驱动轮、73

传动轮、74传动杆、75导轮、76传动链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一种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由车架1、载车板2、升降

油缸3和驱动机构7组成，车架1具有桁架结构，两个升降油缸3分别设置在车架1左右两侧，

每个升降油缸3的活塞杆顶端与一根支撑杆4相连，支撑杆4底部固定在载车板2底部，每个

升降油缸底部固定在一根平移滑杆5上，平移滑杆前端底部安装滚轮6，两根平移滑杆分别

在车架底部左右两个导轨上滑动平移，驱动机构的减速电机71安装在车架1上，减速电机71

内置蜗轮蜗杆自锁机构，减速电机的驱动轮72通过与之啮合连接的传动轮73带动传动杆74

转动，传动杆74端部的导轮75通过传动链条76带动平移滑杆5在导轨中移动。载车板2前端

设置斜板8以方便车辆上下，载车板2后端设置两个限位槽9，两个旋转防护杆10分别卡接于

相应的限位槽9中。

[0018] 本发明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的升降油缸主要起到了支撑车库二层和平稳下降

的作用。在二层停车过程中，升降油缸的升降和传动链的的速率同步，这样在停车的过程中

可以保持二层始终处于水平，保证了停车安全。停车时，二层车库整体移动，伸出端由液压

缸支撑，偏移端由传动链条支撑，保持两个速率同步，第一个是而成横向偏移同步，第二个

是偏移出来以后垂直起降同步，车架底部设置了导轨，二层的载车板在液压缸的支撑下通

过焊接有滚轮的平移滑杆沿导轨运动。载车板通过旋转防护杆及其限位槽的配合完成了纯

机械化的防护板的上下旋转。当载车板在上下车落地时，载车板放下为上下车提供斜度坡

道，当停车板在半空移动时旋转防护杆上弹起到车体防护作用。整个机构由旋转防护杆自

行触发，利用限位槽限制其运动。减速机通过蜗轮蜗杆和齿轮组减速与链条传递作用，将扭

矩传递至传动杆，由传动杆带动链轮转动，链轮带动链条，停车板下的支撑架后端与链条固

连，完成动力输送，减速电机内采用蜗杆的螺旋线升角小于蜗杆蜗轮啮合齿间的当量摩擦

角，传动就出现的自锁。当蜗杆的导程角小于啮合轮齿间的当量摩擦角时，机构具有自锁

性，可实现反向自锁，即只能由蜗杆带动蜗轮，而不能由蜗轮带动蜗杆。

[0019] 采用上述自锁型可平移二层车库的停车场管理系统11，包括用户管理系统12、云

端数据管理系统13、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14、日常管理系统15和停车位手机预订系统16，用

户管理系统12由系统管理员模块17、管理员模块18和停车用户模块19组成，云端数据管理

系统13由用户数据处理模块20、数据处理模块21和服务器数据处理模块22组成，超声波车

位引导系统14由车位引导模块23、车位实时监控模块24和车位信息采集模块25组成，日常

管理系统15由信息管理模块26和车位信息管理模块27组成，停车位手机预订系统16由界面

交互模块28、网络传输模块29和订单管理模块30组成。

[0020] 本发明停车管理系统在小区里的住户可以通过手机直接进行车位预定，当手机用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488076 B

5



户发出车位预定请求后，请求将会由云平台接收并处理，云平台接收请求后将进行车位检

索，选择合适车位并反馈给手机用户，若手机用户预定成功，云平台同时推送预定消息给停

车场用户，停车场用户接收到推送消息后进行数据标记，等待手机用户车辆到来。本地服务

器负责实时监控停车位状态变化并上传到云平台上，由云平台分类存储。控制模块包括中

央控制器(以STM32为主)，设备特定位置安装的各传感器、行程开关和控制器等。传感器和

行程开关获取实时信号，经中央控制器处理后，再将指令传到电机，以实现对停车、取车过

程的全自动控制。该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行程开关、光电开关和光电传感器的配合实现对

车板位置的检测和控制。光电传感器实时检测车板所处位置，当车板到达极限位置时，光电

传感器和行程开关及时反馈，经中央控制器的处理，使电机停止工作，保证设备的正常运

行。设计工作电压为380V，电压频率为50Hz。工作环境为-15～40℃，符合大多数地区的环境

需求。减速机为摆线针轮减速机，单机传动，减速比在6至87之间。一般选用35、43、59等减速

比较为合适，使用效率一般在90％以上，传动效率一般在94％以上，占地面积较小且传动效

果较好。测量得到板的重心与驱动轴中心相距2  000mm，按模型质量500kg计算可以得到将

车升起的最小力矩M，而所需力矩T＝M。选取减速机减速比X1＝43，齿轮的齿数比X2＝40/

15，使用效率fb＝0.9，所以选用输出功率P＝18.5kW的电机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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