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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

风系统，地下立体停车库的上方设有地面停车

房，地下立体停车库的外侧与下方分别设有车库

外侧通风道与车库底部通风道，地面停车房的外

侧设有与所述车库外侧通风道连通的地面停车

房外侧通风道，地面停车房的顶部设有顶部自然

通风口，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与外墙上

分别开设若干内侧自然通风口与外侧自然通风

口，车库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上由下至上设有若干

地下泊车位通风口。本发明无论是在停车与取车

的工作状态还是非工作状态，都能实现地下立体

停车库的贯通式自然通风换气，可有效稀释并排

除地下立体车库内的异味，显著降低地下立体车

库内变压器等设备的环境温度，并增强火灾时的

烟气排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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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所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上方设有地面停车房，

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外侧与下方分别设有车库外侧通风道与车库底部通风

道，所述地面停车房的外侧设有与所述车库外侧通风道连通的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所

述地面停车房的顶部设有顶部自然通风口，所述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与外墙上分

别开设若干内侧自然通风口与外侧自然通风口，所述车库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上由下至上设

有若干地下泊车位通风口，所述内侧自然通风口对称设置于所述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

内墙上，所述外侧自然通风口对称设置于所述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外墙上，所述地面

停车房设有地面停车房入口与地面停车房出口，所述地面停车房入口与所述地面停车房出

口相对设置，所述外侧自然通风口与地面停车房入口以及地面停车房出口围成一个圈设置

于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内墙外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地面停车房的

横截面呈圆形或者矩形或者椭圆形。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地下立体停车

库的中部设有供载车回转台升降的车库升降通道，四周由上至下分隔成若干层泊车位结

构，每层泊车位结构分隔成若干地下泊车位单元，所述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上对

应每个地下泊车位单元开设所述地下泊车位通风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载车回转台能

够上下升降并能够停在地面或者任意一层泊车位结构上。

5.如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地面停车房的顶部自然通风口与内侧自然通风口分别设有电动密闭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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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停车库通风领域，具体地讲是涉及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

统，尤其适用于埋深大、泊车数量多的地下立体停车库。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小轿车逐渐在城市普及。据统计，全国有31个城市的汽车数

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市汽车超过500万辆。相对城市稀缺的土地资源，停车位成为了有

车一族炙手可热的宠儿。正因如此，可充分利用地下空间的地下立体停车库应运而生。

[0003] 传统的地下立体停车库,如图1所示，仅通过停车与取车时载车回转台的启闭，实

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通风换气，由于车辆释放的油气味以及地下停车库底部积聚的有害气

体较多，传统的通风方式无法满足卫生要求。巡检与维修人员进入停车库时只能背负供氧

设备进入，不但增加辎重，而且不便于巡检与维修。此外，通风效果不佳会导致地下立体停

车库内热量积聚，降低变压器、控制柜等用电设备的效率，长此以往，影响设备使用寿命。此

外，传统的地下立体停车库未考虑地面停车房内发生火灾的可能，由此也带来了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根据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

风系统，能够始终在地下车库内形成贯通式对流气流，可以显著降低地下立体车库内变压

器等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增强地下立体车库发生火灾时的烟气排除能力。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所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上方设有地面停车

房，所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外侧与下方分别设有车库外侧通风道与车库底部通风道，所述

地面停车房的外侧设有与所述车库外侧通风道连通的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所述地面停

车房的顶部设有顶部自然通风口，所述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与外墙上分别开设若

干内侧自然通风口与外侧自然通风口，所述车库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上由下至上设有若干地

下泊车位通风口。

[0007] 可选的，在上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中，所述地面停车房的横截面呈

圆形或者矩形或者椭圆形。

[0008] 可选的，在上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中，所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中部

设有供载车回转台升降的车库升降通道，四周由上至下分隔成若干层泊车位结构，每层泊

车位结构分隔成若干地下泊车位单元，所述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上对应每个地下

泊车位单元开设所述地下泊车位通风口。

[0009] 可选的，在上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中，所述载车回转台能够上下升

降并能够停在地面或者任意一层泊车位结构上。

[0010] 可选的，在上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中，所述内侧自然通风口对称设

置于所述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内墙上，所述外侧自然通风口对称设置于所述地面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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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外侧通风道的外墙上。

[0011] 可选的，在上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中，所述地面停车房设有地面停

车房入口与地面停车房出口，所述地面停车房入口与所述地面停车房出口相对设置。

[0012] 可选的，在上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中，所述地面停车房的顶部自然

通风口与内侧自然通风口分别设有电动密闭阀门。

[0013] 由以上公开的技术方案可知，当地下立体停车库处于非工作状态时，载车回转台

与泊车等待区域地坪保持一致高度，地面停车房的顶部自然通风口与内侧自然通风口关

闭，地面停车房的外侧自然通风口与地下立体车库的地下泊车位通风口保持常开状态，在

室外主导风向作用下，气流经地面停车房的外侧自然通风口进入车库外侧通风道，继而通

过地下泊车位通风口、车库底部通风道以及车库升降通道，稀释地下停车库的油气味与异

味，在室外大气风压的持续作用下，污浊空气由背风侧的车库外侧通风道收集后，经背风侧

的地面停车房的外侧自然通风口排除，从而实现整个地下立体停车库的贯通式自然通风换

气，从而能够显著降低地下立体车库内变压器等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增强地下立体车库

发生火灾时的烟气排除能力。

[0014] 当地下立体停车库处于工作状态时，载车回转台与泊车等待区域地坪在高度方向

不一致，除了迎风侧的内侧自然通风口关闭，其余通风口均打开，在室外主导风向作用下，

气流由地面停车房迎风侧的外侧自然通风口进入地下立体车库外侧通风道，继而通过地下

泊车位通风口与车库底部通风道以及车库升降通道，稀释地下停车库的油气味与异味，在

室外大气风压的持续作用下，一部分污浊空气由背风侧的车库外侧通风道收集后，经背风

侧的地面停车房的外侧自然通风口排除，另一部分在热压作用下由地面停车房顶部自然通

风口排出，从而能够显著降低地下立体车库内变压器等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增强地下立

体车库发生火灾时的烟气排除能力。

[0015] 当地面停车房发生火灾时，地面停车房的顶部自然通风口与内侧自然通风口的电

动密闭阀门开启，进行自然排烟，增强地下立体车库发生火灾时的烟气排除能力。

[0016] 本发明可以有效稀释并排除地下立体车库内的泄露油气味和异味，显著降低地下

立体车库内变压器等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增强地下立体车库发生火灾时的烟气排除能

力。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传统地下立体停车库纵断面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的纵断面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2的A－A剖面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2的B－B剖面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的自然通风示意图一。

[0022] 图6是本发明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的自然通风示意图二。

[0023] 图7是本发明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的自然通风示意图三。

[0024] 图中：1－顶部自然通风口，101－地面停车房入口，102－地面停车房出口，103－

地面停车房，2－外侧自然通风口，201－内侧自然通风口，3－载车回转台，301－泊车等待

区域地坪，4－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的内墙，401－车库外侧通风道的内墙，5－车库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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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道的外墙，6－地下泊车位通风口，7－车库外侧通风道，8－地下泊车位，9－车库底部

通风道，10－车库升降通道、11－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出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作进

一步详细说明。根据下面说明和权利要求书，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将更清楚。需说明的是，

附图均采用非常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说明本发明

实施例的目的。

[0026] 请参阅图2至图7，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所述地下

立体停车库的四周外侧与下方分别设有车库外侧通风道7与车库底部通风道9，所述地面停

车房的四周外侧设有与所述车库外侧通风道7连通的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11，所述地面

停车房103的顶部设有顶部自然通风口1，所述地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11的内墙4与所述地

面停车房外侧通风道11的外墙上分别开设若干内侧自然通风口201与外侧自然通风口2，所

述车库外侧通风道7的内墙上由下至上设有若干地下泊车位通风口6。为了实现地下立体停

车库的支撑，可以在所述车库外侧通风道7的内墙401和/或在所述车库升降通道11的墙壁

位置设置立柱(未图示)。

[0027] 可选的，所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中部设有供载车回转台3升降的车库升降通道10，

四周由上至下分隔成若干层泊车位结构，每层泊车位结构分隔成若干地下泊车位单元8。所

述载车回转台3能够上下升降并能够停在地面或者任意一层泊车位结构上。

[0028] 可选的，在上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中，所述地面停车房103的横截面

可以呈圆形或者矩形或者椭圆形。本实施例中，所述地面停车房103的横截面呈圆形，以方

便载车回转台3运行。

[0029] 本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每层泊车位结构呈圆环形，也可以是内含车库升降通道

的圆形，每层泊车位结构均匀分隔成12个地下泊车位8，所述车库外侧通风道的内墙401上

对应每个地下泊车位8设有地下泊车位通风口6，即每个地下泊车位8的外侧壁均设有地下

泊车位通风口6，

[0030] 为方便车辆进出地下立体车库，所述地面停车房103设有地面停车房入口101与地

面停车房出口102，所述地面停车房入口101与所述地面停车房出口102相对设置。

[0031] 可选的，在上述的地下立体停车库自然通风系统中，所述地面停车房103的顶部自

然通风口1与内侧自然通风口201分别设有电动密闭阀门(未图示)，所述电动密闭阀门可以

用于排烟，增强地下立体车库发生的烟气排除能力。

[0032] 当地下立体停车库处于非工作状态时，载车回转台3与泊车等待区域地坪301保持

一致高度，地面停车房103的顶部自然通风口1与内侧自然通风口201关闭，地面停车房的外

侧自然通风口2与地下立体车库的地下泊车位通风口6保持常开状态，在室外主导风向作用

下，气流经地面停车房103的外侧自然通风口2进入车库外侧通风道7，继而通过地下泊车位

通风口6、车库底部通风道9以及车库升降通道10，稀释地下停车库的油气味与异味，在室外

大气风压的持续作用下，污浊空气由背风侧的车库外侧通风道7收集后，经背风侧的地面停

车房103的外侧自然通风口2排除，从而实现整个地下立体停车库的贯通式自然通风换气，

从而能够显著降低地下立体车库内变压器等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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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当地下立体停车库处于工作状态时，载车回转台3与泊车等待区域地坪301在高度

不一致，除了迎风侧的内侧自然通风口201关闭，其余通风口均打开，在室外主导风向作用

下，气流由地面停车房103迎风侧的外侧自然通风口2进入地下立体车库外侧通风道7，继而

通过地下泊车位通风口6与车库底部通风道9以及车库升降通道10，稀释地下停车库的油气

味与异味，在室外大气风压的持续作用下，一部分污浊空气由背风侧的车库外侧通风道7收

集后，经背风侧的地面停车房103的外侧自然通风口2排除，另一部分在热压作用下由地面

停车房103顶部自然通风口1排出，从而同样可以实现整个地下立体停车库的贯通式自然通

风换气，进而显著降低地下立体车库内变压器等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

[0034] 当地面停车房发生火灾时，地面停车房103的顶部自然通风口1与内侧自然通风口

201的电动密闭阀门开启，进行自然排烟，可以增强地下立体车库发生火灾时的烟气排除能

力。

[0035] 综上所述，相比现有技术中，传统地下立体停车库仅通过停车与取车时载车回转

台的启闭，实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通风换气，且未考虑地面停车房火灾工况的排烟问题；本

发明无论是在停车与取车的工作状态还是非工作状态，都能够实现地下立体停车库的贯通

式整体自然通风换气，可以有效稀释并排除地下立体车库内的泄露油气味和异味，显著降

低地下立体车库内变压器等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并且可以在火灾状况下，进行自然排烟，

增强地下立体车库发生火灾时的烟气排除能力。

[0036] 上述描述仅是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范围的任何限定，本发

明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揭示内容做的任何变更、修饰，均属于权利要求书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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