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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和

轿厢。司机把汽车开到立体车库的汽车存取室，

轿厢上的机器人的汽车搬运机进入汽车存取室

的汽车搬运通道把活动盖板顶入固定盖板下面。

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

弧形板将汽车驮起，汽车搬运机把汽车送入轿

厢。在伸缩弹簧的作用下活动盖板从固定盖板的

下面出来将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封盖。升

降机把轿厢升到有空位的某一层，机器人的驮运

机驮着汽车搬运机和上面的汽车走出轿厢、走到

空车房门口，机器人的汽车搬运机把汽车送入车

房、升降器将汽车放下。收回两块汽车车轮轮铲

托弧形板，汽车搬运机回到驮运机上。取车的过

程与之相反。机器人的汽车搬运机上装有升降

器、限高器和汽车车轮铲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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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升降横移立体车库用电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

机使轿厢升降，立体车库有很多层车库，每一层车库有两排车房，车房有汽车搬运通道，立

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也有汽车搬运通道；立体车库使用机器人搬运汽车，机器人分上

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汽车搬运机，下半部分是驮运机，两排车房之间和轿厢的地板上装有

驮运机行走的大轨道，电流通过驮运机的大轨道和驮运机的大车轮传输给驮运机，驮运机

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的大车轮转动，驮运电机固定在驮运机驮运架上，驮运

机上的制动器通电制动驮运机的大车轮；驮运机上面装有汽车搬运机使用小轨道，小轨道

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开到驮运机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

卡死；车房装有激光灯，驮运机上装有光电传感器；电流通过驮运机上或汽车搬运通道上的

小轨道和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传输给汽车搬运机，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

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汽车搬运机上的直线电机驱动汽车搬运机行走；汽车搬运

机上的制动器通电制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汽车搬运机上还有限高器、液压升降器或螺

旋给进升降器；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装有汽车车轮铲托器，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结构如下：液

压机构的两个液压缸的底部靠在一起地固定在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液压机构的两个液压

缸上各自套有一个复位弹簧，液压机构的两个活塞前端各自固定在同组的汽车车轮轮铲托

弧形板后背的中央位置上，汽车搬运机托板上有两条梯形凹槽，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

板后背的下面的两条梯形凸起插入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的两条梯形凹槽里；或者汽车搬运

机托板上固定着两根滑杆，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各有两个滑孔，固定在汽车搬

运机托板上的两根滑杆穿过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的两个滑孔；或者汽车车轮轮

铲托器结构如下：两个齿轮减速电机背靠背固定在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两个齿轮减速电

机的转轴上各装有一根螺杆，两根螺杆的另一端分别通过轴承固定在汽车搬运机的托板

上，两两根螺杆分别穿过固定在同组的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的中央位置的螺孔；汽

车搬运机的托板上有两条梯形凹槽，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有两条梯形凸起插入汽车

搬运机的托板上的两条梯形凹槽里；或者汽车搬运机托板上固定着两根滑杆，两块汽车车

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各有两个滑孔，固定在汽车搬运机托板上的两根滑杆穿过两块汽车车

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的两个滑孔；其特征在于：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所述汽车搬

运通道(2)上有活动盖板(6)，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外面有固定盖板(7)，固定盖板

(7)下面的通道地板上的小轨道与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所述汽车搬运通道(2)的

小轨道连接在一起，活动盖板(6)的四个车轮压在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所述汽车

搬运通道(2)的小轨道上，活动盖板(6)在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所述汽车搬运通道

(2)和固定盖板(7)下面的小轨道上行走；活动盖板(6)下面与固定盖板(7)下面装有两条伸

缩管(8)，伸缩管(8)由大管、小管和伸缩弹簧组成，伸缩管(8)的小管前端固定在活动盖板

(6)的挡板背面，伸缩管(8)的小管后端插入伸缩管(8)的大管前段，伸缩管(8)的大管后端

固定在固定盖板(6)下面的后壁上，伸缩管(8)里装有伸缩弹簧和润滑油；活动盖板(6)能够

平移隐藏在固定盖板(7)的下面，在伸缩弹簧的作用下活动盖板(6)从固定盖板(7)的下面

出来将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所述汽车搬运通道(2)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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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

背景技术：

[0002] 申请号：201510340751.2《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和轿厢汽车搬运机的立体车库》

中立体车库使用的是横向车房，这种立体车库占用的面积比较大，而很多住在小区的空地

面积都比较小，不适合建大型立体车库。如果立体车库使用纵向车房，一块长15米、宽5米的

地块，就能够建造一个每一层停放10辆轿车的立体车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升降横移立体车库用电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

升降机使轿厢升降。立体车库有很多层车库，每一层车库有两排车房，车房有汽车搬运通

道，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也有汽车搬运通道。立体车库使用机器人搬运汽车，机器人

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汽车搬运机，下半部分是驮运机。两排车房之间和轿厢的地板上

装有驮运机行走的大轨道，电流通过驮运机的大轨道和驮运机的大车轮传输给驮运机，驮

运机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的大车轮转动；驮运电机固定在驮运机驮运架上，

驮运机上的制动器通电制动驮运机的大车轮。驮运机上面装有汽车搬运机使用的小轨道，

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开到驮运机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机的

小车轮卡死。车房装有激光灯，驮运机上装有光电传感器。电流通过驮运机上或汽车搬运通

道上的小轨道和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传输给汽车搬运机，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

轮带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汽车搬运机上的直线电机驱动汽车搬运机行走。汽

车搬运机上的制动器通电制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汽车搬运机上还有限高器、液压升降

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装有汽车车轮轮铲托器，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结

构如下：液压机构的两个液压缸的底部靠在一起地固定在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液压机构

的两个液压缸上各自套有一个复位弹簧，液压机构的两个活塞前端各自固定在同组的汽车

车轮轮铲托弧形板后背的中央位置上。汽车搬运机托板上有两条梯形凹槽，两块汽车车轮

轮铲托弧形板后背的下面的两条梯形凸起插入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的两条梯形凹槽里。或

者汽车搬运机托板上固定着两根滑杆，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各有两个滑孔，固

定在汽车搬运机托板上的两根滑杆穿过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的两个滑孔。或者

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结构如下：两个齿轮减速电机背靠背固定在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两个

齿轮减速电机的转轴上各装有一根螺杆，两根螺杆的另一端分别通过轴承固定在汽车搬运

机的托板上，两两根螺杆分别穿过固定在同组的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的中央位置的

螺孔。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有两条梯形凹槽，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有两条梯形凸起

插入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的两条梯形凹槽里。或者汽车搬运机托板上固定着两根滑杆，两

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各有两个滑孔，固定在汽车搬运机托板上的两根滑杆穿过两

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的两个滑孔。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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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动盖板，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外面有固定盖板，固定盖板下面的通道地板上的

小轨道与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的小轨道连接在一起。活动盖板下面

的四个车轮压在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的小轨道上，活动盖板在立体

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和固定盖板下面的小轨道上行走有。活动盖板与固

定盖板下面装有两条伸缩管，伸缩管由大管、小管和伸缩弹簧组成，伸缩管的小管前端固定

在活动盖板的挡板背面，伸缩管的小管后端插入伸缩管大管的前段里，伸缩管的大管后端

固定在固定盖板下面的后壁上，伸缩管里装有伸缩弹簧和润滑油。活动盖板能够平移隐藏

在固定盖板的下面，在伸缩弹簧的作用下活动盖板从固定盖板的下面出来将立体车库底层

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封盖。

[0004] 本发明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如果有汽车需要停泊到立体车库内，司机把汽车

开到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上，离开驾驶室、锁上车门，从墙上的电脑

出票机上取出存车小票。电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机使轿厢升降到有空位的某一

层，这一层机器人的驮运机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的大车轮转动，这一层的机

器人的驮运机驮着汽车搬运机进入轿厢，驮运机上的制动器通电制动驮运机的大车轮。电

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机把轿厢降到底层，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

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汽车搬运机上的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开入立体车库

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内、同时将活动盖板顶入固定盖板下面。汽车搬运机的

托板上的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的活塞移动或者齿轮减速电机带动定位螺杆转动

使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移动，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分别将汽车的两个前轮和两个

后轮铲托。电脑控制仪会停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或者齿轮减速电机的电。汽车搬

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上升，把汽车抬高、离开立体车库底层的汽

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上的地板上。由于液压升降器的四个液压活塞所承受的重量不

同，所以四个活塞上升的速度不同步，但限高器可以使液压升降器的液压活塞到达相同高

度、使托板保持水平。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

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托着汽车离开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

重新回到驮运机上，同时在伸缩弹簧的作用下活动盖板从固定盖板的下面出来将立体车库

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封盖，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

托板下降。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开到驮运机的上时通电，将汽

车搬运机的小车轮卡死。电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机使轿厢上升回到机器人原先所

在的那一层，驮运机上的制动器停电松开驮运机的大车轮，驮运机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

带动驮运机的大车轮转动，使机器人的驮运机驮着汽车搬运机开到两排车房之间的地板上

的大轨道上，驮运机开到空车房门口触碰行程开关，驮运机上的光电传感器接收到车房激

光灯发出的激光后，说明驮运机上的小轨道与车房汽车搬运通道内的小轨道对接，驮运机

上的光电传感器接收到车房激光灯发出的激光后，说明驮运机转盘上的小轨道与车房汽车

搬运通道内的小轨道对接，然后驮运机停下来。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

降器使托板上升。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停电，将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松开。汽

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

运机托着汽车离开驮运机开到车房汽车搬运通道内的小轨道上。等到汽车搬运机触碰到车

房汽车搬运通道上的行程开关时，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停电使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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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停止工作。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下

降，把汽车放到车房汽车搬运通道上的地板上。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的活塞移动

或齿轮减速电机带动螺杆转动使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分别向后移动。汽车搬运机上

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离开车

房的汽车搬运通道，重新回到驮运机上。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

开到汽车驮运机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卡死。司机如果要取车，就把存车小票贴

在墙上电脑二维码扫描器上，经过扫描确定所存汽车停在立体车库的那一个位置。所存放

汽车的那一层的机器人的驮运机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的大车轮转动，驮运机

驮着汽车搬运机来到所取汽车的车房门前，驮运机触碰所取汽车的车房门口的行程开关，

驮运机上的光电传感器接收到车房激光灯发出的激光后，说明驮运机上的小轨道与车房汽

车搬运通道内的小轨道对接，然后驮运机停下来。驮运机上的制动器通电制动驮运机大车

轮。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停电，将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松开。汽车搬运机上的

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离开驮运

机开到车房汽车搬运通道内的小轨道上、也就是停放在所取汽车下面。汽车搬运机的托板

上的汽车车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的活塞移动或者齿轮减速电机带动定位螺杆转动使两块

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分别向前移动。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分别将停放在车房汽车

搬运通道上的汽车两个前轮和两个后轮铲托。电脑控制仪会让车车轮铲托器的的液压机构

的活塞停止移动或者停齿轮减速电机的电。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

使托板上升，把汽车抬高、离开车房汽车搬运通道上的地板。由于液压升降器的四个液压活

塞所承受的重量不同，所以四个活塞上升的速度不同步，但限高器可以使液压升降器的液

压活塞到达相同高度、使托板保持水平。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

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托着汽车离开车房汽车搬运通道，重新回

到驮运机上。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开到驮运机上时通电，将汽

车搬运机的小车轮卡死。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下降。驮运

机上的制动器停电松开驮运机的大车轮，驮运机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的大车

轮转动，使机器人的驮运机驮着装有汽车的汽车搬运机开到轿厢上的大轨道上。电梯拖曳

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机使轿厢降到底层，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

使托板上升。驮运机上的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停电，将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

松开。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齿轮减速电机

工作，汽车搬运机托着汽车离开驮运机，开到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

内的小轨道上，同时将活动盖板顶入固定盖板下面。等到汽车搬运机触碰到立体车库底层

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上的行程开关时，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停电使汽车搬运

机的小车轮停止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停止工作。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

器使托板下降，把汽车放到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的汽车搬运通道上的地板上。汽

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的活塞移动或齿轮减速电机带动螺杆转动使两块汽车车轮轮

铲托弧形板分别向后移动，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向后移动到位后电脑控制仪停汽车车轮

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或齿轮减速电机的电。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

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离开车房的汽车搬运通道，重新回到驮

运机上，同时在伸缩弹簧的作用下活动盖板从固定盖板的下面出来将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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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封盖。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开到驮运机

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卡死。司机打开汽车车门，进入驾驶室把车开走。

附图说明：

[000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具体详细的说明。

[0006] 图1是本发明中的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的结构示意图。

[0007] 图2是本发明中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中的活动盖板与固定盖板的主视图。

[0008] 图3是本发明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中装有液压机构和梯形槽的汽车车轮轮铲托

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升降横移立体车库用电梯拖

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机使轿厢5升降。立体车库有很多层车库，每一层车库有两排车房

1，车房有汽车搬运通道2，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也有汽车搬运通道2。立体车库使用

机器人搬运汽车，机器人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汽车搬运机4，下半部分是驮运机3。两

排车房1之间和轿厢5的地板上装有驮运机3行走的大轨道，电流通过驮运机3的大轨道和驮

运机3的大车轮传输给驮运机3，驮运机3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3的大车轮转

动；驮运电机固定在驮运机3驮运架上，驮运机3上的制动器通电制动驮运机3的大车轮。驮

运机3上面装有汽车搬运机4使用的小轨道，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

运机4开到驮运机3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卡死。车房1装有激光灯，驮运机3  上

装有光电传感器。电流通过驮运机3上或汽车搬运通道2上的小轨道和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

轮传输给汽车搬运机4，汽车搬运机4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转

动，或者汽车搬运机4上的直线电机驱动汽车搬运机4行走。汽车搬运机4上的制动器通电制

动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汽车搬运机4上还有限高器、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汽车

搬运机4的托板上装有汽车车轮轮铲托器，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结构如下：液压机构的两个液

压缸401的底部靠在一起地固定在汽车搬运机4的托板上，液压机构的两个液压缸上各自套

有一个复位弹簧，液压机构的两个活塞前端各自固定在同组的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  402

后背的中央位置上。汽车搬运机4托板上有两条梯形凹槽，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  402

后背的下面的两条梯形凸起插入汽车搬运机4的托板上的两条梯形凹槽里。或者汽车搬运

机4托板上固定着两根滑杆，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402下面各有两个滑孔，固定在汽

车搬运机4托板上的两根滑杆穿过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402下面的两个滑孔。或者汽

车车轮轮铲托器结构如下：两个齿轮减速电机背靠背固定在汽车搬运机4的托板上，两个齿

轮减速电机的转轴上各装有一根螺杆，两根螺杆的另一端分别通过轴承固定在汽车搬运机 

4的托板上，两根螺杆分别穿过固定在同组的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的中央位置的螺

孔。汽车搬运机的托板上有两条梯形凹槽，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下面有两条梯形凸起插

入汽车搬运机4的托板上的两条梯形凹槽里。或者汽车搬运机4托板上固定着两根滑杆，两

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402下面各有两个滑孔，固定在汽车搬运机4托板上的两根滑杆穿

过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402下面的两个滑孔。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

运通道2上有活动盖板6，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外面有固定盖板7，固定盖板7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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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地板上的小轨道与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的小轨道连接在一

起。活动盖板6下面的四个车轮压在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的小轨道

上，活动盖板在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和固定盖板下面的小轨道上

行走。活动盖板6与固定盖板7下面装有两条伸缩管8，伸缩管8由大管、小管和伸缩弹簧组

成，伸缩管8的小管前端固定在活动盖板6的挡板背面，伸缩管8的小管后端插入伸缩管8大

管的前段里，伸缩管8的大管后端固定在固定盖板7下面的后壁上，伸缩管8里装有伸缩弹簧

和润滑油。活动盖板6能够平移隐藏在固定盖板7的下面，在伸缩弹簧的作用下活动盖板从

固定盖板7的下面出来将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封盖。

[0010] 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使用机器人的立体车库。如果有汽车需要停泊到立体

车库内，司机把汽车开到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上，离开驾驶室、锁

上车门，从墙上的电脑出票机上取出存车小票。电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机使轿厢5

升降到有空位的某一层，这一层机器人的驮运机3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3的大

车轮转动，这一层的机器人的驮运机3驮着汽车搬运机4进入轿厢5，驮运机上的制动器通电

制动驮运机3的大车轮。电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机把轿厢5降到底层，汽车搬运机 

4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转动，或者汽车搬运机上的直线电机工

作，汽车搬运机4开入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内、同时将活动盖板顶

入固定盖板下面。汽车搬运机4的托板上的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的活塞移动或者

齿轮减速电机带动定位螺杆转动使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移动，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

板分别将汽车的两个前轮和两个后轮铲托。电脑控制仪会停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

或者齿轮减速电机的电。汽车搬运机4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上升，把汽

车抬高、离开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上的地板上。由于液压升降器的

四个液压活塞所承受的重量不同，所以四个活塞上升的速度不同步，但限高器可以使液压

升降器的液压活塞到达相同高度、使托板保持水平。汽车搬运机4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

动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4托着汽车离开立体车库底层

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重新回到驮运机3上，同时在伸缩弹簧的作用下活动盖板6

从固定盖板7的下面出来将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封盖，汽车搬运机

4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下降。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

车搬运机  4开到驮运机3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卡死。电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

液压升降机使轿厢5上升回到机器人原先所在的那一层，驮运机3上的制动器停电松开驮运

机3的大车轮，驮运机3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3的大车轮转动，使机器人的驮运

机驮着汽车搬运机4开到两排车房2之间的地板上的大轨道上，驮运机3开到空车房1门口触

碰行程开关，驮运机3上的光电传感器接收到车房1激光灯发出的激光后，说明驮运机3上的

小轨道与车房汽车搬运通道2内的小轨道对接，驮运机3上的光电传感器接收到车房1激光

灯发出的激光后，说明驮运机上的小轨道与车房汽车搬运通道2内的小轨道对接，然后驮运

机停下来。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上升。小轨道外侧装有的

四个电磁卡轮器停电，将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松开。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

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4托着汽车离开驮运机开到车

房1汽车搬运通道内的小轨道上。等到汽车搬运机4触碰到车房汽车搬运通道2上的行程开

关时，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停电使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停止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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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下降，把汽车放到车房1汽车搬

运通道2上的地板上。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的活塞移动或齿轮减速电机带动螺杆

转动使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402分别向后移动。汽车搬运机4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

带动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4离开车房的汽车搬运通道

2，重新回到驮运机3上。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4开到汽车驮运机

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卡死。司机如果要取车，就把存车小票贴在墙上电脑二

维码扫描器上，经过扫描确定所存汽车停在立体车库的哪一个位置。所存放汽车的那一层

的机器人的驮运机上的驮运电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3的大车轮转动，驮运机3驮着汽车搬

运机4来到所取汽车的车房1门前，驮运机3触碰所取汽车的车房1门口的行程开关，驮运机3

上的光电传感器接收到车房激光灯发出的激光后，说明驮运机3上的小轨道与车房汽车搬

运通道2内的小轨道对接，然后驮运机3停下来。驮运机上的制动器通电制动驮运机3大车

轮。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停电，将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松开。汽车搬运机4上

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4离开

驮运机开到车房汽车搬运通道2内的小轨道上、也就是停放在所取汽车下面。汽车搬运机4

的托板上的汽车车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的活塞移动或者齿轮减速电机带动定位螺杆转动

使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分别向前移动。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402分别将停放

在车房汽车搬运通道2上的汽车两个前轮和两个后轮铲托。电脑控制仪会让车车轮铲托器

的的液压机构的活塞停止移动或者停齿轮减速电机的电。汽车搬运机4上的液压升降器或

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上升，把汽车抬高、离开车房汽车搬运通道2上的地板。由于液压升

降器的四个液压活塞所承受的重量不同，所以四个活塞上升的速度不同步，但限高器可以

使液压升降器的液压活塞到达相同高度、使托板保持水平。汽车搬运机4上的行走电机通过

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4 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4托着汽车离开车房

汽车搬运通道2，重新回到驮运机3上。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4开

到驮运机3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机4的小车轮卡死。汽车搬运机4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

进升降器使托板下降。驮运机3上的制动器停电松开驮运机的大车轮，驮运机3上的驮运电

机通过齿轮带动驮运机的大车轮转动，使机器人的驮运机3驮着装有汽车的汽车搬运机4开

到轿厢5上的大轨道上。电梯拖曳机升降机或者液压升降机使轿厢5降到底层，汽车搬运机4

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上升。驮运机3上的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

卡轮器停电，将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松开。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

运机4的小车轮转动或者齿轮减速电机工作，汽车搬运机托着汽车离开驮运机3，开到立体

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内的小轨道上，同时将活动盖板6顶入固定盖板7

下面。等到汽车搬运机4触碰到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上的行程开关

时，汽车搬运机4上的行走电机停电使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停止转动或者直线电机停止工

作。汽车搬运机上的液压升降器或螺旋给进升降器使托板下降，把汽车放到立体车库底层

的汽车存取室的的汽车搬运通道  2上的地板上。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的活塞移动

或齿轮减速电机带动螺杆转动使两块汽车车轮轮铲托弧形板402分别向后移动，汽车车轮

轮铲托弧形板402向后移动到位后电脑控制仪停汽车车轮轮铲托器的液压机构或齿轮减速

电机的电。汽车搬运机上的行走电机通过齿轮带动汽车搬运机的小车轮转动或者直线电机

工作，汽车搬运机4离开车房的汽车搬运通道2，重新回到驮运机3上，同时在伸缩弹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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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活动盖板6从固定盖板7的下面出来将立体车库底层的汽车存取室的汽车搬运通道2封

盖。小轨道外侧装有的四个电磁卡轮器在汽车搬运机4开到驮运机3上时通电，将汽车搬运

机4的小车轮卡死。司机打开汽车车门，进入驾驶室把车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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