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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Cantilever type one-posi-
tion-for-two-car parking equipment includes a
hollow frame (1) with walking structure, which
can be placed in a parking garage, a cantilever
type platform (11) with a vehicle lifting system is
mounted on the frame, and the platform forms an
upper parking space (7), while the space of the
hollow frame under the platform becomes a lower
parking space (8); the frame includes two erection
arms (101) that are set right-and-left symmetrically,
which consisting of a parallel plane pedestal (102)
and a vertical guide groove (103). a connecting
beam (104) is mounted on the top of the erection
arms. Two ends of the cantilever type platform (11)
are connected with the right and the left erection
arms respectively. The length of the plane pedestal
of the erection arms is half of the length of the
cantilever type platform. The vehicle lifting system

includes a cylinder piston (4) that is connected with a multi-rod device (3) and equipped with hydraulic, the other end of the
cylinder piston (4) is connected with the frame.

(57) m .

神愚臂式裁卒板 丰位停二革裝貴，包括 可容置于辛位中井具有行走析枸的中空丰架 ( 1) ，一帶午舢

提升析枸的最臂式裁革板 (11) 投于卒架上 載丰板上部即力上辛位 ( 7) 截丰板下部的辛架中空即力下牢位 ( 8 )

革架包括左右兩介肘林投置的架臂 (101) ，其由相互乎行的水平底座 (102) 勻垂直早槽佈 (103) 組成 架臂欣

端投置有姪接梁 (104) , 愚臂式我丰板的端部丙側分別勻左、石丙介架臂相注 架臂的水平底座的外伸 氏度力息

臂式我丰板的一半 丰輛提升杭枸包括一帝液匝井娃接有多杆裝置 ( 3 ) 的油缸柱塞 ( 4 ) , 油缸柱塞 ( 4 ) 的另一

端娃接于辛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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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位停二革裝置

技木嶺域

本岌明涉及一神停革庫領域，特別是涉及一神息臂式裁革板一革位停二李裝置，用
于解決現在的城市住宅小 勻家庭停革庫前方通道面秧 比較狄窄、不便于李輛直接弛入
或弛出年庫而必須停革迂釋需要多吹特向倒年等操作的麻煩。

本友明主要造宜于住宅小 勻家庭使用，也造合于大櫻附投的地下公共停革場和集
休車位停李使用。

背景技木

目前，因內家庭停革存放的革倖多數是一介革位，只能存取一部汽革。如果家中有

兩部斬革，則要建造較大面秧的革倖，制造成本較高而售份昂貴 同肘使用占錐持費用
也隨之提高。拘此，本岌明人已鋒公升了中囤寺利申清骨力 200510049367，3 的 "一華

位停二革沒各"的岌明寺利 它包括一年架休以及投置在所迷的李架休中的革位勻李位

基座，所迷的革架休上投置有提升革輛的升降帆枸 所迷的革位基座勻所迷的升降杭枸

相連接，所迷的革架休投置力中空的井帶丙側立柱的框式立架棚枸，所迷的框式立架棚
枸具有行走帆枸，所迷的行走帆枸包含有行走屯帆占輪于，所述的輪于達接有軌道。所

迷的立架帆枸的中空中投置一介下革位，所述的提升杭枸達接一升降式載年板，所迷的

升降式載革板上投置一介上辛位。所迷的框式立架析枸是可容置于的革庫的革位中，所
迷的軌道占所述的革庫的地面固定連接。

舀置于李庫內的本岌明己鋒停放有一革輛吋，則所迷的李架休沿所迷的軌道移出所

迷的莘庫外，將華輛升上所述的載革板井升至特定高度后，再將所述的革架休沿軌道移

入革架休革庫夏位。

上迷中囤寺利申情弓力 2005 10049367．3 的 一革位停二革投各"的岌明寺利的伏

貞是能最大限度利用革庫的面秧勻空同，井且華輛提升逞行安全平穗、存取革輛操作方

便。但尚有不足之她是舀需要停革吋，不能直接爪李輛的行玻方向 即率輛的側向 駛

入所迷的上革位，而必須將革輛特至革倖的正面方向駛入所迷的上年位 井且所迷的牢

架休較仗，所迷的革架休沿所迷的軌道移出所迷的年庫而需要在所迷的李位前方具有較

大的通道面秘。

力此，本友明人于 2007 年 2 月 8 日又提出了一神 "帶旋特器的一革位停二革裝置"
的岌明寺利 它包括一帶革架休的上辛位勻下革位，所迷的上華位投置有帶提升帆枸的



升降式載李板，所迷的年架休容置于一革位的辛庫中，所迷的年架休具有在軌道上行走

杭枸，所迷的升降式載丰板投置有一可特劫的上侯載年板勻一下侯托盎 它們之間投置

一帶內茵圈的乎面滾劫軸承，所迷的下虜托盎投置一中心軸，所迷的上居載革板勻乎面

滾劫軸承的功圈相連接井可鋅所迷的下尾托盎的中心軸旋特，所述的下居托盎勻所迷的

乎面滾功軸承的定圈相連，所迷的上尾載革板內茵圈啃合達接一帶屯功析的小茵幹。

上迷的 帶旋特器的一革位停二革裝置"的岌明寺利的仇魚是可最大限度地減少李

位前方所需的通道面秧 其坎是提高停年效率，停革泣程快捷、安全，存取革倆操作方

便。

舀置于革倖內的核岌明 帶旋特器的一辛位停二革裝置" 已鋒停放有一率輛忖，則
所迷的年架休沿軌道駛出革位外井 放下載年板，所述的提升柳枸的鋼竺鎘均所述的載

年板脫萬，所迷的革架休返回革位內，操控所述的載革板上的特劫屯帆將所迷的上屋載

辛板特功90度 再第二倆革駛上所迷的上侯載辛板，所迷的上侯載辛板特功90度夏位，

所迷的革架休爪革位內玻出，所迷的提升析枸的翎竺銷占所迷的載革板鈷合，操控所迷

的提升帆枸將所迷的載革板升至所迷的上革位高度，然后再將所迷的革架休沿軌道玻入
革位內夏位，寞現丙莘疊放狀恭。

上迷的 "帶旋特器的一年位停二革裝置"的岌明寺利仇魚是可最大限度地減少革位

前方所需的通道面秧又可提高停革效率，存取辛綱迂程安全方便。然而其缺貞是帶旋特

器鈷枸較力夏奈，操作較力麻煩。

友明內容

本友明所要解決的技木何題就是帥咐上迷珮有技木的現狀而提供一神可以減少革

位前方所需的通道面稠又可提高停革效率的愚臂式載革板一革位停二革裝置。

本友明力解決上述技木何題所采用的技木方案力 核愚臂式載革板的一革位停二年
裝置它包括一中空的革架，核革架上投置有革輛提升析枸，所迷的革輛提升柳枸達接一
裁革板，核載辛板即力上革位，而所迷革架的中空即力下革位，所迷的革架具有行走析

枸，所迷的行走帆枸包含有行走唱杭勻行走掩，所迷的行走幹遵接有軌道，所迷的軌道

勻地面固定達接，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革架包括咐你布置于左、右兩側的兩介倒 " T "
形架臂，所迷的倒 "T " 形架臂是由相互垂直達接的一水乎底座勻一垂直旱槽休組成

所述的左，右兩介倒 " T " 形架臂的碩端投置一連接梁 所述的載辛板沒置力愚臂式載

年板，所迷的愚臂式載年板的端部兩側分別勻所迷的左、右兩介倒 " T"形架臂相達接

所述的愚臂式載年板的中部連接所迷的革輛提升帆枸。上迷鈷枸特征是寞現兩台革上、

下疊放以奕現提高車位面秧的停革率、采用可移劫短底座年架勻愚臂式載革板以最大限



度的減少革輛迸出年位所要占掘年位前的面秧 。

所迷的倒 T" 形架臂的水乎底座的外伸弋度可以小于所迷的愚臂式載丰板的外伸

使度。所迷的倒 " T" 形架臂的水乎底座的外伸弋度大致相舀于所迷愚臂式載華板的外

伸提度的一半 速梓，舀所迷的載辛板放下井辛輛酸出革庫的辛位肘，辛輛可以爪縮短

了的所迷的華架水平底座的外伸端特芎即可玻出丰庫 伙而大大減少了革輛迸出辛位肘

所需李位前的面秧，即減少革輛迸出年位吋必須留有的通道面秧。

所迷的革輛提升柳枸可以是包括一帶液匝侍功裝置的油缸柱塞，所迷的油缸柱塞達

接一多達杆裝置 所迷的油缸柱塞的另一端通迂活功銷軸遵接于所迷的革架上。

所迷的年輛提升帆枸也可以是包括一帶乞功裝置的乞缸柱塞，所迷的乞缸柱塞連接

一多連杆裝置 所迷的乞缸柱塞的另一端通迂活劫銷軸達接于所迷的李架上。

所迷的革輛提升棚枸也可以是包括一帶屯棚的茵掩侍劫箱，所迷的茵乾估劫箱嘀合

達接一柱式茵荼，所述的柱式茵茶遵接一多連杆裝置 所迷的柱式茵集的另一端通迂活

功硝軸達接于所迷的年架上。

所迷的倒 " T" 形架臂的垂直早槽休中各配置一上滾掩勻下滾乾 所迷的上滾輪勻

所迷的多連杆裝置相達接 所迷的下滾乾勻所迷的愚臂式載革板的一端相達接。

所迷的多達杆裝置可以是包括相互活功銷軸達接的第一達杆、第二遵杆、第三達杆

勻第四達杆坦成的四連杆杭枸 所述的第一達杆的一端勻所迷的垂直早糟休的上端銷軸

達接，所迷的第四達杆的上端連接所述的上滾斡，所迷的第四遵杆的下端連接所迷的下
滾掩。

所迷的上滾乾通迂所迷的第三達杆勻所迷的升降式載革板的中部相連接 伙而枸成

所迷的愚臂式載革板。

所迷的下滾輪占所迷的連接貞之間的校度可以是小于或等于所迷的升降式載年板

怠仗度的一半。所迷的愚臂式載李板的功能是所迷的革輛不必完全升出所迷的載革板的

全部提度再破出革倖，而革輛只須通迂所迷的第三連杆勻所述的載革板的中部的連接貞

后即可特宵玻出革庫。伙而可縮小辛輛迸出李位肘的通道面秧。

所迷的帶液匝估劫裝置的油缸柱塞或所迷的帶勺功裝實的乞缸柱塞或所迷的帶屯

帆的茵掩住功箱通迂一安裝架圃定于所述的倒 T" 形架臂水乎底座上。

所迷的倒 " T " 形架臂中部可以投置有所迷的上華位冉磁傲定裝置。

所述的幸架的外側可以役置有用于固定所迷的行走帆枸的支撐架。

所述的垂直早槽伸的上端固定達接一撐件，所迷的撐件勻所迷的第一連杆的一端銷

袖達接。

所述的行走掩役置在所述的水乎底座的底面。

本友明愚臂式載年板的一年位停二革裝置的安全防折裝置可以投置有所迷的倒



T" 形革架移功行裡限位升共、所述的倒 " T " 形辛架碰撞障磚物的自功停止移功及

警扳裝置、以及所述的裁年板升降行釋限位升失和所迷的載年板碰撞障磚物的自功停止
移功及警扳裝置、以及所迷的載李板上革位屯磁倣定裝置。

又在所迷的截年板的前端可以投置有癸似如茵形橡肢防滑墊的由較大磨擦系數材

辰制作的帶揩抉的防渭器以避免裁革板放下迂程可能芒生的向前滑移。

勻現有技木相比，本岌明的仇貞是 1， 采用愚臂式載革板勻帶估功裝置的多達杆

析枸以酗功載華板升降，城少革位前方所需的通道面秧又可提高停革效率 几 結枸筒

革，既可匝用于家庭牟庫一介革位使用 又可以匝用于公共停年場或地下革庫等多介革
位連鏤排列使用。

附團說明

團 1 力本友明的拮枸示意團

團 2 力本友明的載革板放下革輛玻出年庫的革位示意團
團 3 力本友明的側向初團

具休宴施方式

元於是室外逐是室內停年塌或停李庫，力了提高使用效率，都希望突現以下兩介功

能 其一是停華塌或停李倖的草位面秘上的停革率高 其二是革輛越出停華場或停華倖

的革位肘，占据革位前的面秘越小越好。

本炭明愚臂式載革板一革位停二年裝置正是基于力突現以上兩介功能而投汁的。

力了提高卓位面秧的停革率，本友明沒汁成一介革位停丙台革，而且兩台革上下疊

放，即形成上革位 7勻下午位8，如團 、3所示。又力了最大限度的減少革輛迸出年位肘

的占掘年位前的面秧，即最大限度地減少革輛迸出年位肘必須留有的通道面秧，本岌明

投汁了一神鈷枸狙特的短型底座以及倒 "T " 形可移功裁革辛架。

以下鈷合附團宴施例肘本友明作迸一步祥綑描迷。

團1至團3示出了本友明愚臂式載年板一革位停二丰裝置的一介宴施方式。包括一可

沿軌道9移功的中空的載革革架 1，革架 1的中空沒置一介下革位8，下革位8中存放的革

輛是停放在華庫的的年位地平面上。革架 1是可移功的，可沿看固定投置在革庫地面上
的軌道行走，井迸出于年倖中。軌道可圃定埋入在革倖地下。辛架 1可容置于一革位 00

中，革位 100容置于一革庫中 如團 3所示。

革架 1投置有革輛提升棚枸，提升棚枸連接一可升降的愚臂式截革板 11，載革板 11

上部役置一介上革位7，革架 1的中空役置一介下革位8。



革架 具有行走啦柳 12及伎功裝置13和華架行走乾 0的行走析枸，行走輪 10遵接有
軌道9，軌道9勻革庫的地面固定連接 。

革架 1包括肘林布置于左、右兩側的兩介倒 " T" 形架臂 10 ，倒 " T 形架臂 0

是由相互垂直連接的一水乎底座 102勻一垂直早槽休 103狙成。

行走乾 0投置在水平底座 02的底面。

升降式裁年板 兩側勻左、右兩介倒 " T 形架臂 0 1 達接 左、右丙介倒 "T "
形架臂 10 的項端投置一達接梁 04，將左、右兩介倒 " T " 形架臂 0 相達接力一介整

休。

本炭明愚臂式載革板一革位停二李裝置的一重要岌明貞的尺可能縮短革架的倒

" T"架臂的水乎底座 102的弋度。水乎底座102的的外伸弋度小于愚臂式載辛板的外伸

咬度 而且革架水乎底座 02的外伸校度仗仗力愚臂式載革板 的外伸校度的一半左右。

速是力了舀載革板放下井革輛玻出革倖的李位吋，革輛可以伙縮短了的革架水乎底座

02外伸端特芎玻出革庫 伙而大大減少了革輛迸出李位肘所需革位前的面秧，即最大
限度減少革輛迸出革位肘必須留有的通道面秧 。

革輛提升帆枸包括在垂直旱槽休 103中配置的上滾幹2勻下滾乾 。上滾乾2勻下滾乾
5可在垂直早槽休 03中漆劫。上滾輪2連接一多連杆裝置3。下滾乾5丐升降式載革板 11

的端部相遵接 上滾掩2占升降式載年板 的中部相遵接。多達杆裝置3由一提升劫力源

帶劫。

因此，按不同投置的提升功力源有以下三介革輛提升帆枸的宴施方式
第一介宴施方式是李輛提升帆枸包括一帶液匝估劫裝置的油缸柱塞4，油缸柱塞4達

接一多達杆裝置3 油缸柱塞4的另一端通泣活劫銷軸達接在革架 上。

第二介突施方式是華綱提升杭枸包括一帶代功裝置的乞缸柱塞替代帶液庄估功裝

置的油缸柱塞4，乞缸柱塞連接一多遵杆裝置3 乞缸柱塞的另一端通迂活功銷軸連接于
年架 上。

第三介突施方式是革輛提升柳枸包括一帶屯帆的齒輪估劫箱替代帶液庄侍功裝實

的油缸柱塞4，茵輪侍功箱嘀合達接一柱式茵集，柱式茵荼遵接一多遵杆裝置3 柱式齒

荼的另一端通迂活劫銷軸遵接于所述的革架 1 .
以上三介宴施方式可以根据各神杯境勻劫力源的具休荼件逝取。

垂直尋槽休103中各配置一上滾輪2勻下滾掩5 上滾輪2勻下滾輪5可在垂直旱槽休

103中滾功。上滾輪2勻多連杆裝置3相達接 下滾輪5占愚臂式截革板 1的一端相連接。

多達杆裝實 3 包括相互活劫銷軸達接的第一遵杆 3 1、第二遵杆 32、第三連杆 33

占第四連杆 34 組成的四連杆梆枸 第一達杆 31 的一端占垂直早糟休 03 的上端銷袖達

接 第四遵杆 34 的上端連接上滾乾 2，第四達杆 34 的下端達接下滾幹 5 。



上滾輪2是通迂第三達杆 3勻載革板 1的中部相連接，伙而形成一愚臂式載革板 。

且下滾掩 5勻達接貞 35之同的校度小于或等于升降式載辛板 息咬度的一半。因而年輛
只須通迂第三連杆 33勻裁年板 11的中部的達接貞 35后即可特弩玻出革倖 而革輛不必完

全升出載李板再玻出李庫，如團2所示。爪而可縮小李輛逆出革位肘的通道面秧。

上述革輛提升帆枸的三介宴施方式中的帶腋匝佳功系統的油缸柱塞 4 或帶乞功裝

置的乞缸柱塞或帶屯帆的茵乾估功箱是通迂一安裝架 105 固定于倒 "形架臂水平底

座 02

倒 T " 形架臂 0 中部投置有上牟位 7 屯磁傲定裝置 6 。革架 的外側投置有用

于圃定所迷的行走杭枸 13 的支撐架 2

垂直尋槽休 103 的上端固定達接一撐 105 第一連杆 3 的一端占垂直肆槽休 103

之同是通迂撐件 05 連接的。

倒 " T" 形架臂 10 中部投置有上年位7屯磁傲定裝置6。 以限位載革板升降行程。

革架 1的外側沒置有用于固定行走棚枸13的支撐架 12

革架 1移劫是通迂革架行走屯帆 2及估功裝置 3和革架行走乾 0，沿預埋的軌道9駛

入或駛出停革位 。

載李板 的升降是通迂裝在革架 1上的多連杆析枸3、柱塞油缸4液庄升降柳枸或帶

乞劫裝置的乞缸柱塞升降帆枸或帶屯帆的茵乾估功箱升降帆枸使載革板 1沿看華架 上
的上滾乾2勻下滾輪5在垂直早向槽101 中上升或下降。

力了避免載華板放下泣程在載革板上的革輛可能芒生向前滑行功作，在載華板 11的

前端投置有由較大磨擦系數材廬制作的帶措抉的防滑器 1，例如茵形橡肢防滑墊等。

本岌明愚臂式載革板的一革位停二年裝置的操作程序是

山 在革位中存革
第一神情況是舀李庫的年位內投有停革肘，截革板 1 已升到上華位高度，第一輛革

直接玻入李位內存放。

第二神情況是舀革位內已鋒停有一輛辛肘，將年架沿軌道駛出革位外 放下載

革板 第二輛革弛上載革板 將裁年板升至上革位高度 革架沿軌道玻入革

位內夏位，兩年疊放。

2) 取革
第一神情況是下革位的革直接升出華庫。

第二神情況是尚下午位沒有停年吋的上革位取年 后劫載革板升降杭枸井將載革板

放下 李輛駛出李庫的率位。

第三神情況是舀下李位已有停革肘的上革位取革 將革架沿軌道駛出庫外 后劫

載率板升降杭枸井放下裁革板 華輛玻萬載年板，即革綱駛出革庫的革位 如團2所



示 然后，后功裁年板升降柳枸并將載萃板升至上年位 丰架沿軌道駛入革庫的辛
位內夏位。

本岌明愚臂式載李板一辛位停二革裝置的載李板提升勻下降功作是采用液庄的或

乞劫的或肌械的提升功力源帶功連杆柳枸又帶功載革板而宴現的。

本友明愚臂式載革板一年位停二革裝置的操作方式可采用按鈕式操作 也可以采

用按鈕式勻遙控器兼容操作系統。

本岌明愚臂式載革板一革位停二革裝置的安全防扣裝置投實有革架移劫行程限位

升夫、革架碰撞障磚物的自功停止移劫及瞥扳裝置 以及載革板升降行程限位升芙和載
李板碰撞障磚物的自功停止移劫及瞥扳裝置 以及載率板上革位咀磁傲定裝置，以碗保

這行操作安全。

本岌明寞現了一李位停二革而提高革位面秧的停牢率的同肘，又減少了革輛迸出華

位吋的通道面秧，且革輛出入革位方便快捷。可以用于家庭革庫車介使用 也可以多十
連鎂排列的使用，多介達鏤排列的使用肘象主要是地下牢庫等公共停革場。



才又 利 要、 求

1．一神息臂式載革板一李位停二革裝置，它包括一中空的革架，咳革架上役置有

李輛提升杭枸，所述的革輛提升帆枸達接一載革板，核裁年板即力上牟位，所迷的年架

的中空即力下革位，所迷的年架具有行走柳枸，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年架 包括肘
林布置于左、右丙側的丙介倒 " T" 形架臂 0 ，所迷的倒 "T " 形架臂 101 是

由相互垂直遵接的一水平底座 02 勻一垂直早槽休 03 坦成 所述的左、右兩介

倒 " T" 形架臂 0 項端投置一連接梁 04 所述的載年板投置力愚臂式載丰

板 11 ，所迷的愚臂式截革板 1 的端部丙側分別占所迷的左、右兩介倒 " T " 形

架臂 0 相達接 所迷的最臂式載革板 1 的中部達接所述的辛輛提升杭枸。

2．根据杖利要求 所述的息臂式載革板一年位停二革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

倒 " T " 形架臂的水乎底座 02 的外伸仗度小于所迷的愚臂式載革板 11 的外伸

弋度。

．根掘杖利要求2所述的愚臂式載年板一革位停二革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

倒 "T " 形架臂的水乎底座 102 的外伸弋度是所迷愚臂式載革板 11 的外伸仗度

的一半。

4．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愚臂式載年板一年位停二革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

率輛提升杭枸包括一帶液庄估功裝置的油缸柱塞 4 ，所迷的油缸柱塞 4 達接一多

達杆裝實 3 所述的油缸柱塞 4 的另一端通迪活功銷軸遵接于所迷的李架

上。

5．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愚臂式截革板一革位停二革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

革輛提升帆枸包括一帶乞功裝置的勺缸柱塞，所述的乞缸柱塞達接一多達杆裝置 3

所迷的乞缸柱塞的另一端通泣活功銷軸達接于所迷的革架 上。

6．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愚臂式載年板一革位停二革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

革輛提升帆枸包括一帶屯帆的茵斡佳功箱，所迷的茵掩估功箱晰合達接一柱式齒荼，所
迷的柱式茵茶達接一多連杆裝置 3 所述的柱式茵荼的另一端通迂活功銷軸達接于
所迷的革架 1

7， 根据杖利要求1或4或5或6所述的愚臂式裁革板一革位停二年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垂直早槽休 103 中各配置一上滾幹 2 勻下滾乾 5 所述的上滾翰 2

勻所迷的多遵杆裝置 3 相連接 所迷的下滾輪 5 勻所迷的愚臂式載革板 1 1 的
一端相達接。

8．恨据杖利要求 4 所述的愚臂式載革板一革位停二革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



多連杆裝置 3 包括相互活劫銷軸遵接的第一達杆 3 、第二達杆 32 、第三達

杆 33 勻第四達杆 34 組成的因達杆帆枸 所迷的第一遵杆 3 的一端勻所迷的

垂直早槽休 03 的上端銷軸達接，所迷的第四達杆 34 的上端連接所迷的上滾輪
2 ，所迷的第四達杆 34 的下端達接所迷的下漆輪 5

9．根据杖利要求 8 所迷的愚臂式載革板一革位停二年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

上滾乾 2 通迂所迷的第三遵杆 33 丐所迷的升降式載年板 1 的中部遵接貞 3

相連接 所迷的下滾掩 5 占所迷的達接貞 35 之回的長度小于所迷的升降式載革
板 1 息弋度的一半。

0．根据杖利要求1所迷的息臂式載丰板一丰位停二辛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的

行走棚枸包含有行走屯杭 2 占行走輪 0 ，核行走輪 0 遵接有軌道 9
J

核執道 9 勻地面固定達接，所迷的行走輪 0 投置在所迷的水乎底座 02 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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