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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停车装置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包括设置在绿化带上

的联排固定停车架和带四个万向轮的移动升降

底座，移动升降底座通过移动座定位销与联排固

定停车架连接，移动升降底座上设有剪叉式升降

架，剪叉式升降架的顶端设有移动升降顶架；联

排固定停车架和移动升降顶架上均设有V型轨

道，V型轨道上设有移动停车平台；联排固定停车

架前端和移动升降顶架外侧均设有自锁轴，自锁

轴从里到外依次套设有齿轮、齿轮安装座和旋转

臂。本发明在不破坏绿化带的前提下建设绿化带

停车装置，解决了绿化和停车难以兼顾的问题，

有效缓减了停车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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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包括设置在绿化带上的联排固定停车架、移动停车

平台和带四个万向轮的移动升降底座，其特征是，所述的联排固定停车架由若干个前立柱、

若干个与前立柱对应的后立柱、若干个前横梁、后横梁和若干个水平支撑梁组成，所述的后

立柱的顶端固接有后横梁，所述的后横梁的外侧设有若干个挡块，后横梁的内侧与水平支

撑梁垂直固接；所述的每个水平支撑梁的顶面均固定有V型轨道A，V型轨道A的数量为偶数

个；所述的前立柱下端设有移动座定位杆，所述的移动座定位杆的前端设有锥形定位孔，所

述的移动升降底座的顶端两侧从里到外对称设有定位销存放锥孔和移动底座定位孔，所述

的定位销存放锥孔里设有移动座定位销，所述的移动升降底座通过移动座定位销与移动座

定位杆连接；所述的移动升降底座上设有剪叉式升降架，所述的剪叉式升降架的顶端设有

移动升降顶架，所述的移动升降顶架的顶面固定有两条相互平行的V型轨道B，移动升降顶

架后端设有停车平台止位块；所述的水平支撑梁前端和移动升降顶架外侧均设有自锁轴，

所述的自锁轴从里到外依次套设有齿轮、齿轮安装座和旋转臂；所述的移动停车平台包括

停车主板，所述的停车主板上设有若干个防滑透光长槽，停车主板下方两边均设有V型滑

轨，停车主板左侧下方于V型滑轨外侧处设有齿条，所述的齿条与齿轮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V型轨道A和

V型轨道B的顶面均设有若干个滚珠孔，滚珠孔内设有滚珠，所述的V型滑轨与滚珠滚动接

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自锁轴中心

设有自锁轴台阶孔，自锁轴台阶孔从里到外依次设有堵头、滑块复位弹簧、自锁滑块，所述

的自锁滑块上设有滑块自锁斜面；所述的自锁轴上设有安装座定位柱，安装座定位柱设有

与自锁轴台阶孔垂直贯通的锁杆阶梯方孔，所述的锁杆阶梯方孔里设有自锁方杆，自锁方

杆的上端套设有锁头解锁弹簧，自锁方杆的底端设有定杆自锁斜面，所述的定杆自锁斜面

与滑块自锁斜面滑动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齿轮安装座

设有轴孔，齿轮安装座于轴孔内侧设有与轴孔贯通的定位柱卡槽，齿轮安装座于定位柱卡

槽的内侧设有与定位柱卡槽贯通的齿轮安装槽，齿轮安装座于轴孔的外部设有旋转槽，所

述的轴孔与自锁轴轴接；所述的定位柱卡槽圆周上设有若干个尖齿槽，所述的自锁方杆的

顶端设有尖齿锁头，所述的尖齿锁头卡入尖齿槽。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旋转臂

下端设有手柄，所述的手柄上设有手柄轴；所述的旋转臂包括旋转臂本体，旋转臂本体的下

端设有手柄轴孔，手柄轴与手柄轴孔轴接；所述的旋转臂本体的上端设有自锁轴安装孔，旋

转臂本体上端内侧于自锁轴安装孔处设有旋转套；所述的自锁轴安装孔与旋转套贯通，自

锁轴安装孔与自锁轴轴接；所述的旋转臂本体的上端外侧设有与自锁轴安装孔同轴线的锁

柱孔，所述的自锁滑块的顶端设有滑块圆锁柱，滑块圆锁柱与锁柱孔轴接；所述的旋转套套

接在旋转槽上，旋转套上设有定位套，定位套通过螺钉与齿轮安装座固接；所述的自锁轴和

手柄轴于旋转臂本体中间处均设有链轮，所述的两个链轮之间套设有链条；所述的旋转臂

本体的外侧设有锁紧手柄定位槽，旋转臂本体的中上部设有与锁紧手柄定位槽垂直贯通的

阶梯安装孔，所述的锁紧手柄定位槽内设有自锁轴锁紧手柄，所述的自锁轴锁紧手柄上设

有旋转臂连接轴，旋转臂连接轴的外端设有弹簧挡块，旋转臂连接轴位于锁紧手柄阶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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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孔内套接有手柄复位弹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旋转臂本体

位于自锁轴安装孔下方设有定位销安装座，定位销安装座里设有弹簧槽和定位销，定位销

位于弹簧槽内套设有定位销锁紧弹簧，所述的齿轮安装座的扇形面外侧设有若干个旋转臂

定位孔，所述的定位销插入旋转臂定位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移动升降底

座的前端两侧对称设有副升降架安装孔，移动升降底座的后端两内侧均设有主升降架滑动

槽；所述的移动升降顶架的前端两侧对称设有主升降架安装孔，移动升降顶架的后端两内

侧均设有副升降架滑动槽；所述的剪叉式升降架包括主升降架和副升降架，所述的主升降

架的中间外侧设有连接销，所述的副升降架与连接销轴接；所述的主升降架上端两外侧与

主升降架安装孔轴接，主升降架下端两侧均向外延伸形成主转轴，主转轴上设有轴承A，所

述的轴承A上设有滚轮A，所述的滚轮A与主升降架滑动槽滚动接触；所述的副升降架下端两

侧与副升降架安装孔轴接，副升降架的上端两侧均向外延伸形成副转轴，副转轴上设有轴

承B，所述的轴承B上设有滚轮B，所述的滚轮B与副升降架滑动槽滚动接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移动升降底

座末端设有扶手和液压杆安装座，所述的液压杆安装座上设有液压驱动系统；所述的液压

驱动系统的尾端设有液压杆支座，所述的液压杆支座与液压杆安装座轴接；所述的主升降

架下端中间设有液压杆连接座，所述的液压驱动系统的自由端与液压杆连接座轴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停车主板前

端设有上车板和手轮导向轴，所述的手轮导向轴前端与上车板固接，手轮导向轴的中段与

停车主板轴接，手轮导向轴于停车主板的外侧上从里到外次设有旋转手轮和手轮压紧弹

簧；所述的停车主板的前端外侧设有若干个上车板定位锥孔，所述的旋转手轮的内侧设有

上车板定位锥销，上车板定位锥销插入上车板定位锥孔。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停车主

板下方中间设有L型防倾翻钩；所述的前横梁上设有与L型防倾翻钩对应的L型防倾翻座；所

述的移动升降顶架的顶面中间设有长L型防倾翻座，所述的L型防倾翻钩可嵌入L型防倾翻

座或长L型防倾翻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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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化带停车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停车难已经成为各个城市的痼疾来，随着城市生活的提高，私家车越来越普

及，一些省份汽车拥有率高达20％以上，但随即带来的状况是轿车无处可停，停车难及其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也成为城市发展之痛。在此情况下，城市停车

难，已成为每一座城市发展所不可逾越的难山。

[0003] 现在各大城市为解决停车难问题，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大量建设各种大型停车设

备，例如建设多层升降横移立体车库、垂直循环类立体车库、智能立体停车楼、井筒式地下

立体车库等等。这些大型停车设备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都需要一定的地面土地面积，大多

都需要大量的地面土地。但在寸土寸金的城市，特别是城市中心地带，已拿不出多余的土地

用来建设这些停车库，有的城市甚至采用挪用绿化带建停车位的办法来解决停车难问题，

但带来的新的问题就是城市绿化面积减少、居民生活质量下降。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在研究

利用绿化带来建设停车装置，但大多没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0004] 因此，在没有大面积土地用来建设停车装置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城市绿化带破解

城市停车难问题，特别是在基本不破坏现有绿化带的前提下，如何利用道路狭窄、遍布城市

角角落落的绿化带来建设使用灵活方便、结构简单的绿化带停车装置，更是各个城市普遍

面临的一大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

停车架使用时既不破坏绿化带、也不占用道路面积，又能缓减城市停车难的问题，而且能充

分利用城市角角落落的绿化带来建设停车装置。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包括设置在绿化带上的联排固定停车架和带四个

万向轮的移动升降底座，所述联排固定停车架由若干个前立柱、若干个与前立柱对应的后

立柱、若干个前横梁、后横梁和若干个水平支撑梁组成，所述后立柱的顶端固接有后横梁，

所述后横梁的外侧设有若干个挡块，后横梁的内侧与水平支撑梁垂直固接；所述每个水平

支撑梁的顶面均固定有V型轨道A，V型轨道A的数量为偶数个；所述前立柱下端设有移动座

定位杆，所述移动座定位杆的前端设有锥形定位孔，所述移动升降底座的顶端两侧从里到

外对称设有定位销存放锥孔和移动底座定位孔，所述定位销存放锥孔里设有移动座定位

销，所述移动升降底座通过移动座定位销与移动座定位杆连接；所述移动升降底座上设有

剪叉式升降架，所述剪叉式升降架的顶端设有移动升降顶架，所述移动升降顶架的顶面固

定有两条相互平行的V型轨道B，移动升降顶架后端设有停车平台止位块；所述水平支撑梁

前端和移动升降顶架外侧均设有自锁轴，所述自锁轴从里到外依次套设有齿轮、齿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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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和旋转臂；所述移动停车平台包括停车主板，所述停车主板上设有若干个防滑透光长槽，

停车主板下方两边均设有V型滑轨，停车主板左侧下方于V型滑轨外侧处设有齿条，所述齿

条与齿轮啮合。移动升降底座、剪叉式升降架、移动升降顶架和移动停车平台构成移动升降

系统，用于给轿车抬升或下降，当需要取车或停车时，将移动升降系统移动到对应的联排固

定停车架上的平移轨道一侧就可；移动升降底座通过移动座定位销与移动座定位杆连接，

既确保停车安全、避免移动停车平台在移动升降系统发生倾斜毁车的意外发生，又确保停

车和取车时既能准确对位、齿轮能准确带动齿条移动移动停车平台实现停车和取车的目

的。

[0008] 作为优选，所述V型轨道A和V型轨道B的顶面均设有若干个滚珠孔，滚珠孔内设有

滚珠，所述V型滑轨与滚珠滚动接触。滚珠的滚动摩擦系数很小，V型滑轨在V型轨道上滑动

所需的推力或拉力也就比较小，无需额外的动力手摇也能平移车辆。

[0009] 作为优选，自自锁轴中心设有自锁轴台阶孔，自锁轴台阶孔从里到外依次设有堵

头、滑块复位弹簧、自锁滑块，所述自锁滑块上设有滑块自锁斜面；所述自锁轴上设有安装

座定位柱，安装座定位柱设有与自锁轴台阶孔垂直贯通的锁杆阶梯方孔，所述锁杆阶梯方

孔里设有自锁方杆，自锁方杆的上端套设有锁头解锁弹簧，自锁方杆的底端设有定杆自锁

斜面，所述定杆自锁斜面与滑块自锁斜面滑动接触。

[0010] 作为优选，齿轮安装座设有轴孔，齿轮安装座于轴孔内侧设有与轴孔贯通的定位

柱卡槽，齿轮安装座于定位柱卡槽的内侧设有与定位柱卡槽贯通的齿轮安装槽，齿轮安装

座于轴孔的外部设有旋转槽，所述轴孔与自锁轴轴接；所述定位柱卡槽圆周上设有若干个

尖齿槽，所述自锁方杆的顶端设有尖齿锁头，所述尖齿锁头卡入尖齿槽。自锁轴穿过齿轮安

装座的轴孔，自锁轴上的安装座定位柱卡入定位柱卡槽，则自锁方杆上的尖齿锁头就与定

位柱卡槽上的一个尖齿槽抵接，套在自锁轴上的齿轮就安装在齿轮安装槽内。

[0011] 作为优选，旋转臂下端设有手柄，所述手柄上设有手柄轴；所述旋转臂包括旋转臂

本体，旋转臂本体的下端设有手柄轴孔，手柄轴与手柄轴孔轴接；所述旋转臂本体的上端设

有自锁轴安装孔，旋转臂本体上端内侧于自锁轴安装孔处设有旋转套；所述自锁轴安装孔

与旋转套贯通，自锁轴安装孔与自锁轴轴接；所述旋转臂本体的上端外侧设有与自锁轴安

装孔同轴线的锁柱孔，所述自锁滑块的顶端设有滑块圆锁柱，滑块圆锁柱与锁柱孔轴接；所

述旋转套套接在旋转槽上，旋转套上设有定位套，定位套通过螺钉与齿轮安装座固接；所述

自锁轴和手柄轴于旋转臂本体中间处均设有链轮，所述两个链轮之间套设有链条；所述旋

转臂本体的外侧设有锁紧手柄定位槽，旋转臂本体的中上部设有与锁紧手柄定位槽垂直贯

通的阶梯安装孔，所述锁紧手柄定位槽内设有自锁轴锁紧手柄，所述自锁轴锁紧手柄上设

有旋转臂连接轴，旋转臂连接轴的外端设有弹簧挡块，旋转臂连接轴位于锁紧手柄阶梯安

装孔内套接有手柄复位弹簧。将旋转臂上的旋转套套在齿轮安装座的定位套槽上，并将一

个链轮固定在自锁轴上，然后装上定位套、将定位套固定在齿轮安装座上，旋转臂上的链轮

就能带动自锁轴上的齿轮旋转，齿轮带动齿条就实现移动停车平台在平移轨道上移动，从

而实现停取车。

[0012] 滑块复位弹簧左端与堵头抵接，滑块复位弹簧的右端与自锁滑块抵接，在没有外

力的作用下，滑块复位弹簧往外推自锁滑块，滑块自锁斜面外移、推动与滑块自锁斜面接触

的定杆自锁斜面上移，然后推动自锁方杆向上移动，自锁方杆顶端的尖齿锁头就卡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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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卡槽的尖齿槽，自锁轴就不能旋转，也不能带动齿轮旋转、齿轮就被锁住，与齿轮啮合的

齿条就不能移动，V型滑轨在V型轨道上就无法滑动，移动停车平台也就不能移动，确保一种

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的停车安全；反之需要对齿轮解锁、转动齿轮时，拉出旋转臂上的

自锁轴锁紧手柄、并作180°旋转、然后松手，自锁轴锁紧手柄在手柄复位弹簧的作用重新卡

入锁紧手柄定位槽，当自锁轴锁紧手柄与滑块圆锁柱抵接时，就推动自锁滑块往里移动，滑

块复位弹簧被压缩、滑块自锁斜面向里滑动，自锁方杆在锁头解锁弹簧的作用下向下移动，

尖齿锁头脱离尖齿槽，自锁轴就能自由转动，实现对齿轮的解锁。

[0013] 作为优选，旋转臂本体位于自锁轴安装孔下方设有定位销安装座，定位销安装座

里设有弹簧槽和定位销，定位销位于弹簧槽内套设有定位销锁紧弹簧，所述齿轮安装座的

扇形面外侧设有若干个旋转臂定位孔，所述定位销插入旋转臂定位孔。由于每个绿化带的

绿化植物高度不一样，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的停车高度不不一致，一旦手柄太高或太

低，都会移动车辆的用力，给操作者带来不便；旋转臂通过定位销伸入不同齿轮安装座上的

旋转臂定位孔来自由调节高度，确保手柄在适宜的高度上，这样操作者就能轻松摇动移动

停车平台、实现车辆的平移。

[0014] 作为优选，移动升降底座的前端两侧对称设有副升降架安装孔，移动升降底座的

后端两内侧均设有主升降架滑动槽；所述移动升降顶架的前端两侧对称设有主升降架安装

孔，移动升降顶架的后端两内侧均设有副升降架滑动槽；所述剪叉式升降架包括主升降架

和副升降架，所述主升降架的中间外侧设有连接销，所述的副升降架与连接销轴接；所述主

升降架上端两外侧与主升降架安装孔轴接，主升降架下端两侧均向外延伸形成主转轴，主

转轴上设有轴承A，所述轴承A上设有滚轮A，所述滚轮A与主升降架滑动槽滚动接触；所述副

升降架下端两侧与副升降架安装孔轴接，副升降架的上端两侧均向外延伸形成副转轴，副

转轴上设有轴承B，所述的轴承B上设有滚轮B，所述的滚轮B与副升降架滑动槽滚动接触。抬

升或下降停有轿车的移动停车平台时，滚轮A在主升降架滑动槽里滚动水平移动、同时滚轮

B在副升降架滑动槽滚动滚动水平移动，推动剪叉式升降架升降，实现移动停车平台的抬升

或下降；而且剪叉式升降架的滚动摩擦系数小、所需的力也不大，降低了对液压驱动系统的

动力要求。

[0015] 作为优选，移动升降底座末端设有扶手和液压杆安装座，所述液压杆安装座上设

有液压驱动系统；所述液压驱动系统的尾端设有液压杆支座，所述液压杆支座与液压杆安

装座轴接；所述主升降架下端中间设有液压杆连接座，所述液压驱动系统的自由端与液压

杆连接座轴接。液压驱动系统在动力的作用下能水平伸缩，带动主升降架在主升降架滑动

槽里水平移动，实现剪叉式升降架的升降，从而带动所停放的轿车抬升或下降。

[0016] 作为优选，停车主板前端设有上车板和手轮导向轴，所述手轮导向轴前端与上车

板固接，手轮导向轴的中段与停车主板轴接，手轮导向轴于停车主板的外侧上从里到外次

设有旋转手轮和手轮压紧弹簧；所述停车主板的前端外侧设有若干个上车板定位锥孔，所

述旋转手轮的内侧设有上车板定位锥销，上车板定位锥销插入上车板定位锥孔。需要停车

或取车时，往外拉旋转手轮，上车板定位锥销脱离上车板定位锥孔，然后就能转动旋转手

轮、带动上车板旋转到地面，然后松手在手轮压紧弹簧的作用下、上车板定位锥卡入上车板

定位锥孔，就能让轿车通过上车板了；需要移动停车平台抬升、下降或平移时，按同样的操

作，让上车板停在空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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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作为优选，停车主板下方中间设有L型防倾翻钩；所述前横梁上设有与L型防倾翻

钩对应的L型防倾翻座；所述移动升降顶架的顶面中间设有长L型防倾翻座，所述L型防倾翻

钩可嵌入L型防倾翻座或长L型防倾翻座里。升降机构升降过程中以及平移移动停车平台

时，移动停车平台上的L型防倾翻钩嵌入联排固定停车架上的L型防倾翻座或移动升降顶架

上的长L型防倾翻座里，可以有效避免因移动停车平台倾斜而发生翻车等意外的出现。

[0018]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手柄高度可调、方便移车，由于绿化带高低不

一，而且人的身高也各不相同，为方便停车和取车，联排固定停车架和移动升降顶架设有旋

转臂，旋转臂的下端设有手柄，通过旋转臂的旋转来调节手柄的高度，方便使用；(2)自锁性

好，自锁轴内设有滑块复位弹簧、自锁滑块、自锁方杆、尖齿锁头、滑块圆锁柱等，自锁轴锁

紧手柄旋转嵌在锁紧手柄定位槽里时，尖齿锁头在滑块复位弹簧等作用下卡入齿轮安装座

的尖齿槽内，齿轮就不能旋转、从而锁住齿条，停在移动停车平台上的轿车就稳固不动，既

有效避免闲人摇动手柄发生意外，又可以避免因刮大风而发生毁车等意外；(3)移动座定位

杆的设计既方便了移动升降底座的对位，又确保移动升降底座与井联排固定停车架的稳定

连接、构成一体，稳定性好、安全性高；(4)安全性高，L型防倾翻钩嵌入L型防倾翻座或长L型

防倾翻座里，挪车时有效避免因移动停车平台倾斜而发生翻车等意外的出现，移车安全性

高。总之，本发明在不破坏绿化带的前提下建设绿化带停车装置，能有效解决绿化和停车难

以兼顾的问题，有效缓减了停车难问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联排固定停车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移动升降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移动升降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移动停车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自锁轴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齿轮安装座外侧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齿轮安装座内侧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为旋转臂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0为旋转臂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1为自锁轴与齿轮安装座、旋转臂的连接示意图。

[0030] 图12为自锁轴锁紧手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3为移动升降顶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4为剪叉式升降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5为液压驱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6为旋转手轮与停车主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联排固定停车架1、移动升降底座2、移动座定位杆3、锥形定位孔30、剪叉式

升降架4、移动升降顶架5、V型轨道A6、移动停车平台7、V型滑轨8、齿条9、自锁轴10、齿轮11、

齿轮安装座12、旋转臂13、手柄14、定位套15、链轮16、链条17、自锁轴锁紧手柄18、扶手19、

液压驱动系统20、L型防倾翻钩22、V型轨道B23、主升降架40、副升降架41、连接销42、主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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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轴承A44、滚轮A45、副转轴46、轴承B47、滚轮B48、液压杆连接座49、停车平台止位块50、

主升降架安装孔51、副升降架滑动槽52、长L型防倾翻座53、滚珠孔60、滚珠61、停车主板62、

防滑透光长槽63、上车板64、手轮导向轴65、旋转手轮66、手轮压紧弹簧67、上车板定位孔

68、上车板定位销69、自锁轴台阶孔70、堵头71、滑块复位弹簧72、自锁滑块73、滑块自锁斜

面74、滑块圆锁柱75、安装座定位柱76、锁杆阶梯方孔77、自锁方杆78、锁头解锁弹簧79、定

杆自锁斜面80、轴孔81、定位柱卡槽82、齿轮安装槽83、旋转槽84、尖齿槽85、尖齿锁头86、旋

转臂本体87、手柄轴孔88、自锁轴安装孔89、旋转套90、锁柱孔91、锁紧手柄定位槽92、阶梯

安装孔93、定位销安装座94、弹簧槽95、定位销96、定位销锁紧弹簧97、旋转臂定位孔98、前

立柱100、后立柱101、前横梁102、后横梁103、水平支撑梁104、挡块105、L型防倾翻座106、手

柄轴140、旋转臂连接轴180、弹簧挡块181、手柄复位弹簧182、定位销存放锥孔200、移动底

座定位孔201、移动座定位销202、副升降架安装孔203、主升降架滑动槽204、液压杆安装座

205、液压杆支座206。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7] 如图1、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的一种液压升降绿化带停车装置，包括设置在绿化

带上的联排固定停车架1和带四个万向轮的移动升降底座2，联排固定停车架由若干个前立

柱100、若干个与前立柱对应的后立柱101、若干个前横梁102、后横梁103和若干个水平支撑

梁104组成，前横梁上设有L型防倾翻座106，后立柱的顶端固接有后横梁，后横梁的外侧设

有若干个挡块105，后横梁的内侧与水平支撑梁垂直固接；每个水平支撑梁的顶面均固定有

V型轨道A6，V型轨道A的数量为偶数个；前立柱下端设有移动座定位杆3，移动座定位杆的前

端设有锥形定位孔30；移动升降底座末端设有扶手19和液压杆安装座205，液压杆安装座

205上设有液压驱动系统20；移动升降底座的顶端两侧从里到外对称设有定位销存放锥孔

200和移动底座定位孔201，定位销存放锥孔里设有移动座定位销202，移动升降底座通过移

动座定位销202与移动座定位杆连接，移动升降底座的前端两侧对称设有副升降架安装孔

203，移动升降底座的后端两内侧均设有主升降架滑动槽204；移动升降底座上设有剪叉式

升降架4，剪叉式升降架的顶端设有移动升降顶架5，移动升降顶架的顶面固定有两条相互

平行的V型轨道B23；V型轨道A和V型轨道B的顶面均设有若干个滚珠孔60，滚珠孔内设有滚

珠61；所述的移动升降顶架后端设有停车平台止位块50；水平支撑梁前端和移动升降顶架

外侧均设有自锁轴10，自锁轴从里到外依次套设有齿轮11、齿轮安装座12和旋转臂13；移动

停车平台包括停车主板62，停车主板上设有若干个防滑透光长槽63，停车主板62下方中间

设有L型防倾翻钩22，L型防倾翻钩22里可嵌入L型防倾翻座，停车主板下方两边均设有V型

滑轨8，V型滑轨与滚珠滚动接触；停车主板左侧下方于V型滑轨外侧处设有齿条9，齿条与齿

轮啮合。

[0038] 如图6所示，自锁轴10中心设有自锁轴台阶孔70，自锁轴台阶孔从里到外依次设有

堵头71、滑块复位弹簧72、自锁滑块73，所述的自锁滑块上设有滑块自锁斜面74；所述的自

锁滑块的顶端设有滑块圆锁柱75，所述的自锁轴上设有安装座定位柱76，安装座定位柱设

有与自锁轴台阶孔垂直贯通的锁杆阶梯方孔77，所述的锁杆阶梯方孔里设有自锁方杆78，

自锁方杆的上端套设有锁头解锁弹簧79，自锁方杆的底端设有定杆自锁斜面80，所述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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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自锁斜面与滑块自锁斜面滑动接触。

[0039] 如图7、图8所示，齿轮安装座设有轴孔81，齿轮安装座于轴孔内侧设有与轴孔贯通

的定位柱卡槽82，齿轮安装座于定位柱卡槽的内侧设有与定位柱卡槽贯通的齿轮安装槽

83，齿轮安装座于轴孔的外部设有旋转槽84，所述的轴孔与自锁轴轴接；所述的定位柱卡槽

圆周上设有若干个尖齿槽85，所述的自锁方杆的顶端设有尖齿锁头86，所述的尖齿锁头卡

入尖齿槽。

[0040] 如图9、图10、图11和图12所示，旋转臂下端设有手柄14，所述的手柄上设有手柄轴

140；所述的旋转臂包括旋转臂本体87，旋转臂本体的下端设有手柄轴孔88，手柄轴与手柄

轴孔轴接；所述的旋转臂本体的上端设有自锁轴安装孔89，旋转臂本体上端内侧于自锁轴

安装孔处设有旋转套90；所述的自锁轴安装孔与旋转套贯通，自锁轴安装孔与自锁轴轴接；

所述的旋转臂本体的上端外侧设有与自锁轴安装孔同轴线的锁柱孔91，滑块圆锁柱与锁柱

孔轴接；所述的旋转套套接在旋转槽84上，旋转套90上设有定位套15，定位套通过螺钉与齿

轮安装座固接；所述的自锁轴和手柄轴于旋转臂本体中间处均设有链轮16，所述的两个链

轮之间套设有链条17；所述的旋转臂本体的外侧设有锁紧手柄定位槽92，旋转臂本体的中

上部设有与锁紧手柄定位槽垂直贯通的阶梯安装孔93，所述的锁紧手柄定位槽内设有自锁

轴锁紧手柄18，所述的自锁轴锁紧手柄上设有旋转臂连接轴180，旋转臂连接轴的外端设有

弹簧挡块181，旋转臂连接轴位于锁紧手柄阶梯安装孔内套接有手柄复位弹簧182；旋转臂

本体位于自锁轴安装孔下方设有定位销安装座94，定位销安装座里设有弹簧槽95和定位销

96，定位销位于弹簧槽内套设有定位销锁紧弹簧97，所述的齿轮安装座的扇形面外侧设有

若干个旋转臂定位孔98，所述的定位销96插入旋转臂定位孔。

[0041] 如图13、图14所示，所述的移动升降顶架的前端两侧对称设有主升降架安装孔51，

移动升降顶架的后端两内侧均设有副升降架滑动槽52，移动升降顶架的顶面中间设有长L

型防倾翻座53，长L型防倾翻座可嵌有L型防倾翻钩；剪叉式升降架包括主升降架40和副升

降架41，所述的主升降架的中间外侧设有连接销42，所述的副升降架与连接销轴接；所述的

主升降架上端两外侧与主升降架安装孔轴接，所述的主升降架下端中间设有液压杆连接座

49，主升降架下端两侧均向外延伸形成主转轴43，主转轴上设有轴承A44，所述的轴承A上设

有滚轮A45，所述的滚轮A与主升降架滑动槽滚动接触；所述的副升降架下端两侧与副升降

架安装孔轴接，副升降架的上端两侧均向外延伸形成副转轴46，副转轴上设有轴承B47，所

述的轴承B上设有滚轮B48，所述的滚轮B与副升降架滑动槽滚动接触。

[0042] 如图15所示，所述的液压驱动系统20的尾端设有液压杆支座206，所述的液压杆支

座206与液压杆安装座205轴接；所述的液压驱动系统的自由端与液压杆连接座轴接。

[0043] 如图16所示，停车主板前端设有上车板64和手轮导向轴65，所述的手轮导向轴前

端与上车板固接，手轮导向轴的中段与停车主板轴接，手轮导向轴于停车主板的外侧上从

里到外次设有旋转手轮66和手轮压紧弹簧67；所述的停车主板的前端外侧设有若干个上车

板定位锥孔68，所述的旋转手轮的内侧设有上车板定位锥销69，上车板定位锥销插入上车

板定位锥孔。

[0044] 结合附图，本发明的使用原理如下：如图1所示，取车时，推动扶手将移动升降底座

2移动到停有相应车辆的联排固定停车架1旁，翻下移动座定位杆3，将移动座定位杆上的锥

形定位孔30与移动升降底座上的移动底座定位孔201对准，从移动升降底座上的定位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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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锥孔200取出移动座定位销202，再将移动座定位销放入对齐的移动底座定位孔201和锥

形定位孔30里，移动升降底座和联排固定停车架稳固连接在一起；然后启动液压驱动系统

20、通过液压杆连接座49带动剪叉式升降架4抬升移动升降顶架5，移动升降顶架到位后就

停止液压驱动系统运作；依次摇动设置在联排固定停车架和设置在移动升降顶架旋转臂13

上的手柄14，将停有小轿车的移动停车平台7从联排固定停车架上摇到，移动升降顶架，L型

防倾翻钩脱离L型防倾翻座106、嵌入长L型防倾翻座53，当移动停车平台完全停在移动停车

架顶座上后停止摇手柄。然后通过启动液压驱动系统、将移动升降顶架下降到底后就可以

取车了，然后反向操作将移动停车平台移回联排固定停车架、再将移动升降底座移动到角

落或停放的位置就可以了。停车时，需先从联排固定停车架上移出移动停车平台，其原理和

过程跟取车一样；然后将车子停在移动升降底座上的移动停车平台，启动液压驱动系统带

动剪叉式升降架抬升移动升降顶架，达到预定高度后停止液压驱动系统运作，摇动手柄将

移动升降顶架上的移动停车平台平移到排固定停车架上即可。重复上述步骤，就能实现一

个移动升降系统能为多个联排固定停车架服务，而且也不影响道路交通。

[0045]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以本发

明为基础，为解决基本相同的技术问题，实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作出的简单变化、等

同替换或者修改等，皆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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