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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的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

系统具有全新的创意，具有结构简单、使用和维

护均很方便等特点。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

停车系统可以建成双层，也可以建成多层，其地

面停车位无需安装载车板，车辆直接停放在地面

停车位上，车辆可以在地面停车位内自由进出，

存取停放在本系统中任何载车板上的车辆均不

需要移动其他任何车辆或载车板。载车板的水

平、旋转、升降运动完成非地面停车位上的取车、

存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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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其包括地基(1)、钢结构框架(2)、水平移动轨

道(3)、水平移动小车(4)、旋转吊架(5)、水平移动驱动系统(6)、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垂

直升降系统(8)、载车板(9)、防坠圆环(10)、控制系统(11)，其特征在于：第一层停车位没有

安装载车板和平移装置，第二层及第二层以上的每一个停车位均安装有一台水平移动小车

(4)、一个旋转吊架(5)、一套水平移动驱动系统(6)、一套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一套垂直

升降系统(8)、一个载车板(9)，安装在钢结构框架(2)上的水平移动轨道(3)的一端伸出停

车场通道的上方，水平移动小车(4)沿着水平移动轨道(3)水平纵向移动到停车场通道的上

方，旋转吊架(5)通过旋转承重轴(704)悬吊在水平移动小车(4)正下方，载车板(9)通过垂

直升降提升链条(811)悬吊在旋转吊架(5)的正下方，所述载车板(9)和旋转吊架(5)跟随水

平移动小车(4)一起水平纵向移到停车场通道的上方，安装在旋转吊架(5)上的垂直升降系

统(8)驱动载车板(9)升降，当所述载车板(9)的水平投影全部位于停车场通道上，且载车板

(9)下降到位于钢结构框架(2)的最下层水平移动轨道(3)和停车场地面之间时安装在水平

移动小车(4)上的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驱动旋转吊架(5)以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的旋转

承重轴(704)为中心轴水平旋转90度，悬吊在旋转吊架(5)正下方的载车板(9)也跟随旋转

吊架(5)水平旋转90度；

旋转吊架(5)通过旋转承重轴(704)悬吊在水平移动小车(4)正下方，旋转吊架(5)以旋

转承重轴(704)为中心轴水平旋转，每台水平移动小车(4)下面至少有4个旋转平衡轮子支

架(403)，所述旋转平衡轮子支架(403)均匀分布在以旋转承重轴(704)为圆心的圆弧上，旋

转平衡轮子(404)固定在旋转平衡轮子支架(403)上且均在用一个水平面上，所述旋转平衡

轮子(404)的正下方是固定在旋转吊架(5)上的水平旋转圆环(501)，所述水平旋转圆环

(501)是以旋转承重轴(704)为圆心，水平旋转圆环(501)下面是水平旋转圆环支撑立板

(502)，所述水平旋转圆环支撑立板(502)在以旋转承重轴(704)为圆心的圆弧上，当旋转吊

架(5)以旋转承重轴(704)为中心轴水平旋转时所述旋转平衡轮子(404)均可以在水平旋转

圆环(501)上滚动，每个水平移动小车(4)至少有1个旋转平衡轮子(404)和水平旋转圆环

(501)紧密接触；

水平移动小车(4)只能水平移动不能旋转，固定在水平移动小车框架(401)中央的承重

轴上套环(402)下部外侧有一台阶，固定在旋转吊架(5)中央的承重轴下套环(502)顶部外

侧有一台阶，防坠圆环(10)的剖面为凹槽形，承重轴上套环(402)下部外侧台阶和承重轴下

套环(502)顶部外侧台阶均安装在所述防坠圆环(10)的凹槽内，所述防坠圆环(10)的凹槽

内侧上部或下部和承重轴上套环(402)下部外侧台阶或承重轴下套环(502)顶部外侧台阶

固定，所述防坠圆环(10)的凹槽内侧和承重轴下套环(502)顶部外侧台阶之间有间隙，防坠

圆环(10)由2个带螺栓孔的半圆环组成，用螺栓可以将2个带螺栓孔的半圆环紧固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钢结构框架(2)，其特征

在于：所述钢结构框架(2)固定在地基(1)上，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为两层

停车位时，钢结构框架(2)上只有1层水平移动轨道(3)和防坠横梁(201)；

所述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为n层停车位时,钢结构框架(2)上安装n-1

层水平移动轨道(3)和防坠横梁(201)，所述n为总层数，每台水平移动小车(4)沿着位于水

平移动小车(4)两侧的水平移动轨道(3)纵向移动，所述水平移动小车(4)两侧的水平移动

轨道(3)之间的间距大于载车板(9)的长度，载车板(9)停放在相应的防坠横梁(201)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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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且相邻的停车位水平移动小车(4)共用中间的水平移动轨道(3)，水平移动轨道(3)是钢

结构框架(2)上的“工”字形状的横梁，所述水平移动轨道(3)的一端伸出停车场通道的上

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

移动小车(4)包括水平移动小车框架(401)、承重轴上套环(402)、旋转平衡轮子支架(403)、

旋转平衡轮子(404)、水平移动驱动系统(6)、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承重轴上套环(402)固

定在水平移动小车框架(401)的中央位置，所述承重轴上套环(402)的形状为中空、内部有

多个台阶的圆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

移动驱动系统(6)安装在水平移动小车(4)上，所述水平移动驱动系统(6)包括水平纵移电

机(601)、水平纵移传动系统(602)、水平纵移传动轴(603)、水平纵移主动轮(604)、水平纵

移从动轮(605)，所述水平纵移传动轴(603)两端各安装一个水平纵移主动轮(604)，水平纵

移电机(601)通过水平纵移传动系统(602)驱动水平纵移传动轴(603)转动，从而带动水平

纵移传动轴(603)两端的水平纵移主动轮(604)同时在两条水平的水平移动轨道(3)滚动，

从而带动水平移动小车(4)沿着水平移动轨道(3)水平纵移动到停车场通道的上方，悬吊在

水平移动小车(4)下方的旋转吊架(5)以及载车板(9)跟随水平移动小车(4)一起水平纵向

移动到停车场通道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

旋转驱动系统(7)安装在水平移动小车(4)上，所述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包括水平旋转电

机(701)、水平旋转主动齿轮(702)、水平旋转从动齿轮(703)旋转承重轴(704)、旋转承重轴

上轴承(705)、旋转承重轴推力轴承(706)、旋转承重轴下轴承(707)、旋转承重销轴(708)，

所述水平旋转主动齿轮(702)安装在水平旋转电机(701)的输出轴上，水平旋转从动齿轮

(703)安装在旋转承重轴(704)上，所述旋转承重轴推力轴承(706)安装在水平移动小车框

架(401)中央的承重轴上套环(402)内的台阶上，旋转承重轴(704)一个台阶的下表面安装

在旋转承重轴推力轴承(706)的顶面，安装在旋转承重轴(704)上的旋转承重轴上轴承

(705)和旋转承重轴下轴承(707)分别位于旋转承重轴推力轴承(706)的上面和下面，所述

旋转承重轴上轴承(705)和旋转承重轴下轴承(707)均安装在承重轴上套环(402)内，旋转

承重轴(704)的下部插入固定在旋转吊架(5)中央的承重轴下套环(502)内，旋转承重轴

(704)的下部和承重轴下套环(502)均有一个销子孔，旋转承重销轴(708)把旋转承重轴

(704)的下部和承重轴下套环(502)连接在一起。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水平旋转

电机(701)通过安装在其输出轴的水平旋转主动齿轮(702)驱动水平旋转从动齿轮(703)旋

转，从而带动承重轴(704)在水平移动小车框架(401)中央的承重轴上套环(402)内旋转，因

承重轴(704)的下部和固定在旋转吊架(5)中央的承重轴下套环(502)通过旋转承重销轴

(708)连接在一起，故水平旋转电机(701)最终驱动旋转吊架(5)以承重轴(704)为水平旋转

中心并和承重轴(704)一起水平旋转。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

升降系统(8)安装在旋转吊架(5)上，所述垂直升降系统(8)包括旋转框架(800)、垂直升降

电机(801)、垂直升降主动链轮(802)、垂直升降从动链轮(803)、垂直升降传动链条(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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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升降传动轴(805)、垂直升降链轮A(806)、垂直升降链轮B(807)、垂直升降链轮C(808)、

垂直升降链轮D(809)、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所述垂直升降主

动链轮(802)安装在垂直升降电机(801)的输出轴上，垂直升降从动链轮(803)安装在垂直

升降传动轴(805)中间，垂直升降传动轴(805)的两端各安装有一个垂直升降链轮A(806)，

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一端安装在垂直升降链轮A(806)上，另一端垂直升降链轮B(807)

上，一条所述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的中间连接有2条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2条所述

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的中部分别安装在垂直升降链轮C(808)、垂直升降链轮D(809)上；

旋转框架(800)两侧各安装有一条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一个旋转框架(800)共有4

条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4条所述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一端固定在垂直升降环形链

条(810)上，另外一端固定在载车板(9)上，所述垂直升降电机(801)通过垂直升降主动链轮

(802)、垂直升降从动链轮(803)和垂直升降传动链条(804)驱动垂直升降传动轴(805)两端

的垂直升降链轮A(806)转动，从而带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围绕垂直升降链轮A(806)

和垂直升降链轮B(807)转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转动时固定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

(810)上的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往左或右方向移动，从而带动固定在垂直升降提升链条

(811)末端的载车板(9)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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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式停车设备技术领域，是一种全新的无避让型多层智能停车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升降横移类停车系统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一个停车位出故障，其他停车位

就无法使用；同一时间，只能存取一辆车辆；停车时倒车入库难度大等等。

[0003] 现有无避让型上层停车位的缺点是：土建工程量大，加工工艺复杂，加工要求精度

高，制造成本高，维护难度大，维护费用高。

[0004] 本人在2013年提交的发明(申请号为：2013107360342，发明名称为：无避让型多层

智能停车系统)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缺点而发明的。

[0005] 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是在申请号为：2013107360342的发明基础

上发展而来，是申请号为：2013107360342发明的升级版本。

发明内容

[0006] 升降纵移旋转无避让型多层停车系统(下称：本停车系统)具有全新的创意，达到

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维护简单等特点。

[0007] 本停车系统可以建成双层，也可以建成多层，其地面停车位无需安装停车台板，车

辆直接停放在原有的地面停车位上，车辆可以在地面停车位内自由进出，存取停放在本停

车系统任何停车台板上的车辆均不需要移动本停车系统上的其他车辆或其他停车台板。

[0008] 本停车系统载车板(9)可水平纵移、旋转、升降运动完成上层停车位的取车、存车

过程；上层停车位载车板(9)因为可以旋转90度，故上层停车位载车板(9)停放在行车过道

(即停车场通道)上时，车辆可以直接开上(开下)载车板(9)

[0009] 本停车系统主要由地基(1)、钢结构框架(2)、水平移动轨道(3)、水平移动小车

(4)、旋转吊架(5)、水平移动驱动系统(6)、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垂直升降系统(8)、载车

板(9)、防坠圆环(10)、控制系统(11)等零部件组成。

[0010] 钢结构框架(2)固定在地基上(1)，水平移动轨道(3)是钢结构(2)上的“工”字形状

的横梁，水平移动轨道(3)的一端伸出到停车位旁边行车过道(即停车场通道)的上方。

[0011] 本停车系统可以建成双层，也可以建成多层，当本停车系统为两层停车位时，钢结

构框架(2)上只有1层水平移动轨道(3)和防坠横梁(201)，当本停车系统为n层停车位时,钢

结构框架(2)上安装n-1层水平移动轨道(3)和防坠横梁(201)，每台水平移动小车(4)沿着

位于水平移动小车(4)两侧的水平移动轨道(3)纵向移动，所述水平移动小车(4)两侧的水

平移动轨道(3)之间的间距大于载车板(9)的长度，载车板(9)停放在相应的防坠横梁(201)

上，同层且相邻的停车位水平移动小车(4)共用中间的水平移动轨道(3)。

[0012] 本停车系统的水平移动驱动系统(6)安装在水平移动小车(4)上，其包括水平纵移

电机(601)、水平纵移传动系统(602)、水平纵移传动轴(603)、水平纵移主动轮(60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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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移从动轮(605)。

[0013] 水平纵移传动轴(603)两端各安装一个水平纵移主动轮(604)，水平纵向移动电机

(601)通过水平纵向移动传动系统(602)驱动水平纵向移动传动轴(603)转动，从而带动水

平纵向移动传动轴(603)两端的水平纵向移动主动轮(604)同时在两条水平移动轨道(3)上

滚动，从而带动水平移动小车(4)沿着水平移动轨道(3)水平纵向移动到停车位旁边行车过

道(即停车场通道)的上方，悬吊在水平移动小车(4)下方的旋转吊架(5)以及载车板(9)跟

随水平移动小车(4)一起水平纵向移动到停车位旁边行车过道(即停车场通道)的上方。

[0014] 本系统的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安装在水平移动小车(4)上，其包括水平旋转电机

(701)、水平旋转主动齿轮(702)、水平旋转从动齿轮(703)、旋转承重轴(704)、旋转承重轴

上轴承(705)、旋转承重轴推力轴承(706)、旋转承重轴下轴承(707)、旋转承重销轴(708)。

[0015] 本系统的水平旋转主动齿轮(702)安装在水平旋转电机(701)的输出轴上，水平旋

转从动齿轮(703)安装在旋转承重轴(704)上，旋转承重轴推力轴承(706)安装在水平移动

小车框架(401)中央的承重轴上套环(402)内的台阶上，旋转承重轴(704)一个台阶的下表

面安装在旋转承重轴推力轴承(706)的顶面，安装在旋转承重轴(704)上的旋转承重轴上轴

承(705)和旋转承重轴下轴承(707)分别位于旋转承重轴推力轴承(706)的上面和下面，所

述旋转承重轴上轴承(705)和旋转承重轴下轴承(707)均安装在承重轴上套环(402)内，旋

转承重轴(704)的下部插入固定在旋转吊架(5)中央的承重轴下套环(502)内，旋转承重轴

(704)的下部和承重轴下套环(502)均有一个销子孔，旋转承重销轴(708)把旋转承重轴

(704)的下部和承重轴下套环(502)连接在一起。

[0016] 本系统的水平旋转电机(701)通过安装在其输出轴的水平旋转主动齿轮(702)驱

动水平旋转从动齿轮(703)旋转，从而带动承重轴(704)在水平移动小车框架(401)中央的

承重轴上套环(402)内旋转，因承重轴(704)的下部和固定在旋转吊架(5)中央的承重轴下

套环(502)通过旋转承重销轴(708)连接在一起，故水平旋转电机(701)最终驱动旋转吊架

(5)以承重轴(704)为水平旋转中心并和承重轴(704)一起水平旋转90度。

[0017] 本系统的垂直升降系统(8)安装在旋转吊架(5)上，其包括旋转框架(800)、垂直升

降电机(801)、垂直升降主动链轮(802)、垂直升降从动链轮(803)、垂直升降传动链条

(804)、垂直升降传动轴(805)、垂直升降链轮A(806)、垂直升降链轮B(807)、垂直升降链轮C

(808)、垂直升降链轮D(809)、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所述垂直

升降主动链轮(802)安装在垂直升降电机(801)的输出轴上，垂直升降从动链轮(803)安装

在垂直升降传动轴(805)中间，垂直升降传动轴(805)的两端各安装有一个垂直升降链轮A

(806)，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一端安装在垂直升降链轮A(806)上，另一端垂直升降链轮B

(807)上，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的中间连接有2条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

[0018] 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的中部分别安装在垂直升降链轮C(808)、垂直升降链轮D

(809)上，旋转框架(800)两侧各安装有一条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一个旋转框架(800)

共有4条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一端固定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

(810)上，另外一端固定在载车板(9)上。

[0019] 本系统的垂直升降电机(801)通过垂直升降主动链轮(802)、垂直升降从动链轮

(803)和垂直升降传动链条(804)驱动垂直升降传动轴(805)两端的垂直升降链轮A(806)转

动，从而带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围绕垂直升降链轮A(806)和垂直升降链轮B(807)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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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转动时固定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上的垂直升降提升链条

(811)往左(右)方向移动，从而带动固定在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末端的载车板(9)升降。

[0020] 本系统的旋转吊架(5)通过旋转承重轴(704)悬吊在水平移动小车(4)正下方，旋

转吊架(5)以旋转承重轴(704)为中心轴水平旋转，每台水平移动小车(4)下面至少有4个旋

转平衡轮子支架(403)。

[0021] 本系统的旋转平衡轮子支架(403)均匀分布在以旋转承重轴(704)为圆心的圆弧

上，旋转平衡轮子(404)固定在旋转平衡轮子支架(403)上且均在用一个水平面上。

[0022] 本系统旋转吊架(5)只是通过旋转承重轴(704)单点吊挂在水平移动小车(4)上，

旋转吊架(5)、载车板(9)和载车板(9)上停放的车辆重量不可能在以旋转承重轴(704)为中

心很均匀地分布，故旋转吊架(5)很难保持水平，安装旋转平衡轮子(404)的主要目的是保

持旋转吊架(5)平衡，防止旋转吊架(5)太倾斜。

[0023] 旋转平衡轮子(404)的正下方是固定在旋转吊架(5)上的水平旋转圆环(501)，水

平旋转圆环(501)位于以旋转承重轴(704)为圆心的圆弧上，水平旋转圆环(501)的下面是

水平旋转圆环支撑立板(502)，水平旋转圆环支撑立板(502)在以旋转承重轴(704)为圆心

的圆弧上，当旋转吊架(5)以旋转承重轴(704)为中心轴水平旋转时旋转平衡轮子(404)均

可以在水平旋转圆环(501)上滚动，每个水平移动小车(4)至少有1个旋转平衡轮子(404)和

水平旋转圆环(501)紧密接触。

[0024] 本系统旋转吊架(5)及其下面载车板(9)和车辆的重量全部集中在旋转承重轴

(704)和旋转承重销轴(708)上面，一旦旋转承重轴(704)或旋转承重销轴(708)断裂就会发

生灾难性的后果。

[0025] 本系统的防坠圆环(10)由2个带螺栓孔的半圆环组成，用螺栓可以将2个带螺栓孔

的半圆环紧固在一起，防坠圆环(10)将能防止因旋转承重轴(704)或旋转承重销轴(708)断

裂而发生的灾难性后果。

[0026] 本系统的旋转吊架(5)通过旋转承重轴(704)悬吊在水平移动小车(4)正下方，旋

转吊架(5)以旋转承重轴(704)为中心轴水平旋转，水平移动小车(4)只能水平移动不能旋

转，固定在水平移动小车框架(401)中央的承重轴上套环(402)下部外侧有一台阶，固定在

旋转吊架(5)中央的承重轴下套环(502)顶部外侧有一台阶，防坠圆环(10)的剖面为凹槽

形，承重轴上套环(402)下部外侧台阶和承重轴下套环(502)顶部外侧台阶均安装在所述防

坠圆环(10)的凹槽内，所述防坠圆环(10)的凹槽内侧上部(或下部)和承重轴上套环(402)

下部外侧台阶(或承重轴下套环(502)顶部外侧台阶)固定，所述防坠圆环(10)的凹槽内侧

和承重轴下套环(502)顶部外侧台阶(承重轴上套环(402)下部外侧台阶)之间有间隙。

[0027] 本系统载车板(9)安装有载车板吊耳和载车板吊杆，载车板吊杆。

[0028] 在不受向上的拉力时，载车板吊杆在重力作用下下降并向载车板(9)的外侧倾斜，

方便车辆进出停车台板，避免车辆开上载车板(9)时载车板吊杆(904)和升降链条刮伤(或

碰伤)车辆后视镜，降低车辆开上载车板(9)的难度。

[0029] 优选地，每个载车板(9)有四个载车板吊耳，载车板吊耳的侧面开有一向外侧倾斜

的长条形的槽(，载车板吊耳顶端开有一槽形孔(，槽形孔位于所述长条形槽上端正上方，槽

形孔的水平投影位于长条形槽下端水平投影的外侧，载车板销轴安装在载车板吊杆下端的

圆孔内，载车板销轴在所述的载车板吊耳的长条形槽内滑动，载车板吊杆的一端穿过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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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吊耳顶端槽形孔随载车板销轴在载车板吊耳的长条形槽内滑动，载车板吊杆上端连接垂

直升降提升链条(811)的末端。

附图说明

[0030] 附图1本停车系统载车板初始状态时的示意图；

[0031] 附图2本停车系统载车板完成水平纵向移动时的示意图；

[0032] 附图3本停车系统载车板降落到地面之前时的示意图；

[0033] 附图4本停车系统载车板旋转90度后的示意图；

[0034] 附图5本停车系统载车板降落到地面上时的示意图；

[0035] 附图6本停车系统侧视图；

[0036] 附图7本停车系统水平移动小车的俯视图；

[0037] 附图8本停车系统水平移动小车的侧视图；

[0038] 附图9本停车系统旋转吊架的俯视图；

[0039] 附图10本停车系统旋转吊架的侧视图；

[0040] 附图11本停车系统防坠圆环、承重轴上套环和承重轴下套环的安装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本停车系统存取地面停车位的车辆，无需对本系统作任何操作，故无需做说明。

[0042] 本停车系统存取非地面停车位的车辆，均需要经过两个程序，程序一：取车程序，

即本停车系统将载车板9从本停车系统的停车位经过水平纵向移动、垂直下降、水平旋转等

运动后(或组合运动)停放到地面停车场的通道(过道)上；程序二：复位程序，即本停车系统

经过水平纵向移动、垂直下降、水平旋转等运动后(或组合运动)将停放在地面停车场的通

道(过道)上的载车板9运回到本停车系统的停车位。

[0043] 以上中下三层、每层两个停车位的停车系统举例说明本停车系统是如何实现本停

车系统的程序一和程序二。

[0044] 本停车系统的程序一(取车程序)：取车人通过遥控器或手动开关发出取车指令

后，本停车系统将自动依次执行4个连续的步骤：步骤1，水平纵向移动载车板9；步骤2，下降

载车板9；步骤3，水平旋转载车板990度；步骤4，将载车板9停放在地面行车过道(停车场通

道)上。

[0045] 步骤1，水平纵向移动载车板9是指本停车系统在如图1所示的初始位置时，水平移

动驱动系统6接收到取车指令后启动水平移动小车4上的水平纵向移动电机601，通过水平

纵向移动传动系统602驱动水平纵向移动传动轴603转动，从而带动水平纵向移动传动轴

603两端的水平纵向移动主动轮604同时在两条水平的水平移动轨道3滚动，从而带动水平

移动小车4沿着水平移动轨道3水平纵移动到停车位旁边行车过道(即停车场通道)的上方，

悬吊在水平移动小车4下方的旋转吊架5以及载车板9跟随水平移动小车4一起水平纵向移

动到停车位旁边行车过道(即停车场通道)的上方，如图2所示的位置。

[0046] 步骤2，下降载车板9是指步骤1完成后本停车系统的垂直升降系统8立刻自动启动

垂直升降电机801，垂直升降电机801通过垂直升降主动链轮802、垂直升降从动链轮803和

垂直升降传动链条804驱动垂直升降传动轴805两端的垂直升降链轮A806转动，从而带动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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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降环形链条810围绕垂直升降链轮A806和垂直升降链轮B807转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

810转动时固定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上的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往左(或右)方向移动，

从而带动固定在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末端的载车板9下降到位于下层水平移动轨道3和地

面上，如图3所示的位置。

[0047] 步骤3，水平旋转载车板9是指步骤2完成后本停车系统的水平旋转驱动系统7立刻

自动启动水平旋转电机701，水平旋转电机701通过安装在其输出轴的水平旋转主动齿轮

702驱动水平旋转从动齿轮703旋转，从而带动承重轴704在水平移动小车框架401中央的承

重轴上套环402内旋转，因承重轴704的下部和固定在旋转吊架5中央的承重轴下套环502通

过旋转承重销轴708连接在一起，故水平旋转电机701最终驱动旋转吊架5和旋转载车板9以

承重轴704为水平旋转中心并和承重轴704一起水平旋转90度，如图4所示。

[0048] 步骤4，将载车板9停放在地面上是指步骤3完成后本停车系统的垂直升降系统8立

刻自动启动垂直升降电机801，垂直升降电机801通过垂直升降主动链轮802、垂直升降从动

链轮803和垂直升降传动链条804驱动垂直升降传动轴805两端的垂直升降链轮A806转动，

从而带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围绕垂直升降链轮A806和垂直升降链轮B807转动，垂直升

降环形链条810转动时固定在垂直升降环形链条810上的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往左(或右)

方向移动，从而带动固定在垂直升降提升链条811末端的载车板9下降到地面(停车场通道)

上，如图5所示，完成取车程序。

[0049] 本停车系统的程序二(复位程序)：本停车系统完成取车程序后，取车人将车驶离

载车板9，通过遥控器或手动开关发出本停车系统复位指令，本停车系统将自动依次执行4

个连续的步骤：步骤1，将载车板9提升、离开地面(停车场通道)；步骤2，水平旋转载车板9 

90度；步骤3，将载车板9提升到如图2所示的位置；步骤4，水平纵向移动载车板9到如图1所

示的位置，完成载车板9的复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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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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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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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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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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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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