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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车动力立体车库，其特征

在于，包括停车框架，用于将车辆移动至停车框

架上的移动机构及用于驱动移动机构的动力传

动机构；所述移动机构包括：用于承载车辆的载

车板，用于使载车板沿竖直方向移动的丝杆升降

机，使载车板水平移动的齿条二及用于使齿轮三

向齿条二移动的滑轨；所述动力传动机构包括：

与载车板连接固定的光轴一，光轴一上设有齿轮

一、齿轮二、齿轮七，齿轮七上设有四轮锁紧装

置，齿轮二与齿条一相啮合，与光轴一平行的光

轴二上设有齿轮三、齿轮四、齿轮五、齿轮六及伞

齿轮一，齿轮五与齿条一连接固定。本发明使立

体车库脱离电源，确保在小区停电时亦可正常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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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动力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包括停车框架(14)，用于将车辆(20)移动至停车

框架(14)上的移动机构及用于驱动移动机构的动力传动机构；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用于承载车辆(20)的载车板(10)，用于使载车板(10)沿竖直方向

移动的丝杆升降机(15)，使载车板(10)水平移动的齿条二(16)及用于使齿轮三(5)向齿条

二(16)移动的滑轨(17)；

所述动力传动机构包括：与载车板(10)连接固定的光轴一(2)，光轴一(2)上设有齿轮

一(3)、齿轮二(4)、齿轮七(12)，齿轮七(12)上设有四轮锁紧装置(13)，齿轮二(4)与齿条一

(1)相啮合，与光轴一(2)平行的光轴二(8)上设有齿轮三(5)、齿轮四(6)、齿轮五(7)、齿轮

六(9)及伞齿轮一(11)，齿轮五(7)与齿条一(1)连接固定；

停车时，驾驶员将车辆开进载车板(10)，通过对车辆(20)的驾驶，使其车轮与四轮紧锁

装置(13)接触并使其依次带动齿轮七(12)、光轴一(2)、齿轮二(4)、齿条(1)、齿轮五(7)、光

轴二(8)，利用车轮的动力将光轴二(8)移动到指定位置，同时使得四轮锁紧装置(13)与车

轮抱死；随着车辆(20)的继续驾驶，使伞齿轮一(11)与丝杆升降机(15)上的伞齿轮二(19)

相啮合，使伞齿轮二(19)驱动丝杆升降机(15)使车辆(20)上升；车辆(10)上升至停车框架

(14)上的所需高度时，齿轮三(5)带动齿条二(16)，使车辆(20)在水平面上移动，同时伞齿

轮一(11)与伞齿轮二(19)脱离，然后车辆(20)与载车板(10)沿滑轨(17)水平移动，使齿轮

三(5)与齿条二(16)相啮合，车辆(20)随即进入停车框架(14)上的所需位置；

下次用车时，车辆(20)倒车使齿轮三(5)与齿条二(16)脱离，伞齿轮一(11)与伞齿轮二

(19)相啮合；车辆(20)继续倒退，驱动丝杆升降机(15)使载车板(10)下降到地面后，车辆

(20)继续倒车，使齿轮五(7)移动，带动齿条一(1)上升，然后依次带动齿轮二(4)、光轴一

(2)、齿轮七(12)，使四轮锁紧装置(13)与轮胎脱离，即可驾驶车辆(20)离开。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动力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所述伞齿轮一(11)上设有用于锁

紧控制伞齿轮一(11)使其限位车辆(20)轮胎的安全锁(18)。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动力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所述停车框架(14)固定于车辆驾

驶方向的两侧墙体(24)之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动力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所述载车板(10)通过线缆(23)与

固定于墙体(24)顶部的定滑轮(2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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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动力立体车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动力立体车库，属于车库结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越来越大量的车辆的市场流入，伴随而来的是停车位置的紧张。结合机械科

学与工程的发展，针对城市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开展小型停车装置的机械创新，重点考量装

置的创新性，包括以节约场地、节约能源、低成本等科学的停车方案与机械装置。追求的目

标是空间利用率高、安全、便捷。目前的立体车库设置多层，每层之间具有旋转式的通道，车

主通过通道到达具体车位的层面，完成停车。但是原有的立体车库由于体积过于庞大，停车

效率低下，每层车位之间的连接通道狭窄，当多辆车同时会车时，容易出现拥堵的现象，从

而耽误停车时间

[0003] 本车库将具体内容建立在社区居住楼的利用率较小的东西两侧墙壁上，利用模块

化设计，进入车库过程由司机在车内自己进行控制升降，并在下车后即可进入家门等方式

大大的提高了智能生活，简单生活的方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在节约土地资源的情况下，建立一

个大幅度提高小区停车数量，使司机与乘客更方便的进入家中，对车辆的防盗增加了更大

的安全性的立体车库。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车动力立体车库，其特征在于，包括停

车框架，用于将车辆移动至停车框架上的移动机构及用于驱动移动机构的动力传动机构；

[0006] 所述移动机构包括：用于承载车辆的载车板，用于使载车板沿竖直方向移动的丝

杆升降机，使载车板水平移动的齿条二及用于使齿轮三向齿条二移动的滑轨；

[0007] 所述动力传动机构包括：与载车板连接固定的光轴一，光轴一上设有齿轮一、齿轮

二、齿轮七，齿轮七上设有四轮锁紧装置，齿轮二与齿条一相啮合，与光轴一平行的光轴二

上设有齿轮三、齿轮四、齿轮五、齿轮六及伞齿轮一，齿轮五与齿条一连接固定；

[0008] 停车时，驾驶员将车辆开进载车板，通过对车辆的驾驶，使其车轮与四轮紧锁装置

接触并使其依次带动齿轮七、光轴一、齿轮二、齿条、齿轮五、光轴二，利用车轮的动力将光

轴二移动到指定位置，同时使得四轮锁紧装置与车轮抱死；随着车辆的继续驾驶，使伞齿轮

一与丝杆升降机上的伞齿轮二相啮合，使伞齿轮二驱动丝杆升降机使车辆上升；车辆上升

至停车框架上的所需高度时，齿轮三带动齿条二，使车辆在水平面上移动，同时伞齿轮一与

伞齿轮二脱离，然后车辆与载车板沿滑轨水平移动，使齿轮三与齿条二相啮合，车辆随即进

入停车框架上的所需位置；

[0009] 下次用车时，车辆倒车使齿轮三与齿条二脱离，伞齿轮一与伞齿轮二相啮合；车辆

继续倒退，驱动丝杆升降机使载车板下降到地面后，车辆继续倒车，使齿轮五移动，带动齿

条一上升，然后依次带动齿轮二、光轴一、齿轮七，使四轮锁紧装置与轮胎脱离，即可驾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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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离开。

[0010] 优选地，，所述伞齿轮一上设有用于锁紧控制伞齿轮一使其限位车辆轮胎的安全

锁。

[0011] 优选地，所述停车框架固定于车辆驾驶方向的两侧墙体之间。

[0012] 优选地，所述载车板通过线缆与固定于墙体顶部的定滑轮连接。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1.保证在小区停电时立体车库依然能够正常运行；

[0015] 2.使人们下车后即可回到家中，方便快捷；

[0016] 3.增加防盗性能；

[0017] 4.节约空间，解决停车位置紧张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车动力立体车库的主视图；

[0019] 图2为载车板的俯视图；

[0020] 图3为车动力立体车库安全锁局部放大图；

[0021] 图4为楼体及定滑轮和线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更明显易懂，兹以优选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细说明如下。

[0023] 实施例

[0024] 如图1-4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车动力立体车库，其包括停车框架14，用于将

车辆20移动至停车框架14上的移动机构及用于驱动移动机构的动力传动机构。所述移动机

构包括：用于承载车辆20的载车板10，用于使载车板10沿竖直方向移动的丝杆升降机15，使

载车板10水平移动的齿条二16及用于使齿轮三5向齿条二16移动的滑轨17)。所述动力传动

机构包括：与载车板10连接固定的光轴一2，光轴一2上设有齿轮一3、齿轮二4、齿轮七12，齿

轮七12上设有四轮锁紧装置13，齿轮二4与齿条一1相啮合，与光轴一2平行的光轴二8上设

有齿轮三5、齿轮四6、齿轮五7、齿轮六9及伞齿轮一11，齿轮五7与齿条一1连接固定。

[0025] 所述伞齿轮一11上设有用于锁紧控制伞齿轮一11使其限位车辆20轮胎的安全锁

18，安全锁18等关键结构的设置来更好的保证车库的安全性。通过棘轮结构来更好的保证

车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车停在立体车库中，只有通过从家中开门的方式才能到达车上，所

以可以有效的防止小偷盗窃车辆。

[0026] 将停车框架14固定于车辆驾驶方向的两侧墙体24之间，即两幢居民楼之间的空地

上。一侧墙体24的两侧可以分别安装停车框架14，墙体24顶部的两侧分别固定一根横梁22，

每根横梁22上安装一对定滑轮21，两侧的载车板10通过两根线缆23与两对定滑轮21对应连

接，即两侧载车板10的前侧通过同一根线缆23与两对定滑轮21中位于前侧的两个定滑轮21

连接，两侧载车板10的后侧通过同一根线缆23与两对定滑轮21中位于后侧的两个定滑轮21

连接。

[0027] 停车时，驾驶员将车辆开进载车板10，通过对车辆20的驾驶，使其车轮与四轮紧锁

装置13接触并使其依次带动齿轮七12、光轴一2、齿轮二4、齿条1、齿轮五7、光轴二8，利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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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的动力将光轴二8移动到指定位置，同时使得四轮锁紧装置13与车轮抱死；随着车辆20的

继续驾驶，使伞齿轮一11与丝杆升降机15上的伞齿轮二19相啮合，使伞齿轮二19驱动丝杆

升降机15使车辆20上升；车辆10上升至停车框架14上的所需高度时，齿轮三5带动齿条二

16，使车辆20在水平面上移动，同时伞齿轮一11与伞齿轮二19脱离，然后车辆20与载车板10

沿滑轨17水平移动，使齿轮三5与齿条二16相啮合，车辆20随即进入停车框架14上的所需位

置；

[0028] 下次用车时，车辆20倒车使齿轮三5与齿条二16脱离，伞齿轮一11与伞齿轮二19相

啮合；车辆20继续倒退，驱动丝杆升降机15使载车板10下降到地面后，车辆20继续倒车，使

齿轮五7移动，带动齿条一1上升，然后依次带动齿轮二4、光轴一2、齿轮七12，使四轮锁紧装

置13与轮胎脱离，即可驾驶车辆20离开。

[0029] 本车库将具体内容建立在社区居住楼的利用率较小的东西两侧墙壁上，利用模块

化设计，进入车库过程由司机在车内自己进行控制升降，将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无须额外

增加电力设备，下车后即可进入家门，大大的提高智能生活。

[0030] 上述车动力立体车库每层可以停两辆车，这样楼房有n层就可停2n辆车，且车主下

车后即可开门进屋，不用再去挤电梯。

[0031] 以普通家用车“长城哈弗H9  SUV”为例分析

[0032] 哈弗H9的重量是m1＝2.2吨，加上载车板、人和物品的重量，大概是m2＝3吨。即总共

受到的重力大小为：

[0033] G＝m2×g＝2.94×104N

[0034] 车发动机的最大扭矩M1＝324Nm，假设支撑并提供主动力的丝杆直径为d＝0.1m，

减速比i＝60：1，丝杆上螺纹的导程为L＝0.05m。丝杆的传动效率为η＝92％。

[0035] 由此，车动力传导到丝杆上的最大扭矩为

[0036] M2＝M1×i＝324×60＝19440Nm

[0037] 所以，最终向上的最大推力为

[0038] P＝2×π×η×M2/L≈2246330.88N≈2.25×106N>>G

[0039] 由此可以验证，车提供的动力完全能够提供它上升的动力。

[0040] 考虑车轮的摩擦力不一定足以传递发动机转矩，现不考虑额外的卡紧机构，以车

自身重力提供摩擦力。

[0041] 查找资料发现，汽车在路面的摩擦系数均为0.02以上，且以0.02作为车轮与皮带

轮的摩擦系数。则可达到的摩擦力以及转矩约为：

[0042] F＝G×f＝2200×0.02×9.8＝431.2

[0043] T＝F×R轮＝172.48

[0044] P＝2×π×η×M2/L≈58491N≈2G

[0045] 足以提供升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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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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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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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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