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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车辆停放至停

车平台后，停车平台向传输平台传输车辆；通过

滚床将传输平台输送至存放区域中；当到达目标

存放平台的正下方后将传输平台在垂直方向运

输；传输平台达到目标存放平台的同一水平高度

后，目标存放平台启动接收车辆；传输平台下降

并随滚床从位于存放区域后部的通道回到停车

区域并等待，通过传输平台运输车辆并存放车辆

区域采用立体结构，把省去的停车场内部通道以

及垂直空间全部搭建存车平台，充分利用空间，

将极大地增加停车场的停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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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所述自动停车场包括：具有多个停车平台的停车区域

和拥有多个存车平台(4)的存放区域(7)，以及二者之间的传输平台(3)，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输方法包括：

步骤一、驾驶员将车辆停放至指定的所述停车平台上，停车完成后驾驶员下车离开停

车区域，按下停车完毕按钮；

步骤二、所述停车平台启动发送且所述传输平台启动接收，将所述车辆运输到所述传

输平台(3)上；

步骤三、通过滚床将所述传输平台(3)输送至所述存放区域(7)中；

步骤四、当所述传输平台(3)到达目标存放平台的正下方后，将所述传输平台(3)在垂

直方向运输；

步骤五、所述传输平台(3)达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的同一水平高度后，所述目标存放平

台启动接收且所述传输平台(3)启动发送，将所述车辆运输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上；

步骤六、所述车辆放置在所述目标存放平台后，所述传输平台下降并随所述滚床从位

于所述存放区域后部的通道回到所述停车区域并等待。

2.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停车平台由一个停

车平台传送带和上面放置一个停放车辆的停车平台钢板组成，停放完成后，由红外线扫描

所述停车平台钢板的区域以确定所述车辆未超出停车区域并通知停车完成。

3.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二中，在所

述停车平台启动发送且所述传输平台启动接收后，所述传输平台的传输平台传送带和所述

停车平台的停车平台传送带同时通电启动，将所述车辆随着所述停车平台钢板运输到所述

传输平台上。

4.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输平台(3)包括：两根划撬(1)以及其上方焊接的一个长方体钢架(6)；

所述钢架(6)上方固定由一个传输电机驱动的所述传输平台传送带，所述传输平台传

送带用于将所述车辆从所述停车平台接到所述传输平台(3)上，以及将所述车辆从所述传

输平台(3)送至所述存放平台上，所述传输电机仅在所述车辆到达接送的固定位置时才接

通电源；

所述钢架(6)边缘固定有齿条(2)，用于将所述传输平台(3)垂直运输，且所述传输平台

(3)通过所述划撬(1)下方的所述滚床用于水平传输。

5.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存放区域(7)是由若干个所述存放平台(4)组成并垂直布置的立体隔间结构，每个

所述存放平台(4)具有存放平台传送带且下方具有液压起重设备，所述车辆在所述存放区

域实现垂直升降以及水平传输至所述存放平台(4)。

6.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隔间结构的外部的

垂直框架上安装有齿轮(5)；在所述步骤四中，所述液压起重设备将所述传输平台(3)抬起

一段距离，实现所述传输平台(3)的所述齿条(2)和所述存放区域(7)的所述齿轮(5)相啮

合，以将所述传输平台(3)在垂直方向运输。

7.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五中，所述

目标存放平台启动接收且所述传输平台(3)启动发送后，所述传输平台(3)的所述传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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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带通电，所述存放平台的所述存放平台传送带通电同时转动，将载有所述车辆的所述

停车平台钢板运输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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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关于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如今的车辆增加速度迅速，各个城市出现停车困难，各个停车场车位紧张，市民

开车出行停车找车位难。停车场内车位停放不整齐，经常出现停车不规范，浪费车位的现象

发生，更加加剧了停车困难的问题。经常出现驾驶员根据提示进入停车场，发现有空位但是

又难于找到车位，进入停车场车辆一旦过多，导致拥挤，车辆通行困难导致堵塞。有车位的

排队离开停车场困难，找车位的寻找车辆也困难。而且现行的停车场通道过多、垂直方向空

间利用程度过低，对空间的浪费较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新型自动停车场系统将寻找车辆步

骤省去，避免了停车场内交通堵塞，极大地节省了驾驶员的时间。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所述自动停车场

包括：具有多个停车平台的停车区域和拥有多个存车平台的存放区域，以及二者之间的传

输平台，所述传输方法包括：步骤一、驾驶员将车辆停放至指定的所述停车平台上，停车完

成后驾驶员下车离开停车区域，按下停车完毕按钮；步骤二、所述停车平台启动发送且所述

传输平台启动接收，将所述车辆运输到所述传输平台上；步骤三、通过滚床将所述传输平台

输送至所述存放区域中；步骤四、当所述传输平台到达目标存放平台的正下方后，将所述传

输平台在垂直方向运输；步骤五、所述传输平台达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的同一水平高度后，

所述目标存放平台启动接收且所述传输平台启动发送，将所述车辆运输到所述目标存放平

台上；步骤六、所述车辆放置在所述目标存放平台后，所述传输平台下降并随所述滚床从位

于所述存放区域后部的通道回到所述停车区域并等待。

[0005]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停车平台由一个停车平台传送带和上面放置一个停放车

辆的停车平台钢板组成，停放完成后，由红外线扫描所述停车平台钢板的区域以确定所述

车辆未超出停车区域并通知停车完成。

[0006]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在所述步骤二中，在所述停车平台启动发送且所述传输平台

启动接收后，所述传输平台的传输平台传送带和所述停车平台的停车平台传送带同时通电

启动，将所述车辆随着所述停车平台钢板运输到所述传输平台上。

[0007]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传输平台包括：两根划撬以及其上方焊接的一个长方体

钢架；所述钢架上方固定由一个传输电机驱动的所述传输平台传送带，所述传输平台传送

带用于将所述车辆从所述停车平台接到所述传输平台上，以及将所述车辆从所述传输平台

送至所述存放平台上，所述传输电机仅在所述车辆到达接送的固定位置时才接通电源；所

述钢架边缘固定有齿条，用于将所述传输平台垂直运输，且所述传输平台通过所述划撬下

方的所述滚床用于水平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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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存放区域是由若干个所述存放平台组成并垂直布置的立

体隔间结构，每个所述存放平台具有存放平台传送带且下方具有液压起重设备，所述车辆

在所述存放区域实现垂直升降以及水平传输至所述存放平台。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隔间结构的外部的垂直框架上安装有齿轮；在所述步骤

四中，所述液压起重设备将所述传输平台抬起一段距离，实现所述传输平台的所述齿条和

所述存放区域的所述齿轮相啮合，以将所述传输平台在垂直方向运输。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在所述步骤五中，所述目标存放平台启动接收且所述传输平

台启动发送后，所述传输平台的所述传输平台传送带通电，所述存放平台的所述存放平台

传送带通电同时转动，将载有所述车辆的所述停车平台钢板运输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

[0011] 本发明一种新型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和相关系统将停车区域与存放车辆区域

分离，驾驶员将车辆放置于停车位置，利用传输机构将车辆传输至专门的停放区域，将寻找

车辆步骤省去，避免了停车场内交通堵塞，极大地节省了驾驶员的时间。存放车辆区域采用

立体结构，把省去的停车场内部通道以及垂直空间全部搭建存车平台，充分利用空间，将极

大地增加停车场的停车数量。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存放区域示意图；

[0013] 图2为传输平台示意图。

[0014] 附图标记：划撬1，齿条2，传输平台3，存车平台4，齿轮5，钢架6，存放区域7。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至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所述自动停车场包括：具

有多个停车平台的停车区域和拥有多个存车平台4的存放区域7，以及二者之间的传输平台

3，所述传输方法包括：步骤一、驾驶员将车辆停放至指定的所述停车平台上，停车完成后驾

驶员下车离开停车区域，按下停车完毕按钮；步骤二、所述停车平台启动发送且所述传输平

台启动接收，将所述车辆运输到所述传输平台3上；步骤三、通过滚床将所述传输平台3输送

至所述存放区域7中；步骤四、当所述传输平台3到达目标存放平台的正下方后，将所述传输

平台3在垂直方向运输；步骤五、所述传输平台3达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的同一水平高度后，

所述目标存放平台启动接收且所述传输平台3启动发送，将所述车辆运输到所述目标存放

平台上；步骤六、所述车辆放置在所述目标存放平台后，所述传输平台下降并随所述滚床从

位于所述存放区域后部的通道回到所述停车区域并等待。

[0016]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停车平台由一个停车平台传送带和上面放置一个停放车

辆的停车平台钢板组成，停放完成后，由红外线扫描所述停车平台钢板的区域以确定所述

车辆未超出停车区域并通知停车完成。

[0017]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在所述步骤二中，在所述停车平台启动发送且所述传输平台

启动接收后，所述传输平台的传输平台传送带和所述停车平台的停车平台传送带同时通电

启动，将所述车辆随着所述停车平台钢板运输到所述传输平台上。

[0018]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传输平台3包括：两根划撬1以及其上方焊接的一个长方

体钢架6；所述钢架6上方固定由一个传输电机驱动的所述传输平台传送带，所述传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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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带用于将所述车辆从所述停车平台接到所述传输平台3上，以及将所述车辆从所述传

输平台3送至所述存放平台上，所述传输电机仅在所述车辆到达接送的固定位置时才接通

电源；所述钢架6边缘固定有齿条2，用于将所述传输平台3垂直运输，且所述传输平台3通过

所述划撬1下方的所述滚床用于水平传输。

[0019]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存放区域7是由若干个所述存放平台4组成并垂直布置的

立体隔间结构，每个所述存放平台4具有存放平台传送带且下方具有液压起重设备，所述车

辆在所述存放区域实现垂直升降以及水平传输至所述存放平台4。

[002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隔间结构的外部的垂直框架上安装有齿轮5；在所述步骤

四中，所述液压起重设备将所述传输平台3抬起一段距离，实现所述传输平台3的所述齿条2

和所述存放区域7的所述齿轮5相啮合，以将所述传输平台3在垂直方向运输。

[0021]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在所述步骤五中，所述目标存放平台启动接收且所述传输平

台3启动发送后，所述传输平台3的所述传输平台传送带通电，所述存放平台的所述存放平

台传送带通电同时转动，将载有所述车辆的所述停车平台钢板运输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

[0022] 本发明一种新型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和相关系统将停车区域与存放车辆区域

分离，驾驶员将车辆放置于停车位置，利用传输机构将车辆传输至专门的停放区域，将寻找

车辆步骤省去，避免了停车场内交通堵塞，极大地节省了驾驶员的时间。存放车辆区域采用

立体结构，把省去的停车场内部通道以及垂直空间全部搭建存车平台，充分利用空间，将极

大地增加停车场的停车数量。

[0023]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本发明相关自动停车系统的停车处和存放处分离，驾驶员

将车辆停放至停车处，由机械传输机构将车辆在存放处停好，将省去驾驶员寻找车位的时

间，解决停车场内部交通混乱的现象，并且由于停车区域建造成框架式结构，充分利用垂直

空间，节省通道空间，将使停车位的数量大大增加，缓解停车位紧张的现象。

[0024] 停车处建造在地面下方，车辆在进入停车处前进行分流，使驾驶员进入停车区域

可以直接将车辆停放在停放处，不必经过一系列的倒车动作。车辆停好后，运输装置将车辆

停放至空闲的存放处，然后运输平台从后面专用的通道返回至停车处等待，保证一个车停

好之后，立即有运输平台供下一个车辆停放。整个停车过程不会出现拥堵，等待时间较少，

将大幅减少驾驶员在停车场耗费的时间。为实现该自动停车系统的实现，将需要专门设计

的传输平台3、存放平台和存放平台框架，还需要滚床、传送带、液压起重设备、红外线探测

装置等设备的配合。

[0025] 优选的一种自动停车场的传输方法，所述自动停车场包括：具有多个停车平台的

停车区域和拥有多个存车平台4的存放区域7，以及二者之间的传输平台3，所述传输方法包

括：

[0026] 步骤一、驾驶员将车辆停放至指定的所述停车平台上，停车完成后驾驶员下车离

开停车区域，按下停车完毕按钮；

[0027] 所述停车平台由一个停车平台传送带和上面放置一个停放车辆的停车平台钢板

组成，停放完成后，由红外线扫描所述停车平台钢板的区域以确定所述车辆未超出停车区

域并通知停车完成。

[0028] 步骤二、所述停车平台启动发送且所述传输平台启动接收，具体操作为所述传输

平台的传输平台传送带和所述停车平台的停车平台传送带同时通电启动，将所述车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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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停车平台钢板运输到所述传输平台上；

[0029] 所述传输平台3包括：两根划撬1以及其上方焊接的一个长方体钢架6，所述钢架6

上方固定由一个传输电机驱动的所述传输平台传送带3。所述传输平台传送带用于将所述

车辆从所述停车平台接到所述传输平台上，以及将所述车辆从所述传输平台送至所述存放

平台上，传输电机仅在所述车辆到达接送的固定位置时才接通电源。所述钢架6边缘固定有

齿条2，用于将所述传输平台垂直运输，且所述传输平台3通过所述划撬下方的所述滚床用

于水平传输。

[0030] 步骤三、通过滚床将所述传输平台输送至所述存放区域中；

[0031] 所述存放区域是由若干个所述存放平台组成并垂直布置的立体隔间结构，每个所

述存放平台4具有存放平台传送带且下方具有液压起重设备，所述车辆在所述存放区域实

现垂直升降以及水平传输至所述存放平台。

[0032] 步骤四、当所述传输平台到达目标存放平台的正下方后，将所述传输平台在垂直

方向运输；

[0033] 所述隔间结构的外部的垂直框架上安装有齿轮，所述液压起重设备将所述传输平

台抬起一段距离，实现所述传输平台的所述齿条和所述存放区域的所述齿轮相啮合，以将

所述传输平台在垂直方向运输。

[0034] 步骤五、所述传输平台达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的同一水平高度后，所述目标存放

平台启动接收且所述传输平台启动发送，具体操作为所述传输平台的所述传输平台传送带

通电，所述存放平台的存放平台传送带通电同时转动，将载有所述车辆的所述停车平台钢

板运输到所述目标存放平台；

[0035] 步骤六、所述车辆放置在所述目标存放平台后，所述传输平台下降并随所述滚床

从位于所述存放区域后部的通道回到所述停车区域并等待。

[0036] 本发明相关的停车系统存车区域垂直运输时的结构。传输平台在到达指定的存放

平台下方时，由下方起重设备将传输平台抬升一小段距离，传输平台的四个角上的突起分

别进入存放区域框架的导轨，并且使齿条与齿轮啮合，然后通过齿轮转动将传输平台垂直

运输到指定高度。本机构使用的导轨使传输平台能准确的按照导轨的限定垂直运输，不会

发生偏移。齿轮与齿条的啮合方式，为垂直运输提供动力。

[0037] 本发明和相关系统，通过省去寻找停车位时间、倒车模式停车时间，简化了停车过

程，极大地缩写了驾驶员在停车场浪费的时间，并且通过建设立体的存车区域，充分利用存

车空间，增加了停车场停车容量，有效的缓解了停车难的问题。

[0038] 应了解本发明所要保护的范围不限于非限制性实施方案，应了解非限制性实施方

案仅仅作为实例进行说明。本申请所要要求的实质的保护范围更体现于独立权利要求提供

的范围，以及其从属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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