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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碳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包括车库主体 、升 降箱体 、升 降驱动装置和 自动存取车装置 ，车库主体 由升
降井和设在其周 围的至少一条泊车通道组成 ，在升 降井 的顶端设有车库亭 ，在车库亭 的两侧 设有入库平 台和
出库平 台；在泊车通道 的一侧或两侧 设有多个泊车位 ； 自动存取车装置设在升降箱体 内；升 降驱动装置与升
降箱体传动连接 。在升 降井 内设有两个升降箱体 ，并通过升 降驱动装置相互传动连接 。本发 明车库工作 时 ，
升降驱动装置带动两个升降箱体一升一降，两者起到互为平衡配重 的作用 ，当两个升 降箱体都载有汽车并分
别为入库和 出库 的时候 ，就会节省大量 的能量 ；真正把车辆停放在花坛之 中，美化环境 ，低碳生活 ，符合现
代社会发展 的要求 。



一种低碳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置于城市公共场所 ，花坛 园林 中环境 的绿 色地下立体 自

动停车库 。

背景技术

公知 的在 当前我 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中，城 市停车供需矛盾 日益突

出，特别是在我 国城市土地资源高度 紧缺和汽车拥有量快速增长背景下，由

于停车设施总量不足 、配置不合理 、利用效率低和停车管理不到位 而导致 了

严重的停车难 、交通拥堵等 问题 ，而用于小型汽车车辆停放 的立体停车场和

停车库 ，都要 占用土地 ，破坏绿化环境 。而且 ，大都是 由驾驶 员开车绕道进

入停车泊位 ，存在过道长 ，占地 面积多，进 出车库麻烦 ，又如 北京 国际机场

地 下三层立体停车场都要驾驶 员开车绕道进 出停车库 ，过道很长，就是进 出

库寻找 泊位都 比较 困难 。这种车库进 出泊位既要开车用燃油，又有噪音污染、

油烟排放 ，安全防范不佳 。这种停车场呈方块型排 列，还要前后 出车道 ，占

地面积也 大，停 泊车辆少，停 泊存取车辆不便 ，自动化程度低 ，不能满足现

代经济社会人们低碳绿 色生活的要求。

发明内容

本发 明 目的就是提供一种绿 色地下空间技术的停车库 ，以解决现有立体

停车场和停车库要人为开车进 出车库 ，过道太长存在 的 占地面积大；有噪音

污染，油烟排放 多，停 泊车辆少，车辆进 出库不便 ， 自动化程度低 的问题 。



真正把原有 的停车地 面用于绿化环境 ，绿 色建设 ，地下建筑智能停车场，绿

色停车一举二得 ，真正把车辆停放在花坛之 中，美化环境 ，低碳生活，符合

现代社会发展 的要求。

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包括车库主体 、

升降箱体 、升降驱动装置和 自动存取车装置，车库主体 由升降井和设在其周

围的至少一条 泊车通道组成 ，在升 降井的顶端设有车库亭，在车库亭的两侧

设有入库平 台和 出库平 台；在 泊车通道的一侧或两侧设有多个泊车位 ；自动

存取车装置设在升降箱体 内；升降驱动装置与升降箱体传动连接 ，其特征在

于，在所述的升降井 内设有 两个升降箱体 ；所述的升 降驱动装置 包括上链条 、

下链条 、导向链轮 、驱动 电机 、主动链轮和制动器，在车库亭顶部和升 降井

的底部装有 多个导向链轮 ；两个升 降箱体 的顶端与上链条的两端连接 ，该上

链条绕过车库 亭顶部 的导 向链轮 ；两个升 降箱体 的底端与下链条 的两端连

接 ，该下链条绕过升降井底部的导向链轮 以及主动链轮 ，该主动链轮安装在

电机 的输 出轴上；在一个导向链轮上装有制动器。

本发 明的特点是在于，地上面是绿 色建筑广场置于花坛 ，即一种花坛智

能地下停车场，是一改现有普通的立体停车场要破坏地面绿化 的缺点，是真

正意义上的绿 色建筑工程 ，和城市停车设施 的低碳 经济产业。在绿 色地面上 ，

直接 式 自动车库的进 出库平 台，采用智能 自动存取车装置，旋转分流输送平

台，及置于井 内的升降 出入装置之进行着上下运动并 圓环周入库 ，高效泊车

结构平 台，采用 自平衡升降技术，来实施运转智能 自动存取车装置进 出库 ，

结构 筒单 ，工作可靠，容 易维护 ，节能效果明显 。采用智能地下立体 自动停

车场 ，节省 占地 ，确保地上绿化 面积 ，地面花坛美化环境 ，增加城 市地面绿

色。直接 式 自动车库 ，可免燃油 ，减排放 ，不用驾驶 员开车进 出车库 ，低碳

环保 。 自动进 出节能减排 ，一卡通智能停车 ，安全 ，筒便快捷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图 1 的 A-A 剖视 图；

图 3 为本发 明的升降箱体 内的组件 的结构主视 图；

图 4 为图 3 的 B-B 剖视 图；

图 5 为本发 明的升降箱体 内拖车板 的结构主视 图；

图 6 是 图 5 的俯视 图；

图 7 是 图 6 的仰视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参见 图 1- 图 7 , 本发 明一种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包括车库主体 、

升降箱体 1、升 降驱动装置和 自动存取车装置，车库主体 由升降井 12 和设在

其周 围的至少一条 泊车通道 5 组成 ，在升 降井 12 的顶端设有车库亭 10 , 在

车库 亭 10 的两侧设有入库平 台 1 3 和 出库平 台 14。在 泊车通道 5 的一侧或两

侧设有多个泊车位 6。 自动存取车装置设在升降箱体 1 内；升降驱动装置与

升降箱体 1 传动连接 。在所述的升 降井 12 内设有 两个升降箱体 1 ; 所述的升

降驱动装置 包括上链条 7 1、下链条 72、多个导向链轮 8、驱动 电机 16、主

动链轮和制动器 9，在车库亭 10 的顶部和升降井 12 的底部装有多个导向链

轮 8 ; 两个升 降箱体 1 的顶端与上链条 7 1 的两端连接 ，该上链条 7 1 绕过车

库亭 1 0 顶部 的导向链轮 8。两个升降箱体 1 的底端与下链条 7 2 的两端连接 ，

该下链条 72 绕过升 降井 12 底部 的导向链轮 8 以及主动链轮 ，该主动链轮安

装在 电机 16 的输 出轴上。在一个导向链轮 8 上装有制动器 9。车库工作 时，

电机 16 通过上链条 7 1 和下链条 72 带动两个升 降箱体 1 一升一降，两者起

到互为平衡 配重的作用 ，当两个升降箱体 1 都载有汽车并分别为入库和 出库

的时候 ，就会节省 大量的能量。即使在一个升降箱体 1 空载时，空的升降箱



体 1 的平衡作用也会节省一定的能量。所述的泊车通道 5 和 泊车位 6 设有 多

层 。

在所述的泊车通道 5 的底 面上装有与该转运 小车 3 的小车轮 33 对应 的

通道轨道 5 1 ; 在所述的泊车位 6 的底 面上设有与该拖车板 2 的滚轮 2 3 对应

的泊车轨道 6 1。

在所述的升降井 12 内设有四根相互平行的导向杆 11 , 升降箱体 1 的周

边滑动连接在该导向杆 1 1 上。

在所述的入库平 台 1 3 设有与车库控制 系统连接 的刷卡机 15。

在所述的入库平 台 1 3 和 出库平 台 14 上设有与该拖车板 2 的滚轮 2 3 对

应 的平 台轨道 （与泊车位 6 泊车轨道 6 1 相 同，未图示 ）。

所述的 自动存取车装置 包括转盘 4、转运 小车 3 和拖车板 2 , 转盘 4 安

装在所述的升降箱体 的底端上面，在该转盘 4 的上面安装有转盘轨道 4 1 , 该

转盘装有转动驱动装置；在转运 小车 3 的下面两侧装有 两对小车轮 33 和转

运 小车驱动装置 34 , 在转运 小车 3 的上面设有 小车轨道 32 和 （多级 ）液压

缸 31 ( 也可是气缸 ），小车轮 33 设在转盘轨道 4 1 上；在拖车板 2 的上面设

有车轮槽 2 1 , 在拖车板 2 的下面两侧装有 两对滚轮 2 3 并设在小车轨道 32

上 ，在拖车板 2 —端的下面设有与设在液压缸 31 活塞杆顶端的升降杆 311

对应 的挂接槽 2 1。

本发 明工作过程是 ：车辆入库 时，车辆只须停在入库平 台 1 3 ( 设有拖车

板 2 ) 上 ，通过监控安全检查 （检测车辆的重量 、体积等 ）后准入 ，驾驶 员

关门上锁 ，在刷卡机 15 刷卡后 离去 。车库 的智能控制 系统 （现有技术 ）进

行数椐处理 ，停在升 降井 12 上端的一个升 降箱体 1 内的 自动存取车装置运

作 ，转运 小车 3 上的液压缸 31 的活塞杆伸 出，顶端的升 降杆 311 伸入到入

库平 台 1 3 上的拖车板 2 —端下面的挂接槽 2 1 内，将拖车板 2 拉入升降箱体

1 内转盘轨道 4 1 上。升 降箱体 1 下降到一个泊车通道 5 口，转运 小车 3 沿通



道轨道 5 1 移动到一个空泊车位 6 处 ，提供液压缸 31 将拖车板 2 输送到 泊车

位 6 内的泊车轨道 6 1 上 ，入库完成 。然后转运 小车 3 返 回到升 降箱体 1 内

并一 同返 回地面。

车辆的出库与上述过程相反 ，不再赘述。在一个升 降箱体 1 入库的同时，

另一升降箱体 1 可以进行 出库的过程 。



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包括车库主体 、升 降箱体 、升 降驱

动装置和 自动存取车装置，车库主体 由升降井和设在其周 围的至少一条 泊车

通道组成 ，在升降井的顶端设有车库亭，在车库亭的两侧设有入库平 台和 出

库平 台；在 泊车通道的一侧或两侧设有 多个泊车位 ；自动存取车装置设在升

降箱体 内；升降驱动装置与升降箱体传动连接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升降

井 内设有 两个升降箱体 ；所述的升 降驱动装置 包括上链条 、下链条 、导向链

轮 、驱动 电机 、主动链轮和制动器，在车库亭顶部和升降井的底部装有多个

导向链轮 ；两个升 降箱体 的顶端与上链条的两端连接 ，该上链条绕过车库亭

顶部 的导向链轮 ；两个升降箱体 的底端与下链条 的两端连接 ，该下链条绕过

升降井底部的导向链轮 以及主动链轮 ，该主动链轮安装在 电机 的输 出轴上；

在一个导向链轮上装有制动器。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 自动存取车装置 包括转盘 、转运 小车和拖车板 ，转盘安装在所述的升 降

箱体 的底端上面，在该转盘 的上面安装有转盘轨道 ，该转盘装有转动驱动装

置；在转运 小车的下面两侧装有 两对小车轮和转运 小车驱动装置，在转运 小

车的上面设有 小车轨道和液压 缸 ，小车轮设在转盘轨道上；在拖车板 的上面

设有车轮槽 ，在拖车板 的下面两侧装有 两对滚轮并设在小车轨道上 ，在拖车

板一端的下面设有与设在液压 缸 活塞杆顶端的升 降杆对应 的挂接槽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的泊车通道的底 面上装有与该转运 小车的小车轮对应 的通道轨道；在所

述的泊车位 的底 面上设有与该拖车板 的滚轮对应 的泊车轨道。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的升降井 内至少设有 两根相互平行的导向杆 ，升 降箱体 的周边滑动连接



在该导向杆上。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泊车通道和泊车位设有多层 。

6、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的入库平 台设有与车库控制 系统连接 的刷卡机 。

7、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低碳 高效便捷智能停车库 ，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的入库平 台和 出库平 台上设有与该拖车板 的滚轮对应 的平 台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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