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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

体式除尘器，包括除尘框体，除尘框体底部和顶

部的固定法兰密封包接除尘袋体，底部固接辅助

进气管，顶部的盖板连通鼓吹管和厚壁活塞筒；

厚壁活塞筒伸入旋转筒体内，旋转筒体底通过密

封轴承I套接厚壁活塞筒，旋转筒体顶通过密封

轴承II连接四通室；四通室顶壁通过三通阀I连

接反冲泵和吸气泵，底部通过排气管连接排气

泵；厚壁活塞筒设活塞杆和螺旋斜管，旋转筒体

设斜板、溢流管及三通阀II。本发明通过带螺旋

斜管的厚壁活塞筒和活塞杆，形成一种气压顶升

结构，使含尘气体只能从除尘袋体到达旋转筒体

中进行单向导通，实现了各种状态瞬间变化时的

止逆功能，将袋式除尘和鼓泡除尘结合，提高除

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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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包括除尘框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

框体（1）的底部和顶部均固设有固定法兰（2），所述除尘框体（1）底部和顶部的固定法兰（2）

密封包接有除尘袋体（16），所述除尘框体（1）底部的固定法兰（2）内圈固接有辅助进气管

（3），所述除尘框体（1）顶部的固定法兰（2）内圈固接有盖板（4），所述盖板（4）连通有鼓吹管

（5），所述盖板（4）上表面通过支撑板（6）固定架设有厚壁活塞筒（7），所述厚壁活塞筒（7）的

底部密封固接在盖板（4）上表面，且盖板（4）开设有与厚壁活塞筒（7）底部开口贯通的通孔；

所述厚壁活塞筒（7）顶端伸入到旋转筒体（8）内，所述旋转筒体（8）具体是上部和下部

等径且均小于中部直径的变径筒体，所述旋转筒体（8）的底端面固接有密封轴承I（9），所述

厚壁活塞筒（7）外壁的下部设有与密封轴承I（9）内壁活动套接的轴肩部，所述旋转筒体（8）

的顶端面活动套接有密封轴承II（10），所述密封轴承II（10）固接有四通室（11），所述四通

室（11）底部设有与旋转筒体（8）贯通的圆形通孔，所述四通室（11）顶壁通过管道连通有三

通阀I（12），所述三通阀I（12）的第二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反冲泵（13），所述三通阀I（12）的第

三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吸气泵（14），所述鼓吹管（5）的顶端连通在四通室（11）侧壁的顶部位

置，所述鼓吹管（5）内设有止逆阀（15），所述鼓吹管（5）的可流通方向从四通室（11）到除尘

袋体（16）；

所述厚壁活塞筒（7）的顶面边沿通过拉簧（17）连接有活塞杆（18），所述活塞杆（18）的

顶端设挡块，所述活塞杆（18）顶端的挡块四周与旋转筒体（8）内壁和四通室（11）内壁之间

均有间隙，以供气体在旋转筒体（8）和四通室（11）自由进出，所述拉簧（17）顶端固接在所述

挡块的底面上，所述活塞杆（18）底端密封套接在厚壁活塞筒（7）内，所述厚壁活塞筒（7）伸

入到旋转筒体（8）内部的管壁部分等距设置有螺旋斜管（19），所述螺旋斜管（19）呈半圆周

螺旋状，所述螺旋斜管（19）的较高一端开口处与厚壁活塞筒（7）内壁齐平，所述螺旋斜管

（19）的较低一端开口处伸出厚壁活塞筒（7）外且与厚壁活塞筒（7）柱面相切，所述旋转筒体

（8）下部的内壁等距固设有斜板（20），所述螺旋斜管（19）的较低一端开口处垂直朝向斜板

（20）的表面，所述旋转筒体（8）下部内壁与厚壁活塞筒（7）外壁间距离为20-30cm，所述斜板

（20）长度为15-25cm；

所述活塞杆（18）在厚壁活塞筒（7）内滑动升降，所述活塞杆（18）底端的最高位置高于

最上层螺旋斜管（19）的较高一端开口处，所述活塞杆（18）底端的最底位置低于于最下层螺

旋斜管（19）的较高一端开口处；

所述旋转筒体（8）侧壁中部连通有溢流管（21），所述旋转筒体（8）侧壁底部的出口管

（22）连通有三通阀II（23），所述溢流管（21）与三通阀II（23）的第二端相连通，所述溢流管

（21）大部分为竖直的透明管状，所述三通阀II（23）的第三端用于排污；

所述四通室（11）侧壁的下部连通有排气管（24），所述排气管（24）连接有排气泵（25），

用于在除尘袋体（16）内进气压力不够时辅助排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拉

簧（17）具体是Φ3-Φ5型号的高强度镀锌拉簧，长度形变量为1-50倍,拉簧（17）用于活塞杆

（18）的自动回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厚

壁活塞筒（7）具体内部为镜面光滑的石英管材，便于活塞杆（18）滑动和密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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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进气管（3）和排气管（24）均设有电磁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的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除尘状态：将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置于除尘室

或除尘仓内，并控制含尘气体气压为0.5-0.8MPa，打开辅助进气管（3）和排气管（24），关闭

三通阀I（12）与反冲泵（13）及吸气泵（14）连接的端口，由三通阀II（23）连接水泵，将水体灌

入旋转筒体（8）内，至水位占溢流管（21）竖直段高度的60-70%，此时初始液位淹没所有的螺

旋斜管（19）出口，此时可从辅助进气管（3）端接入辅助气泵，辅助气泵引入清洁空气气压为

0.15-0.2MPa，含尘气体经除尘袋体（16）过滤后进入到厚壁活塞筒（7）中，并迅速将活塞杆

（22）顶起，使含尘气体经螺旋斜管（19）喷射到斜板（20）上，造成旋转筒体（8）的旋转，带动

水体流动，产生搅拌漩涡状水膜，含尘气体经过鼓泡及漩涡水体的碰撞，充分吸收尘土部

分，达到类似水膜除尘过程；

b.吸气状态：关闭除尘室或除尘仓的进气管道，除尘后立即关闭辅助进气管（3）和排气

管（24），打开三通阀I（12）与吸气泵（14）连接的端口，通过气压差将除尘袋体（16）以及除尘

仓内的气压降到最低，真空度为0.08MPa即可，此时除尘袋体（16）的体积最小、气压最低，吸

气状态开始鼓泡大幅增加而逐渐稳定，最终基本无鼓泡状态，即完成；

c.鼓吹状态：关闭三通阀I（12）与吸气泵（14）连接的端口并立即打开三通阀I（12）与反

冲泵（13）连接的端口，打开反冲泵（13），使进气压力达0.7-0.9MPa，迅速将活塞杆（22）推向

最低位置，避免液体倒灌到除尘袋体（16），经由鼓吹管（5）单向导通，将气体迅速鼓入除尘

袋体（16）中，除尘袋体（16）体积处于最大值附近，除尘袋体（16）的体积骤变，将除尘袋体

（16）外壁粘尘抖落，实现鼓包抖灰过程；

d.鼓吹状态：按顺序重复步骤a、b及c，并控制步骤a、b及c各自的时间占用比例为50-

60:1:1，即完成对含尘气体的除尘-吸气-鼓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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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除尘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

背景技术

[0002] 袋式除尘器主要由上部箱体、中部箱体、下部灰斗、清灰系统和排灰机构等部分组

成。袋式除尘器性能的好坏，除了正确选择滤袋材料外，清灰系统对袋式除尘器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为此，清灰方法是区分袋式除尘器的特性之一，也是袋式除尘器运行中重要的一

环。

[0003] 现有袋式除尘器的清灰工艺主要采用吸气-鼓吹-集尘的清灰方法，实际工作过程

中，经常需要交替运行除尘工艺和清灰工艺，由于气压的瞬间改变极易造成气体倒吸或倒

灌现象，导致阀门关闭不及，造成已经除尘的气体和未充分除尘的气体又重新混合在一起，

因此现有袋式除尘器过度依赖各阀门控制系统的精确性，造成整套袋式除尘器的成本较

高，而且检修及更换过程较为复杂，亟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

布网一体式除尘器。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包括除尘框体，除尘框体的底部和顶部均固

设有固定法兰，除尘框体底部和顶部的固定法兰密封包接有除尘袋体，用于将除尘框体固

定，除尘框体底部的固定法兰内圈固接有辅助进气管，除尘框体顶部的固定法兰内圈固接

有盖板，盖板连通有鼓吹管，盖板上表面通过支撑板固定架设有厚壁活塞筒，厚壁活塞筒的

底部密封固接在盖板上表面，且盖板开设有与厚壁活塞筒底部开口贯通的通孔；

厚壁活塞筒顶端伸入到旋转筒体内，旋转筒体具体是上部和下部等径且均小于中部直

径的变径筒体，旋转筒体的底端面固接有密封轴承I，厚壁活塞筒外壁的下部设有与密封轴

承I内壁活动套接的轴肩部，旋转筒体的顶端面活动套接有密封轴承II，密封轴承II固接有

四通室，四通室底部设有与旋转筒体贯通的圆形通孔，四通室顶壁通过管道连通有三通阀

I，三通阀I的第二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反冲泵，三通阀I的第三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吸气泵，鼓

吹管的顶端连通在四通室侧壁的顶部位置，鼓吹管内设有止逆阀，鼓吹管的可流通方向从

四通室到除尘袋体，反冲泵将气体引入到四通室并经鼓吹管进入到除尘袋体内进行鼓吹清

灰过程，吸气泵负责将四通室内气体抽尽；

厚壁活塞筒的顶面边沿通过拉簧连接有活塞杆，活塞杆的顶端设挡块，活塞杆顶端的

挡块四周与旋转筒体内壁和四通室内壁之间均有间隙，以供气体在旋转筒体和四通室自由

进出，拉簧顶端固接在挡块的底面上，活塞杆底端密封套接在厚壁活塞筒内，厚壁活塞筒伸

入到旋转筒体内部的管壁部分等距设置有螺旋斜管，螺旋斜管呈半圆周螺旋状，螺旋斜管

的较高一端开口处与厚壁活塞筒内壁齐平，螺旋斜管的较低一端开口处伸出厚壁活塞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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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厚壁活塞筒柱面相切，旋转筒体下部的内壁等距固设有斜板，螺旋斜管的较低一端开

口处垂直朝向斜板的表面，旋转筒体下部内壁与厚壁活塞筒外壁间距离为20-30cm，斜板长

度为15-25cm；

活塞杆在厚壁活塞筒内滑动升降，活塞杆底端的最高位置高于最上层螺旋斜管的较高

一端开口处，活塞杆底端的最底位置低于于最下层螺旋斜管的较高一端开口处，从而使除

尘时活塞杆上升不阻挡螺旋斜管的出气，鼓吹时在弹性拉力作用下，活塞杆及时堵塞螺旋

斜管，避免将旋转筒体内水体吹入到除尘袋体中；

通过除尘袋体中的含尘气体经过螺旋斜管喷射向斜板，造成旋转筒体的旋转，当旋转

筒体内灌有水且液位淹没所有的螺旋斜管时，高压喷射的含尘气体经过螺旋斜管改变为切

向方向并射向斜板，带动斜板及旋转筒体的旋转，进而带动水体流动，产生搅拌下的类似水

膜状漩涡，含尘气体经过鼓泡及漩涡水体的碰撞，充分吸收尘土部分，达到类似水膜除尘过

程；

旋转筒体侧壁中部连通有溢流管，旋转筒体侧壁底部的出口管连通有三通阀II，溢流

管与三通阀II的第二端相连通，溢流管大部分为竖直的透明管状，从而可作为可视液位计

使用，用于观察旋转筒体内的液位，并且在旋转筒体旋转时溢流管液位变化的快慢可以用

来估计旋转筒体内流体的湍急程度，三通阀II的第三端用于排污；

四通室侧壁的下部连通有排气管，排气管连接有排气泵，用于在除尘袋体内进气压力

不够时辅助排气。

[0006] 优选地，拉簧具体是Φ3-Φ5型号的高强度镀锌拉簧，长度形变量为1-50倍,拉簧

用于活塞杆的自动回复。

[0007] 优选地，厚壁活塞筒具体内部为镜面光滑的石英管材，便于活塞杆滑动和密封。

[0008] 优选地，辅助进气管和排气管均设有电磁阀。

[0009] 依照前述结构，本发明还提出相应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的使

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除尘状态：将前述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置于除尘室或除尘仓

内，并控制含尘气体气压为0.5-0.8MPa，打开辅助进气管和排气管，关闭三通阀I与反冲泵

及吸气泵连接的端口，由三通阀II连接水泵，将水体灌入旋转筒体内，至水位占溢流管竖直

段高度的60-70%，此时初始液位淹没所有的螺旋斜管出口，此时可从辅助进气管端接入辅

助气泵，辅助气泵引入清洁空气气压为0.15-0.2MPa，含尘气体经除尘袋体过滤后进入到厚

壁活塞筒中，并迅速将活塞杆顶起，使含尘气体经螺旋斜管喷射到斜板上，造成旋转筒体的

旋转，带动水体流动，产生搅拌漩涡状水膜，含尘气体经过鼓泡及漩涡水体的碰撞，充分吸

收尘土部分，达到类似水膜除尘过程；

b.吸气状态：关闭除尘室或除尘仓的进气管道，除尘后立即关闭辅助进气管和排气管，

打开三通阀I与吸气泵连接的端口，通过气压差将除尘袋体以及除尘仓内的气压降到最低，

真空度为0.08MPa即可，此时除尘袋体的体积最小、气压最低，吸气状态开始鼓泡大幅增加

而逐渐稳定，最终基本无鼓泡状态，即完成；

c.鼓吹状态：关闭三通阀I与吸气泵连接的端口并立即打开三通阀I与反冲泵连接的端

口，打开反冲泵，使进气压力达0.7-0.9MPa，迅速将活塞杆推向最低位置，避免液体倒灌到

除尘袋体，经由鼓吹管单向导通，将气体迅速鼓入除尘袋体中，除尘袋体体积处于最大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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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除尘袋体的体积骤变，将除尘袋体外壁粘尘抖落，实现鼓包抖灰过程；

d.鼓吹状态：按顺序重复步骤a、b及c，并控制步骤a、b及c各自的时间占用比例为50-

60:1:1，即完成对含尘气体的除尘-吸气-鼓吹过程。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通过带螺旋斜管的厚壁活塞筒和活塞杆，形成一种气压顶升结构，将除尘袋体

过滤后的含尘气体单向性地导入到旋转筒体内，并由气流作用将旋转筒体及其内部水流体

的高速转动，产生搅拌漩涡状水膜，含尘气体经过鼓泡及漩涡水体的碰撞，充分吸收尘土部

分，达到类似水膜除尘过程；但是进入到鼓泡状态时，鼓吹气压和拉簧拉力又导致活塞杆快

速下降从而封闭厚壁活塞筒与除尘袋体之间的通路，在除尘-吸气-鼓吹三种状态的改变过

程中，并进行鼓泡水膜除尘，进一步提高除尘效率；

本发明使含尘气体只能从除尘袋体到达旋转筒体中进行单向导通，因此本发明首先实

现的是各种状态瞬间变化时的止逆功能，在此基础上才将袋式除尘和鼓泡除尘有机结合起

来，不会产生水体倒灌打湿除尘袋体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的旋转筒体的内部结构

图；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在除尘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在吸气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在鼓吹状态的结构示意

图；

图中：除尘框体1、固定法兰2、辅助进气管3、盖板4、鼓吹管5、支撑板6、厚壁活塞筒7、旋

转筒体8、密封轴承I  9、密封轴承II  10、四通室11、三通阀I  12、反冲泵13、吸气泵14、止逆

阀15、除尘袋体16、拉簧17、活塞杆18、螺旋斜管19、斜板20、溢流管21、出口管22、三通阀II 

23、排气管24、排气泵25。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3] 参照图1-2，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包括除尘框体1，除尘框体1

的底部和顶部均固设有固定法兰2，除尘框体1底部和顶部的固定法兰2密封包接有除尘袋

体16，用于将除尘框体1固定，除尘框体1底部的固定法兰2内圈固接有辅助进气管3，除尘框

体1顶部的固定法兰2内圈固接有盖板4，盖板4连通有鼓吹管5，盖板4上表面通过支撑板6固

定架设有厚壁活塞筒7，厚壁活塞筒7的底部密封固接在盖板4上表面，且盖板4开设有与厚

壁活塞筒7底部开口贯通的通孔；厚壁活塞筒7顶端伸入到旋转筒体8内，旋转筒体8具体是

上部和下部等径且均小于中部直径的变径筒体，旋转筒体8的底端面固接有密封轴承I9，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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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活塞筒7外壁的下部设有与密封轴承I9内壁活动套接的轴肩部，旋转筒体8的顶端面活动

套接有密封轴承II10，密封轴承II10固接有四通室11，四通室11底部设有与旋转筒体8贯通

的圆形通孔，四通室11顶壁通过管道连通有三通阀I12，三通阀I12的第二端通过管道连通

有反冲泵13，三通阀I12的第三端通过管道连通有吸气泵14，鼓吹管5的顶端连通在四通室

11侧壁的顶部位置，鼓吹管5内设有止逆阀15，鼓吹管5的可流通方向从四通室11到除尘袋

体16，反冲泵13将气体引入到四通室11并经鼓吹管5进入到除尘袋体16内进行鼓吹清灰过

程，吸气泵14负责将四通室11内气体抽尽；厚壁活塞筒7的顶面边沿通过拉簧17连接有活塞

杆18，活塞杆18的顶端设挡块，活塞杆18顶端的挡块四周与旋转筒体8内壁和四通室11内壁

之间均有间隙，以供气体在旋转筒体8和四通室11自由进出，拉簧17顶端固接在挡块的底面

上，活塞杆18底端密封套接在厚壁活塞筒7内，厚壁活塞筒7伸入到旋转筒体8内部的管壁部

分等距设置有螺旋斜管19，螺旋斜管19呈半圆周螺旋状，螺旋斜管19的较高一端开口处与

厚壁活塞筒7内壁齐平，螺旋斜管19的较低一端开口处伸出厚壁活塞筒7外且与厚壁活塞筒

7柱面相切，旋转筒体8下部的内壁等距固设有斜板20，螺旋斜管19的较低一端开口处垂直

朝向斜板20的表面，旋转筒体8下部内壁与厚壁活塞筒7外壁间距离为20-30cm，斜板20长度

为15-25cm；活塞杆18在厚壁活塞筒7内滑动升降，活塞杆18底端的最高位置高于最上层螺

旋斜管19的较高一端开口处，活塞杆18底端的最底位置低于于最下层螺旋斜管19的较高一

端开口处，从而使除尘时活塞杆18上升不阻挡螺旋斜管19的出气，鼓吹时在弹性拉力作用

下，活塞杆18及时堵塞螺旋斜管19，避免将旋转筒体8内水体吹入到除尘袋体16中；通过除

尘袋体16中的含尘气体经过螺旋斜管19喷射向斜板20，造成旋转筒体8的旋转，当旋转筒体

8内灌有水且液位淹没所有的螺旋斜管19时，高压喷射的含尘气体经过螺旋斜管19改变为

切向方向并射向斜板20，带动斜板20及旋转筒体8的旋转，进而带动水体流动，产生搅拌下

的类似水膜状漩涡，含尘气体经过鼓泡及漩涡水体的碰撞，充分吸收尘土部分，达到类似水

膜除尘过程；旋转筒体8侧壁中部连通有溢流管21，旋转筒体8侧壁底部的出口管22连通有

三通阀II23，溢流管21与三通阀II23的第二端相连通，溢流管21大部分为竖直的透明管状，

从而可作为可视液位计使用，用于观察旋转筒体8内的液位，并且在旋转筒体8旋转时溢流

管21液位变化的快慢可以用来估计旋转筒体8内流体的湍急程度，三通阀II23的第三端用

于排污；四通室11侧壁的下部连通有排气管24，排气管24连接有排气泵25，用于在除尘袋体

16内进气压力不够时辅助排气。

[0014] 参照图1-2，拉簧17具体是Φ3-Φ5型号的高强度镀锌拉簧，长度形变量为1-50倍,

拉簧17用于活塞杆18的自动回复。

[0015] 参照图1-2，厚壁活塞筒7具体内部为镜面光滑的石英管材，便于活塞杆18滑动和

密封。

[0016] 参照图1-2，辅助进气管3和排气管24均设有电磁阀。

[0017] 依照前述结构，本发明还提出相应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的使

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除尘状态：参照图3，将前述的一种具有止逆功能的布网一体式除尘器置于除尘室或

除尘仓内，并控制含尘气体气压为0.5-0.8MPa，打开辅助进气管3和排气管24，关闭三通阀

I12与反冲泵13及吸气泵14连接的端口，由三通阀II23连接水泵，将水体灌入旋转筒体8内，

至水位占溢流管21竖直段高度的60-70%，此时初始液位淹没所有的螺旋斜管19出口，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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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辅助进气管3端接入辅助气泵，辅助气泵引入清洁空气气压为0.15-0.2MPa，含尘气体

经除尘袋体16过滤后进入到厚壁活塞筒7中，并迅速将活塞杆22顶起，使含尘气体经螺旋斜

管19喷射到斜板20上，造成旋转筒体8的旋转，带动水体流动，产生搅拌漩涡状水膜，含尘气

体经过鼓泡及漩涡水体的碰撞，充分吸收尘土部分，达到类似水膜除尘过程；

b.吸气状态：参照图4，关闭除尘室或除尘仓的进气管道，除尘后立即关闭辅助进气管3

和排气管24，打开三通阀I12与吸气泵14连接的端口，通过气压差将除尘袋体16以及除尘仓

内的气压降到最低，真空度为0.08MPa即可，此时除尘袋体16的体积最小、气压最低，吸气状

态开始鼓泡大幅增加而逐渐稳定，最终基本无鼓泡状态，即完成；

c.鼓吹状态：参照图5，关闭三通阀I12与吸气泵14连接的端口并立即打开三通阀I12与

反冲泵13连接的端口，打开反冲泵13，使进气压力达0.7-0.9MPa，迅速将活塞杆22推向最低

位置，避免液体倒灌到除尘袋体16，经由鼓吹管5单向导通，将气体迅速鼓入除尘袋体16中，

除尘袋体16体积处于最大值附近，除尘袋体16的体积骤变，将除尘袋体16外壁粘尘抖落，实

现鼓包抖灰过程；

d.鼓吹状态：按顺序重复步骤a、b及c，并控制步骤a、b及c各自的时间占用比例为50-

60:1:1，即完成对含尘气体的除尘-吸气-鼓吹过程。

[001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1888864 A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9

CN 111888864 A

9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0

CN 111888864 A

10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1

CN 111888864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