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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涉及食品烘干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

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包括机架和固定在机

架上的箱体，机架上固定有电机，电机的转轴上

固定连接有沿竖直方向布置的转动杆，转动杆远

离电机的一端延伸至箱体内；箱体内固定有固定

筒，固定筒内部设有固定在转动杆上的螺旋片，

螺旋片的下端贴近箱体底部，固定筒与箱体的上

端和下端均设置有供葡萄通过的间隔；还包括向

箱体内部供热风的热风炉；箱体顶部有排气机

构。本专利的目的在于解决葡萄干制作周期长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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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包括机架和固定在机架上的箱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

上固定有电机，电机的转轴上固定连接有沿竖直方向布置的转动杆，所述转动杆远离电机

的一端延伸至箱体内；所述箱体内固定有固定筒，固定筒内部设有固定在转动杆上的螺旋

片，螺旋片的下端贴近箱体底部，所述固定筒分别与箱体的上端和下端之间设有供葡萄通

过的间隔；还包括向所述箱体内部供热风的热风炉；所述箱体顶部有排气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机构包含位

于固定筒上方并固定在转动杆上的凸轮；箱体内壁上固定有缸体，缸体内滑动连接有活塞，

活塞上固定有活塞杆，活塞杆远离活塞的一端与凸轮的轮廓贴合；缸体内设置有弹簧，弹簧

的一端固定在活塞上，弹簧的另一端固定在缸体远离凸轮的内侧壁上；缸体上设置有单向

进气阀与单向出气阀，单向进气阀的进气端与箱体内部连通，单向出气阀的出气端与外界

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筒顶部固定

连接有圆环盘。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上部设置为

圆柱状，箱体下部设置为“倒圆台”型；转动杆上固定有位于圆环盘和凸轮之间的扇叶；箱体

与固定筒之间，沿箱体的轴线由里至外依次固定有第一下料斗、第二下料斗、第三下料斗，

第一下料斗、第二下料斗、第三下料斗的上端开口，第一下料斗、第二下料斗、第三下料斗的

下端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圆环柱、第二圆环柱、第三圆环柱，第一圆环柱与固定筒之间、第

二圆环柱与第一圆环柱之间、第三圆环柱与第二圆环柱之间分别形成通道；第一下料斗、第

二下料斗、第三下料斗内均设置有水分感测器；第一圆环柱内壁、第二圆环柱内壁、第三圆

环柱内壁分别固定有第一气囊、第二气囊、第三气囊；第一气囊、第二气囊、第三气囊分别固

定连接有自动充气泵，当自动充气泵充到一定的压力后就停止充气；第一气囊、第二气囊、

第三气囊上均设置有自动阀，自动阀与外界连通；水分感测器分别与自动充气泵和自动阀

通过控制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缸体内远离凸轮

的一端固定有海绵，单向出气阀与缸体连接的一端被海绵遮挡；缸体靠近海绵的侧壁上设

置有按压阀，按压阀上设置有阀芯，当活塞运动至缸体远离凸轮的一端时，活塞能按压到按

压阀的阀芯，当阀芯被按压时按压阀打开，当阀芯不被按压时按压阀关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炉的进气端

通过三通分别连接有第一盘管和第二盘管；按压阀连接有储水箱，第一盘管位于储水箱内，

第一盘管与大气连通，第一盘管上设置有截止阀，截止阀位于储水箱外；单向出气阀连接有

储气罐，第二盘管位于储气罐内，第二盘管上设置有自动的第一三通球阀，第一三通球阀位

于储气罐内部，机架上设置有第一三通球阀开关，通过第一三通球阀开关切换盘管连通外

界或者连通储气罐内部的气体；单向出气阀与储气罐之间设置有手动的第二三通球阀，可

通过手动调节第二三通球阀使单向出气阀与外界或者储气罐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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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食品烘干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葡萄又名草龙珠，主产自新疆、甘肃，陕西、河北、山东等地，夏末秋初采收，鲜用或

干燥备用。葡萄干是干燥后的葡萄的果实。葡萄干肉软清甜，营养丰富。葡萄干中的铁和钙

含量十分丰富，是儿童、妇女及体弱贫血者的滋补佳品，可补血气、暖肾，帮助改善贫血和血

小板减少；葡萄干内含大量葡萄糖，对心肌有营养作用，有助于冠心病患者的康复；葡萄干

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氨基酸，常食葡萄干对神经衰弱和过度疲劳者有较好的补益

作用，还是妇女病的食疗佳品。不少干果都有其促进人体健康的绝招，而葡萄干所含的营养

成分更是令营养学家赞叹不已，美国营养学家曾做过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每天摄食相当

于400卡热量的葡萄干，能有效降低血中胆固醇，同时还能抑制血中坏胆固醇的氧化。此外，

葡萄干能改善直肠的健康，因为葡萄干含有纤维和酒石酸，能让排泄物快速通过直肠，减少

污物在肠中停留的时间。更令人兴奋的是，葡萄干中含有一种称为白藜芦醇的成分，它能有

效地防止细胞恶变和抑制恶性肿瘤的增长，而且能阻止白血病细胞的分裂。另外，葡萄干中

的纤维能防止果糖在血液中转化成三酸甘油酯(一种血液脂肪)，从而降低罹患心脏病的危

险。

[0003] 传统制作葡萄干的方法为在日光下晒干或在阴影下晾干，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制成葡萄干，制作周期长，劳动强度高。

[0004] 因此有必要设计出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解决葡萄干制作周期长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设计出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

置，解决葡萄干制作周期长的问题。

[0006] 为了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效的食品烘干装置，包括机

架和固定在机架上的箱体，所述机架上固定有电机，电机的转轴上固定连接有沿竖直方向

布置的转动杆，所述转动杆远离电机的一端延伸至箱体内；所述箱体内固定有固定筒，固定

筒内部设有固定在转动杆上的螺旋片，螺旋片的下端贴近箱体底部，所述固定筒分别与箱

体的上端和下端设有供葡萄通过的间隔；还包括向所述箱体内部供热风的热风炉；所述箱

体顶部有排气机构。

[0007] 本基础方案的技术原理为：

[0008] 1.采用加热烘干的方式加快葡萄的烘干速率。

[0009] 2.设置固定筒和螺旋片，将葡萄输送到固定筒的顶部后落下，不断循环，加强热气

与葡萄的接触，从而进一步加快烘干速率。

[0010] 本方案产生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 .与传统的自然风干的葡萄干相比，传统的自然风干的过程中，葡萄干风干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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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混入泥沙和灰尘等杂质导致葡萄干在食用前需进行清洗导致的食用不方便和食用口感

不佳，本方案中葡萄在箱体内进行烘干，烘干后的葡萄干干净卫生，可直接使用，食用起来

方便且口感好。

[0012] 2.与传统的自然烘干的葡萄干的制作周期长、耗费劳动力相比，本方案中通过加

热烘干的方式加快了葡萄的烘干速率，不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避免因天气等原因造成葡

萄的腐烂和浪费。

[0013] 3.与现有的烘干设备将葡萄放置在筛板上静置烘干，需人工进行翻动相比，本方

案中通过螺旋片和固定筒将葡萄运送至高处然后落下并不断循环，可加速箱体内部的热气

的流动，同时使葡萄的每个面都受热均匀，在加快烘干速率的同时可保证葡萄的每个面都

受热均匀，保证葡萄干烘干后的质量。同时葡萄掉下的过程中可将葡萄进行摔打使葡萄里

层的水分被挤压到表层，可进一步提升葡萄的干燥速率。干燥后的葡萄可通过设置的自动

排料阀自动排出。

[0014] 进一步，所述排气机构包含位于固定筒上方并固定在转动杆上的凸轮；箱体内壁

上固定有缸体，缸体内滑动连接有活塞，活塞上固定有活塞杆，活塞杆远离活塞的一端与凸

轮的轮廓贴合；缸体内设置有弹簧，弹簧的一端固定在活塞上，弹簧的另一端固定在缸体远

离凸轮的内侧壁上；缸体上设置有单向进气阀与单向出气阀，单向进气阀的进气端与箱体

内部连通，单向出气阀的出气端与外界连通。

[0015] 缸体为常见的吸气机构。

[0016] 进一步，所述固定筒顶部固定连接有圆环盘。

[0017] 延长葡萄在固定筒上方的停留时间，使葡萄与热空气充分接触，优化烘干速率。

[0018] 进一步，所述箱体上部设置为圆柱状，箱体下部设置为“倒圆台”型；转动杆上固定

有位于圆环盘和凸轮之间的扇叶；箱体与固定筒之间，沿箱体的轴线由里至外依次固定有

第一下料斗、第二下料斗、第三下料斗，第一下料斗、第二下料斗、第三下料斗的上端开口，

第一下料斗、第二下料斗、第三下料斗的下端分别固定连接有第一圆环柱、第二圆环柱、第

三圆环柱，第一圆环柱与固定筒之间、第二圆环柱与第一圆环柱之间、第三圆环柱与第二圆

环柱之间分别形成通道；第一下料斗、第二下料斗、第三下料斗内均设置有水分感测器；第

一圆环柱内壁、第二圆环柱内壁、第三圆环柱内壁分别固定有第一气囊、第二气囊、第三气

囊；第一气囊、第二气囊、第三气囊分别固定连接有自动充气泵，当自动充气泵充到一定的

压力后就停止充气；第一气囊、第二气囊、第三气囊上均设置有自动阀，自动阀与外界连通；

水分感测器分别与自动充气泵和自动阀通过控制器连接。

[0019] 质量小的葡萄的水分符合要求后就不再参与烘干，质量中等的葡萄的水分符合要

求后也不再参与烘干，最后质量大的葡萄的水分符合要求后停止烘干。一方面可使质量大

小不同的葡萄的含水量都一致，从而使烘干后的葡萄的整体含水量均匀；另一方面避免质

量小的烘干过度而质量大的烘干不足；再一方面使烘干后的葡萄根据质量大小自动分类。

[0020] 进一步，所述缸体内远离凸轮的一端固定有海绵，单向出气阀与缸体连接的一端

被海绵遮挡；缸体靠近海绵的侧壁上设置有按压阀，按压阀上设置有阀芯，当活塞运动至缸

体远离凸轮的一端时，活塞能按压到按压阀的阀芯，当阀芯被按压时按压阀打开，当阀芯不

被按压时按压阀关闭。

[0021] 缸体自动将吸入的水蒸气中的水和气体进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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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进一步，所述热风炉的进气端通过三通分别连接有第一盘管和第二盘管；按压阀

连接有储水箱，第一盘管位于储水箱内，第一盘管与大气连通，第一盘管上设置有截止阀，

截止阀位于储水箱外；单向出气阀连接有储气罐，第二盘管位于储气罐内，第二盘管上设置

有自动的第一三通球阀，第一三通球阀位于储气罐内部，机架上设置有第一三通球阀开关，

通过第一三通球阀开关切换盘管连通外界或者连通储气罐内部的气体；单向出气阀与储气

罐之间设置有手动的第二三通球阀，可通过手动调节第二三通球阀使单向出气阀与外界或

者储气罐连通。

[0023] 缸体排出的水和气体用于预热热风炉吸入的冷空气，分离出来的干燥气体被冷却

后用于葡萄干冷却，葡萄干冷却后可马上进行包装。分离出来的带有葡萄味的水被冷却后

可用来制作葡萄味的香精或者糖果等。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固定筒、圆环柱和气囊的配合图。

[0026] 图3为图1中A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箱体10、电机20、固定筒21、螺旋片22、第一下料斗

23、第二下料斗24、第三下料斗25、水分感测器26、第一圆环柱27、第二圆环柱28、第三圆环

柱29、第一气囊31、第二气囊32、第三气囊33、自动阀34、凸轮40、缸体41、活塞42、活塞杆43、

弹簧44、单向进气阀45、单向出气阀46、海绵47、按压阀48、储水箱50、第一盘管51、截止阀

52、储气罐60、第二盘管61、第一三通球阀62、泄压阀63、圆环盘70、卸料阀71、出气管72、出

水管73、扇叶74、转动杆75、热风炉80。

[0029] 实施例基本如附图1、附图2、附图3所示：

[0030] 一种高效食品烘干机，如图1所示，包括机架和固定在机架上用来烘干葡萄的箱体

10。箱体10的上部设置为圆桶状，箱体10的下部设置为“倒圆台”型。箱体10的下方设置有固

定在机架上的电机20，电机20的转轴上固定连接有转动杆75，转动杆75上端延伸至箱体10

内并靠近箱体10的顶部。箱体10底部设置有两个卸料阀71，卸料阀71设置为自动阀34，机架

上设置有控制卸料阀71打开和关闭的卸料阀开关。箱体10内部固定有固定筒21，固定筒21

内部转动连接有固定在转动杆75上的螺旋片22，固定筒2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圆环盘70，圆

环盘70的上方、转动杆75上固定有扇叶74。螺旋片22的下端贴近箱体10底部，螺旋片22的上

端与固定筒21的上端齐平，固定筒21的下端距离箱体10底部有一定距离，供葡萄通过。

[0031] 电机20快速转动驱动转动杆75快速转动，转动杆75带动螺旋片22转动，螺旋片22

将箱体10底部的葡萄沿着固定筒21送至固定筒21的顶部的圆环盘70上，下方的葡萄将上方

的葡萄往外挤使葡萄从圆环盘70上掉落，转动杆75转动带动扇叶74快速转动产生强劲的风

力，强劲的风力使葡萄水平向外运动，加上葡萄自身的重力，葡萄向下做抛物线运动，质量

大的葡萄水平运动的距离短，质量小的水平运动的距离长。扇叶74还可以搅动箱体10内的

气体，使气体流动加快，从而提升葡萄的干燥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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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箱体10与固定筒21之间，沿箱体10的轴线由里至外依次固定有第一下料斗23、第

二下料斗24、第三下料斗25，第一下料斗23的内壁与固定筒21的外壁贴合，第三下料斗25的

外壁与箱体10的内壁贴合。第一下料斗23、第二下料斗24、第三下料斗25的上端开口，第一

下料斗23、第二下料斗24、第三下料斗25的下端分别连接有第一圆环柱27、第二圆环柱28、

第三圆环柱29，第一圆环柱27与固定筒21之间、第二圆环柱28与第一圆环柱27之间、第三圆

环柱29与第二圆环柱28之间分别设置有供葡萄通过的通道，第一下料斗23、第二下料斗24、

第三下料斗25内均设置有水分感测器26。

[0033] 如图2所示，第一圆环柱27的内壁、第二圆环柱28的内壁、第三圆环柱29的内壁分

别固定有第一气囊31、第二气囊32、第三气囊33，第一气囊31、第二气囊32、第三气囊33均分

别固定连接有自动充气泵，当自动充气泵充到一定的压力后就停止充气，第一气囊31、第二

气囊32、第三气囊33上均设置有自动阀34，自动阀34与外界连通。水分感测器26分别与自动

充气泵和自动阀34通过控制器连接。机架上设置有同时控制自动充气泵和自动阀34的自动

阀手动开关，当按下自动阀手动开关时，自动阀34打开，自动充气泵常闭。自动阀手动开关

与水分感测器26对自动阀34的控制线路设置为双控电路。

[0034] 质量大的葡萄落入第一下料斗23中，质量中等的葡萄落入第二下料斗24中，质量

小的葡萄落入第三下料斗25中。

[0035] 第一下料斗23内的水分感测器26感测葡萄的水分并将信号传送给控制器，当葡萄

的水分不符合要求时，控制器控制自动充气泵不工作且自动阀34处于打开状态，使第一气

囊31处于收缩状态，第一圆环柱27与第二圆环柱28之间形成通道，第一下料斗23内的葡萄

经第一圆环柱27与第二圆环柱28之间的通道落入箱体10底部经螺旋片22再次送至圆环盘

70上并不断循环。当葡萄的水分符合要求时，控制器控制自动充气泵工作且自动阀34处于

关闭状态，自动充气泵将第一气囊31充满气后自动停止，第一气囊31膨胀后，第一气囊31外

侧壁受到竖直方向的摩擦力从而将第一圆环柱27内封堵，使葡萄停留在第一下料斗23中不

再参与循环烘干，烘干的热量来源于热源。。

[0036] 第二下料斗24和第三下料斗25的工作原理同第一下料斗23。

[0037] 由于质量小的葡萄含水量少，质量大的葡萄含水量多，若质量大和质量小的葡萄

的烘干的时长都一样的话，会造成质量小的葡萄水分偏低而质量大的葡萄水分偏高，从而

影响葡萄的整体烘干质量。本方案中，质量小的葡萄被烘干后就不再参与烘干，质量中等的

和质量大的葡萄继续烘干，质量中等的葡萄烘干后不再参与烘干，质量大的葡萄继续烘干。

可以均匀的控制烘干后葡萄中的水分含量，从而控制葡萄烘干后的质量。同时，实现了烘干

后将葡萄自动进行分类。

[0038] 随着烘干过程的进行，葡萄的整体质量逐渐减轻，为确保相应质量等级的葡萄落

入相应的下料斗中，在烘干的过程中需逐渐减小电机20的转速。

[0039] 如图1所示，圆环盘70上方，转动杆75上固定有凸轮40，箱体10内壁上固定有缸体

41，缸体41内滑动连接有活塞42，活塞42上固定有活塞杆43，活塞杆43远离活塞42的一端与

凸轮40的轮廓贴合。

[0040] 如图3所示，缸体41内设置有弹簧44，弹簧44的一端固定在活塞42上，弹簧44的另

一端固定在缸体41的右端。缸体41上设置有单向进气阀45与单向出气阀46，单向进气阀45

与箱体10内部连通，缸体41右端固定有海绵47，单向出气阀46与缸体41连接的一端被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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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遮挡，缸体41排气的过程中，气体从单向出气阀46排出，水分被吸附在海绵47内，单向出

气阀46连接有出气管72。

[0041] 缸体41右侧壁上设置有按压阀48，按压阀48上设置有阀芯，按压阀48的阀芯水平

向左设置，当活塞42运动至缸体41右侧时，活塞42能按压到按压阀48的阀芯。按压阀48连接

有出水管73。

[0042] 转动杆75转动带动凸轮40转动，在凸轮40和弹簧44的作用力下，活塞42在缸体41

内左右往复滑动，使缸体41内形成打气筒。活塞42向左运动，缸体41吸气，将箱体10内的水

蒸气吸入缸体41中，加快箱体10内的干燥速率；活塞42向右运动使缸体41内的气体经海绵

47吸水后从单向出气阀46排至出气管72中。当活塞42向右运动至接触到海绵47的时候，缸

体41内的气体已经排完了，单向出气阀46处于关闭状态，当活塞42按压到按压阀48的阀芯

的时候，按压阀48打开，海绵47内的水被挤入出水管73中。缸体41自动间歇性吸气与排气和

排水。

[0043] 如图1所示，地面上固定有热风炉80，热风炉80为烘干提供热源，热风炉80的出气

端与箱体10内部连通，热风炉80的进气端通过三通分别连接有第一盘管51和第二盘管61。

出水管73连接有储水箱50，第一盘管51位于储水箱50内，第一盘管51与大气连通，第一盘管

51上设置有截止阀52，截止阀52位于储水箱50外。出气管72连接有储气罐60，第二盘管61位

于储气罐60内，第二盘管61上设置有自动的第一三通球阀62，第一三通球阀62位于储气罐

60内部，机架上设置有第一三通球阀开关，可以通过第一三通球阀开关切换第二盘管61连

通外界或者连通储气罐60内部的气体。储气罐60上设置有泄压阀63，当储气罐60内的压力

超过阈值时，泄压阀63自动开启泄压，避免储气罐60爆炸。出气管72上设置有手动的第二三

通球阀，可使单向出气阀46与外界或者储气罐60连通。

[0044] 葡萄烘干的过程中，打开截止阀52将第一盘管51与热风炉80连通，通过第一三通

球阀62开关使第一三通球阀62将第二盘管61与热风炉80连通，手动调节第二三通球阀将单

向出气阀46与储气罐60连通，第一盘管51内的冷空气与储水箱50内的热水换热，同时冷空

气被预热后送至热风炉80，第二盘管61内的冷空气与储气罐60中的气体进行换热后被送至

热风炉80。一方面可以冷空气进行预热，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可以将储水箱50内的水和储气

罐60中的气体冷却。

[0045] 葡萄烘干的过程中，热风炉80通入的位置在下料斗的上方，由于热气是往上走的，

而且缸体41一直在吸气，热气会对烘干后停留在下料斗内的葡萄略微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可以忽略。

[0046] 葡萄烘干完毕后，热风炉80停止加热，关闭调节阀，手动调节第二三通球阀使单向

出气阀46与外界连通，通过第一三通球阀62开关将储气罐60内部与热风炉80连通，将储气

罐60内的冷却后的气体通过热风炉80送入箱体10中用于葡萄冷却。

[0047]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48] 将葡萄摘下后葡萄因失去水分变得焉瘪，将洗干净的焉瘪的葡萄放入箱体10中

后，水分感测器26使第一气囊31、第二气囊32、第三气囊33处于焉瘪状态，葡萄落入箱体10

的底部，启动热风炉80并向箱体10内送热风，启动第一电机20，转动杆75带动螺旋片22快速

转动将葡萄送至圆环盘70中，下方的葡萄将上方的葡萄从圆环盘70上挤掉落，扇叶74产生

强劲的风力给葡萄一个水平方向的初速度，葡萄做抛物线运动，从而使葡萄按照质量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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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依次自动分别落入第一下料斗23、第二下料斗24、第三下料斗25中。若葡萄水分没达到

要求，第一气囊31、第二气囊32、第三气囊33持续处于焉瘪状态使葡萄落入箱体10底部再次

循环。葡萄烘干的过程中缸体41不断间歇性吸气与排气和排水，缸体41排出的水储存在储

水箱50中并与冷空气进行换热将冷空气加热，缸体41排出的气体储存在储气罐60中并与冷

空气换热变成冷气。

[0049] 当第三下料斗25内的葡萄水分达到要求后，水分感测器26通过控制器使第三气囊

33膨胀将第三圆环柱29封堵，第三下料斗25内的葡萄不再参与循环烘干。由于掉入同一下

料斗内的葡萄的烘干时间是一样的，故能保证葡萄的整体的烘干均匀，不会出现一部分烘

干了，另一部分还未烘干的情况。第二下料斗24和第三下料斗25内的葡萄也依次不再参与

循环，此时烘干完成。

[0050] 热风炉80停止加热，使热风炉80吸储气罐60中的干燥的冷空气。

[0051] 按下第三气囊33的自动阀手动开关，打开第三气囊33的自动阀34，使第三下料斗

25内烘干后的葡萄落入箱体10底部，经螺旋片22输送至圆环盘70上落下，不断重复，直至冷

却，然后通过卸料阀开关打开卸料阀71，然后将葡萄排出箱体10并收集起来。

[0052] 再依次按照上述原理将第二下料斗24和第一下料斗23内的葡萄冷却并排出后收

集起来。

[0053] 储水箱50内的含有葡萄味的水蒸发浓缩后可用来制作葡萄味的香精或者糖果等。

[005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结构及特性等常识在此未作

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

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

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中的

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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