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029495.5

(22)申请日 2018.09.0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87402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23

(73)专利权人 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28850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

区东门中路168号

(72)发明人 陈耀斌　陈硕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德科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4381

代理人 万振雄　杨中强

(51)Int.Cl.

G05F 5/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094189 A,2015.11.25,

审查员 李慧

 

(54)发明名称

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

包括：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包括电源单元、

负载单元以及采样单元，其中，采样单元采集负

载单元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并根据线路压降信息

运算生成补偿电压，以及向电源单元输出补偿电

压；电源单元根据补偿电压和电源电压运算生成

总电压，并向负载单元输出总电压。实施本发明

实施例，能够通过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中的

采集单元采集到负载单元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如

果负载电流发生变化，采集单元也可以及时地获

取到负载单元当前的线路压降信息，并运算生成

与当前的线路压降信息对应的补偿电压，从而实

现动态补偿负载端的压降，此外，采集单元可以

通过二线连接方式与负载单元连接，降低电路布

线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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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包括电

源单元、负载单元以及采样单元，所述采样单元通过二线连接方式与所述负载单元连接，其

中：

所述采样单元，用于采集所述负载单元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并根据所述线路压降信息

运算生成补偿电压，以及向所述电源单元输出所述补偿电压；

所述电源单元，用于根据所述补偿电压和所述电源单元的电源电压运算生成总电压，

并向所述负载单元输出所述总电压；

所述电源单元包括直流电源和电压运算子单元，其中：

所述直流电源，用于向所述电压运算子单元输出所述电源电压；

所述电压运算子单元，用于对所述补偿电压和所述电源电压进行运算，生成所述总电

压，并向所述负载单元输出所述总电压；

所述负载单元包括阻抗子单元和负载子单元，其中，所述阻抗子单元的输入端与所述

电压运算子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阻抗子单元的输出端与所述负载子单元的输入端连

接，所述负载子单元的输出端接地；

所述采样单元包括采样子单元和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其中：

所述采样子单元，用于采集所述阻抗子单元中的所述线路压降信息，并向所述补偿电

压运算子单元输出目标线路压降信息；

所述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目标线路压降信息运算生成所述补偿电压，

并向所述电压运算子单元输出所述补偿电压；

所述负载子单元包括负载元器件和去耦电容，其中，所述去耦电容的一端与所述负载

元器件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去耦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所述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包括积分模块和运算放大模块，其中：

所述积分模块，用于对所述线路压降信息进行积分运算，确定与所述积分模块对应的

电位；

所述运算放大模块，用于对所述电位进行放大运算，确定所述补偿电压；

所述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还包括开关电容模块，其中：

所述开关电容模块，用于生成交流电信号，并向所述积分模块输出所述交流电信号；

所述积分模块，具体用于对所述线路压降信息和所述交流电信号进行积分运算，确定

与所述积分模块对应的电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偿电压运算子

单元还包括低通滤波器，所述低通滤波器的输入端与所述采样子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

低通滤波器的输出端与所述积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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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子电路设计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当电源向负载端供电时，由于供电线路可能存在阻抗较大的情况，因此会导致负

载端的电压损失，即负载端会出现线路压降的问题。目前，本行业内通常使用开尔文接法

(Kelvin  connections)来解决负载端出现的线路压降的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发现，当供电

线路电阻或负载电流发生变化时，普通的二线固定式压降补偿不能实现动态补偿负载端的

压降；而开尔文接法虽然能实现动态补偿，但是缺点是需要四根线，会给电路布线增加难

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能够在实现动态补偿负载端的

压降的同时降低电路布线难度。

[0004]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所述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

包括电源单元、负载单元以及采样单元，所述采样单元通过二线连接方式与所述负载单元

连接，其中：

[0005] 所述采样单元，用于采集所述负载单元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并根据所述线路压降

信息运算生成补偿电压，以及向所述电源单元输出所述补偿电压；

[0006] 所述电源单元，用于根据所述补偿电压和所述电源单元的电源电压运算生成总电

压，并向所述负载单元输出所述总电压。

[0007]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电源单元包括直流电源和电

压运算子单元，其中：

[0008] 所述直流电源，用于向所述电压运算子单元输出所述电源电压；

[0009] 所述电压运算子单元，用于对所述补偿电压和所述电源电压进行运算，生成所述

总电压，并向所述负载单元输出所述总电压。

[0010]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负载单元包括阻抗子单元和

负载子单元，其中，所述阻抗单元的输入端与所述电压运算子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阻抗

单元的输出端与所述负载子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负载子单元的输出端接地。

[0011]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采样单元包括采样子单元和

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其中：

[0012] 所述采样子单元，用于采集所述阻抗子单元中的所述线路压降信息，并向所述补

偿电压运算子单元输出所述目标线路压降信息；

[0013] 所述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用于根据所述目标线路压降信息运算生成所述补偿电

压，并向所述电压运算子单元输出所述补偿电压。

[0014]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负载子单元包括负载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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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去耦电容，其中，所述去耦电容的一端与所述负载元器件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去耦电容的

另一端接地。

[0015]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包括积

分模块和运算放大模块，其中：

[0016] 所述积分模块，用于对所述线路压降信息进行积分运算，确定与所述积分模块对

应的电位；

[0017] 所述运算放大模块，用于对所述电位进行放大运算，确定所述补偿电压。

[0018]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还包括

开关电容模块，其中：

[0019] 所述开关电容模块，用于生成交流电信号，并向所述积分模块输出所述交流电信

号；

[0020] 所述积分模块，具体用于对所述线路压降信息和所述交流电信号进行积分运算，

确定与所述积分模块对应的电位。

[0021]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还包括

低通滤波器，所述低通滤波器的输入端与所述采样子单元的输出端连接，所述低通滤波器

的输出端与所述积分模块的输入端连接。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实施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实施例中，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包括电源单元、负载单元以及采样单

元，其中，采样单元采集负载单元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并根据线路压降信息运算生成补偿电

压，以及向电源单元输出补偿电压；电源单元根据补偿电压和电源电压运算生成总电压，并

向负载单元输出总电压。可见，实施本发明实施例，能够通过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中的

采集单元采集到负载单元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如果负载电流发生变化，采集单元也可以及

时地获取到负载单元当前的线路压降信息，并运算生成与当前的线路压降信息对应的补偿

电压，从而实现动态补偿负载端的压降，此外，采集单元可以通过二线连接方式与负载单元

连接，简化电路结构，从而降低电路布线难度。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2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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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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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实施例及附图中的术语“包括”和“具有”以及它们任何变

形，意图在于覆盖不排他的包含。例如包含了一系列步骤或单元的过程、方法、系统、产品或

设备没有限定于已列出的步骤或单元，而是可选地还包括没有列出的步骤或单元，或可选

地还包括对于这些过程、方法、产品或设备固有的其它步骤或单元。

[0032]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能够在实现动态补偿负载端的

压降的同时降低电路布线难度。以下将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0033] 请参阅图1，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意

图。该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可以包括：电源单元100、负载单元200以及采样单元300，采

样单元300通过二线连接方式与负载单元200连接，由于二线连接方式中使用2根供电线，因

此二线连接方式也可以称为无反馈连接或者无独立采样线，其中：

[0034] 电源单元100的输出端可以与负载单元200的输入端连接，以向负载单元200输出

电压。

[0035] 采样单元300，用于采集负载单元200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并根据线路压降信息运

算生成补偿电压，以及向电源单元100输出补偿电压。采样单元300的输入端可以与负载单

元200连接，采样单元300的输出端可以与电源单元100的输入端连接。

[0036] 电源单元100，用于根据补偿电压和电源单元100的电源电压运算生成总电压，并

向负载单元200输出总电压。

[0037] 在图1所示的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中，电源单元100可以包括直流电源VB、电

源整流器VC以及电压运算子单元P1，其中：

[0038] 直流电源VB的输入端接地，直流电源VB的输出端与电源整流器VC的输入端连接，

向电源整流器VC输出电压；电源整流器VC的输出端可以与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第一输入端

连接，以向电压运算子单元P1输入电压，电源整流器VC可以根据电路需求调整电源整流器

VC输出端输出的电压大小，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源整流器VC可以根据该动态补偿电路中

负载单元200中出现的线路压降来计算调整的电压的大小。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第二输入

端可以与采样单元300的输出端连接，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输出端可以与负载单元200的输

入端连接，电压运算子单元P1可以将第一输入端输入的电压与第二输入端输入的电压相加

生成总电压，以通过输出端向负载所有输出总电压。

[0039] 在图1所示的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中，负载单元200可以包括阻抗子单元201

和负载子单元202，其中：

[0040] 阻抗子单元201的输入端可以与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输出端连接，阻抗子单元201

的输出端可以与负载子单元202的输入端连接，阻抗子单元201中可以包含两个电阻(电阻

R0和电阻RS)，电阻R0的输入端可以与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0的输出端可

以与电阻RS的输入端连接，电阻RS的输出端可以与负载子单元202的输入端连接，由于阻抗

子单元201的电阻R0和电阻RS存在一定的阻值，因此线路压降就是由电阻R0和电阻RS造成

的。

[0041] 负载子单元202的输出端可以接地，负载子单元202中可以包括负载元器件RL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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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电容CL，图1中的负载元器件RL可以为负载电阻RL，负载电阻RL的输入端可以与电阻RS的

输出端连接，负载电阻RL的输出端可以接地；去耦电容CL的一端可以与负载电阻RL的输入

端连接，去耦电容CL的另一端可以与负载电阻RL的输出端连接，从而实现去耦电容CL与负

载电阻RL并联，由于去耦电容CL与负载电阻RL并联时负载端的交流阻抗接近零，因此采样

单元300才能计算出线路压降。

[0042] 在图1所示的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中，采样单元300可以包括采样子单元P2和

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在图1中未示出)，其中：

[0043] 采样子单元P2可以包含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采样子单元P2的第一输入端可

以与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输出端连接，采样子单元P2的第二输入端可以与电阻R0的输出端

连接，采样子单元P2的输出端可以与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的输入端连接；采样子单元P2可

以用于采集阻抗子单元201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并向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输出目标线路压

降信息；采样子单元P2通过计算第一输入端输入的电压与第二输入端输入的电压的差值，

计算电阻R0上的线路压降，并将该差值确定为目标线路压降信息，采样子单元P2可以通过

输出端向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输出目标线路压降信息。

[0044] 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的输出端可以与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第二输入端连接，用于

根据目标线路压降信息运算生成补偿电压，并向电压运算子单元P1输出补偿电压。

[0045] 在图1所示的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中，补偿电压运算子单元可以包括低通滤

波器LP、开关电容模块303、积分模块301以及运算放大模块302，其中，开关电容模块303中

可以包括一个单刀双掷开关S1、两个电容(电容C1和电容C2)以及一个时钟电路CLK；积分模

块301中可以包括两个电阻(电阻RA和电阻RB)、两个电压运算器(第一电压运算器P3和第二

电压运算器P4)以及一个积分电路JF；运算放大模块302可以包括单刀双掷开关S2和一个反

向放大器FX。

[0046] 低通滤波器LP的输入端可以与采样子单元P2的输出端连接，低通滤波器LP的输出

端可以与积分模块301的输入端连接，低通滤波器LP可以允许电路中的低于截止频率的信

号通过，得到直流电压以进行后续运算。

[0047] 开关电容模块303中的单刀双掷开关S1的第一输入端与采样子单元P2的输出端连

接，单刀双掷开关S1的第二输入端与时钟电路CLK的输出端连接，单刀双掷开关S1的第一输

出端与电容C1的一端连接，单刀双掷开关S1的第二输出端与电容C2的一端连接，时钟电路

CLK的输入端、电容C1的另一端以及电容C2的另一端都接地。此外，时钟电路CLK的输出端还

与单刀双掷开关S2的第三输入端连接，单刀双掷开关S1的第一输出端还与第一电压运算器

P3的第一输入端连接，单刀双掷开关S1的第二输出端还与第一电压运算器P3的第二输入端

连接。开关电容模块303用于生成交流电信号，并向所述积分模块301输出所述交流电信号；

还可以根据生成的交流电信号控制单刀双掷开关S1和单刀双掷开关S2的切换，以使采样单

元300正常运行。

[0048] 积分模块301中的电阻RA的输入端与低通滤波器LP的输出端连接，电阻RA的输出

端与电阻RB的输入端以及第二电压运算器P4的第一输入端连接，电阻RB的输出端接地，第

二电压运算器P4的第二输入端与第一电压运算器P3的输出端连接，第一电压运算器P3计算

第一输入端的电压与第二输入端的电压的差值，并向第二电压运算器P4输出该差值；第二

电压运算器P4的输出端与积分电路JF的输入端连接，第二电压运算器P4计算第一输入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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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与第二输入端的电压的差值，并向积分电路JF输出该差值；积分电路JF的输出端与单

刀双掷开关S2的第一输入端以及反向放大器FX的输入端连接。积分模块301用于对线路压

降信息和交流电信号进行积分运算，确定与积分模块301对应的电位，即点F处的电位。

[0049] 运算放大模块302中的反向放大器FX的输出端可以与单刀双掷开关S2的第二输入

端连接，单刀双掷开关S2的输出端可以与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第二输入端连接。运算放大

模块302用于对电位进行放大运算，确定补偿电压。运算放大模块302可以根据点F处的电位

进行运算，因为采样单元300电路中的电流为交流电，因此点F处的电位随时钟电路CLK呈方

波变化，运算放大模块302通过单刀双掷开关S2和反向放大器FX的共同作用，使得单刀双掷

开关S2的输出端输出的交流电电压Vd，保持稳定。

[0050] 在图1所示的电路中，可以对采样单元300进行调整，以使交流电的电流的变化量

Δi与直流电流I的比值k，并且对电阻RA的阻值RA和电阻RB的阻值RB进行设置，以使RA/(RA+

RB)＝k，根据图1所示的电路计算可得点E处的电位为VE＝(kI+Δi)R0，通过对点E处的电位

进行积分、反向以及开关后形成点F处的电位(在高电平时为VF，在低电平时为-VF)，电源整

流器VC用于向电路补偿压降的电压值可以通过计算得到： 因此通过电

压运算子单元P1向负载单元200输出的电压可以为：

[0051]

[0052] 其中，通过图1公开的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能够通过线路压降的动态补

偿电路中的采集单元采集到负载单元中的线路压降信息，如果负载电流发生变化，采集单

元也可以及时地获取到负载单元当前的线路压降信息，并运算生成与当前的线路压降信息

对应的补偿电压，从而实现在动态补偿负载端的压降的同时降低电路布线难度。

[0053] 请参阅图2，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

意图。其中，图2中的电路是在图1中的电路的基础改进得到的。由图1可知，VC+Vd可以通过VF

计算得到，因此图2中对电源单元100、采样单元300、积分模块301以及运算放大模块302进

行了改进。

[0054] 与图1相比，图2中的电源单元100减少了电源整流器VC，直流电源VB的输出端与电

压运算子单元P1的输入端连接，向电压运算子单元P1输出电源电压，电压运算子单元P1可

以将第一输入端输入的电压与第二输入端输入的电压相加生成总电压，以通过输出端向负

载所有输出总电压；图2中的采样单元300减少了低通滤波器LP，以使采样子单元P2的输出

端与电阻RA的输入端连接；图2中的积分模块301减少了第二电压运算器P4，并根据k值对积

分电路JF进行调整，且积分电路JF的输入端与电阻RA的输出端以及第一电压运算器P3的输

出端连接；图2中的运算放大模块302减少了反向放大器FX，添加了两个电阻(电阻R1和电阻

R2)和一个运算放大器YF1，且积分电路JF的输出端与电阻R1的输入端以及单刀双掷开关S2

的第一输入端连接，电阻R1的输出端与电阻R2的输入端以及单刀双掷开关S2的第二输入端

连接，电阻R2的输出端以及运算放大器YF1的第二输入端都接地，单刀双掷开关S2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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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算放大器YF1的第一输入端连接，运算放大器YF1的输出端与运算放大器YF1的第一输

入端和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第二输入端连接。可以设置图2中电阻R1的阻值R1和电阻R2的

阻值R2的关系可以为： 调整后的图2中的电路可以实现与图1中的电路相同的

效果。除了上述改进，图2中的其余电路结构与图1中对应的电路结构相同。

[0055] 请参阅图3，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

意图。其中，图3中的电路是在图2中的电路的基础改进得到的。可以设置k＝0.5，此时，由图

2可以计算得到：点K和点H处的电压差值可以为：

[0056] VK-VH＝[(2+k)VA+2VBu]-[(2+k)VB+2VAu]

[0057] 其中，VA为点A的平均电压，VB为点B的平均电压，VBu为点B在高电位时的电压，VAu为

点A在高电位时的电压。因此可以对图2进行改进得到图3，图3中电源单元100和负载单元

200的电路结构与图2相同，以下不载赘述。

[0058] 图3对采样单元300进行了改进，与图2相比，图3中减少了采样子单元P2、单刀双掷

开关S1、单刀双掷开关S2、电阻RA、电阻RB、积分电路JF、第一电压运算器P3以及时钟电路

CLK，并在采样单元300中新增了单刀单掷开关S3、单刀单掷开关S4、单刀单掷开关S5、四个

电阻(电阻R3、电阻R4、电阻R5以及电阻R6)、运算放大器YF2以及两个电容(电容CL1和电容

CL2)，其中，单刀单掷开关S4的一端可以与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输出端以及电阻R3的输入

端连接，单刀单掷开关S4的另一端可以与电容C1的一端以及电阻R6的输入端连接，电容C1

的另一端可以接地，单刀单掷开关S3的一端可以与电阻R0的输出端以及电阻R5的输入端连

接，单刀单掷开关S3的另一端可以与电容C2的一端连接，电容C2的另一端可以与电阻R4的

输入端连接并接地，电阻R3的输出端可以与电容CL1的一端以及运算放大器YF2的第一输入

端连接，电容CL1的另一端可以接地，电阻R4的输出端可以与运算放大器YF2的第一输入端

连接，电阻R5的输出端可以与运算放大器YF2的第二输入端连接，电阻R6的输出端可以与运

算放大器YF2的第二输入端以及电容CL2的一端连接，运算放大器YF2的输出端可以与电阻

R1的输入端、电容CL2的另一端以及单刀单掷开关S5的一端连接，电阻R1的输出端可以与电

阻R2的输入端以及运算放大器YF1的第一输入端连接，电阻R2的输出端可以与运算放大器

YF1的第二输入端连接并接地，单刀单掷开关S5的另一端可以与运算放大器YF1的第一输入

端连接，运算放大器YF1的输出端和第一输入端可以与电压运算子单元P1的第二输入端连

接。图3中的电阻R3的阻值R3、电阻R4的阻值R4、电阻R5的阻值R5以及电阻R6的阻值R6之间的

关系可以为：R3＝R5，R4＝R6，且 调整后的图3中的电路可以实现与图2中的电

路相同的效果。除了上述改进，图3中的其余电路结构与图2中对应的电路结构相同。

[0059] 请参阅图4，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

意图。其中，图4中的电路是在图3中的电路的基础改进得到的。图4中的电路可以将图3中的

电路中的电容C1和电容C2删除，此时，可以计算得到图4中的可以计算得到电阻R3、电阻R4、

电阻R5以及电阻R6之间的关系可以为：R3＝R5，R4＝R6，且

[0060] 图4对采样单元300进行了改进，与图3相比，图4中减少了电容C1和电容C2，其中，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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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掷开关S4的另一端只与电阻R6的输入端连接，单刀单掷开关S3的另一端可以与电阻R4的输入

端连接。可以设置R3＝2R， 可得到：

根据图4可以得到点C处的直流分量 点C处的电压变化量

且 根据线路压降VS＝I(RS+R0)，可以得出点L

处的电压VL与直流电源VB输出的电压VB相等。

[0061] 调整后的图4中的电路可以实现与图3中的电路相同的效果。除了上述改进，图4中

的其余电路结构与图3中对应的电路结构相同。

[0062] 请参阅图5，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另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的结构示

意图。其中，图5公开的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只是将图4公开的一种线路压降的动

态补偿电路中的电子元器件的位置进行了调整，并没有改变各个电子元器件之间的连接关

系，且调整后的图5中的电路可以实现与图4中的电路相同的效果，因此，对图5公开的一种

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中的各个电子元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不做赘述。

[0063]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一种线路压降的动态补偿电路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

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

助理解本发明的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

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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