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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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532265.4

(22)申请日 2018.05.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89453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27

(73)专利权人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201900 上海市宝山区富锦工业开发

区向东路8号

(72)发明人 李正波　黄飞　王二刚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恒慧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31317

代理人 张宁展

(51)Int.Cl.

E04G 23/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015744 A,2013.04.03

CN 102146488 A,2011.08.10

CN 1757861 A,2006.04.12

CN 104746894 A,2015.07.01

JP 2012127103 A,2012.07.05

审查员 郭新炽

 

(54)发明名称

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

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先将厂房切割为多个模

块，每个模块均包括多列立柱，选择待拆除模块

并将该模块中位于第一设定高度以下的柱间支

撑梁割除；再依次割断待拆除模块的每列立柱中

的部分立柱；定义牵引立柱组并将牵引立柱组中

未割断的立柱均通过钢丝绳与挖掘机相连接；割

断与挖掘机相连的各立柱，并通过挖掘机牵拉钢

丝绳，使得待拆除模块发生失稳而倒塌至地面；

将倒塌至地面的待拆除模块进行解体后运出；之

后再按照上述步骤进行下一个待拆除模块的拆

除直至全部模块拆除完毕。本发明采用模块化拆

除方式，操作简单、利于缩短工期、节省措施用

料、降低施工成本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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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将所述厂房沿水平方向划分并切割为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均包括依次排列的多列立

柱，相邻两列立柱之间设置有多排自上而下设置的柱间支撑梁，每列立柱的相邻两个立柱

之间也设置有柱间支撑梁；

2)选择一个模块作为待拆除模块，并将待拆除模块中位于第一设定高度以下的柱间支

撑梁割除；

3)在第二设定高度处，沿预设倒塌方向的反方向依次割断待拆除模块的每列立柱中的

部分立柱，待拆除模块中沿预设倒塌方向的反方向依次排列的各列立柱的割断数量依次递

减；

4)将待拆除模块中最靠近预设倒塌方向的一列或多列立柱定义为牵引立柱组，所述牵

引立柱组中立柱的列数小于待拆除模块中立柱的总列数，将牵引立柱组中还未割断的立柱

均通过钢丝绳与挖掘机相连接；

5)割断与挖掘机相连接的各立柱，并通过挖掘机牵拉钢丝绳，使得待拆除模块发生失

稳而沿预设倒塌方向倒塌至地面；

6)将倒塌至地面的待拆除模块进行解体后运出；

7)再次执行步骤2)进行下一个待拆除模块的拆除直至全部模块拆除完毕。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4)中：挖掘

机与待拆除模块之间的水平距离大于待拆除模块高度的两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立柱为H型钢，所

述H型钢包括腹板和翼缘板，所述腹板的两端均连接有翼缘板，所述步骤5)中割断与挖掘机

相连接的各立柱之前还进行以下步骤：将待拆除模块的未割断的立柱中位于第二设定高度

以下的部分翼缘板割除。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5)中，与挖

掘机相连接的各立柱通过气割枪割断，所述气割枪设置在支撑架上，所述气割枪连接有延

长杆，进行气割操作时，气割人员握持所述延长杆站立于待拆除模块区域之外对与挖掘机

相连接的各立柱进行气割操作。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全部所述模块的倒塌

方向均相同。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在进行步骤1)之前还

要进行以下步骤：

S1)对所述厂房进行排危处理；

S2)拆除进口烟道、出口烟道及附属设备；

S3)拆除脱硫设备；

S4)拆除除尘设备。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S1)中对所

述厂房进行排危处理的方法为：清理脱硫灰、生石灰和灰渣，并封堵能源介质管道。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所述脱硫设备包括脱

硫灰仓、生石灰仓、循环灰仓和脱硫塔；所述步骤S3)中拆除脱硫设备的方法为：先拆除脱硫

灰仓、生石灰仓和循环灰仓，再拆除脱硫塔及其附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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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所述除尘设备包括喷

雾装置、顶罐和布袋笼。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柱间支撑梁包

括剪刀撑和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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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构筑物拆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钢结构厂房被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中，尤其是多层轻钢结构厂房，便于搭

建且具有优异的建筑施工性能，尤其适用于层间荷载不大且无行车需求的厂房构建。

[0003] 随着烧结烟气循环流化床干法脱硫工艺的快速发展，烧结脱硫厂房也得以广泛构

建。烧结脱硫厂房一般为多跨多层轻钢结构厂房，一般分上下三层，一、二跨上层为布袋除

尘灰槽，中层为设备间物料传输管道，下层为清灰布袋机及管道等，第三、第四跨为脱硫塔、

进风管道、循环灰仓、石灰仓和脱硫灰仓等。厂房立柱一般采用型钢，柱间用支撑梁加固，楼

层上铺设钢格板，层间通过楼梯相连，气力管道、介质管道安装其间；厂房四周及顶板采用

双层夹心采光瓦密封，以避免脱硫灰外扬。

[0004] 但是由于钢结构厂房在使用中，易受到空气和雨水的锈蚀，或是由于厂区规划原

因，每年需拆除大量的烧结脱硫厂房。现有的钢结构厂房的拆除工艺一般是按照从外及里、

从上到下的顺序进行的，也即按照安装的逆顺序进行拆除。该方法需要先拆除生石灰仓、脱

硫灰仓、进出口烟道等设备，清除脱硫厂房周边区域后，再在脱硫厂房层间搭设脚手架，施

工人员借助脚手架从上至下分层拆除脱硫厂房墙皮、横梁、立柱、楼梯、层板及设备管道等，

也即先拆除上层轻钢结构，再拆除中层钢结构，再依次向下进行拆除作业。该方法操作繁

琐、脚手架搭拆工程量大，分层拆除时用料较多，耗时较长，且易发生安全事故。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采用模块化

拆除方式，使得各模块失稳倒塌，操作简单、无需搭拆脚手架，能够缩短工期、提高施工效

率、节省措施用料、降低施工成本和安全风险系数。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将所述厂房沿水平方向划分并切割为多个模块，每个模块均包括依次排列的多

列立柱，相邻两列立柱之间设置有多排自上而下设置的柱间支撑梁，每列立柱的相邻两个

立柱之间也设置有柱间支撑梁；

[0009] 2)选择一个模块作为待拆除模块，并将待拆除模块中位于第一设定高度以下的柱

间支撑梁割除；

[0010] 3)在第二设定高度处，沿预设倒塌方向的反方向依次割断待拆除模块的每列立柱

中的部分立柱，待拆除模块中沿预设倒塌方向的反方向依次排列的各列立柱的割断数量依

次递减；

[0011] 4)将待拆除模块中最靠近预设倒塌方向的一列或多列立柱定义为牵引立柱组，所

述牵引立柱组中立柱的列数小于待拆除模块中立柱的总列数，将牵引立柱组中还未割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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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柱均通过钢丝绳与挖掘机相连接；

[0012] 5)割断与挖掘机相连接的各立柱，并通过挖掘机牵拉钢丝绳，使得待拆除模块发

生失稳而沿预设倒塌方向倒塌至地面；

[0013] 6)将倒塌至地面的待拆除模块进行解体后运出；

[0014] 7)再次执行步骤2)进行下一个待拆除模块的拆除直至全部模块拆除完毕。

[0015] 所述步骤4)中：挖掘机与待拆除模块之间的水平距离大于待拆除模块高度的两

倍。

[0016] 所述立柱为H型钢，所述H型钢包括腹板和翼缘板，所述腹板的两端均连接有翼缘

板，所述步骤5)中割断与挖掘机相连接的各立柱之前还进行以下步骤：将待拆除模块的未

割断的立柱中位于第二设定高度以下的部分翼缘板割除。

[0017] 所述步骤5)中，与挖掘机相连接的各立柱通过气割枪割断，所述气割枪设置在支

撑架上，所述气割枪连接有延长杆，进行气割操作时，气割人员握持所述延长杆站立于待拆

除模块区域之外对与挖掘机相连接的各立柱进行气割操作。

[0018] 全部所述模块的倒塌方向均相同。

[0019] 在进行步骤1)之前还要进行以下步骤：

[0020] S1)对所述厂房进行排危处理；

[0021] S2)拆除进口烟道、出口烟道及烟道附属设备；

[0022] S3)拆除脱硫设备；

[0023] S4)拆除除尘设备。

[0024] 所述步骤S1)中对所述厂房进行排危处理的方法为：清理脱硫灰、生石灰和灰渣，

并封堵能源介质管道。

[0025] 所述脱硫设备包括脱硫灰仓、生石灰仓、循环灰仓和脱硫塔；所述步骤S3)中拆除

脱硫设备的方法为：先拆除脱硫灰仓、生石灰仓和循环灰仓，再拆除脱硫塔及其附属设备。

[0026] 所述除尘设备包括喷雾装置、顶罐和布袋笼。

[0027] 所述柱间支撑梁包括剪刀撑和横梁。

[0028]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拆除方法，采用模块化拆除方式，通过使得各

模块逐步失稳和重心偏移而实现模块的失稳倒塌，操作简单、无需搭拆脚手架，缩短了工

期、提高了施工效率、节省了措施用料、降低了施工成本和安全风险系数。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烧结脱硫厂房的拆除示意图(第三模块未示出)；

[0030] 图2是图1的俯视示意图；

[0031] 图3是图1的烧结脱硫厂房的拆除流程图；

[0032] 图4是图1中立柱为H型钢时的截面示意图；

[0033] 图中：1、第一模块，2、第二模块，3、第三模块，4、地面，5、钢丝绳，6、气割分离线，7、

横梁，8、立柱，81、腹板，82、翼缘板，9、气割枪，10、支撑架，11、挖掘机，12、气割人员，13、布

袋除尘器，14、脱硫塔，15、脱硫灰仓，16、生石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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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

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5] 如图1-图3所示，一种烧结脱硫厂房模块化拆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如图2所示，将厂房沿水平方向(从左到右)划分并气割为多个模块，各模块间气

割分离线6的位置如图2所示，每个模块均包括依次排列的两列立柱，相邻两列立柱之间设

置有多排柱间支撑梁，多排柱间支撑梁在相邻两列立柱之间自上而下排列，每列立柱中相

邻两个立柱之间也设置有多排自上而下排列的柱间支撑梁；

[0037] 其中，柱间支撑梁包括剪刀撑和横梁；立柱采用H型钢，其结构如图4所示，H型钢包

括腹板81和翼缘板82，腹板81的两端均连接有翼缘板82。

[0038] 2)选择最靠近预设倒塌方向的一个模块作为待拆除模块，并将待拆除模块中位于

第一设定高度以下的柱间支撑梁割除；使得待拆除模块在第一设定高度以下仅以立柱相支

撑。

[0039] 3)在第二设定高度处，沿预设倒塌方向的反方向依次割断待拆除模块的每列立柱

中的部分立柱，待拆除模块中沿预设倒塌方向的反方向依次排列的各列立柱的割断数量依

次递减；以增大靠近预设倒塌方向的一列立柱的失稳可能性。

[0040] 4)将待拆除模块中最靠近预设倒塌方向的一列立柱定义为牵引立柱组，牵引立柱

组中立柱的列数小于待拆除模块中立柱的总列数，如图1所示，将牵引立柱组中还未割断的

立柱8均通过钢丝绳5与挖掘机11相连接；

[0041] 其中，挖掘机11与待拆除模块之间的水平距离大于待拆除模块高度的两倍，以保

证待拆除模块倒塌时其模块本身以及倒塌时引起的飞溅物不会影响挖掘机，同时也利于保

证施工人员的安全性。

[0042] 5)利用气割枪9割断牵引立柱组中与挖掘机11相连接的各立柱8，使得待拆除模块

进一步趋于失稳，同时通过挖掘机11牵拉钢丝绳5，使得待拆除模块发生失稳而沿预设倒塌

方向倒塌至地面4；

[0043] 该过程中，挖掘机11牵拉钢丝绳5会使得待拆除模块的重心不断发生偏移，直至待

拆除模块的重心偏离出待拆除模块的原有区域后，待拆除模块发生完全失稳而倒塌。

[0044] 其中，气割枪9放置在支撑架10上，气割枪10绑在延长杆上，进行气割操作时，气割

人员12握持延长杆站立于待拆除模块区域之外对与挖掘机11相连接的各立柱8进行气割操

作。由于进行至步骤4)时，整个待拆除模块已处于趋于失稳状态，此时气割人员12若仍在待

拆除模块的区域内实施气割操作，危险性较高，因此设置延长杆，使得气割人员在待拆除模

块区域之外对气割枪9点火，并利用延长杆和支撑架10对相应立柱实施气割，以保证气割人

员12的安全。优选的，延长杆的长度大于或等于5m，支撑架10的高度为1.2m。

[0045] 进一步地，气割枪9的设置数量和牵引立柱组中与挖掘机11相连接的各立柱8的数

量相同，牵引立柱组中与挖掘机11相连接的各立柱8和气割枪9一一对应。

[0046]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的实现待拆除模块的逐步失稳，割断牵引立柱组中与挖掘机

11相连接的各立柱之前，可先将待拆除模块的未割断的立柱8中位于第二设定高度以下的

部分翼缘板82割除，翼缘板82的割除长度为200～500mm，使得待拆除模块的未割断的立柱8

中有一部分(该部分翼缘板82已割除)仅以腹板81支撑，然后再将牵引立柱组中与挖掘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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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接的各立柱8中仅以腹板81支撑的部分(该部分翼缘板82已割除)割断，从而实现牵引

立柱组中与挖掘机11相连接的各立柱8的割断操作。

[0047] 6)采用液压剪刀机或人工气割方式将倒塌至地面的待拆除模块进行分解，并利用

夹钳机将分解后的待拆除模块装车并外运。至此，就完成了一个模块的拆除。

[0048] 7)再次执行步骤2)进行下一个待拆除模块的拆除直至全部模块拆除完毕。优选

的，此处可选择与待拆除模块相邻的模块作为下一个待拆除模块，便于各模块向同一方向

倒塌。

[0049] 其中，第一设定高度和第二设定高度均可采用1.2m。第一设定高度和第二设定高

度可根据现场情况以及气割人员的身高来确定。

[0050]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全部模块的倒塌方向均相同，更利于提高施工效率，也使

得倒塌时施工人员始终向倒塌反方向撤离，安全性更好。

[0051]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也可使得两端模块分别向相反方向倒塌。

[0052] 另外，在进行步骤1)之前还要进行以下步骤：

[0053] S1)对所述厂房进行排危处理，以确保拆除环境安全；

[0054] 对厂房进行排危处理的方法为：清理脱硫灰、生石灰和灰渣，并封堵能源介质管

道，电气电缆全部停电验电。

[0055] 清理脱硫灰、生石灰和灰渣的方法为：清理人员先从上层向下清理脱硫灰、生石灰

及灰渣等混合物，然后使用高压水从上层向下层冲洗厂房壁板、设备管道及楼板等，以避免

厂房拆除时扬尘危害；在用水冲洗厂房的过程中，脱硫灰粘水极容易打滑，清理人员必须挂

上双扣安全带，口罩等劳防用品，以防止摔跌、皮肤过敏及灰尘进入呼吸系统；厂房冲洗污

水需储存于沉淀池，经净化后运行外排；脱硫灰、生石灰及灰渣清理干净，并且管道、楼层面

及楼梯等处清理干净，其踩踏面干燥不打滑后，才允许进场拆除作业。

[0056] S2)拆除进口烟道、出口烟道及烟道附属设备；

[0057] 其中，烟道附属设备包括引风机。

[0058] S3)拆除脱硫设备；

[0059] 其中，脱硫设备包括脱硫灰仓15、生石灰仓16、循环灰仓和脱硫塔14；

[0060] 拆除脱硫设备时，先拆除脱硫灰仓15、生石灰仓16和循环灰仓，再拆除脱硫塔14及

其附属设备。

[0061] 拆除脱硫塔14及其附属设备的具体方法为：吊装拆除脱硫塔顶板，再借助脱硫塔

14内安装的直爬梯和吊盘平台拆除脱硫塔方形段、脱硫塔顶部侧向烟道、脱硫塔直筒段等，

同时拆除地面附属设备，如布袋清灰机；

[0062] 拆除脱硫设备后，还要将模块预设倒塌方向的周边障碍物清理干净，防止厂房倒

塌于地面时构件翻滚和飞溅，从而为厂房拆除创造条件。

[0063] S4)拆除除尘设备。除尘设备主要包括喷雾装置、顶罐和布袋笼。

[0064] 拆除除尘设备时，先吊装拆除布袋除尘跨(定义为第一跨和第二跨)顶板上的顶

罐、旋转喷雾装置及管道、顶部出口管道方形段等；再拆除布袋除尘器13的防雨顶盖钢板，

环形气割布袋笼的气密顶盖，然后吊装拆除布袋笼至地面。

[0065] 下面通过以下烧结干法脱硫厂房来具体说明以上拆除方法：

[0066] 一种烧结干法脱硫厂房，为多层轻钢结构全封闭式厂房。该厂房内外安装有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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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吸收塔系统、脱硫除尘器系统、吸收剂制备及供应系统、脱硫灰再循环及排放系统、工

艺水系统、以及电气仪控系统等。

[0067] 其中脱硫塔14的标高达58.9m，直径约10m；脱硫主厂房顶部设置有8套布袋除尘器

13，标高达50m；立柱8采用300×300的H型钢，柱间横梁7采用250×250的H型钢，柱间剪刀撑

采用Φ100的钢管；H型钢包括腹板81和翼缘板82。拆除的具体步骤为：

[0068] 1)如图1-图2所示，将厂房从左到右(水平方向)气割分离为三个模块，气割分离线

6的位置如图所示，分别为第一模块1、第二模块2和第三模块3，每个模块均包括依次排列的

两列立柱，每列立柱由6根立柱组成，相邻两列立柱之间设置有多排柱间支撑梁(横梁7和剪

刀撑)，每列立柱的相邻两个立柱8之间也设置有柱间支撑梁；

[0069] 将厂房从左到右气割分离为三个模块时，可借助直爬梯或吊笼爬梯，并佩戴防坠

器、安全带等将一个模块的横梁、平台栏杆、墙皮及顶板等与相邻模块实现从上向下气割分

离；

[0070] 其中，各列立柱8分别编号为A列、B列、D列、E列、F列；每列立柱的6根立柱分别编号

为①、②、③、④、⑤、⑥。

[0071] 2)选择第一模块1作为待拆除模块；

[0072] 3)将第一模块1中位于第一设定高度以下的横梁7和剪刀撑都割除，以使得第一模

块1在第一设定高度以下仅以立柱8相支撑。

[0073] 4)在第二设定高度处，通过气割方式割断第一模块1的A列立柱中的②、④和⑤号

立柱，以及割断B列立柱中的②和⑤号立柱，以使得A列立柱的失稳可能性大于B列。

[0074] 5)将第一模块1中A列立柱定义为牵引立柱组，如图1所示，将牵引立柱组中还未割

断的①、③和⑥号立柱均通过钢丝绳5与挖掘机11相连接；

[0075] 6)先将第一模块1的未割断的立柱位于第二设定高度以下的翼缘板82全部割除，

也即将A列的①、③和⑥号立柱以及B列的①、③、④和⑥号立柱上位于第二设定高度(1.2m)

以下的部分翼缘板82割除，使得第一模块1的A列的①、③和⑥号立柱以及B列的①、③、④和

⑥号立柱在第二设定高度附近有一部分仅以腹板81支撑，然后气割人员12再将牵引立柱组

中A列的①、③和⑥号立柱上仅以腹板81支撑的部分通过气割枪9割断(沿水平方向割断)，

使得第一模块1进一步趋于失稳，同时通过挖掘机11牵拉钢丝绳5，使得第一模块1的重心发

生偏移直至A列立柱发生失稳而倒塌，A列立柱倒塌的同时会带动B列立柱随之倒塌，从而使

得整个第一模块1沿预设倒塌方向而倒塌至地面4；

[0076] 该过程中A列的①、③和⑥号立柱在割断的同时辅以钢丝绳5的拉力，能够增大对

第一模块1的施力，使得第一模块1更快、更好地发生失稳。

[0077] 5)采用液压剪刀机或人工气割方式将倒塌至地面4的第一模块1进行分解，并利用

夹钳机将分解后的第一模块1装车并外运。至此，就完成了一个模块的拆除。

[0078] 同样的,按照上述方法，依次完成第二模块2和第三模块3的拆除。第一模块1、第二

模块2和第三模块3均向同一方向倒塌。

[0079] 上述过程通过将烧结脱硫厂房进行模块化气割，分离成三个独立的模块；并对模

块立柱进行分步气割，使模块逐步失稳，再借助挖掘机11的牵拉力，使模块的重心偏离其原

有区域，从而最终促使模块倒塌于地面。该方案相比较现有技术中通过搭设脚手架而从上

到下拆除厂房的方案，节省了15天工期、15～20个150t履带吊台班、200～300个工人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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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措施用料；整个施工过程安全受控，大幅度的缩短了工期，加快了进度，具有较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0080] 本实施例在水平方向对厂房进行模块化分离，并通过先割断模块中各列立柱的柱

间支撑梁、再割断各列立柱的一部分立柱，再割断该模块中剩余立柱的部分翼缘板，然后再

在牵引立柱的剩余立柱中将仅以腹板支撑的部分予以割断，并牵拉钢丝绳5，使得该模块逐

渐失稳，最终使得该模块重心偏移出模块的原有区域而倒塌，操作简单、无需搭拆脚手架，

缩短了工期、提高了施工效率、节省了措施用料、降低了施工成本和安全风险系数。本实施

例充分利用拆除物重力，将其放倒于地面，更利于减少高空作业和吊装拆除安全隐患，降低

拆除安全风险。另外，本实施例是在模块倒塌至地面后再进行气割分解或机械拆除，相较于

现有技术中采用“安装逆顺序”拆除工艺并采用分层解体、逐层逐构件吊装拆除的方式，更

加容易操作，拆除时间更短。

[0081] 本实施例的拆除方法也可用于跨度不大的重钢结构单层厂房的拆除施工，例如行

车梁的工业厂房。

[0082]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发明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8894534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10

CN 108894534 B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1

CN 108894534 B

1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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