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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
涂料及其制造方法，
该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
料由三个部分组成，
即真石基质、
光电独立组份、
荧光胶粘组份 ；
其中荧光胶粘组份具体为重晶
石、
泻盐、
磷酸锂、
硝酸铜、
甲基丙烯酸甲酯、
偶氮
二异丁腈、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硬脂酸、
甲基丙烯
酸单体份反应获得的胶体；
光电独立组份是由金
属钠、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2-溴溴苄、氢氧化
钠、
氯化亚砜、
铅粉、
锡粉反应后构建成的光热转
换弥散体；
真石基质为以石英砂、伊士曼C-12成
膜助剂构筑的真石底材。
本发明环保、
耐侯、
具有
吸热阻热功能、具有荧光装饰效果、具有光电转
换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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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原材料准备
①原材料准备：
按重量份准备重晶石5 .5份-6 .5份、泻盐5份-6份、
磷酸锂0 .3份-0 .5份、
硝酸铜0 .5份-0 .7份、
甲基丙烯酸甲酯50份-60份、偶氮二异丁腈0 .1份-0 .2份、锡粉10份-12
份、邻苯二甲酸二丁酯5份-6份、硬脂酸1份-1 .2份、
甲基丙烯酸单体0 .5份-0 .8份、金属钠
0 .8份-0 .9份、
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7份-8份、2-溴溴苄7份-8份、
氢氧化钠5份-6份、
氯化亚
砜2 .5份-2 .8份、
铅粉3份-4份、
石英砂75份-80份、
伊士曼C-12成膜助剂0 .4份-0 .6份；
②辅材准备：
准备足量乙醇、足量乙酸乙酯、足量去离子水、足量溶质质量分数20％的
盐酸水溶液、
足量饱和氯化钠水溶液、
足量N ,N-二甲基甲酰胺；
2)荧光混合胶体制造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重晶石、泻盐、
磷酸锂、硝酸铜研磨成1200目-1600目的粉末，
然后混合均匀，
获得荧光物料；
②将步骤①获得的荧光物料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偶氮二异丁腈、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硬脂酸、
甲基丙烯酸单体混合并搅拌均匀，
然后升温至93℃-98℃，
预聚
10min-12min，
获得混合预聚体；
③将步骤②准备的混合预聚体置于水浴中保温至50℃-53℃，
保温11h-12h，
然后再升
温至100℃保温60min-80min，
再以0 .3℃/min-0 .5℃/min的降温速率降至室温，
将降至室温
的反应液喷雾干燥成胶粒，
即获得所需荧光混合胶体；
3)光热感应液制造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金属钠投入其质量30倍-40倍的乙醇中，
搅拌至全溶，
获得混
液A；
②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与其体积1 .2倍-1 .3倍的乙醇混配均
匀，
获得混液B；
③将步骤②获得的混液B通过恒压漏斗缓慢滴加到步骤①获得的混液A中，
搅拌12min15min，
获得混液C；
④在步骤③获得的混液C中缓慢加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2-溴溴苄，
升温至92℃-95
℃，
稳定回流至反应完全，
冷却至室温，
获得内有固含物的混液D；
⑤滤除步骤④获得的混液D中的固含物，
将获得的溶液采用足量乙酸乙酯洗涤旋蒸萃
取3次-5次，
得无色液体；
⑥将步骤⑤获得的无色液体溶于其体积5倍-8倍的乙醇中，
将与无色液体体积相等的
去离子水和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氢氧化钠均匀加入无色液体与乙醇的混合液中，
加热至沸
腾，
回流至反应完全后冷却至室温，
旋蒸去除溶剂后，
加入原无色液体体积10％的去离子
水，
然后采用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盐酸水溶液调节PH至1-1 .5，
在0℃-5℃环境下保持18h20h，
然后旋蒸至完全干燥，
获白色固体；
⑦将步骤⑥获得的白色固体溶于其质量2倍的N ,N-二甲基甲酰胺中，
加热至135℃-140
℃，
保持2 .5h-3h，
旋蒸去除N ,N-二甲基甲酰胺，
剩余物采用乙酸乙酯萃取，
再采用阶段1)步
骤②准备的饱和氯化钠水溶液洗涤至PH稳定，
旋蒸干燥完全后滤除固含物，
获得浅黄色油
状液体；
⑧在浅黄色油状液体中混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氯化亚砜，加热至42℃-45℃，
反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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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14h，
对反应液进行减压蒸馏处理，
截取蒸馏温度120℃-124℃的组份，
该组份是黄色液
体，
在获得的黄色液体中混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铅粉，
然后搅拌均匀，
该混合有铅粉的黄
色液体即为所需光热感应液；
4)涂料制造
①将阶段1)步骤1准备的锡粉、
石英砂与阶段2)获得的荧光混合胶体、
阶段3)获得的光
热感应液混合并搅拌均匀，
将获得的混合物升温至55℃-60℃，
保持30min-40min，
获得初步
反应物，
维持保温；
②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伊士曼C-12成膜助剂混入步骤①获得的初步反应物中，
搅拌
均匀并继续保温20min-25min，
获得糊化反应物；
③待步骤②获得的糊化反应物降至室温后，
在其内注入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去离子水
2
2
至糊化反应物运动粘度降至35mm /s-38mm /s，
该获得物即为所需耐磨环保复合轻质真石漆
涂料。
2 .一种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
其特征在于：
该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由三
个部分组成，
即真石基质、光电独立组份、荧光胶粘组份；
其中荧光胶粘组份具体为重晶石
5 .5份-6 .5份、泻盐5份-6份、磷酸锂0 .3份-0 .5份、硝酸铜0 .5份-0 .7份、
甲基丙烯酸甲酯50
份-60份、偶氮二异丁腈0 .1份-0 .2份、邻苯二甲酸二丁酯5份-6份、
硬脂酸1份-1 .2份、
甲基
丙烯酸单体0 .5份-0 .8份反应获得的胶体；
光电独立组份是由金属钠0 .8份-0 .9份、
二甲基
丙二酸二乙酯7份-8份、
2-溴溴苄7份-8份、
氢氧化钠5份-6份、
氯化亚砜2 .5份-2 .8份、
铅粉3
份-4份、锡粉10份-12份反应后构建成的光热转换弥散体；
真石基质为以石英砂75份-80份、
伊士曼C-12成膜助剂0 .4份-0 .6份构筑的真石底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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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外墙涂料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及其制
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外墙涂料，
一般仅具有表面防护功能和装饰功能，
浪费了极大的建
筑物外表面积，
浪费了较多的光、
热能量，
同时由于外墙用涂料销费者关注度不高，
开发商
为节约成本，
多含有苯、
醛类受热挥发性毒性成份，
即不环保、
又不耐侯。
[0003] 因此，
市面上急需一种环保、
耐侯、
具有吸热阻热功能、
具有荧光装饰效果、
具有光
电转换基础能力的外墙涂料。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环保、
耐侯、具有吸热阻热功能、具有荧光装饰效果、具有光
电转换基础能力的外墙涂料。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
的制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原材料准备
[0007] ①原材料准备：
按重量份准备重晶石5 .5份-6 .5份、泻盐5份-6份、磷酸锂0 .3份0 .5份、硝酸铜0 .5份-0 .7份、
甲基丙烯酸甲酯50份-60份、偶氮二异丁腈0 .1份-0 .2份、锡粉
10份-12份、邻苯二甲酸二丁酯5份-6份、
硬脂酸1份-1 .2份、
甲基丙烯酸单体0 .5份-0 .8份、
金属钠0 .8份-0 .9份、
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7份-8份、2-溴溴苄7份-8份、
氢氧化钠5份-6份、
氯化亚砜2 .5份-2 .8份、铅粉3份-4份、石英砂75份-80份、伊士曼C-12成膜助剂0 .4份-0 .6
份；
[0008] ②辅材准备 ：
准备足量乙醇、足量乙酸乙酯、足量去离子水、足量溶质质量分数
20％的盐酸水溶液、
足量饱和氯化钠水溶液、
足量N ,N-二甲基甲酰胺；
[0009] 2)荧光混合胶体制造
[0010]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重晶石、
泻盐、磷酸锂、硝酸铜研磨成1200目-1600目的
粉末，
然后混合均匀，
获得荧光物料；
[0011] ②将步骤①获得的荧光物料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
偶氮二异丁
腈、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硬脂酸、
甲基丙烯酸单体混合并搅拌均匀，
然后升温至93℃-98℃，
预聚10min-12min，
获得混合预聚体；
[0012] ③将步骤②准备的混合预聚体置于水浴中保温至50℃-53℃，
保温11h-12h，
然后
再升温至100℃保温60min-80min，
再以0 .3℃/min-0 .5℃/min的降温速率降至室温，
将降至
室温的反应液喷雾干燥成胶粒，
即获得所需荧光混合胶体；
[0013] 3)光热感应液制造
[0014]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金属钠投入其质量30倍-40倍的乙醇中，
搅拌至全溶，
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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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混液A；
[0015] ②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与其体积1 .2倍-1 .3倍的乙醇混配
均匀，
获得混液B；
[0016] ③将步骤②获得的混液B通过恒压漏斗缓慢滴加到步骤①获得的混液A中 ，
搅拌
12min-15min，
获得混液C；
[0017] ④在步骤③获得的混液C中缓慢加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2-溴溴苄，
升温至92℃95℃，
稳定回流至反应完全，
冷却至室温，
获得内有固含物的混液D；
[0018] ⑤滤除步骤④获得的混液D中的固含物，
将获得的溶液采用足量乙酸乙酯洗涤旋
蒸萃取3次-5次，
得无色液体；
[0019] ⑥将步骤⑤获得的无色液体溶于其体积5倍-8倍的乙醇中，
将与无色液体体积相
等的去离子水和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氢氧化钠均匀加入无色液体与乙醇的混合液中，
加热
至沸腾，
回流至反应完全后冷却至室温，
旋蒸去除溶剂后，
加入原无色液体体积10％的去离
子水，
然后采用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盐酸水溶液调节PH至1-1 .5，
在0℃-5℃环境下保持
18h-20h，
然后旋蒸至完全干燥，
获白色固体；
[0020] ⑦将步骤⑥获得的白色固体溶于其质量2倍的N ,N-二甲基甲酰胺中，
加热至135
℃-140℃，
保持2 .5h-3h，
旋蒸去除N ,N-二甲基甲酰胺，
剩余物采用乙酸乙酯萃取，
再采用阶
段1)步骤②准备的饱和氯化钠水溶液洗涤至PH稳定，
旋蒸干燥完全后滤除固含物，
获得浅
黄色油状液体；
[0021] ⑧在浅黄色油状液体中混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氯化亚砜，
加热至42℃-45℃，
反
应13h-14h，
对反应液进行减压蒸馏处理，
截取蒸馏温度120℃-124℃的组份，
该组份是黄色
液体，
在获得的黄色液体中混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铅粉，
然后搅拌均匀，
该混合有铅粉的
黄色液体即为所需光热感应液；
[0022] 4)涂料制造
[0023] ①将阶段1)步骤1准备的锡粉、
石英砂与阶段2)获得的荧光混合胶体、
阶段3)获得
的光热感应液混合并搅拌均匀，
将获得的混合物升温至55℃-60℃，
保持30min-40min，
获得
初步反应物，
维持保温；
[0024] ②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伊士曼C-12成膜助剂混入步骤①获得的初步反应物中，
搅拌均匀并继续保温20min-25min，
获得糊化反应物；
[0025] ③待步骤②获得的糊化反应物降至室温后，
在其内注入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去离
2
2
子水至糊化反应物运动粘度降至35mm /s-38mm /s，
该获得物即为所需耐磨环保复合轻质真
石漆涂料。
[0026] 一种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
该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由三个部分组
成，
即真石基质、
光电独立组份、
荧光胶粘组份；
其中荧光胶粘组份具体为重晶石5 .5份-6 .5
份、泻盐5份-6份、
磷酸锂0 .3份-0 .5份、硝酸铜0 .5份-0 .7份、
甲基丙烯酸甲酯50份-60份、偶
氮二异丁腈0 .1份-0 .2份、邻苯二甲酸二丁酯5份-6份、硬脂酸1份-1 .2份、
甲基丙烯酸单体
0 .5份-0 .8份反应获得的胶体；
光电独立组份是由金属钠0 .8份-0 .9份、
二甲基丙二酸二乙
酯7份-8份、2-溴溴苄7份-8份、
氢氧化钠5份-6份、
氯化亚砜2 .5份-2 .8份、
铅粉3份-4份、锡
粉10份-12份反应后构建成的光热转换弥散体；
真石基质为以石英砂75份-80份、伊士曼C12成膜助剂0 .4份-0 .6份构筑的真石底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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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发明的完整使用方法为在墙面刷涂导电底漆，
然后刷涂本涂料，
再在本涂料表
面设置导电结构，
导电结构与导电底漆分为正负极，
辅以电能存储装置，
可以负载建筑物内
的应急照明装置，
当然，
是负载不了大的载荷的。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通过在过于硬质的聚合胶体及真石
基材中掺入部分电热感应液，
一是软化了涂料本质并改善了涂覆性能，
二是获得了微弱的
光热电转换能力，
既消耗了阳光的能量(吸收热量产生电能)达到阻热降温的目的，
又收获
了一定可用能量，
三是为荧光材料的亮度激发再提供一部分残余能量。(2)本发明作为基体
的真石涂料与现有技术相较没有添加胶粘剂或除成膜助剂外的其它任何添加剂，
因此更加
环保，
当然没有功能助剂存在的真石成份是无法固化在建筑物表面的，
因此本发明添加了
内部固化有荧光成份的未完全聚合的、还保留一部分活性的、未终止聚合反应的半成品
PMMA，
这样的材料在紫化线的作用下才会加速固化，
正好弥补了本发明因未使用助剂结合
力和强度较低的短板，
获得与常规真石漆相当的墙面结合力及远高于现有真石漆的表面硬
度，
更加耐磨。(3)PMMA的耐侯性好但耐氧性差，
荧光材料的耐氧性好但耐水性差、
光电转换
材料的耐水耐氧性好但耐侯性差(主要是耐酸性差) ，
辅以真石基材，
本发明相互补短，
获得
了整体性能尚可的涂料，
但除了耐侯性优于现有技术外，
本发明确实存在着耐高温性能差
(实测在65℃下仅能保持24h即开始缓慢变质，
50℃下试验1000h无明显变化)、
耐酸性能差
的缺陷(因此本发明不能适用于空气污染较重、
酸雨较多的区域)。(4)本发明的荧光粉都是
价格较低廉的矿物质粉，
白天阳光充足时能吸收波长较长的光波(波长900nm-1500nm的光
波) ，
消耗部分光能，
实现轻微降温的技术目的，
晚上会散发微微红光，
星星闪闪地具有明显
的装饰效果。
因而本发明具有环保、
耐侯、
具有吸热阻热功能、
具有荧光装饰效果、
具有光电
转换基础能力的特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
该吸热光电转换荧光外墙涂料由三个部分组
成，
即真石基质、光电独立组份、荧光胶粘组份；
其中荧光胶粘组份具体为重晶石、泻盐、磷
酸锂、硝酸铜、
甲基丙烯酸甲酯、偶氮二异丁腈、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硬脂酸、
甲基丙烯酸单
体份反应获得的胶体；
光电独立组份是由金属钠、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2-溴溴苄、
氢氧化
钠、
氯化亚砜、
铅粉、锡粉反应后构建成的光热转换弥散体；
真石基质为以石英砂、
伊士曼C12成膜助剂构筑的真石底材；
[0031] 上述外墙涂料的制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32] 1)原材料准备
[0033] ①原材料准备：
按重量份准备重晶石6 .2kg、泻盐5 .6kg、磷酸锂0 .35kg、硝酸铜
0 .57kg、
甲基丙烯酸甲酯54kg、偶氮二异丁腈0 .18kg、锡粉11kg、邻苯二甲酸二丁酯5 .4kg、
硬脂酸1 .2kg、
甲基丙烯酸单体0 .7kg、
金属钠0 .8kg、
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7 .8kg、2-溴溴苄
7 .4kg、氢氧化钠5 .6kg、氯化亚砜2 .7kg、铅粉3 .8kg、石英砂78kg、伊士曼C-12成膜助剂
0 .5kg；
[0034] ②辅材准备 ：
准备足量乙醇、足量乙酸乙酯、足量去离子水、足量溶质质量分数
20％的盐酸水溶液、
足量饱和氯化钠水溶液、
足量N ,N-二甲基甲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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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荧光混合胶体制造
[0036]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重晶石、
泻盐、磷酸锂、硝酸铜研磨成1200目-1600目的
粉末，
然后混合均匀，
获得荧光物料；
[0037] ②将步骤①获得的荧光物料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甲基丙烯酸甲酯、
偶氮二异丁
腈、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硬脂酸、
甲基丙烯酸单体混合并搅拌均匀，
然后升温至93℃-98℃，
预聚10min-12min，
获得混合预聚体；
[0038] ③将步骤②准备的混合预聚体置于水浴中保温至50℃-53℃，
保温11h-12h，
然后
再升温至100℃保温60min-80min，
再以0 .3℃/min-0 .5℃/min的降温速率降至室温，
将降至
室温的反应液喷雾干燥成胶粒，
即获得所需荧光混合胶体；
[0039] 3)光热感应液制造
[0040]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金属钠投入其质量30倍-40倍的乙醇中，
搅拌至全溶，
获
得混液A；
[0041] ②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与其体积1 .2倍-1 .3倍的乙醇混配
均匀，
获得混液B；
[0042] ③将步骤②获得的混液B通过恒压漏斗缓慢滴加到步骤①获得的混液A中 ，
搅拌
12min-15min，
获得混液C；
[0043] ④在步骤③获得的混液C中缓慢加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2-溴溴苄，
升温至92℃95℃，
稳定回流至反应完全，
冷却至室温，
获得内有固含物的混液D；
[0044] ⑤滤除步骤④获得的混液D中的固含物，
将获得的溶液采用足量乙酸乙酯洗涤旋
蒸萃取3次-5次，
得无色液体；
[0045] ⑥将步骤⑤获得的无色液体溶于其体积5倍-8倍的乙醇中，
将与无色液体体积相
等的去离子水和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氢氧化钠均匀加入无色液体与乙醇的混合液中，
加热
至沸腾，
回流至反应完全后冷却至室温，
旋蒸去除溶剂后，
加入原无色液体体积10％的去离
子水，
然后采用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盐酸水溶液调节PH至1-1 .5，
在0℃-5℃环境下保持
18h-20h，
然后旋蒸至完全干燥，
获白色固体；
[0046] ⑦将步骤⑥获得的白色固体溶于其质量2倍的N ,N-二甲基甲酰胺中，
加热至135
℃-140℃，
保持2 .5h-3h，
旋蒸去除N ,N-二甲基甲酰胺，
剩余物采用乙酸乙酯萃取，
再采用阶
段1)步骤②准备的饱和氯化钠水溶液洗涤至PH稳定，
旋蒸干燥完全后滤除固含物，
获得浅
黄色油状液体；
[0047] ⑧在浅黄色油状液体中混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氯化亚砜，
加热至42℃-45℃，
反
应13h-14h，
对反应液进行减压蒸馏处理，
截取蒸馏温度120℃-124℃的组份，
该组份是黄色
液体，
在获得的黄色液体中混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铅粉，
然后搅拌均匀，
该混合有铅粉的
黄色液体即为所需光热感应液；
[0048] 4)涂料制造
[0049] ①将阶段1)步骤1准备的锡粉、
石英砂与阶段2)获得的荧光混合胶体、
阶段3)获得
的光热感应液混合并搅拌均匀，
将获得的混合物升温至55℃-60℃，
保持30min-40min，
获得
初步反应物，
维持保温；
[0050] ②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伊士曼C-12成膜助剂混入步骤①获得的初步反应物中，
搅拌均匀并继续保温20min-25min，
获得糊化反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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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待步骤②获得的糊化反应物降至室温后，
在其内注入阶段1)步骤②准备的去离
2
2
子水至糊化反应物运动粘度降至35mm /s-38mm /s，
该获得物即为所需耐磨环保复合轻质真
石漆涂料。
[0052] 本发明的结合力级别按GB/T9286-1998检测为1-2级，
固化后表面硬度2 .5H-4H，
光
电转换效率2 .3％-3 .1％，
在30℃户外环境下，
能降低4℃-5℃室内温度，
晚上能散发微弱红
光，
在无酸、25℃条件下进行加速试验测试可保证20年机械性能下降不高于5％、墙面结合
力下降不高于8％，
因结构致密不惧中性雨水，
下同。
[0053] 实施例2：
[0054] 整体与实施例1一致，
差异之处在于：
[0055] 上述外墙涂料的制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56] 1)原材料准备
[0057] ①原材料准备：
按重量份准备重晶石5 .5kg、泻盐5kg、
磷酸锂0 .3kg、硝酸铜0 .5kg、
甲基丙烯酸甲酯50kg、偶氮二异丁腈0 .1kg、锡粉12kg、邻苯二甲酸二丁酯5kg、
硬脂酸1kg、
甲基丙烯酸单体0 .5kg、金属钠0 .9kg、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8kg、2-溴溴苄8kg、氢氧化钠
6kg、
氯化亚砜2 .8kg、
铅粉4kg、
石英砂80kg、
伊士曼C-12成膜助剂0 .6kg；
[0058] 实施例3：
[0059] 整体与实施例1一致，
差异之处在于：
[0060] 上述外墙涂料的制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61] 1)原材料准备
[0062] ①原材料准备：
按重量份准备重晶石6 .5kg、泻盐6kg、
磷酸锂0 .5kg、硝酸铜0 .7kg、
甲基丙烯酸甲酯60kg、偶氮二异丁腈0 .2kg、锡粉10kg、邻苯二甲酸二丁酯6kg、硬脂酸
1 .2kg、
甲基丙烯酸单体0 .8kg、
金属钠0 .8kg、
二甲基丙二酸二乙酯7kg、2-溴溴苄7kg、
氢氧
化钠5kg、
氯化亚砜2 .5kg、
铅粉3kg、
石英砂75kg、
伊士曼C-12成膜助剂0 .4kg；
[0063]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
仅为了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
发明。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中所
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
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
因此，
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
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
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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