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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环保领域，公开了一种竖式无动

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及方法，由负压低温快

速蒸发技术、生物高温发酵直接干燥技术、热气

间接干燥技术三者协同构建，采用无动力螺旋搅

拌方式，将带螺旋轴的楔形网筒设置在生物干化

装置的处理腔内，对干化发酵污泥实施连续或间

隙式螺旋式从下向上的输送搅拌；通过负压降低

水分蒸发温度，并吸入热风导入生物干化装置，

在负压和热风加热的基础上，能将生物发酵模式

快速导入对数增长期和稳定期，产生的热量直接

用于污泥的水分蒸发，减少加热成本，发酵、蒸发

污泥产生的臭气，经过真空抽吸，不会逸散出来。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10671923 A

2020.01.10

CN
 1
10
67
19
23
 A



1.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竖式设置的干化装置主

体和搅拌装置；

所述干化装置主体上部呈筒形，底部呈锥形，筒顶部设有盖板，盖板下部设有上轴承

套，盖板上设有进料口和真空口，在底部的最下端设有出料管、排液口，在底部的中部设有

进气管；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固体输送泵、进料管、回流管；所述螺旋无动

力输送装置包括筒体、螺旋搅拌轴，螺旋搅拌轴上设置有等间距螺旋叶片，螺旋搅拌轴位于

筒体内，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垂直安放于干化装置主体内，筒体顶部不与盖板接触，筒体底

部设有下轴承套，下轴承套通过辐条与筒体底部固定连接，螺旋搅拌轴顶部套在上轴承套

中，螺旋搅拌轴底部套在下轴承套中；在干化装置主体底部设有回流管；固体输送泵进口与

回流管出口连接，进料管一端连接固体输送泵出口，进料管另一端由干化装置主体底部垂

直向上进入与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筒体底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

旋搅拌轴上下顶端均为截头圆锥形，与上、下轴承套之间的间隙为0.5～1.0mm，并且螺旋搅

拌轴能在上轴承套与下轴承套之间上下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筒

体直径为干化装置主体直径的1/3～1/5，在进料管与筒体底部之间设有直径与筒体一致的

圆柱储存内筒，圆柱储存内筒两端通过法兰分别与进料管和筒体底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筒

体由两个半圆柱状的筒体固定成一体；筒体上部安装有污泥粉碎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回流管与固体输送泵之间设有破桥污泥储仓，破桥污泥储仓中设有打碎铰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气管为多孔管，进气管伸入干化装置主体内部，多孔管的气孔孔径为2～10mm，分布在管道

的两侧，与水平呈现30～45°的夹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

旋搅拌轴为中空设置，螺旋搅拌轴的底部与进气管活动连接，螺旋搅拌轴的顶部密封，螺旋

搅拌轴上开有若干气孔，气孔孔径为2～10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

旋无动力输送装置并列设置1-3套，连接的固体输送泵共用一台或者每套螺旋无动力输送

装置独立连接一台固体输送泵。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其特征在于，还设有

控制器、温差计、pH计、温度计、湿度计、真空计，温差计测量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出口与回

流管进口之间的温差，pH计测量真空口尾气的pH值，温度计测量干化装置内部的发酵温度，

湿度计测量干化装置内的空气湿度，真空计测量干化装置内的真空度；温差计、pH计、温度

计、湿度计、真空计将读数传递至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固体输送泵的转速、出料管的出料速

度、进气管的进风量、真空口的抽气量。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种所述的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671923 A

2



1)通过进料口投入含水率70～80％，有机物含量＞40％的脱水污泥，添加好氧/兼性高

温发酵微生物进行生物；

2)开启真空口，控制生物干化装置内的负压值为0.02～0.098Mpa；

3)打开进气管，控制进气量保证生物干化装置内的负压值为0.02～0.098Mpa；污泥内

部的发酵温度控制在45℃～65℃范围；

4)开启固体输送泵，输送污泥至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中，推动螺旋搅拌轴旋转，控制固

体输送泵输送量，使污泥物料经过筒体的时间为20分～60分，螺旋搅拌轴输送压力约为0.5

～1.5×105kPa；

5)当生物干化装置内空气湿度小于40％，并保持10min，关闭固体输送泵，开启出料管

出料，完成污泥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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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2015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量达16065万m3/日，按照0.8‰的比例估算，全国的污泥

(含水率80％)产量约4691万吨，具有有机质含量和热值相对较低等泥质特点。目前很多企

业针对如何再更多地降低污泥中含水率开发了很多技术和装备，如高压板框压滤技术、热

泵技术、薄层热干化技术、回转窑炉干化技术等，这些技术仅仅实现了污泥的减量化目的；

也有很多北京地区的企业基于上述高效脱水技术基础上，将高效脱水+生物堆肥协同实现

资源化，出来的产品作为有机肥回归北京周边地区的园林改良材，但是在其他发达地区如

上海、广州、江浙一带，比较关注堆肥产品中存在的重金属和抗生素等问题，很多企业发酵

出的有机肥没有下游接收出路，在厂区内堆积成山已成隐患；然后针对堆肥产品中的重金

属和抗生素问题，污泥炭化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

[0003] 众所周知污泥炭化的前处理单元必定是干化，通过将污泥中含水率降低到<40％

来提高热值是最直接的手段，现有污泥干化技术有物理和生物两种方式。其中热能物理干

化手段相对堆肥发酵生物干化手段具有处理周期短缩的优势，但是反过来相对堆肥发酵干

化却存在能耗高劣势。

[0004] 如中国专利文献CA201058838Y公开的干燥系统，包括炉体、与炉体的进料口连接

的给料机，与炉体的出气口连接的喷淋塔。其中，炉体包括设置在炉体内的传动轴，设置在

传动轴外壁上并径向延伸的若干空心桨叶，通过向传动轴中通入高温气体对空心桨叶和炉

体外壁加热，使得炉体内形成高温环境。在对物料干燥过程中，物流处于炉体内壁、传动轴

以及桨叶外壁形成的腔体内，在传动轴的转动下，桨叶沿传动轴转动的方向搅拌物料，使得

物料在腔体内被翻动，并与桨叶外壁、传动轴外壁以及炉体内壁之间进行对流换热。但是，

上述干燥系统，在对物料干燥时，物料只靠与炉体壁面、桨叶外壁接触进行间接换热，使得

整个换热效率低，将物料干燥需要的热量更多；同时，桨叶只能在一个方向间接换热，使得

整个换热效率低，将物料干燥需要的热量更多；同时，桨叶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对物料进行搅

拌，使得物料只能在一个方向上运动，对于一些湿物料搅拌时，容易使得物料粘合在一起，

而对于一些大颗粒物料搅拌时，搅拌效果不好，导致物料干燥效率低、需要热量更多。

[0005] 中国专利文献CN  205228054  U提出一种真空干燥系统，包括炉体，炉体具有密封

性空腔、进料口、出料口以及第一出气口；将物料加入炉体的空腔内的给料装置，用于收集

炉体内干燥后的物料放入接料装置，与第一出气口连接的真空装置，用于对炉体内的物料

进行搅拌和粉碎的搅拌装置，以及给炉体和/或搅拌装置的壁面提供热量的加热装置，对物

料干燥时，搅拌装置在炉体内对物料进行多方向的搅拌和粉碎，增大物料与炉体内高温环

境的对流换热面积提高干燥效率。此外，在真空装置的作用下，炉体内呈负压状态，使得物

料中的水分在较低温度下就能够蒸发成气体，降低物料被干燥所需要的热量，使得整个干

燥系统的能耗低。但是，这干燥系统因为是卧式，针对处理规模大的项目因占地面积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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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搅拌动力能耗没有优势易被业主否定投资可行性，还存在臭气再处理稳定性担忧，尤

其针对氨的释放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导致工艺复杂且增加运行成本等问题的出现。

发明内容

[0006] 为克服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

置。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包括竖式设置的干化装置主体和搅拌装

置；所述干化装置主体上部呈筒形，底部呈锥形，筒顶部设有盖板，盖板下部设有上轴承套，

盖板上设有进料口和真空口，在底部的最下端设有出料管、排液口，在底部的中部设有进气

管；所述搅拌装置包括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固体输送泵、进料管、回流管；所述螺旋无动力

输送装置包括筒体、螺旋搅拌轴，螺旋搅拌轴上设置有等间距螺旋叶片，螺旋搅拌轴位于筒

体内，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垂直安放于干化装置主体内，筒体顶部不与盖板接触，筒体底部

设有下轴承套，下轴承套通过辐条与筒体底部固定连接，螺旋搅拌轴顶部套在上轴承套中，

螺旋搅拌轴底部套在下轴承套中；在干化装置主体底部设有回流管；固体输送泵进口与回

流管出口连接，进料管一端连接固体输送泵出口，进料管另一端由干化装置主体底部垂直

向上进入与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筒体底部连接。

[0009] 通过进料口投入含水率＜80％的脱水污泥或其它可以发酵的有机废弃物，其有机

物含量＞40％，如不能满足上述条件的污泥泥质，可根据实际情况就地取材定量补加如餐

厨垃圾、家禽粪、木屑等有机废弃物来满足要求；添加好氧/兼性高温发酵微生物进行生物

发酵，通过回流管、固体输送泵输送物料至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其螺旋搅拌轴的旋转不用

马达带动，而是由固体输送泵输送的干化污泥在推力和重力压力下得以启动中间螺旋轴搅

拌轴的自旋转，对干化发酵污泥实施连续或间隙式螺旋式从下向上的输送搅拌；螺旋搅拌

轴起到了污泥输送和搅拌的双重作用，具体如：可以将底部发酵污泥通过螺旋搅拌轴输送

出筒体顶部而重力跌落并覆盖至生物干化装置污泥层的上部，实现上下的均匀翻动混合。

另外在螺旋输送过程中在筒体内部将局部污泥进行小范围均化混合，这样确保了整个内部

发酵均匀，无死角、臭气不会逸散等。装置因为是竖式的，污泥生物干化停留时间短，约为3

～12h，因此可做成占地面积小的可搬式装置。在生物干化装置顶部设置真空口，直接与真

空泵连接构建成减压单元；由于含水污泥(如含水率80％-70％程度的污泥)在进料口连续

或间隙投入，进料口处由于物料的堆积形成密封状态从而与外界空气隔断。真空口连接气

液分离单元，气液分离单元直接与真空装置连接；利用真空泵吸引生物干化装置室内的空

气将其减压成比大气压低的负压状态，本发明优选生物干化装置内的负压值为0.02～

0.098Mpa，使水的沸点值下降为95℃～68℃，因为负压状态下污泥中含有的水分沸点变低，

在连续搅拌和输出干化过程中污泥中的水分不断快速从真空口排出，在气液分离单元内有

效分离成冷凝水和空气，生物干化产生的氨气溶于冷凝水中，排向尾气湿法处理装置；此时

污泥中的含水率大幅降低，可以协同生物发酵热直接干燥和物理回收热间接干燥达到目标

值＜40％，这样本发明的生物干化装置相对一般间歇或连续生物发酵干化装置更高效和小

型化。在负压状态的内部空间中连续注入少量空气，空气来源可以是常温空气，也可以为换

热所获得的热空气。空气高速渗入负压生物干化装置，随着高速气流生物干化装置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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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蒸气快速排出而使得污泥中的水分量大幅降低，促进污泥的快速干燥。本发明积极利用

生物发酵热，所涉及的生物发酵热是借用生物发酵堆肥获得生物热能原理，在上述负压条

件下的物理加热基础上，能将生物发酵模式快速导入对数增长期和稳定期，生物热能的产

生实现高效、持续、可控。生物干化装置上面设有盖板为了整个生物干化区为密封状态，可

以直接防止臭气的逸散。固体输送泵采用单轴螺杆泵。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螺旋搅拌轴上下顶端均为截头圆锥形，与上、下轴承套之间的间隙

为0.5～1.0mm，并且螺旋搅拌轴能在上轴承套与下轴承套之间上下移动。螺旋搅拌轴在工

作时是悬浮状态的，轴的顶部直接抵达生物干化装置盖板下的上轴承套中，轴承套与轴之

间的孔隙为0.5～1.0mm，防止轴承套与轴承的磨损，轴承套上固定20mm高度的不锈钢钢圈

形成一体，螺旋搅拌轴上下顶端均为截头圆锥形，能减少阻力；当轴不工作的情况下，轴整

体自由下降，下降幅度设置成50～150mm范围。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筒体直径为干化装置主体直径的1/3～1/5，在进料管与筒体底部之

间设有直径与筒体一致的圆柱储存内筒，圆柱储存内筒两端通过法兰分别与进料管和筒体

底部连接。方便折下检修。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筒体有两个半圆柱状的筒体固定成一体；筒体顶端安装有污泥粉碎

刀。筒可以是一体式圆柱体，为了方便折开检修或清扫方便可以优选两个半圆柱状的筒体

法兰翼附加垫片对称螺栓固定成一体。筒体使用楔形网卷压而成，楔形网优选三角型楔形

丝，丝径选择0.5～1.5mm范围，楔形网目数为25～75微米。

[0013] 筒体上部接近出料口200-500mm处的两个对立面均匀安装污泥粉碎刀，粉碎刀优

选弹簧钢做成的弹性体，但不限于此。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考虑杨氏模量和所用材料的强

度来确定尺寸和形状，例如厚度。在螺旋输送污泥的时候，对污泥进行物理切割形成污泥颗

粒粒径＜10mm的状态，为后续炭化省去物料粉碎前处理装置。

[0014] 进一步地在所述回流管与固体输送泵之间设有破桥污泥储仓，破桥污泥储仓中设

有打碎铰刀。为了防止污泥在干化过程中产生搭桥阻碍泵的输送，所以设置打碎铰刀，打碎

污泥，造成架桥坍塌，使上部污泥顺利下落，达到实现稳定进料的目的。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进气管为多孔管，多孔管的气孔孔径为2～10mm，分布在管道的两

侧，与水平呈现30°～45°的夹角。防止污泥进入气孔而堵塞气管。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螺旋搅拌轴为中空设置，螺旋搅拌轴的底部与进气管活动连接，螺

旋搅拌轴的顶部密封，螺旋搅拌轴上开有若干气孔，气孔孔径为2～10mm。在螺旋搅拌轴的

内部中空通道中通入60℃～70℃的换热空气进行对污泥内部间接物理加热，在负压条件下

的物理加热基础上，能将生物发酵模式快速导入对数增长期和稳定期，生物热能的产生时

间能实现高效持续可控。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并列设置1-3套，连接的固体输送泵共用一台

或者每套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独立配制的一台固体输送泵。如果要求生物干化处理量规模

大，则可以考虑在一座生物干化装置内部并列设置2～3套，反之就选择1套。

[0018] 进一步地还设有控制器、温差计、pH计、温度计、湿度计、真空计，温差计测量螺旋

无动力输送装置出口与回流管进口之间的温差，pH计测量真空口尾气的pH值，温度计测量

干化装置内部的发酵温度，湿度计测量干化装置内的空气湿度，真空计测量干化装置内的

真空度；温差计、pH计、温度计、湿度计、真空计将读数传递至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固体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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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转速、出料管的出料速度、进气管的进风量、真空口的抽气量。整个装置操作采用全自

动控制，通过在生物干化装置内部设置温差计来调节固体输送泵的转速，从而控制螺旋搅

拌轴的速度，使得生物干化装置内部物料温度均匀，一般筒体内污泥物料经过的时间为20

分～60分，螺旋轴输送压力约为0.5～1.5×105kPa；通过温度计来调节进气管阀门来调节

进来的空气量，一般干化装置污泥内部的发酵温度控制在45℃～65℃范围；通过湿度计来

调节真空泵转速，当湿度显示高值说明生物干化装置中物料含水率高，则开大真空泵转速

加快抽湿，湿度显示低值或适中可以维持真空泵一定的转速；通过真空计调节进气管阀门，

当真空度过低则减少空气阀门调小空气进来量，当真空度过高则反之；尾气检测pH＜6.5或

＞8.0则提示报警，并二级联动控制出料螺旋轴转速。

[0019] 进一步地提供了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通过进料口投入含水率70～80％，有机物含量＞40％的脱水污泥，添加好氧/兼

性高温发酵微生物进行生物；

[0021] 2)开启真空口，控制生物干化装置内的负压值为0.02～0.098Mpa；

[0022] 3)打开进气管，控制进气量保证生物干化装置内的负压值为0.02～0.098Mpa；污

泥内部的发酵温度控制在45℃～65℃范围；

[0023] 4)开启单螺杆泵，输送污泥至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中，推动螺旋搅拌轴旋转，控制

单螺杆泵输送量，使污泥物料经过筒体的时间为20分～60分，螺旋轴输送压力约为0.5～

1.5×105kPa；

[0024] 5)当生物干化装置内空气湿度小于40％，并保持10min，关闭单螺杆泵，开启出料

管出料，完成污泥干化。

[0025]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解决了常规生物堆肥发酵干化或

热风干化等能耗高、时间长、臭气逸散等诸多问题。能真正实现无燃料化高效快速干燥目

的，具备节能、占地面积小可搬动，维护管理简单、无臭气逸散等技术优势。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生物干化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筒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上轴承套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螺旋搅拌轴与轴承套位置细节图其中1.真空口，2.干化装置主体，3.回流

管，4.破桥污泥储仓，5.单螺杆泵，6.进料口，7.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8.进气管，9.螺旋出

料机，10.排液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实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所用的原料均为市售产品。

固体输送泵使用单螺杆泵5。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装置，包括竖式设置的干化装置主体2和搅拌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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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干化装置主体2上部呈圆筒形，圆筒顶部设有盖板，盖板下部设有上轴承套，

盖板上设有进料口6和真空口1，真空口1与真空装置连接；底部呈锥形，锥体角度设计为＜

45°，易促进污泥的滑落混合，在锥形底部设有出料管、排液口10，在锥形中部设有进气管8；

进气管8为多孔管，多孔管的气孔孔径为2～10mm，分布在管道的两侧，与水平呈现30°～45°

的夹角。

[0035]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7、单螺杆泵5、进料管、回流管3；所述螺旋

无动力输送装置7包括筒体、螺旋搅拌轴。螺旋搅拌轴上设置等间距螺旋叶片，螺旋叶片直

径一般控制在100～500mm、间距控制在100～200mm；螺旋搅拌轴位于筒体内，叶片与筒体的

间距孔隙确保在1～2mm范围以提供水份和气体流路。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7垂直安放于干

化装置主体2内，筒体顶部不与盖板接触，筒体底部设有下轴承套，下轴承套通过辐条与筒

体底部固定连接，螺旋搅拌轴顶部套在上轴承套中，螺旋搅拌轴底部套在下轴承套中；螺旋

搅拌轴上下顶端均为截头圆锥形，与上、下轴承套之间的间隙为0.5～1.0mm，并且螺旋搅拌

轴能在上轴承套与下轴承套之间上下移动50～150mm。筒体直径为干化装置主体2直径的1/

3～1/5，筒体优选三角型楔形丝制成的楔形网筒，丝径选择0.5～1.5mm，材质可以为不锈

钢，楔形网筒优选两个半圆柱状的楔形网筒法兰翼附加垫片对称螺栓固定成一体，楔形网

筒上部接近出料口200-500mm处的两个对立面均匀安装污泥粉碎刀，粉碎刀优选弹簧钢做

成的弹性体。在干化装置主体2底部设有回流管3，回流管3出口连接破桥污泥储仓4，破桥污

泥储仓4中设有打碎铰刀，破桥污泥储仓4出口连接单螺杆泵5进口，进料管一端连接单螺杆

泵5出口，进料管另一端由干化装置主体2底部垂直向上进入，与直径与筒体一致的圆柱储

存内筒法兰连接，圆柱储存内筒与楔形网筒底部法兰连接。螺旋搅拌轴为中空设置，螺旋搅

拌轴的底部与进气管8通过轴封和软管活动连接，螺旋搅拌轴的顶部密封，螺旋搅拌轴上开

有若干气孔，气孔孔径为2～10mm。

[0036] 一种竖式无动力螺旋搅拌生物干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通过进料口6投入含水率70～80％，有机物含量＞40％的脱水污泥，添加好氧/

兼性高温发酵微生物进行生物；

[0038] 2)开启真空口1，控制生物干化装置内的负压值为0.02～0.098Mpa；

[0039] 3)打开进气管8，控制进气量保证生物干化装置内的负压值为0.02～0.098Mpa；污

泥内部的发酵温度控制在45℃～65℃范围；

[0040] 4)开启单螺杆泵5，输送污泥至螺旋无动力输送装置7中，推动螺旋搅拌轴旋转，控

制单螺杆泵5输送量，使污泥物料经过筒体的时间为20分～60分，螺旋轴输送压力约为0.5

～1.5×105kPa；

[0041] 5)当生物干化装置内空气湿度小于40％，并保持10min，关闭单螺杆泵5，开启出料

管出料，完成污泥干化。

[0042] 本发明所述的生物干化装置操作采用全自动控制，通过在生物干化装置内部设置

温差计来调节单螺杆泵5的转速，从而控制螺旋搅拌轴的速度，使得生物干化装置内部物料

温度均匀，一般筒体内污泥物料经过的时间为20分～60分，螺旋搅拌轴输送压力约为0.5～

1.5×105kPa；通过温度计来调节进气管8阀门来调节进来的空气量，一般干化装置污泥内

部的发酵温度控制在45℃～65℃范围；通过湿度计来调节真空泵转速，当湿度显示高值说

明生物干化装置中物料含水率高，则开大真空泵转速加快抽湿，湿度显示低值或适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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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真空泵一定的转速；通过真空计调节进气管8阀门，当真空度过低则减少空气阀门调小

空气进来量，当真空度过高则反之；尾气检测pH＜6.5或＞8.0则提示报警，并二级联动控制

螺旋出料机9转速。

[0043] 本发明按照上述实施例进行了说明，应当理解，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定本

发明，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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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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