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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

(57)摘要

涉及医疗器械设备技术领域，是一种神经内

科中后期治疗、疗养恢复期间，兼顾保姆功能，自

行锻炼康复器械及其使用方法。本发明公开一种

脑中风、脑梗阻、脑出血、脑萎缩、脑神经受损、腿

肌无力、久病体弱，这类患者理疗、行走锻炼康复

器械。是组合体，上下两个单元，上单元为“自由”

行走康复锻炼，磁性理疗区并兼日常生活保姆功

能，患者在背辅式安心带保护下，在循环输送机

橡胶带上“自由”行走。足底穴位、反射区，微循环

血管、神经系统得到被动式烙、刺、捋，不同手段

磁性理疗。底层下单元为行驶平台，组合后可在

庭院、小广场、公园等生活区自由运动，行驶速度

同上单元，“自由”步行、锻炼、修养、理疗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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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其包括上单元和下单元，上下两单元为两

个不同功能的单体，且上下两单元可分解，上单元可单独使用；所述上单元为磁性理疗锻炼

兼保姆功能；所述下单元为动力电池存放，下单元包括下单元行驶平台，所述行驶平台底部

两侧对称设有主动轮和被动轮；所述上单元包括循环输送带，所述循环输送带上的上下两

条带中间区设置有磁疗区，在磁疗理疗区设置各种形态迥异的磁性刺激物体，在“自由”行

走先中达到硌、刺、捋的按摩目的；所述保姆功能是保障患者在使用所述康复器械锻炼时的

安全，个人生活中的拉撒，达到似有人在伺候服务的效果；患者在使用本器械时，足底穴位、

神经反射区、微循环血管得到按摩理疗；在“自由”行走锻炼中，得到无人似有人的搀、架、扶

照顾，生活中的便溺自己完全可自理；上下单元组合后，患者根据自己在“自由”行走锻炼时

步态、速度，调整本器械达到同步速度前行；不须方向盘，能转弯、不须换挡能后退；患者通

过使用本器械，锻炼时足底达到轻松、舒适磁疗按摩，促使血流畅通，疏通淤阻经络，达到康

复的目的；驱动电机带动主动轮，在上下单元组合后，下单元受上单元控制行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上下单

元均为长方形造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上

单元中的球柱座床（6 ）分布有种形体的凹坑床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上

单元包括浮动隔板（8 ），所述浮动隔板（8 ）是分布有各形通透孔的筛状板，所述浮动隔板

（8 ）在“自由”行走锻炼时根据个人足底感受、耐受刺激强度，可人为上下浮动调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上

单元包括背辅式安全带，所述背辅式安全带为安全防护助力吊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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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

1、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神经内科中后期治疗、疗养恢复

期间，兼顾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及其使用方法。

2、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脑中风、脑梗阻、脑出血、脑萎缩、脑神经受损、腿肌无力和年老体弱的患者。

出院后，要经过漫长的死亡前期，焦躁无奈生活。有些患者是可以经过理疗、用药、外加科学

得力的理疗设备，适量肢体训练行走运动，故态复萌，重新康复恢复治愈。现资料中帮扶上

床，轮椅上楼，特制帮扶上楼助手，肢体外辅助肢等，寄居式生活价格昂贵，而且患者自身得

不到锻炼，低档活动器械，手杖挪步车，轮椅固定式骑行、蹬拉、空中漫步等，不能对足底穴

位反射区、神经、血管微循环系统，被动式硌、刺、捋理疗。微循环血管流动缓慢，神经系统得

不到新鲜血液滋养。所服用药物成份靶向性受阻，缺少“运输工具”，很难起到本应有的完全

药性，使家人、患者感到用药不对症，产生医患矛盾，不相信医生，失去治疗、生活信心，增加

家庭、社会负担。目前，康复理疗器械绝大部分是他人设计生产，达不到病人、家人所思、所

想、所需、所求。主观想象与客观需要存在一定偏差，患者、家人只能在无奈中按病情轻重选

择一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包括行驶单元与磁疗行走锻炼兼保姆功

能单元。

[0006] 所述功能单元，功能有七条：

[0007] 第一，黄帝内经素论：上病下治。在足底建立一个生态磁场理疗区。通过对足底穴

位、神经反射区微循环血管，连续不同方法力度的硌、刺、捋按摩，促使血液中的铁离子及其

它受磁引力作用而运动的离子加速运动。达到血流通畅，疏通淤阻经络，促使故态复萌目

的。

[0008] 第二，25背辅式助力安心吊带。给患者增强无人搀扶时自信心。系带后，像有人在

两肋搀扶。在循环输送带上站稳，按下电源开关，调整前行旋钮(2B)在循环输送机运转时，

只需抬脚落脚，即是“自由”行走。足底穴位，神经反射区，微循环血管即得到被动式硌、刺、

捋磁疗。

[0009] 第三、24倾倒倾向触碰敏感器，在触碰后，停电刹车自举电动液压泵启动，将即将

有倾倒倾向之人“抱住”扶起，在两分钟内，不能人为复位，自动报警，红灯闪烁，引人注目，

并向近处护理人员或他人语音求助。

[0010] 第四、校正伸缩杆(9)是重心，方向感行、站不稳的患者，在“自由”行走锻炼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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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能在磁性平台中央区域得到磁疗按摩。

[0011] 第五、刺激强度调整旋钮(13)，可按个人在“自由”行走时，足底所承受、耐受刺激

强度自己调整。达到在舒适环境下“自由”行走锻炼。

[0012] 第六、坐姿操作台(21)日常生活服务设施。有些患者，神经受到病变压制，半失能

老人，神经衰弱。上下肢活动范围受限，最难张口解决知耻事情，因此少吃少喝。而使用本发

明器械，不但在无人搀扶下，可站、可坐、可“行走”，而且个人生活中拉、撒，问题自己也完全

可以解决。

[0013] 第七、优势，上下单元分解后，上单元可在室内或狭小空间“自由”行走锻炼，生活

功能齐全，使用民用电及可，交直两用。上单元与下单元组合后，可在庭院、公园、社区小广

场等自由活动行驶速度与锻炼者走同步。是患者心情娱乐，想走时足底得到被动理疗按摩，

累了想休息及可坐、行动完全自己掌握。个人生活中的问题，自己完全可以自理。不拖累家

人，情绪不受干扰，放下负担，每天愉快生活。

[0014] 作为本发明：为达到疗效满意，在磁疗区使用三种硌、刺、捋、按摩理疗方法试验疗

效，有三台对比样机。

[0015] 1号机磁疗区，使用球形、橄榄球形、圆柱形，统称无轴形。

[0016] 2号机磁疗区，使用串、珠形、辊轮形、凹凸齿轮形，统称有轴形。

[0017] 3号机磁疗区，使用串珠形、橄榄球形、半圆条状固定形，统称混搭形。

[0018] 作为本发明，如有变化，球、柱座床(6)改为刺激强度上下调整浮动座床。

[0019] 作为本发明，如有变化，背辅式助力安心吊带(25)，改为双肩膀，肩负式安全带，肩

膀前后有吊带。

[0020] 作为本发明下一步改进方案：所述坐椅(19)前后可折叠，打开后是躺椅。

[0021] 作为本发明下一步改进方案：身体躺下后，双脚双腿自动抬高，与身体保持一定夹

角，以利血液回流，营养五脏及大脑。

[0022] 作为本发明下一步改进方案：身体躺下后，可操作机器手，扶起、坐、站、走，“自由”

行走锻炼。

[0023] 作为本发明下一步改进方案：具有语言识别功能，人机对话，所有功能可对话操

作。

[0024] 作为本发明下一步改进方案：所处位置定位，医院家属亲人一键通。语音自动报出

患者方位，身体情况。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由患者家人设计，懂患者心理需求，家人需要，知现理疗设备某

些不足。在现阶段，本发明综合效益是：价格相对低廉适中，实用性强，综合效益高，结构简

单、合理，便于日常维护管理。患者在循环输送带上练习“自由”行走，足底穴位、反射区、微

循环血管得到被动式，硌、刺、捋、按摩理疗。疏通瘀阻脉络，通畅血液循环，打通血管，营养

神经，增强患者恢复健康自信心。精神清爽，各器官得到锻炼提升。充分调动体质潜能，改变

患者原有生活方式，使患者或老人，有尊严的生活每一天。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型浮动隔板，球形，橄榄球形，圆柱形，分布示意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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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为本发明型下单元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型下单元俯视图。

[0030] 其中：1、语音求助报警灯；2、站姿操作台；3、生活用品台；4、连接销扣“公”；5、浮动

档；6、球、柱座床；7、支撑横梁；8、浮动隔板；9、校正伸缩杆；10、球形；11、橄榄球形；12、圆柱

形；13、刺激强度调整旋钮；14、自举电动液压泵；15、冲洗储水器；16、A冲洗自吸泵、B电吹风

机；17、方便后废弃物暂存器；18、废弃器密闭盖；19、坐椅；20、辅助空心管套；21、坐姿操作

台；22、方便时遮挡布围伸缩支架；23、搀架助力支撑架；24、倾倒倾向触碰敏感器；25、背辅

式助力安心吊带；26、遮阳滑动推拉杆；27、方向轮；28、压力轴承；29、似L形轴；30、方向摆动

臂；31、方向齿板横亘；32、方向齿轮；33、减速箱；34、方向电机；35、连接锁扣“母”；36、电池

箱；37、充电热保护器；38、行驶驱动电机；39、行驶推动轮；40、通轴；41、行驶单元模亘；42、

轴承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32] 参阅图1～4所示，一种理疗廉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包括：上下两个单元，

框架结构由金属材质焊接和螺丝坚固连接而成型。外装饰是PVC塑料粘贴。上单元框架内包

括循环输送机系统及磁疗区。所述循环输送机系统电动机受控于2站姿操作台，(2A)电源启

动开关键。此按键控制上下单元整体电路连通断开。电动机转速及循环输送皮带运行速度，

站在输送带上的人“自由”行走速度，受控于2站姿操作台，2B前行调整旋钮。所述调整旋钮

(2B)，依调自身电阻，阻抗大小，而控制可控输出到电机电流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达到患

者适宜的“自由”步行速度。所述前行调整旋钮2B，为双控元器件，从而控制下单元行驶电机

转速，达到和上单元协同，人机同步。所述循环输送电机，螺栓固定在上单元主框架内前端，

三角带连接传输皮带前辊轮。

[0033] 磁性理疗区，循环输送带上下两条胶带的中间区域和前后皮带辊轮中间区。前后

辊轮轴两端是依调整皮带受力均衡的调整螺杆与主框架连接。

[0034] 5、浮动档，螺丝固定在主框架内，前后两侧，阻止浮动隔板(8)在运行中受到各型

按摩理疗运动推力，输送带拉力，前后漂动。

[0035] 6、球、柱座床，螺丝固定在支撑横梁(7)有均匀分布半球形坑，半橄榄球形坑，半圆

形坑，或通透体各形孔的工程塑料板。

[0036] 7、支撑横梁，固定接口卡槽焊接在主框架内两侧。支撑横梁与固定接口卡槽螺丝

固定连接，整个撑托磁性理疗区有N个横梁。

[0037] 8、浮动隔板，防止在输送带运转拉力下，各种形态样式的刺激按摩基型，自由滚动

限位。浮动隔板(8)前后，左右受限于浮动档(5)，上下浮动受限于刺激强度旋钮(13)

[0038] 按摩手段使用的磁性造型是10圆球形，似类形、串珠形有轴。11、橄榄球形，似类型

凹凸齿轮形有轴。12、圆柱形、似类型辊轮形有轴，在球柱座床(6)上浮动隔板(8)框架内受

力硌、刺、捋，不同手段刺激，来达到按摩理疗目的。舒适度受控于浮动隔板(8)高低。

[0039] 13、刺激强度调整旋钮，为螺旋丝圆柱体。上部螺冒为手柄，手柄下螺旋丝体穿透

上单元主体框架面板，螺旋丝母。再穿透浮动隔板(8)，螺旋丝母，插入球柱座床(6)。

[0040] 安全保护实施方式：本发明整体造型为塔形，重心稳定，行驶速度与使用者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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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支撑，方向调整缓慢，消除漂移。具体安全保护实施方式如下：

[0041] 1、语言求助报警灯、喇叭。在上单元前两侧各立一根不锈钢管、管箍配合螺栓固定

在上单元前两边。不锈钢管之顶螺扣连接信号灯，在接到倾倒倾向触碰敏感器(24)指令时，

红光灯闪烁，并发出语音求助呼救声。

[0042] 4、连接销扣“公”为圆锥体，焊接在上单元四角底部。上单元与下单元组合时，是锁

扣，上单元单独用时为支腿。35、连接销扣“母”为凹陷锥体坑。侧壁焊接在下单元上板面四

角，两单元组合后，公母镶嵌，紧密结合。

[0043] 9、校正伸杆、锁扣件、螺丝连接固定在上单元框体前后，两侧延伸杆可抬起卡住。

延伸杆高于“自由”行走者脚踝，防止踏空，跌落，保护患者始终在平台中央区。

[0044] 14、自举电动液压泵，在上单元坐椅(19)两侧，用螺栓固定在上单元，主框架横梁。

每台各自举100kg，行程高度50cm，在接到倾倒倾向触碰敏感器(24)指令，瞬间启动、抱住、

扶起即将倾倒之人。大大减轻家庭、养老、康复中心，为此服务人员的劳动强度。

[0045] 20、辅助空心管套，在上单元后两侧，底部与自举电动液压泵(14)，伸缩主杆接触

后，焊接在坐椅(19)两侧横梁。中下部与坐椅(19)上框架焊接。搀架助力支撑架(23)中下立

杆在管内升降，支撑力增大，更加牢固。

[0046] 23、搀架助力支撑架，在上单元后端坐椅(19)两侧，与电动液压泵(14)伸缩主杆相

接，上下升降运行在辅助空心管套(20)内。升降随自举电动液压泵(14)伸缩升降。

[0047] 24、倾倒倾向触碰敏感器，在上单元后端。坐椅(19)两侧，用螺丝镶嵌在搀架助力

支撑架(23)立杆中端。监控患者在“自由”行走锻炼中，万一腿软，或眩晕(交感神经自感地

磁紊乱)，即有倾倒倾向触碰到敏感器(24)后切断循环输送带电机电源，行驶驱动电机(38)

电源刹车。自举电动液压泵(14)启动，并计时，在两分钟内不能人为复位，启动报警，红灯光

闪烁，语音求助。

[0048] 25、背辅式助力安心吊带，患者在使用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时，必须

先佩戴好背辅式助力安心吊带(25)下端腰间带在两肋下系扣好，调整到贴胸脯松紧度能插

进两指为好。后背吊带左右分开，左挂在左侧，右挂在右侧的搀架助力支撑架(23)上端吊挂

卡口处，调整上下距离空间，自感到舒适，没有吊坠感锁扣好吊带，方可操作进行“自由”行

走锻炼。

[0049] 37、充电热保护器，紧贴在蓄电池上，调整上部活动螺杆压实及可。利用电热保护

器内冷热电阻变化，控制充电线路中继电器开合。防止在蓄电时，达到电荷没能及时断电，

蓄电池产生过热而发生的危险因素。

[0050] 保姆功能实施方式：用方便的平面触点开关实现功能需求。

[0051] 3、生活用品台：为长方矩形凹面台桌。在上单元前两侧不锈钢管中下端，用管箍螺

丝固定在两侧的钢管，辅力是两个斜梁，也是管箍螺丝固定，放置患者使用生活用品，是患

者抬手之劳。

[0052] 9、校正抻杆，似伺候人员，在身边扶助。是失去方向感走路左右摇摆的患者，在循

环输送带上“自由”锻炼行走时，始终在平台中央按摩区。

[0053] 15、冲洗储水器，放置在上单元坐椅(19)坐板下储水卡槽。卡槽底焊接在上单元框

架横梁。

[0054] 16、A冲洗自吸泵，B电吹风机，患者便溺后自洁用器。在便溺废弃物暂存器(17)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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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用螺丝夹板固定在坐椅(19)坐板下。所述A冲洗自吸泵，吸水口插入储水器(15)底部，出

水口花洒喷头在坐板下，适当位置，受控于坐姿操作台21C，冲洗自吸泵清洁按钮。所述B电

吹风机，使用微型轴流引风机，出风口设在花洒喷头处。受控于坐姿操作台21D吹风干燥清

洁按钮。

[0055] 17、便溺废弃物暂存器，在坐椅(19)坐板下面，依卡槽推拉式镶嵌在便溺废弃箱密

闭盖(18)下面，内衬PP降解膜袋，按量塑封、裁剪。受控于坐姿态操作台21B，便溺后废弃箱

密闭盖，关闭按钮。塑封裁剪由接收信号的延迟元器件配合完成。

[0056] 18、废弃箱密闭盖，在坐椅(19)坐板中间段，螺丝固定在坐板下面，电动伸缩杆控

制密闭盖。坐姿态操台21A按钮，便溺时打开，21B按钮便溺后关闭。同时塑封系统开启，塑封

裁剪，生活废弃物入暂存器(17)。

[0057] 19、坐椅、支腿用螺丝固定在上单元后部，主框架横梁。

[0058] 22、便溺时遮挡布围支架，是两个半圆形，根部依靠管箍螺丝配合固定在辅助空心

管套(20)，半圆管箍前孔是两个半圆支架活动卡口，平时折叠，收拢，下垂。两个半圆的一边

有电机，电机用螺丝固定在坐椅一边。原理是用继电器不同的触点接触方式实现。继电器受

坐姿操作台21E便溺时，遮挡布围开关按钮。

[0059] 25、背辅式助力安尽吊带，患者在“自由”行走锻炼开始前系扣好。似有人在两肋搀

扶，在循环输送带上放心“自由”行走。给患者传递无人似有人在搀扶保护的自信心。

[0060] 26、遮阳滑动推拉杆，在两个搀架支撑助力架(23)中间。下端横亘两头焊接固定，

上部的横亘，两头是管套与横亘焊接，套在搀架支撑助力架(23)上端由电机带动上下滑动，

电机用螺丝固定在下端的横亘梁。继电器的触点改变，控制电机正反转，而实现遮阳布拉

开、合拢。继电器受控于坐姿操作台，21F遮挡阳光开合按钮。

[0061] 一种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动力实施方式，本发明动力分两块，上单

元和下单元。上单元设有各电路控制开关，循环输送带电机，承担保姆功能的小电器，电机，

下单元是电源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方向电机。

[0062] 上单元循环输送驱动电机底座，用螺栓固定在上单元主框架内前端，用三角带或

齿带连接支撑循环输送皮带前辊轮，从而带动皮带运转。站姿操作台(2)2B为双控旋钮，控

制循环输送电动机，行驶驱动电机(38)转速，动力来源为蓄电池。单独使用上单元时，民用

220伏交流电经变压器，整流器，达到电机使用的直流电压要求。再经控制电路元件中的可

控硅，调整输出电流大小，达到控制电机快慢转速，适合患者，行走速度要求。

[0063] 上单元操作台，分前站姿操作台(2)，后坐姿操作台(21)，所述站姿操作台(2)两边

与上单元前两侧不锈钢管用管箍螺丝连接固定。台平面是电源开关按钮(2A)，前行双控调

整旋钮(2B)，左转按钮(2C)，右转按钮(2D)，所述坐姿操作台(21)，分左右两个台。每个台后

端用管箍、螺丝，分别固定在上单元后端辅助空心管套(20)左右。左边台为生活操作平台，

台平面21A便溺时坐椅(19)中间板，废弃箱密闭盖(18)开启。便溺后21B废弃箱密闭盖(18)

关闭。大解后21C自吸泵冲洗按钮，21D电吹风清洁按钮，21E便溺时遮挡布围开合按钮，21F

遮阳开合按钮。右边为行驶操作台，台平面21G前行按钮，21H后退按钮，21J左转按钮，21K右

转按钮。坐姿操作台(21)，在上单元单独使用时，利用滑动轴，竖立在坐椅(19)两侧。自举电

动液压泵(14)，底座螺栓固定在上单元后端横梁，受控于倾倒倾向触碰敏感器。

[0064] 下单元动力源和传动转动配件固定：所述下单元动力源全器械组合后，电源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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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搁置在电池储备箱，用电线连接到各用电器，电器控制元件开关。所述电池箱(36)

焊接在行驶平台中端底部。

[0065] 34、方向电机，电机底座用螺栓固定在下单元前端底部。指令受控于站姿操作台

(2)2C、2D，左右转向按钮，坐姿操作台(21)21J、21K，左右转向按钮。各按钮信号输送到接收

指令的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改变相序变化，引导电机正反转，从而达到改变方

向目的。

[0066] 38、行驶驱动电机，电机底座用螺栓固定在下单元行驶平台后端底部。指令受控于

站姿操作台(2)，组合后双控前行调整旋钮(2B)，坐姿操作台(21)、21G前行按钮，21H后退按

钮。为达到目的，也是控制电机正反转。所述行驶驱动电机(38)，为大功率电动机，爬坡动力

强劲。有利于家庭，康复，养老中心等，无障碍通道行驶。

[0067] 传动、转动固定：27方向轮，在下单元行驶平台前端两侧，通过似L形轴(29)，压力

轴承(28)连接方向转动臂(30)。

[0068] 39、行驶推动轮，经承载轴，通过轴承套，螺栓固定在行驶平台后端底部，向前、向

后滚动快慢，受控于行驶驱动电机(38)承载理疗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一切载荷运

转。

[0069] 28、压力轴承，装在轴承套内，轴承套螺栓固定在下单元，行驶平台前端两侧，轴承

中心固定似L形轴(29)。

[0070] 29、似L形轴，下端轴承架固定连接方向轮(27)。中端通过压力轴承(28)承载理疗

兼保姆功能自行锻炼康复器械及一切载荷。顶部经卡口，及螺丝垫片固定连接方向摆动臂

(30)。

[0071] 30、方向摆动臂，头前部经卡口，螺丝固定连接在似L形轴(29)顶端。后部经通轴

(40)连接配合方向齿板横亘(31)调整方向轮变化。

[0072] 31、方向齿板横亘，是板条形，左右经通轴(40)连接行驶平台前端两侧方向摆动臂

(30)，中段是洗齿，间隙咬合方向齿轮(32)受控于方向电机(34)，左右移动调整行驶方向。

[0073] 32、方向齿轮，齿轮下面，间隙咬合方向齿板横亘(31)中段洗齿。正反转受控于方

向电机(34)。

[0074] 33、减速箱，底座螺栓固定在下单元行驶平台底层。是由大小齿轮组成的变速器箱

体。内是15#润滑油，通过轴套与方向电机(34)连接。目的防止方向电机(34)转速快，达不到

调整方向时，慢稳要求。

[0075] 40、通轴，连接方向齿板横亘(31)，方向摆动臂(30)，通轴(40)上下两头滑动垫片，

穿钉锁好。

[0076] 42、轴承套，后轴与平台结合主要连接配件，螺栓固定在行驶单元后下部。

[0077] 41、行驶单元横梁，属下单元框架组织梁。焊接在下单元行驶平台底部，加固行驶

单元，撑托电池储仓。

[007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实施方式，加以叙述，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权利要

求的限制。本说明书仅指样机，在实施时的具体结构、连接、操作方式。定产时，设计人员可

以根据实际使用效果，有更佳的方案，如有小的变动，只要不脱离本技术方案的精神，均应

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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