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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

涂钢板及其加工方法,包括下钝化层和安装面，

所述下钝化层的一侧涂有背漆层，下钝化层浇筑

在镀锡基板的一侧，镀锡基板的另一侧浇筑有上

钝化层，上钝化层的另一侧开设有拉丝层，拉丝

层的另一侧涂有彩色清漆层，彩色清漆层的另一

侧粘接有保护膜层，下钝化层的一侧通过铆钉固

定有支撑块，支撑块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

另一端焊接有底座，底座的两端均铰链连接有转

动杆，转动杆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

焊接有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一侧焊接在底

座的侧壁，背漆层油漆为环保环氧无铬聚酯背

漆，钝化液采用无铬配方，拉丝采用钢辊摩擦扎

硬卷不产生粉尘，使用的材料十分环保、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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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包括下钝化层(1)和安装面(9)，其特征在于，所

述下钝化层(1)的一侧涂有背漆层(2)，下钝化层(1)浇筑在镀锡基板(3)的一侧，镀锡基板

(3)的另一侧浇筑有上钝化层(4)，上钝化层(4)的另一侧开设有拉丝层(5)，拉丝层(5)的另

一侧涂有彩色清漆层(6)，彩色清漆层(6)的另一侧粘接有保护膜层(7)，下钝化层(2)的一

侧通过铆钉固定有支撑块(11)，支撑块(11)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有底座

(16)，底座(16)的两端均铰链连接有转动杆(17)，转动杆(17)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

一端焊接有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一侧焊接在底座(16)的侧壁，底座(16)上开设有固

定孔，固定杆(10)嵌入在固定孔的内部，下钝化层(1)的两侧均铰链连接有旋转杆(18)，旋

转杆(18)的左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有下钝化层(1)的一侧，旋转杆(18)的另一

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在固定夹(14)的一侧，下钝化层(1)的一侧通过螺丝固定

有连接杆(12)，连接杆(12)的另一端通过轴连接有固定夹(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钝化

层(1)的一侧通过螺钉固定有卡柱(8)，卡柱(8)的一侧通过铆钉固定有弹簧固定块，弹簧固

定块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在卡块(13)的侧壁，卡块(13)套设在弹簧固定

块的外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杆

(10)的一侧开设有通孔(15)，通孔(15)的横截面积与卡块(13)的横截面积大小相等，安装

面(9)上开设有开口，开口的横截面积与固定杆(10)的横截面积大小相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背漆层

(2)的材质为环保环氧无铬聚酯背漆，上钝化层(4)的材质为无铬钝化液，下钝化层(2)的材

质为无铬钝化液。

5.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选择使用DC01、DC02、DC03、DC04热轧卷，经过扎硬机组轧制0.2～0.45mm厚度扎硬

板；

S2、扎硬时上扎硬辊为粗造度较大的毛面辊，单组轧机来回轧制时将表面拉出拉丝纹

路；

S3、扎硬拉丝好的卷上镀锡线进行双面镀锡，镀锡层双面每平方克重控制在10～20g ,

可以将冷板表面的拉丝纹路显现更加靓丽，同时提升产品抗氧化腐蚀性及环保性；

S4、将镀锡后的卷料经过三道前处理清洗表面污渍，水洗温度50～60℃，经过挤水辊挤

干再热风吹扫烘干，烘干后进入化涂室进行涂布双面无铬钝化液；

S5、随后进行表面涂彩，先涂背面背漆层(2)，再涂正面彩色清漆层(6)，背漆层(2)油漆

为环保环氧无铬聚酯背漆，涂层厚度5～8微米，正面彩色清漆层(6)：彩色清漆则是在透明

清漆中增加市场常规或先行的色浆，将彩色清漆通过涂覆辊涂覆到钢卷表面(拉丝面)，经

过210～232℃烘箱烘烤1分钟将油漆固化，出烘箱后经过冷水上下喷淋对表面降温冷却并

烘干；

S6、收卷之前需要覆一层PE保护膜对其表面进行防护，PE保护膜厚度为5μm，粘度控制

在100～150g/f，这种粘度范围可以保证覆膜贴合力有易于用户撕膜；

S7、最后进行底部安装设备加工，使用螺丝将四个卡柱(8)固定在下钝化层(1)的一侧，

在卡柱(8)的一侧焊接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另一端焊接弹簧，弹簧的另一端再焊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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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13)，将卡块(13)套在弹簧固定块的外部，在下钝化层(1)的两侧铰链连接旋转杆(18)，

旋转杆(18)的两侧焊接弹簧，一个弹簧的一端焊接在下钝化层(1)的一侧，另一个弹簧的一

端焊接在固定夹(14)的一侧，在下钝化层(1)的一侧用螺丝固定两个长度大小相等的连接

杆(12)，将固定夹(14)的另一端与连接杆(12)铰链连接，随后使用铆钉将在下钝化层(1)的

底部用铆钉固定支撑块(11)，在支撑块(11)的一侧焊接两个弹簧，两个弹簧的另一端焊接

底座(16)，在底座(16)上开设一个固定孔，固定孔的中间嵌入固定杆(10)，随后在底座(16)

的底部铰链连接两个转动杆(17)，在转动杆(17)的一端焊接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弹簧

固定块，再将弹簧固定块焊接在底座(16)的侧壁即可完成加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钝化液采用无铬配方环保又增加抗氧化耐腐蚀性，同时也可以增加彩色清漆的付着

力，无铬钝化液单面涂层厚度3～4微米，双面6～8微米，涂布后进入100℃烘箱烘烤20秒固

化再进入辊涂室彩涂彩色清漆。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对流式的球化退火炉内的碳势控制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彩色清漆层(6)厚度6～10微米，涂覆辊辊速比45：135，彩涂出来的钢板具有彩色不锈钢

拉丝外观效果，且彩色清漆光泽度可调为低光、中光、高光表面，色彩及亮度丰富，所述透明

清漆为环氧聚酯清漆，所述色浆可为颜色将或铝粉、珠光粉合并添加，来丰富表面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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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及其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仿不锈钢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及其

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家电行业内使用不锈钢拉丝板比较普及，如小家电电饭煲外壳、热水壶外壳，

大家电的冰箱门板等，使用不锈钢拉丝首先是价格高、不良高、效率低，其次是不锈钢在砂

带打磨拉丝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对环境及人体危害大，砂带浪费、废弃物处理影响环境。本发

明与现有技术不同，本发明钢板使用镀锡基板(DC01～DC04热轧卷)，拉丝采用钢辊摩擦扎

硬卷不产生粉尘，拉丝后在基板上双面镀锡，再涂环氧聚酯彩色清漆，成本降低、绿色环保、

效率产能提升、颜色多样化。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不环保、安装困难、成本高的缺点，而提

出的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及其加工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包括下钝化层和安装面，所述下钝化层的一

侧涂有背漆层，下钝化层浇筑在镀锡基板的一侧，镀锡基板的另一侧浇筑有上钝化层，上钝

化层的另一侧开设有拉丝层，拉丝层的另一侧涂有彩色清漆层，彩色清漆层的另一侧粘接

有保护膜层，下钝化层的一侧通过铆钉固定有支撑块，支撑块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

一端焊接有底座，底座的两端均铰链连接有转动杆，转动杆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

端焊接有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一侧焊接在底座的侧壁，底座上开设有固定孔，固定杆

嵌入在固定孔的内部，下钝化层的两侧均铰链连接有旋转杆，旋转杆的左侧焊接有弹簧，弹

簧的另一端焊接有下钝化层的一侧，旋转杆的另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在固

定夹的一侧，下钝化层的一侧通过螺丝固定有连接杆，连接杆的另一端通过轴连接有固定

夹。

[0006] 优选的，所述下钝化层的一侧通过螺钉固定有卡柱，卡柱的一侧通过铆钉固定有

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在卡块的侧壁，卡块套设在

弹簧固定块的外部。

[0007] 优选的，所述固定杆的一侧开设有通孔，通孔的横截面积与卡块的横截面积大小

相等，安装面上开设有开口，开口的横截面积与固定杆的横截面积大小相等。

[0008] 优选的，所述背漆层的材质为环保环氧无铬聚酯背漆，上钝化层的材质为无铬钝

化液，下钝化层的材质为无铬钝化液。

[0009]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选择使用DC01、DC02、DC03、DC04热轧卷，经过扎硬机组轧制0.2～0.45mm厚度

扎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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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2、扎硬时上扎硬辊为粗造度较大的毛面辊，单组轧机来回轧制时将表面拉出拉

丝纹路；

[0012] S3、扎硬拉丝好的卷上镀锡线进行双面镀锡，镀锡层双面每平方克重控制在10～

20g,可以将冷板表面的拉丝纹路显现更加靓丽，同时提升产品抗氧化腐蚀性及环保性；

[0013] S4、将镀锡后的卷料经过三道前处理清洗表面污渍，水洗温度50～60℃，经过挤水

辊挤干再热风吹扫烘干，烘干后进入化涂室进行涂布双面无铬钝化液；

[0014] S5、随后进行表面涂彩，先涂背面背漆层，再涂正面彩色清漆层，背漆层油漆为环

保环氧无铬聚酯背漆，涂层厚度5～8微米，正面彩色清漆层：彩色清漆则是在透明清漆中增

加市场常规或先行的色浆，将彩色清漆通过涂覆辊涂覆到钢卷表面，经过210～232℃烘箱

烘烤1分钟将油漆固化，出烘箱后经过冷水上下喷淋对表面降温冷却并烘干；

[0015] S6、收卷之前需要覆一层PE保护膜对其表面进行防护，PE保护膜厚度为5μm，粘度

控制在100～150g/f，这种粘度范围可以保证覆膜贴合力有易于用户撕膜；

[0016] S7、最后进行底部安装设备加工，使用螺丝将四个卡柱固定在下钝化层的一侧，在

卡柱的一侧焊接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另一端焊接弹簧，弹簧的另一端再焊接卡块，将

卡块套在弹簧固定块的外部，在下钝化层的两侧铰链连接旋转杆，旋转杆的两侧焊接弹簧，

一个弹簧的一端焊接在下钝化层的一侧，另一个弹簧的一端焊接在固定夹的一侧，在下钝

化层的一侧用螺丝固定两个长度大小相等的连接杆，将固定夹的另一端与连接杆铰链连

接，随后使用铆钉将在下钝化层的底部用铆钉固定支撑块，在支撑块的一侧焊接两个弹簧，

两个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底座，在底座上开设一个固定孔，固定孔的中间嵌入固定杆，随后在

底座的底部铰链连接两个转动杆，在转动杆的一端焊接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弹簧固定

块，再将弹簧固定块焊接在底座的侧壁即可完成加工。

[0017] 优选的，所述钝化液采用无铬配方环保又增加抗氧化耐腐蚀性，同时也可以增加

彩色清漆的付着力，无铬钝化液单面涂层厚度3～4微米，双面6～8微米，涂布后进入100℃

烘箱烘烤20秒固化再进入辊涂室彩涂彩色清漆。

[0018] 优选的，所述彩色清漆层厚度6～10微米，涂覆辊辊速比45：135，彩涂出来的钢板

具有彩色不锈钢拉丝外观效果，且彩色清漆光泽度可调为低光、中光、高光表面，色彩及亮

度丰富，所述透明清漆为环氧聚酯清漆，所述色浆可为颜色将或铝粉、珠光粉合并添加，来

丰富表面色彩。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中背漆层油漆为环保环氧无铬聚酯背漆，钝化液采用无铬配方，拉丝采

用钢辊摩擦扎硬卷不产生粉尘，使用的材料十分环保、绿色，不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

镀锡层双面每平方克重控制在10～20g,可以将冷板表面的拉丝纹路显现更加靓丽，同时提

升产品抗氧化腐蚀性及环保性。

[0021] 2、本发明中通过固定杆、支撑块、卡柱、固定夹等结构的设置，使涂钢板的安装更

加便捷快速，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0022] 3、本发明中使用一层PE保护膜对表面进行保护，同时保护膜的粘度控制在100～

150g/f，易于撕下，便于使用。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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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及其加工方法正面的结构

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及其加工方法的局部放大

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及其加工方法的局部放大

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下钝化层、2背漆层、3镀锡基板、4上钝化层、5拉丝层、6彩色清漆层、7保护

膜层、8卡柱、9安装面、10固定杆、11支撑块、12连接杆、13卡块、14固定夹、15通孔、16底座、

17转动杆、18旋转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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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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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参照图1-3，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包括下钝化层1和安装面9，所述

下钝化层1的一侧涂有背漆层2，背漆层2的材质为环保环氧无铬聚酯背漆，下钝化层1的一

侧通过螺钉固定有卡柱8，卡柱8的一侧通过铆钉固定有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一侧焊

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在卡块13的侧壁，卡块13套设在弹簧固定块的外部，下钝化层

1浇筑在镀锡基板3的一侧，镀锡基板3的另一侧浇筑有上钝化层4，上钝化层4的材质为无铬

钝化液，下钝化层2的材质为无铬钝化液，上钝化层4的另一侧开设有拉丝层5，拉丝层5的另

一侧涂有彩色清漆层6，彩色清漆层6的另一侧粘接有保护膜层7，背漆层2油漆为环保环氧

无铬聚酯背漆，钝化液采用无铬配方，拉丝采用钢辊摩擦扎硬卷不产生粉尘，使用的材料十

分环保、绿色，不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下钝化层2的一侧通过铆钉固定有支撑块11，支

撑块11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有底座16，底座16的两端均铰链连接有转动

杆17，转动杆17的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有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一侧焊

接在底座16的侧壁，底座16上开设有固定孔，固定杆10嵌入在固定孔的内部，安装面9上开

设有开口，开口的横截面积与固定杆10的横截面积大小相等，固定杆10的一侧开设有通孔

15，通孔15的横截面积与卡块13的横截面积大小相等，下钝化层1的两侧均铰链连接有旋转

杆18，旋转杆18的左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有下钝化层1的一侧，旋转杆18的另

一侧焊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在固定夹14的一侧，下钝化层1的一侧通过螺丝固定有

连接杆12，连接杆12的另一端通过轴连接有固定夹14，通过固定杆10、支撑块11、卡柱8、固

定夹14等结构的设置，使涂钢板的安装更加便捷快速，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0029]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环保型仿不锈钢拉丝彩涂钢板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S1、选择使用DC01、DC02、DC03、DC04热轧卷，经过扎硬机组轧制0.2～0.45mm厚度

扎硬板；

[0031] S2、扎硬时上扎硬辊为粗造度较大的毛面辊，单组轧机来回轧制时将表面拉出拉

丝纹路；

[0032] S3、扎硬拉丝好的卷上镀锡线进行双面镀锡，镀锡层双面每平方克重控制在10～

20g,可以将冷板表面的拉丝纹路显现更加靓丽，同时提升产品抗氧化腐蚀性及环保性；

[0033] S4、将镀锡后的卷料经过三道前处理清洗表面污渍，水洗温度50～60℃，经过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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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挤干再热风吹扫烘干，烘干后进入化涂室进行涂布双面无铬钝化液；

[0034] S5、随后进行表面涂彩，先涂背面背漆层2，再涂正面彩色清漆层6，背漆层2油漆为

环保环氧无铬聚酯背漆，涂层厚度5～8微米，正面彩色清漆层6：彩色清漆则是在透明清漆

中增加市场常规或先行的色浆，将彩色清漆通过涂覆辊涂覆到钢卷表面拉丝面，经过210～

232℃烘箱烘烤1分钟将油漆固化，出烘箱后经过冷水上下喷淋对表面降温冷却并烘干；

[0035] S6、收卷之前需要覆一层PE保护膜对其表面进行防护，PE保护膜厚度为5μm，粘度

控制在100～150g/f，这种粘度范围可以保证覆膜贴合力有易于用户撕膜；

[0036] S7、最后进行底部安装设备加工，使用螺丝将四个卡柱8固定在下钝化层1的一侧，

在卡柱8的一侧焊接弹簧固定块，弹簧固定块的另一端焊接弹簧，弹簧的另一端再焊接卡块

13，将卡块13套在弹簧固定块的外部，在下钝化层1的两侧铰链连接旋转杆18，旋转杆18的

两侧焊接弹簧，一个弹簧的一端焊接在下钝化层1的一侧，另一个弹簧的一端焊接在固定夹

14的一侧，在下钝化层1的一侧用螺丝固定两个长度大小相等的连接杆12，将固定夹14的另

一端与连接杆12铰链连接，随后使用铆钉将在下钝化层1的底部用铆钉固定支撑块11，在支

撑块11的一侧焊接两个弹簧，两个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底座16，在底座16上开设一个固定孔，

固定孔的中间嵌入固定杆10，随后在底座16的底部铰链连接两个转动杆17，在转动杆17的

一端焊接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弹簧固定块，再将弹簧固定块焊接在底座16的侧壁即可

完成加工。

[0037] 实施例一：工作时，当安装涂刚板时，人员将底座16对准安装面9上的开口，向下按

压涂刚板，此时底座16带转动杆17向下移动，移动到开口的位置时，转动杆17受力上向转

动，此时弹簧受力压缩，转动杆17向中间靠拢，继续压动涂钢板，将转动杆17完全推出开口

外，随后弹簧不再受力恢复自然状态，将转动杆17弹至水平位置，随后人员向上拉动涂钢

板，将转动杆17压在开口下，随后继续向下按压涂钢板，使下钝化层1靠近固定杆10，此时支

撑块11一侧的弹簧受力压缩，卡柱8和连接杆12同时向下移动，当固定夹14靠近固定杆时，

人员向两侧拨动旋转杆18，带动固定夹14向两侧转动打开，随后将卡块13按压至固定杆10

中，随后继续按压涂钢板，一定距离后，卡块13被弹簧进通孔15中，同时人员松开旋转杆18

使固定夹14将固定杆10锁住，让整个装置固定住，此时涂刚板安装完成，使用时，人员可以

撕下保护膜层7来使用涂刚板。

[0038] 实施例二：S1、选择使用DC01、DC02、DC03、DC04热轧卷，经过扎硬机组轧制0.2～

0.45mm厚度扎硬板，扎硬时上扎硬辊为粗造度较大的毛面辊，单组轧机来回轧制时将表面

拉出拉丝纹路，扎硬拉丝好的卷上镀锡线进行双面镀锡，镀锡层双面每平方克重控制在10

～20g ,可以将冷板表面的拉丝纹路显现更加靓丽，同时提升产品抗氧化腐蚀性及环保性，

将镀锡后的卷料经过三道前处理清洗表面污渍，水洗温度50～60℃，经过挤水辊挤干再热

风吹扫烘干，烘干后进入化涂室进行涂布双面无铬钝化液，钝化液采用无铬配方环保又增

加抗氧化耐腐蚀性，同时也可以增加彩色清漆的付着力，无铬钝化液单面涂层厚度3～4微

米，双面6～8微米，涂布后进入100℃烘箱烘烤20秒固化再进入辊涂室彩涂彩色清漆，随后

进行表面涂彩，先涂背面背漆层2，再涂正面彩色清漆层6，背漆层2油漆为环保环氧无铬聚

酯背漆，涂层厚度5～8微米，正面彩色清漆层6：彩色清漆则是在透明清漆中增加市场常规

或先行的色浆，如：亮金色、土豪金、玫瑰金、香槟金等，将彩色清漆通过涂覆辊涂覆到钢卷

表面拉丝面，经过210～232℃烘箱烘烤1分钟将油漆固化，出烘箱后经过冷水上下喷淋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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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降温冷却并烘干，彩色清漆层6厚度6～10微米，涂覆辊辊速比45：135，彩涂出来的钢板具

有彩色不锈钢拉丝外观效果，且彩色清漆光泽度可调为低光、中光、高光表面，色彩及亮度

丰富，透明清漆为环氧聚酯清漆，色浆可为颜色将或铝粉、珠光粉合并添加，来丰富表面色

彩，收卷之前需要覆一层PE保护膜对其表面进行防护，PE保护膜厚度为5μm，粘度控制在100

～150g/f，这种粘度范围可以保证覆膜贴合力有易于用户撕膜，最后进行底部安装设备加

工，使用螺丝将四个卡柱8固定在下钝化层1的一侧，在卡柱8的一侧焊接弹簧固定块，弹簧

固定块的另一端焊接弹簧，弹簧的另一端再焊接卡块13，将卡块13套在弹簧固定块的外部，

在下钝化层1的两侧铰链连接旋转杆18，旋转杆18的两侧焊接弹簧，一个弹簧的一端焊接在

下钝化层1的一侧，另一个弹簧的一端焊接在固定夹14的一侧，在下钝化层1的一侧用螺丝

固定两个长度大小相等的连接杆12，将固定夹14的另一端与连接杆12铰链连接，随后使用

铆钉将在下钝化层1的底部用铆钉固定支撑块11，在支撑块11的一侧焊接两个弹簧，两个弹

簧的另一端焊接底座16，在底座16上开设一个固定孔，固定孔的中间嵌入固定杆10，随后在

底座16的底部铰链连接两个转动杆17，在转动杆17的一端焊接弹簧，弹簧的另一端焊接弹

簧固定块，再将弹簧固定块焊接在底座16的侧壁即可完成加工。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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