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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

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包括囊体、囊体顶部的囊顶

机构和囊体底部的底阀，囊体包括凯夫拉内胆和

硫化层，硫化层包覆在凯夫拉内胆的外层。本发

明的柔性液态囊具有高强度、高耐磨和高抗撕裂

性，使用寿命长，而且重量轻，折叠后体积小、运

输简便，生产成本低；囊体顶部的囊顶机构和囊

体底部的底阀配合使得本发明的柔性液态囊能

够快速封填连接墙端头空间，缩短了封填时间，

而且操作简单、安全可靠、节省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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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包括囊体(1)、囊体

顶部的囊顶机构(2)和囊体底部的底阀(3)，所述囊体(1)包括凯夫拉内胆(11)和硫化层

(13)，硫化层(13)包覆在凯夫拉内胆(11)的外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所

述囊体(1)还包括帘子布(12)，帘子布(12)位于凯夫拉内胆(11)和硫化层(13)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所

述硫化层由橡胶，橡胶和纤维，橡胶和帘子布，或橡胶、纤维和帘子布硫化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所

述囊顶机构(2)包括进抽水管(21)、进水管(22)、排气管(23)和用于检测囊体(1)内部压力

的压力表(24)；所述进抽水管(21)的第一端插入所述囊体(1)内部，所述进抽水管(21)的第

二端与自吸泵的吸水管或出水管相连；所述进水管(22)的第一端插入所述囊体(1)内部，所

述进水管(22)的第二端与自来水管连接；所述排气管(23)的第一端插入所述囊体(1)内部，

所述排气管(23)的第二端连接囊体(1)外部大气；所述压力表(24)安装在所述排气管(23)

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所

述囊顶机构(2)通过囊顶外端盖(51)、囊顶内端盖(52)和两道错位安装的抱箍(53)固定在

所述囊体(1)的顶部，所述囊顶内端盖(52)安装于囊体(1)内部并用两道错位安装的抱箍

(53)抱紧，所述囊顶外端盖(51)安装在囊体(1)顶部的外端面上，所述进抽水管(21)、进水

管(22)和排气管(23)均穿过所述囊顶外端盖(51)和囊顶内端盖(52)与囊体(1)内部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所

述底阀(3)包括阀体(32)和接管(31)，所述接管(31)固定于所述囊体(1)的底部，所述接管

(31)的第一端位于所述囊体(1)的内部，所述阀体(32)与所述接管(31)的第一端卡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所

述接管(31)的第一端设有第一凸台；所述阀体(32)包括阀体端盖(321)和设置在所述阀体

端盖(321)下方的多组拉簧(322)、支腿(323)、涨簧(324)和挂钩(325)，所述阀体端盖(321)

上设有双向拉环(3211)，所述阀体端盖(321)的侧面沿周向设有与所述第一凸台卡合的第

二凸台，所述支腿(323)的上端与所述阀体端盖(321)连接，所述支腿(323)与阀体端盖

(321)的下表面具有夹角，所述拉簧(322)的第一端与所述阀体端盖(321)连接，拉簧(322)

与阀体端盖(321)的连接点位于所述支腿(323)与阀体端盖(321)连接点的外侧，所述拉簧

(322)的第二端与所述支腿(323)的中部连接，所述支腿(323)通过所述涨簧(324)连接有挂

钩(32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所

述囊体(1)内设有用于支撑囊体的支撑组件(7)，所述支撑组件(7)包括第一支撑杆(71)、第

二支撑杆(72)和用于调节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之间距离的驱动件(73)，所述第一支撑

杆(71)抵在所述囊体的内壁上，所述第二支撑杆(72)抵在所述第一支撑杆相对的囊体内壁

上，所述驱动件(73)位于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所

述驱动件(73)的数量为2组，所述驱动件(73)包括油缸(733)、第一连杆(731)和第二连杆

(732)，所述第一连杆(731)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71)活动连接，所述第二连杆(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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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杆(72)活动连接，所述第一连杆(731)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连杆

(732)的第二端转动连接，所述油缸(733)的缸筒固定在所述第一支撑杆(71)上，所述油缸

(733)的活塞杆固定在所述第一连杆(731)与第二连杆(732)的连接处，两组驱动件(73)的

油缸的活塞杆方向相背。

10.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其特征在于：包括囊体(1)、囊体

顶部的囊顶机构(2)和囊体底部的底阀(3)，所述囊体(1)包括由纤维和橡胶硫化而成的硫

化层。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424375 A

3



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地下连续墙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

填的柔性液态囊。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抓住时机，大力推进地下空间开发和建设；近年来我国现代城

市轨道交通得到飞速发展，地下车库、商场也在大力兴建。目前，地下空间围护结构采用地

下连续墙，地下连续墙接头施工环节复杂，常用的施工方法有抛填泥包+封装箱和利用泥浆

囊封填。

[0003] 抛填泥包+封装箱的施工方法具有以下缺点：(1)接头处如果刷壁不到位，无法保

证二期钢筋笼顺利下放，钢筋笼水平钢筋难于插入一期工字钢连接槽内，接缝处很容易出

现渗漏，而且，泥包需求量很大、占用大面积施工场地，达不到标准化施工要求；(2)因为封

头箱、锁口管周围存在空隙，绕流砼包裹封头箱、锁口管，在砼的侧压力的作用下，封头箱、

锁口管接头处极易发生弯曲，所以在灌注砼的同时需要不断的提拔封头箱、锁口管，防止封

头箱、锁口管被绕流砼抱死，如果无法拔出槽孔，其后续处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

延误工期，并且，封头箱、锁口管进出场运输费用高。综上，抛填泥包+封装箱的施工方法极

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耽误工期。

[0004] 公开号为CN104278697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

泥浆囊，该泥浆囊采用橡胶和纤维加强层流化而成，虽然具有一定的柔软度，却没有足够的

强度来承受泥浆囊内的液体或泥浆的重量以及囊体外的压力。而且，泥浆囊为较大型的设

备，这就要求其重量轻，便于运输。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

囊，其采用凯夫拉作为内胆，外面包覆多层帘子布和硫化层，具有抗冲胀强度、弹性、水密

性，而且重量轻，折叠后体积小、运输简便。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包括囊体、囊体顶部的囊顶机

构和囊体底部的底阀，所述囊体包括凯夫拉内胆和硫化层，硫化层包覆在凯夫拉内胆的外

层。

[0008] 优选的，所述囊体还包括帘子布，帘子布位于凯夫拉内胆和硫化层之间。

[0009] 优选的，所述硫化层由橡胶，橡胶和纤维，橡胶和帘子布，或橡胶、纤维和帘子布硫

化而成。

[0010] 优选的，所述囊顶机构包括进抽水管、进水管、排气管和用于检测囊体内部压力的

压力表；所述进抽水管的第一端插入所述囊体内部，所述进抽水管的第二端与自吸泵的吸

水管或出水管相连；所述进水管的第一端插入所述囊体内部，所述进水管的第二端与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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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连接；所述排气管的第一端插入所述囊体内部，所述排气管的第二端连接囊体外部大

气；所述压力表安装在所述排气管上。

[0011] 优选的，所述囊顶机构通过囊顶外端盖、囊顶内端盖和两道错位安装的抱箍固定

在所述囊体的顶部，所述囊顶内端盖安装于囊体内部并用两道错位安装的抱箍抱紧，所述

囊顶外端盖安装在囊体顶部的外端面上，所述进抽水管、进水管和排气管均穿过所述囊顶

外端盖和囊顶内端盖与囊体内部连通。

[0012] 优选的，所述底阀包括阀体和接管，所述接管固定于所述囊体的底部，所述接管的

第一端位于所述囊体的内部，所述阀体与所述接管的第一端卡合。

[0013] 优选的，所述接管的第一端设有第一凸台；所述阀体包括阀体端盖和设置在所述

阀体端盖下方的多组拉簧、支腿、涨簧和挂钩，所述阀体端盖上设有双向拉环，所述阀体端

盖的侧面沿周向设有与所述第一凸台卡合的第二凸台，所述支腿的上端与所述阀体端盖连

接，所述支腿与阀体端盖的下表面具有夹角，所述拉簧的第一端与所述阀体端盖连接，拉簧

与阀体端盖的连接点位于所述支腿与阀体端盖连接点的外侧，所述拉簧的第二端与所述支

腿的中部连接，所述支腿通过所述涨簧连接有挂钩。

[0014] 优选的，所述囊体内设有用于支撑囊体的支撑组件，所述支撑组件包括第一支撑

杆、第二支撑杆和用于调节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之间距离的驱动件，所述第一支撑杆

抵在所述囊体的内壁上，所述第二支撑杆抵在所述第一支撑杆相对的囊体内壁上，所述驱

动件位于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之间。

[0015] 优选的，所述驱动件的数量为2组，所述驱动件包括油缸、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所

述第一连杆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杆活动连接，所述第二连杆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支撑

杆活动连接，所述第一连杆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连杆的第二端转动连接，所述油缸的缸筒

固定在所述第一支撑杆上，所述油缸的活塞杆固定在所述第一连杆与第二连杆的连接处，

两组驱动件的油缸的活塞杆方向相背。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包括囊体、囊体

顶部的囊顶机构和囊体底部的底阀，所述囊体包括由纤维和橡胶硫化而成的硫化层。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囊体采用凯夫拉作为

内胆，外面包覆多层帘子布和硫化层，具有抗冲胀强度、弹性和水密性，具有高强度、高耐磨

和高抗撕裂性，使用寿命长，而且重量轻，折叠后体积小、运输简便，易于加工成型，生产成

本低。

[0019] (2)本发明的柔性液态囊能够快速封填连接墙端头空间，缩短了封填时间，而且操

作简单、安全可靠、节省人力物力。囊顶机构包括进抽水管、进水管、排气管和压力表，进抽

水管与自吸泵连接，进水管与自来水管连接，在柔性液态囊吊装入槽后，自吸泵通过进抽水

管向柔性液态囊的囊体内注水，同时自来水经进水管进入囊体内，囊体内压力达到预设值

时停止注水；注水过程中，柔性液态囊底阀关闭，由于其良好的密封性，避免了囊内的清水

流出囊体外，同时，排气管上的放气阀打开以放净囊体内的空气，使囊体内全是清水，保证

加压达到预设值后，囊体不会因承受砼的压力体积发生变化；提取柔性液态囊前，自吸泵将

柔性液态囊内的清水经进抽水管抽取到制浆器中，制成新浆灌入囊体的外部，随着柔性液

态囊内清水不断减少，柔性液态囊的囊体自上而下逐渐收缩，待到囊内清水抽取干净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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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全部制成新浆灌入端头空间，整个囊体也收缩恢复原形，将柔性液态囊吊出槽孔后，打开

柔性液态囊底阀，将嚢底残余的清水排净。底阀关闭时，具有良好的密封性，避免囊体内的

水流出囊体，也能避免囊体外的浆液进入到囊体内；底阀打开时，能将囊体内的水完全排干

净。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做以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囊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底阀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支撑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囊体，2-囊顶机构，3-底阀，4-皮盆，6-配重物，11-凯夫拉内胆，12-帘子

布，13-硫化层，21-进抽水管，22-进水管，23-排气管，24-压力表，25-配重孔，31-接管，32-

阀体，61-牵引绳，321-阀体端盖，322-拉簧，323-支腿，324-涨簧，325-挂钩，51-囊顶外端

盖，52-囊顶内端盖，53-两道错位安装的抱箍，3211-双向拉环，7-支撑组件，71-第一支撑

杆，72-第二支撑杆，73-驱动件，731-第一连杆，732-第二连杆，733-油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的说明，而非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限制。需要理解的是在本发明的描述中，术语“前”、“后”、“左”、“右”、“上”、“下”等指示的方

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

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

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仅用于简化文字描述以区别

于类似的对象，而不能理解为特定的次序间的先后关系。

[0027] 在本申请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

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

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申

请中的具体含义。

[0028]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的柔性液态囊，包括囊

体1、囊体顶部的囊顶机构2和囊体底部的底阀3。囊体1包括凯夫拉内胆11和硫化层13，硫化

层13包覆在凯夫拉内胆11的外层。还包括帘子布12，帘子布12位于凯夫拉内胆11和硫化层

13之间。

[0029] 硫化层由橡胶，橡胶和纤维，橡胶和帘子布，或橡胶、纤维和帘子布硫化而成。

[0030] 凯夫拉，英文原名KEVLAR，也译作克维拉或凯芙拉，是一种芳纶纤维材料，为"聚对

苯二甲酰对苯二胺"，化学式的重复单位为-[-CO-C6H4-CONH-C6H4-NH-]-接在苯环上的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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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团为对位结构，由于凯夫拉密度低、强度高，其强度为同等质量钢铁的5倍，但密度仅为

钢铁的五分之一，进而使得柔性液态囊重量轻，便于运输，其高强度使得囊体能承受更多清

水的重量以及来自囊体外泥浆给的压力；而且凯夫拉坚韧耐磨，且耐酸碱和有机溶剂的侵

蚀，易于加工和成型，进而使得柔性液态囊具有高强度、高耐磨和高抗撕裂性，使用寿命长；

凯夫拉具有良好的柔韧性，易于折叠，所以本发明的柔性液态囊重量轻，折叠后体积小、运

输简便，生产成本低。帘子布的包覆，进一步增强了柔性液态囊承受压力、冲击负荷和强烈

震动的能力。最外层的硫化层使其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和抗冲击能力。

[0031] 囊体的截面可以为梯形、方形或凸字形。

[0032] 如图2所示，囊体由内向外依次由凯夫拉内胆11、帘子布12和硫化层13构成，硫化

层由橡胶硫化而成，或者硫化层由橡胶和纤维硫化而成。

[0033] 囊体可以由凯夫拉内胆11和硫化层13构成，硫化层由橡胶硫化而成，或者硫化层

由橡胶和纤维硫化而成，或者硫化层由橡胶、纤维和帘子布硫化而成。

[0034] 在另一实施例中，囊体也可以只由硫化层13构成，硫化层13由橡胶和纤维硫化而

成，或者硫化层由橡胶、纤维和帘子布硫化而成。

[0035] 优选的，帘子布12为挂胶腈纶帘子布，帘子布可以为多层。

[0036] 本发明还设有配重物6，在囊顶设有配重孔25，配重孔25连通囊体的内外，牵引绳

61穿过配重孔25将配重物送入囊体的内部，增加整个柔性液态囊的重量，在柔性液态囊吊

装入槽内时，囊体内配重物的重量使柔性液态囊准确定位到槽内。在不使用时，可以将配重

物6通过牵引绳61从囊体内取出，将柔性液态囊折叠收纳。

[0037] 囊顶机构2包括进抽水管21、进水管22、排气管23和用于检测囊体1内部压力的压

力表24；进抽水管21的第一端插入囊体1内部，进抽水管21的第二端与自吸泵的吸水管或出

水管相连，用于向囊体内注水或者将囊体内的清水抽出；进水管22的第一端插入囊体1内

部，进水管22的第二端与自来水管连接，用于向囊体内注水；进抽水管21和进水管22能同时

向囊体内注水，增加了注水效率，缩短注水时间，进而缩短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的封填时

间。排气管23的第一端插入囊体1内部，排气管23的第二端连接囊体1外部大气；排气管23上

设有放气阀，用于将囊体1内的气体排出，压力表24安装在排气管23上，压力表24用于实时

检测囊体1内的压力，保证封填过程的顺利进行。

[0038] 囊顶机构2通过囊顶外端盖51、囊顶内端盖52和两道错位安装的抱箍53固定在囊

体1的顶部，囊顶内端盖52安装于囊体1内部并用两道错位安装的抱箍53抱紧，囊顶外端盖

51安装在囊体1顶部的外端面上，进抽水管21、进水管22、排气管23和配重孔25均穿过囊顶

外端盖51和囊顶内端盖52与囊体1内部连通。

[0039] 如图3所示，底阀3包括阀体32和接管31，接管31固定于囊体1的底部，接管31的第

一端位于囊体1的内部，接管31的第一端设有第一凸台；阀体32包括阀体端盖321和设置在

阀体端盖321下方的多组拉簧322、支腿323、涨簧324和挂钩325，阀体端盖321上设有双向拉

环3211，阀体端盖321的侧面沿周向设有与第一凸台卡合的第二凸台，支腿323的上端与阀

体端盖321连接，支腿323与阀体端盖321的下表面具有夹角，拉簧322的第一端与阀体端盖

321连接，拉簧322与阀体端盖321的连接点位于支腿323与阀体端盖321连接点的外侧，拉簧

322的第二端与支腿323的中部连接，支腿323通过涨簧324连接有挂钩325。

[0040] 在柔性液态囊吊装入槽后，向柔性液态囊内灌注清水时，柔性液态囊底阀处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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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状态，此时，阀体端盖321的第二凸台与接管31的第一凸台卡合，支腿323的下端抵在接管

31的内壁上，拉簧322提供拉力，第一凸台提供的支撑力和拉簧的拉力协同作用保持阀体端

盖的稳定，从而保证密封性，避免囊体内的清水流出。提取柔性液态囊前，自吸泵将柔性液

态囊内的清水抽取到制浆器中，制成新浆灌入囊体的外部，注浆的过程中，底阀也处于关闭

状态，避免囊体外灌注的浆液进入囊体内。随着柔性液态囊内清水不断减少，柔性液态囊的

囊体自上而下逐渐收缩，待到囊内清水抽取完毕，清水制成新浆灌入端头空间后，打开柔性

液态囊底阀，支腿323的下端与接管31的第一凸台卡接，借助于涨簧324的弹力，挂钩325勾

住第一凸台，支腿的支撑力协同挂钩的拉力保证阀体端盖的稳定，将囊底残留的清水全部

排净。通过拉取阀体端盖上的双向拉环3211来实现底阀的打开和关闭状态之间的切换。

[0041] 囊体1的外部设有用于保护柔性液态囊底阀3的皮盆4，保护柔性液态囊底阀的同

时避免囊外的浆液流入囊体内。

[0042] 如图4所示，囊体1内设有用于支撑囊体的支撑组件7，支撑组件7通过链条连接从

囊顶深入到囊体内部，不用时也可以通过牵拉链条将支撑组件7拉出囊体外；支撑组件7包

括第一支撑杆71、第二支撑杆72和用于调节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之间距离的驱动件

73，第一支撑杆71抵在囊体的内壁上，第二支撑杆72抵在第一支撑杆相对的囊体内壁上，驱

动件73位于第一支撑杆和第二支撑杆之间。驱动件73的数量为2组，驱动件73包括油缸733、

第一连杆731和第二连杆732，第一连杆731的第一端与第一支撑杆71活动连接，第二连杆

732的第一端与第二支撑杆72活动连接，第一连杆731的第二端与第二连杆732的第二端转

动连接，油缸733的缸筒固定在第一支撑杆71上，油缸733的活塞杆固定在第一连杆731与第

二连杆732的连接处，两组驱动件73的油缸的活塞杆方向相背。初始状态时，第一支撑杆71

和第一支撑杆72相互靠拢，两个油缸的活塞杆未顶出，第一连杆731和第二连杆732之间的

夹角较小；当使用柔性液态囊时，需要将囊体撑开，则启动油缸733，两个油缸的活塞杆同时

顶出，使第一连杆731和第二连杆732之间的夹角变大，最大可达到180°，第一支撑杆71和第

二支撑杆72之间的距离增大，将囊体撑开，便可以进行注水等操作。设置两组驱动件的目的

在于保持第一支撑杆71和第二支撑杆72之间沿长度方向的距离相同，即使囊体的上部和下

部的内径相同。第一支撑杆71和第二支撑杆72的顶部距囊顶的距离为囊体总长的1/4，保证

整个囊体完全撑开。

[0043] 采用本发明的柔性液态囊封填地下连续墙端头空间的方法为：囊顶的进抽水管21

与自吸泵连接，进水管22与自来水管连接，在柔性液态囊吊装入槽后，自吸泵通过进抽水管

21向柔性液态囊的囊体内注水，同时自来水经进水管22进入囊体内，压力表24实时检测囊

体内的压力，当囊体内压力达到预设值时停止注水；注水过程中，柔性液态囊底阀关闭，由

于其良好的密封性，避免了囊内的清水流出囊体外，同时，排气管23上的放气阀打开以放净

囊体内的空气，使囊体内全是清水，保证加压达到预设值后，囊体不会因承受砼的压力体积

发生变化；提取柔性液态囊前，自吸泵将柔性液态囊内的清水经进抽水管抽取到制浆器中，

制成新浆灌入囊体的外部，随着柔性液态囊内清水不断减少，柔性液态囊的囊体自上而下

逐渐收缩，待到囊内清水抽取干净时，清水全部制成新浆灌入端头空间，整个囊体也收缩恢

复原形，将柔性液态囊吊出槽孔后，打开柔性液态囊底阀，将嚢底残余的清水完全排净，地

下连续墙端头空间封填完成。

[0044] 综上，本发明的柔性液态囊具有高强度、高耐磨、高抗撕裂性和良好的密封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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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长，而且重量轻，折叠后体积小、运输简便，易于加工成型，生产成本低。能够快速封

填连接墙端头空间，缩短了封填时间，而且操作简单、安全可靠、节省人力物力。

[004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而并非限制本发明所描述的技术

方案；因此，尽管本说明书参照上述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已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仍然可以对本发明进行修改或等同替换；而一切不脱离本发明

的精神和范围的技术方案及其改进，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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