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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包括有绝缘

塑料容器，和带有出气管的上盖，绝缘塑料容器

上部支撑有蒸药用的药箅，中部固定有一对伸向

容器底部的双刀式导电电极；所述远程服务器设

置在主控箱内，所述主控箱位于操作间内；所述

主控箱包括壳体、腔体、一对盖板、亚克力板与引

风装置；有效避免了现有技术中主控箱里的区域

与设置于主控箱壁面上用来观察主控箱内部的

亚克力板的结构难以运动而使得难以在主控箱

里进行工作处理、送出操作间与送入主控箱的气

流无法调整以及灵活性不足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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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有绝缘塑料容器，和带有出气管的

上盖，绝缘塑料容器上部支撑有蒸药用的药箅，中部固定有一对伸向容器底部的双刀式导

电电极；

在绝缘塑料容器中设置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模块同单片机相连

接，所述无线通信模块通过无线网络中的无线交换机同远程服务器相连接，这样就能把温

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传递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通过无线通信模块经由无线交换机传送

到远程服务器中；

所述远程服务器设置在主控箱内，所述主控箱位于操作间内；

所述主控箱包括壳体、腔体、一对盖板、亚克力板与引风装置；

所述腔体设在壳体上，所述腔体的一边设置着沟路，所述一对盖板设置于所述壳体上

且都处在所述腔体设置着沟路的一边，所述一对盖板彼此相隔距离最长的一边同所述壳体

相枢接，所述一对盖板彼此相隔距离最短的一边设置着沟道,  所述壳体设置着能运动的定

位辊，所述定位辊经由运动能够同所述沟道相结合或分开，所述一对盖板接近所述腔体的

一边设置着钢球；所述亚克力板设置于所述一对盖板和所述腔体间；上下运动设备包括推

动设备与曲张杆，所述亚克力板里设置着联结条，所述联结条处在所述亚克力板顶部，所述

推动设备经由所述曲张杆同联结条相连来推动所述曲张杆曲张；

所述引风装置包括引风通道一、引风通道二、送气扇、筛网设备一、筛网设备二与引风

通道三，所述腔体的下部、顶部与壳体顶部都设置着贯通洞，所述腔体的下部的贯通洞处在

接近所述腔体设置着沟路的一边，所述引风通道三同所述腔体的下部的贯通洞与送气扇的

送气口相通，所述引风通道一同所述腔体的顶部的贯通洞与所述送气扇的进气口相通，所

述筛网设备一设置于所述引风通道一上，所述引风通道二的一头设在所述引风通道一上且

处在所述送气扇与所述筛网设备一间，所述引风通道二的另一头设在所述壳体上，所述引

风通道二同所述引风通道一与所述壳体顶部的贯通洞相通，所述筛网设备二设置于所述引

风通道二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亚克力板上

设置着一对执行口，所述亚克力板相应于所述执行口所在之处都容纳着防护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腔体里设置

着LED珠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箱还包

括PLC，所述腔体中设置着感光器，所述PLC同感光器与LED珠体相电连接；

所述腔体里设置着X射线管；

所述引风通道二上设置着流量开关；

所述一对盖板上设置着拉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交换机

设置在长方体状壳体中；

所述长方体状壳体相向的一对边壁板的壁面上和背壁板的壁面上都各自设置着包括

两对联结片两两相连形成的长方体状支架，所述长方体状支架中均匀设置着若干横向挡

片，把所述长方体状支架分成为若干移动通道，所有移动通道中都各自设置着能够于所述

移动通道中进行横向往复移动的长方体状容器，所述长方体状容器的外壁上设置着用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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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贯通式送风口，所述长方体状容器里面的壁面上设置着若干用来排风的贯通式排风

口，所述长方体状壳体相向的一对边壁板的壁面上和背壁板的壁面上设置着若干同所述长

方体状容器上的用来排风的贯通式排风口对应的用来送风的通道，所述用来送风的贯通式

送风口上设置着用来送风的腔体，所述长方体状支架上设置着面板，所述面板上设置着若

干同所述用来送风的腔体对应的导轨，所述用来送风的腔体的一头和另一头相贯通，所述

长方体状壳体顶壁是带有贯通口的壁板，所述贯通口上设置着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

器，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的底部开有贯通孔，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的底

部的贯通孔同所述长方体状壳体里面相通，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中设置着若干

从高到低分布的用来采集颗粒物杂质的横向片状体，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的顶

壁设置着同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里面相通且其从一头到另一头贯通的用来排

风的腔体，所述用来排风的腔体中设置着排气扇。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用来去除颗

粒物杂质的容器相向的一对边壁板的内壁上设置着容纳孔，有利于把所述用来采集颗粒物

杂质的横向片状体设在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中，所述用来采集颗粒物杂质的横

向片状体是凹凸棒石粘土片或聚苯胺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蒸药用的药

物由下述重量比的原料制成：黄芪12-24克、辛夷8-16克、苍耳子8-16克、夏枯草12-24克、僵

蚕8-16克、黄芩4-12克、地龙8-10克、益智仁8-12克、丹皮12-32克、甘草8-12克、大枣8-16

克、青黛8-16克、血竭4-12克、仙鹤草8-10克、鸡血藤12-32克和火麻仁12-32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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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治疗鼻炎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就是将药物与水分隔的无水自动断电的鼻炎药物

热疗器，包括有绝缘塑料容器，和带有出气管的上盖，绝缘塑料容器上部支撑有蒸药用的药

箅，中部固定有一对伸向容器底部的双刀式导电电极。

[0003] 为了实时监控绝缘塑料容器内的温度，就需要在绝缘塑料容器中设置温度传感

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模块同单片机相连接，所述无线通信模块通过无线网络中

的无线交换机同远程服务器相连接，这样就能把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传递到单片机，

然后单片机通过无线通信模块经由无线交换机传送到远程服务器中。

[0004] 所述远程服务器通常设置在位于操作间的主控箱内，而该主控箱和操作间作为一

种封闭的结构其内部常常会带有颗粒物杂质，该颗粒物杂质长期悬浮在主控箱壁面上会吸

附各种病菌，对工作人员在维护主控箱时造成对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这样就对主控箱的

外壁运用引风设备把主控箱外壁的颗粒物杂质筛去后，再把筛去颗粒物杂质的气流送至操

作间之外，而一些筛去颗粒物杂质的气流重回主控箱，降低了因为吸附各种病菌的主控箱

对主控箱外壁造成的污损，环保性能佳，对工作人员维护主控箱提供了安全的维护范围，然

而现有的主控箱里的区域与设置于主控箱壁面上用来观察主控箱内部的亚克力板的结构

难以运动而使得难以在主控箱里进行工作处理，还常常让颗粒物杂质扩散到外面造成污

损，另外送出操作间与送入主控箱的气流无法调整，灵活性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有效避免了现有

技术中主控箱里的区域与设置于主控箱壁面上用来观察主控箱内部的亚克力板的结构难

以运动而使得难以在主控箱里进行工作处理、让颗粒物杂质扩散到外面造成污损、送出操

作间与送入主控箱的气流无法调整以及灵活性不足的缺陷。

[0006]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的解决

方案，具体如下：

[0007] 一种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包括有绝缘塑料容器4，和带有出气管1的上盖2，

绝缘塑料容器上部支撑有蒸药用的药箅3，中部固定有一对伸向容器底部的双刀式导电电

极7；

[0008] 在绝缘塑料容器中设置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模块同单片机相

连接，所述无线通信模块通过无线网络中的无线交换机同远程服务器相连接，这样就能把

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传递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通过无线通信模块经由无线交换机传

送到远程服务器中。

[0009] 所述远程服务器设置在主控箱内，所述主控箱位于操作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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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主控箱包括壳体n1、腔体n2、一对盖板n3、亚克力板n4与引风装置n6；

[0011] 所述腔体n2设在壳体n1上，所述腔体n2的一边设置着沟路，所述一对盖板n3设置

于所述壳体n1上且都处在所述腔体n2设置着沟路的一边，所述一对盖板n3彼此相隔距离最

长的一边同所述壳体n1相枢接，所述一对盖板n3彼此相隔距离最短的一边设置着沟道n31, 

所述壳体n1设置着能运动的定位辊n11，所述定位辊n11经由运动能够同所述沟道n31相结

合或分开，所述一对盖板n3接近所述腔体n2的一边设置着钢球n32；所述亚克力板n4设置于

所述一对盖板n3和所述腔体n2间；上下运动设备n5包括推动设备n51与曲张杆n52，所述亚

克力板n4里设置着联结条n41，所述联结条n41处在所述亚克力板n4顶部，所述推动设备n51

经由所述曲张杆n52同联结条n41相连来推动所述曲张杆n52曲张；

[0012] 所述引风装置n6包括引风通道一n61、引风通道二n62、送气扇n63、筛网设备一

n64、筛网设备二n65与引风通道三n66，所述腔体n2的下部、顶部与壳体n1顶部都设置着贯

通洞，所述腔体n2的下部的贯通洞处在接近所述腔体n2设置着沟路的一边，所述引风通道

三n66同所述腔体n2的下部的贯通洞与送气扇n63的送气口相通，所述引风通道一n61同所

述腔体n2的顶部的贯通洞与所述送气扇n63的进气口相通，所述筛网设备一n64设置于所述

引风通道一n61上，所述引风通道二n62的一头设在所述引风通道一n61上且处在所述送气

扇n63与所述筛网设备一n64间，所述引风通道二n62的另一头设在所述壳体n1上，所述引风

通道二n62同所述引风通道一n61与所述壳体n1顶部的贯通洞相通，所述筛网设备二n65设

置于所述引风通道二n62上。

[0013] 所述亚克力板n4上设置着一对执行口n42，所述亚克力板n4相应于所述执行口n42

所在之处都容纳着防护膜n43。

[0014] 所述腔体n2里设置着LED珠体n21。

[0015] 所述主控箱还包括PLCn7，所述腔体n2中设置着感光器n22，所述PLCn7同感光器

n22与LED珠体n21相电连接。

[0016] 所述腔体n2里设置着X射线管n23。

[0017] 所述引风通道二n62上设置着流量开关n621。

[0018] 所述一对盖板n3上设置着拉柄n33。

[0019] 运行所述推动设备n51，所述推动设备n51经由推动曲张杆n52曲张牵引所述亚克

力板n4挪动，依赖工作人员的要求改变所述亚克力板n4的同地面的距离，工作人员就能径

直于所述腔体n2里工作处理，亦能经由把防护膜n43缠绕在掌部再于所述腔体n2里工作处

理，而要对所述腔体n2去除颗粒物杂质时，让定位辊n1同所述沟道n31分开，揭开所述一对

盖板n3，围着联结条n41旋动所述亚克力板n4就能在所述腔体n2内进行去除颗粒物杂质，须

调整送出操作间与送入主控箱的气流流量时，启动流量开关n621就能调整送出操作间与送

入主控箱的气流流量，须要对所述腔体n2里执行除菌时就运行X射线管n23进行除菌；

[0020] 另外所述PLCn7经由感光器n22采集感光度数，所述PLCn7凭借所述感光度数让LED

珠体n21点亮或熄灭，即在所述感光度数小于设定临界值时，所述PLCn7就点亮所述LED珠体

n21，而在所述感光度数不小于设定临界值时，所述PLCn7就熄灭所述LED珠体n21。

[0021] 所述蒸药用的药物由下述重量比的原料制成：黄芪12-24克、辛夷8-16克、苍耳子

8-16克、夏枯草12-24克、僵蚕8-16克、黄芩4-12克、地龙8-10克、益智仁8-12克、丹皮12-32

克、甘草8-12克、大枣8-16克、青黛8-16克、血竭4-12克、仙鹤草8-10克、鸡血藤12-32克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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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仁12-32克。

[0022] 这样本发明的优点为：

[0023] 于一对盖板揭开的条件下，能够把亚克力板围着联结条旋动，易于把所述腔体与

亚克力板上的颗粒物杂质去除，亚克力板能够经由上下运动设备调整同地面的距离，改善

了工作人员执行处理的难度，流量开关有利于调整送出操作间与送入主控箱的气流流量，

增强了灵活性，亚克力板整体盖在所述腔体的条件下经由防护膜来对腔体里的部件工作处

理时，降低了颗粒物杂质飘到外面的概率。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主控箱的正视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局部示意图。

[0026] 图  3为本发明的正面示意图。

[0027] 图  4为本发明的一边的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图3中去除掉面板的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的正面示意图。

[0030] 图7为本发明部分结构图。

[0031] 图8为本发明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的一边的示意图。

[0032] 图9为本发明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的背面示意图。

[0033] 图10为本发明局部剖视图。

[0034] 图11为本发明的装置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地说明。

[0036] 如图1-11所示，结合中药热疗鼻炎的装置，包括有绝缘塑料容器4，和带有出气管1

的上盖2，绝缘塑料容器上部支撑有蒸药用的药箅3，中部固定有一对伸向容器底部的双刀

式导电电极7；另外附图中的标识5为铜螺钉和螺母、  6为密封垫圈、7为双刀式导电电极以

及8为电源线。

[0037] 可根据热疗时间的长短在绝缘塑料容器4内倒入不同量的水，将中草药放在药箅3

上，如用药粉可装袋后放在药箅3上，将电源线8接通电源，盖好上盖2，双刀式导电电极7通

过水导电加热，使水煮沸，蒸气经过药箅3使在药箅3上的中药挥发，带有药物的蒸气从出气

管1逸出，供鼻炎患者吸入治疗。药物与水份隔，无水自动断电，使用方便，治疗效果好。

[0038] 在绝缘塑料容器中设置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模块同单片机相

连接，所述无线通信模块通过无线网络中的无线交换机同远程服务器相连接，这样就能把

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传递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通过无线通信模块经由无线交换机传

送到远程服务器中。

[0039] 所述蒸药用的药物由下述重量比的原料制成：黄芪12-24克、辛夷8-16克、苍耳子

8-16克、夏枯草12-24克、僵蚕8-16克、黄芩4-12克、地龙8-10克、益智仁8-12克、丹皮12-32

克、甘草8-12克、大枣8-16克、青黛8-16克、血竭4-12克、仙鹤草8-10克、鸡血藤12-32克和火

麻仁12-32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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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所述药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1] 1、按所述原料的重量配比称取原料；

[0042] 2、清除杂质，用金属器盛装；

[0043] 3、常温漂洗2～3遍；

[0044] 4、将黄芪、黄芩、丹皮、夏枯草、甘草、大枣混合共煎煮，一次40分钟，三次后缩到

100-200ml与粉碎过的辛夷、苍耳子、僵蚕、地龙、益智仁、青黛、血竭、仙鹤草、鸡血藤和火麻

仁混合于制板上自然晒干；

[0045] 5、晒干后用中药粉碎机混合粉碎；

[0046] 6、用120目过筛，得到药物。

[0047] 所述远程服务器设置在主控箱内，所述主控箱位于操作间内；

[0048] 所述主控箱包括壳体n1、腔体n2、一对盖板n3、亚克力板n4与引风装置n6；

[0049] 所述主控箱包括壳体n1、腔体n2、一对盖板n3、亚克力板n4与引风装置n6；

[0050] 所述腔体n2设在壳体n1上，所述腔体n2的一边设置着沟路，所述一对盖板n3设置

于所述壳体n1上且都处在所述腔体n2设置着沟路的一边，所述一对盖板n3彼此相隔距离最

长的一边同所述壳体n1相枢接，所述一对盖板n3彼此相隔距离最短的一边设置着沟道n31, 

所述壳体n1设置着能运动的定位辊n11，所述定位辊n11经由运动能够同所述沟道n31相结

合或分开，所述一对盖板n3接近所述腔体n2的一边设置着钢球n32；所述亚克力板n4设置于

所述一对盖板n3和所述腔体n2间；上下运动设备n5包括推动设备n51与曲张杆n52，所述推

动设备n51为活塞，所述亚克力板n4里设置着联结条n41，所述联结条n41处在所述亚克力板

n4顶部，所述推动设备n51经由所述曲张杆n52同联结条n41相连来推动所述曲张杆n52曲

张；

[0051] 所述引风装置n6包括引风通道一n61、引风通道二n62、送气扇n63、筛网设备一

n64、筛网设备二n65与引风通道三n66，所述腔体n2的下部、顶部与壳体n1顶部都设置着贯

通洞，所述腔体n2的下部的贯通洞处在接近所述腔体n2设置着沟路的一边，所述引风通道

三n66同所述腔体n2的下部的贯通洞与送气扇n63的送气口相通，所述引风通道一n61同所

述腔体n2的顶部的贯通洞与所述送气扇n63的进气口相通，所述筛网设备一n64设置于所述

引风通道一n61上，所述引风通道二n62的一头设在所述引风通道一n61上且处在所述送气

扇n63与所述筛网设备一n64间，所述引风通道二n62的另一头设在所述壳体n1上，所述引风

通道二n62同所述引风通道一n61与所述壳体n1顶部的贯通洞相通，所述筛网设备二n65设

置于所述引风通道二n62上。

[0052] 所述亚克力板n4上设置着一对执行口n42，所述亚克力板n4相应于所述执行口n42

所在之处都容纳着防护膜n43。

[0053] 所述腔体n2里设置着LED珠体n21。

[0054] 所述主控箱还包括PLCn7，所述腔体n2中设置着感光器n22，所述PLCn7同感光器

n22与LED珠体n21相电连接。

[0055] 所述腔体n2里设置着X射线管n23。

[0056] 所述引风通道二n62上设置着流量开关n621。

[0057] 所述一对盖板n3上设置着拉柄n33。

[0058] 还有就是运行所述推动设备n51，所述推动设备n51经由推动曲张杆n52曲张牵引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6913953 B

7



所述亚克力板n4挪动，依赖工作人员的要求改变所述亚克力板n4的同地面的距离，工作人

员就能径直于所述腔体n2里工作处理，亦能经由把防护膜n43缠绕在掌部再于所述腔体n2

里工作处理，而要对所述腔体n2去除颗粒物杂质时，让定位辊n1同所述沟道n31分开，揭开

所述一对盖板n3，围着联结条n41旋动所述亚克力板n4就能在所述腔体n2内进行去除颗粒

物杂质，须调整送出操作间与送入主控箱的气流流量时，启动流量开关n621就能调整送出

操作间与送入主控箱的气流流量，须要对所述腔体n2里执行除菌时就运行X射线管n23进行

除菌；

[0059] 另外所述PLCn7经由感光器n22采集感光度数，所述PLCn7凭借所述感光度数让LED

珠体n21点亮或熄灭，即在所述感光度数小于设定临界值时，所述PLCn7就点亮所述LED珠体

n21，而在所述感光度数不小于设定临界值时，所述PLCn7就熄灭所述LED珠体n21。

[0060] 而无线交换机通常设置在长方体状壳体中，而长方体状壳体中的无线交换机常常

须连续不断运行不短的周期，这样长方体状壳体里面会蓄积大量颗粒物杂质，而无线交换

机往往也需要持续不断的供能，更加使得长方体状壳体中的颗粒物杂质蓄积得更多，无线

交换机即常常出现内部部件因为颗粒物杂质的干扰而烧损的故障，从而对无线交换机的运

行产生不利的因素，甚至使得无线交换机毁掉的故障，这样会让数据传输中断，因为无线交

换机往往处在持续不断的运行中，所以怎样在无线交换机处在持续不断的运行中实现颗粒

物杂质的去除成为了急须处理的课题。

[0061] 所述无线交换机设置在长方体状壳体C1中。

[0062] 所述用户终端为智能手机、PD或者笔记本电脑。

[0063] 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相向的一对边壁板的壁面上和背壁板的壁面上都各自设置

着包括两对联结片两两相连形成的长方体状支架C2，所述长方体状支架C2中均匀设置着若

干横向挡片C3，把所述长方体状支架C2分成为若干移动通道C4，所有移动通道C4中都各自

设置着能够于所述移动通道C4中进行横向往复移动的长方体状容器C5，所述长方体状容器

C5的外壁上设置着用来送风的贯通式送风口C6，所述长方体状容器C5里面的壁面上设置着

若干用来排风的贯通式排风口C7，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相向的一对边壁板的壁面上和背壁

板的壁面上设置着若干同所述长方体状容器C5上的用来排风的贯通式排风口C7对应的用

来送风的通道C8，所述用来送风的贯通式送风口C6上设置着用来送风的腔体C9，所述长方

体状支架C2上设置着面板C10，所述面板C10上设置着若干同所述用来送风的腔体C9对应的

导轨C11，所述用来送风的腔体C9的一头和另一头相贯通，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顶壁是带有

贯通口的壁板，所述贯通口上设置着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C12，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

的容器C12的底部开有贯通孔，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C12的底部的贯通孔同所述

长方体状壳体C1里面相通，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C12中设置着若干从高到低分

布的用来采集颗粒物杂质的横向片状体C13，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C12的顶壁设

置着同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C12里面相通且其从一头到另一头贯通的用来排风

的腔体C14，所述用来排风的腔体C14中设置着排气扇。

[0064] 要提高运行效率，所述用来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容器C12相向的一对边壁板的内壁

上设置着容纳孔，有利于把所述用来采集颗粒物杂质的横向片状体C13设在所述用来去除

颗粒物杂质的容器C12中，由此有利于实时替换所述用来采集颗粒物杂质的横向片状体

C13，所述用来采集颗粒物杂质的横向片状体C13是凹凸棒石粘土片或聚苯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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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在无线交换机运行时，把所述用来送风的腔体C9同储有90M帕氮气的氮气罐相连

通，这样氮气流就通过所述长方体状容器C5与所述长方体状容器C5上的用来送风的通道C8

流到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中，氮气流把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中的颗粒物杂质卷起，接着排

气扇把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中的气流带出，气流在通过所述用来采集颗粒物杂质的横向片

状体C13时对颗粒物杂质实现采集，在采集效率不高的条件下还能够实时进行替换所述用

来采集颗粒物杂质的横向片状体C13，结合所述长方体状容器C5能够在所述移动通道C4中

进行横向往复移动的性能，储有90M帕氮气的氮气罐同所在之处不一样的所述长方体状容

器C5相连通时，就能够把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中的颗粒物杂质卷起，去除效率高，处在所述

长方体状壳体C1相向的一对边壁板的壁面上和背壁板的壁面上且位于同样水平面上的所

述长方体状容器C5也能够相互结合来各自同氮气罐相连通，这样移动所述长方体状容器C5

让这些所述长方体状容器C5的氮气流可对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中的一个地方实现去除颗

粒物杂质的进程，可更佳地确保去除颗粒物杂质的效率，尤其针对所述长方体状壳体C1中

的拐弯所在之处，去除效率更佳，并能确保无线交换机运行时的去除颗粒物杂质的功能。

[0066] 以上以附图说明的方式对本发明作了描述，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本公开

不限于以上描述的实施例，在不偏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各种变化、改变和替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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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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