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11132897 B
(45)授权公告日 2021.04.16
(21)申请号 201980003010 .1
(22)申请日 2019 .12 .1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132897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 .05 .08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20 .01 .08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CN2019/125404 2019 .12 .13
(73)专利权人 苏州锂智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中峰街
158号北侧二楼
(72)发明人 谭建新

胡恒芳

谭智恩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远大卓悦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369
代理人 张川

(51)Int .Cl .
B62M 6/90 (2010 .01)
B62M 6/45 (2010 .01)
B62J 43/13 (2020 .01)
B62J 43/23 (2020 .01)
B60L 53/80 (2019 .01)
B60L 58/10 (2019 .01)
E05B 47/00 (2006 .01)
E05B 49/00 (2006 .01)
(56)对比文件
CN 108116581 A ,2018 .06 .05
CN 206511062 U ,2017 .09 .22
CN 209487662 U ,2019 .10 .11
CN 107085895 A ,2017 .08 .22
EP 2781440 A1 ,2014 .09 .24
CN 107154114 A ,2017 .09 .12
CN 209561570 U ,2019 .10 .29
审查员 石迎军

CN 111132897 B

权利要求书1页

(54)发明名称
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具有锁具的电
池仓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包
括步骤：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仓体内主控板上电初
始化；
检测电池仓体内接口处连接的电池包，
并
读取若干电池包的数据；
其中，
数据包括组别标
识码、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
判断各电池包
的组别标识码是否一致，
并判断组别内电池包数
量信息码与当前接入接口电池包数量是否一致；
若各电池包的组别标识码一致，
同时组别内电池
包数量信息码与当前接入接口电池包数量一致，
则发送第一解锁指令，
第一解锁指令用以配置电
池仓体的电磁锁执行开锁动作。本发明还涉及具
有锁具的电 池仓。本发明通过对电 池数据的读
取，
实现判定电池是否合规，
从而解锁电动自行
车；
本发明构思巧妙，
逻辑严谨，
便于电动自行车

领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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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电动自行车（100）的电池仓体（200）内主控板上电初始化；
检测电池仓体（200）内接口处连接的电池包（400），
并读取若干电池包（400）的数据；
其
中，
所述数据包括组别标识码、
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
判断各电池包（400）的组别标识码是否一致，
并判断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与当前
接入接口电池包（400）数量是否一致；
若各电池包（400）的组别标识码一致，
同时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与当前接入接口
电池包（400）数量一致，
则发送第一解锁指令，
所述第一解锁指令用以配置电池仓体（200）
的电磁锁（220）执行开锁动作；
检测电磁锁（220）是否完成开锁动作，
若完成则发送第二锁定指令，
所述第二锁定指令
用以配置电池仓体（200）的第一装置锁定电池包；
检测电磁锁（220）是否处于锁定状态，
若是，
则等待取电指令，
所述取电指令用以配置
电池仓体（200）的第一装置解锁电池包。
2 .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包括安装于电动自行车（100）车座下部的电池仓体（200）；
其特
征在于：
所述电池仓体（200）电性连接电动自行车（100）的驱动电机；
所述电池仓体（200）为壳
体结构，
其上部开设有用于放入可拆卸的电池包（400）的敞口（210）；
所述电池仓体（200）内配置有电池包（400）的接口、主控板、转换输出电路；
其中，
所述
接口用以接插电池包（400）；
所述转换输出电路用以将电池包（400）输出的电能转换成驱动
电机的电能；
所述主控板内配置有存储器、
处理器以及程序，
其中所述程序被存储在所述存
储器中，
并且被配置成由处理器执行，
所述程序包括用于执行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所述电池仓体（200）底部设有一电磁锁（220）；
所述电磁锁（220）电连接所述主控板；
所
述电磁锁（220）向电动自行车（100）后轮延伸，
以使得电磁锁（220）可锁定后轮；
所述电池仓体（200）还配置有锁定电池包（400）的第一装置；
所述第一装置用以在所述
电磁锁（220）在解锁状态时锁定电池包（400），
并在所述电磁锁（220）在锁定状态时解锁电
池包（400）。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其特征在于：
所述敞口（210）处还配置有若
干隔板，
以形成若干容纳空间（211）；
一所述容纳空间（211）内放置一电池包（400）。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其特征在于：
所述隔板的数量为五块，
以形
成六个独立的容纳空间（211）。
5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池仓体（200）上表面配
置有控制按键（230）；
所述控制按键（230）电连接所述主控板，
用以控制电池包（400）接入电
动自行车（100）。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池仓体（200）上表面配
置有用以控制所述电磁锁（220）锁定或解锁的控制按键（230）。
7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装置为电动锁具或电
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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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共享电动自行车，
具体涉及一种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具有锁
具的电池仓。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
共享经济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
共享单车作为解决人们最后一
公里的痛点占据着共享热潮的大半江山；
近年来，
共享电动车也逐渐出现在城市街头。
[0003] 有些采用有桩式的，
有桩式的便于管理，
同时桩体兼顾充电的作用；
但需要大量布
设充电桩，
占地面积大，
且维护成本较高；
有些共享电动自行车为无桩式的，
但使用者任意
停放，
导致分布较分散，用户拿到的车辆往往电量不足，
无法满足其使用；
特别是针对电动
如何管理电池与电动自行车，
成为共享的关键。
自行车的可快速更换的电池，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提出的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本发明通
过对电池数据的读取，
实现判定电池是否合规，
从而解锁电动自行车；
本发明构思巧妙，
逻
辑严谨，
便于电动自行车领域推广应用。
[0005] 本发明提供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仓体内主控板上电初始化；
[0007] 检测电池仓体内接口处连接的电池包，
并读取若干电池包的数据；
其中，
所述数据
包括组别标识码、
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
[0008]
判断各电池包的组别标识码是否一致，
并判断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与当前接
入接口电池包数量是否一致；
[0009] 若各电池包的组别标识码一致，
同时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与当前接入接口电
池包数量一致，
则发送第一解锁指令，
所述第一解锁指令用以配置电池仓体的电磁锁执行
开锁动作。
[0010] 优选地，
还包括步骤：
检测电磁锁是否完成开锁动作，
若完成则发送第二锁定指
令，
所述第二锁定指令用以配置电池仓体的第一装置锁定电池包。
[0011] 优选地，
还包括步骤：
检测电磁锁是否处于锁定状态，
若是，
则等待取电指令，
所述
取电指令用以配置电池仓体的第一装置解锁电池包。
[0012] 本发明还涉及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包括安装于电动自行车车座下部的电池仓体；
[0013] 所述电池仓体电性连接电动自行车的驱动电机；
所述电池仓体为壳体结构，
其上
部开设有用于放入可拆卸的电池包的敞口；
[0014] 所述电池仓体内配置有电池包的接口、
主控板、转换输出电路；
其中，
所述接口用
以接插电池包；
所述转换输出电路用以将电池包输出的电能转换成驱动电机的电能；
所述
主控板内配置有存储器、
处理器以及程序，
其中所述程序被存储在所述存储器中，
并且被配
置成由处理器执行，
所述程序包括用于执行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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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电池仓体底部设有一电磁锁；
所述电磁锁电连接所述主控板；
所述电磁锁向
电动自行车后轮延伸，
以使得电磁锁可锁定后轮。
[0016] 优选地，
所述敞口处还配置有若干隔板，
以形成若干容纳空间；
一所述容纳空间内
放置一电池包。
[0017] 优选地，
所述隔板的数量为五块，
以形成六个独立的容纳空间。
[0018] 优选地，
所述电池仓体上表面配置有控制按键；
所述控制按键电连接所述主控板，
用以控制电池包接入电动自行车。
[0019] 优选地，
所述电池仓体上表面配置有用以控制所述电磁锁锁定或解锁的控制按
键。
[0020] 优选地，
所述电池仓体还配置有锁定电池包的第一装置；
所述第一装置用以在所
述电磁锁在解锁状态时锁定电池包，
并在所述电磁锁在锁定状态时解锁电池包。
[0021] 优选地，
所述第一装置为电动锁具或电动门。
[0022]
相比现有技术，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3] 本发明提供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包括步骤：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仓体内主
控板上电初始化；
检测电池仓体内接口处连接的电池包，
并读取若干电池包的数据；
其中，
所述数据包括组别标识码、
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
判断各电池包的组别标识码是否一
致，
并判断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与当前接入接口电池包数量是否一致；
若各电池包的
组别标识码一致，
同时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与当前接入接口电池包数量一致，
则发送
第一解锁指令，
所述第一解锁指令用以配置电池仓体的电磁锁执行开锁动作。本发明还涉
及具有锁具的电池仓。本发明通过对电池数据的读取，
实现判定电池是否合规，
从而解锁电
动自行车；
本发明构思巧妙，
逻辑严谨，
便于电动自行车领域推广应用。
[0024]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
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并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
以下以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后。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由以下实施例及其附图详细给出。
附图说明
[0025]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
本发
明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
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6] 图1为本发明在实施例1中的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流程示意图一；
[0027] 图2为本发明在实施例1中的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流程示意图二；
[0028] 图3为本发明在实施例2中的具有锁具的电池仓结构示意图一；
[0029] 图4为本发明在实施例2中的具有锁具的电池仓结构示意图二；
[0030] 图5为本发明在实施例2中的电动自行车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在实施例3中的电池包租赁终端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在实施例3中的电池包租赁终端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为本发明在实施例3中的电池包租赁终端的背面结构示意图；
[0034] 图9为本发明中的电池包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0为本发明在实施例4中的无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包分配方法流程示意图一；
[0036] 图11为本发明在实施例4中的无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包分配方法流程示意图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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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图12为本发明在实施例4中的无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包分配方法流程示意图三。
[0038] 图中所示：
[0039] 电动自行车100、
电池仓体200、
敞口210、容纳空间211、
电磁锁220、控制按键230、
电池包柜体300、
电池仓310、
容纳仓311、指示灯312、
显示屏320、
光伏组件330、
通风槽340、
电池包400。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
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
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
在不
相冲突的前提下，
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实施
例。
[0041] 实施例1
[0042] 如图1、
图2所示，
包括以下步骤：
[0043] 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如图1所示，
包括以下步骤：
[0044] S101、
电动自行车100的电池仓体200内主控板上电初始化；
[0045] S201、
检测电池仓体200内接口处连接的电池包400，
并读取若干电池包400的数
据；
其中，
所述数据包括组别标识码、
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
[0046] S301、
判断各电池包400的组别标识码是否一致，
并判断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
与当前接入接口电池包400数量是否一致；
[0047] S401、
若各电池包400的组别标识码一致，
同时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与当前接
入接口电池包400数量一致，
则发送第一解锁指令，
所述第一解锁指令用以配置电池仓体
200的电磁锁220执行开锁动作。
[0048]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还包括步骤S501、
检测电磁锁220是否完成开锁动
如图2所示，
作，
若完成则发送第二锁定指令，
所述第二锁定指令用以配置电池仓体200的第一装置锁定
电池包。
[0049]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如图2所示，
还包括步骤S502、
检测电磁锁220是否处于锁定状
态，
若是，
则等待取电指令，
所述取电指令用以配置电池仓体200的第一装置解锁电池包。应
当理解，
第一解锁指令为电磁锁220执行的配置指令，
第二锁定指令、
取电指令为第一装置
执行的配置指令；
在本实施例中，
仅作为区别而不作为任何顺序大小先后等限定，
取电指令
在本实施例中可配置为：
长按控制按键230进行断开电池包400与电池仓体200的连接时，
先
执行的第一装置解锁指令。
[0050] 实施例2
[0051] 如图3‑5所示，
具有锁具的电池仓，
包括安装于电动自行车100车座下部的电池仓
体200；
[0052] 所述电池仓体200电性连接电动自行车100的驱动电机；
所述电池仓体200为壳体
结构，
其上部开设有用于放入可拆卸的电池包400的敞口210；
[0053] 所述电池仓体200内配置有电池包400的接口、
主控板、转换输出电路；
其中，
所述
接口用以接插电池包400；
所述转换输出电路用以将电池包400输出的电能转换成驱动电机
的电能；
所述主控板内配置有存储器、
处理器以及程序，
其中所述程序被存储在所述存储器
中，
并且被配置成由处理器执行，
所述程序包括用于执行无桩电动自行车的解锁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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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池仓体200底部设有一电磁锁220；
所述电磁锁220电连接所述主控板；
所述
电磁锁220向电动自行车100后轮延伸，
以使得电磁锁220可锁定后轮。
[0055]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所述敞口210处还配置有若干隔板，
以形成若干容纳空间211；
一所述容纳空间211内放置一电池包400。如图10所示，
所述隔板的数量为五块，
以形成六个
独立的容纳空间211。
[0056]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如图3、
图4所示所述电池仓体200上表面配置有控制按键230；
所述控制按键230电连接所述主控板，
用以控制电池包400接入电动自行车100。在一实施例
中，
所述电池仓体200上表面配置有用以控制所述电磁锁220锁定或解锁的控制按键230。在
本实施例中，
控制按键230数量可为多个，
也可为一个，
当配置成一个按键时，
通过不同按键
方式实现不同功能，
例如长按为控制电池包400的接入或断开连接，
短按为控制电磁锁220
的锁定或解锁；
[0057]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所述电池仓体200还配置有锁定电池包400的第一装置；
所述
第一装置用以在所述电磁锁220在解锁状态时锁定电池包400，
并在所述电磁锁220在锁定
状态时解锁电池包400。优选地，
所述第一装置为电动锁具或电动门；
在本实施例中，
第一装
置被配置成：
当电磁锁220在锁定状态，
长按控制按键230进行断开电池包400与电池仓体
200的连接时，
先执行第一装置的解锁，
解锁完成后，
断开电池包400与电池仓体200的连接，
此时可自由取走电池包400；
当电池包400放入电池仓体200后，
长按控制按键230，
电池包
400与电池仓体200的建立连接，
建立连接后第一装置执行电池包400锁定。
[0058] 实施例3
[0059] 如图6‑9所示，
电池包租赁终端，
包括电池包柜体300；
所述电池包柜体300上配置
有显示屏320、若干收纳电池包400的电池仓310、主控板、
供电电路；
在本实施例中，
由于充
电过程易产生大量的热量，
电池包柜体300背部开设有若干通风槽340，用以对内部进行散
热。
[0060] 所述显示屏320、
所述电池仓310、
所述供电电路分别与所述主控板电性连接；
所述
显示屏320用以供用户进行显示交互；
所述供电电路连接外部市电与若干电池仓310；
[0061] 所述电池仓310用以存放电池包400，
并给电池包400充电 ；
[0062] 所述主控板内配置有存储器、
处理器以及程序，
其中所述程序被存储在所述存储
器中，
并且被配置成由处理器执行，
所述程序包括用于执行无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包分配
方法。应当理解，
在本实施例中，
电池包租赁终端还包括无线通讯模块，用以与系统后台进
行数据交互，
实现与用户移动设备上APP的交互通信。市电通过供电电路接入并转化成可对
电池包400进行充电的电流，
在本实施例中，
电池包400被配置成仅完成充电才可被使用，
在
充电状态中，
电池包400的锁定状态值为“1”，
即当前电池包不可用。
[0063] 还应当理解，
电池仓310可采用吸入式或者直接插接的方式，
电池包400取出时可
配置弹出机构，
不应对此造成方案上的不理解或不清楚。
[0064]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如图7所示，
所述电池仓310包括容纳仓311、
指示灯312；
其中，
所述指示灯312位于所述容纳仓311正下方，
以指示所述容纳仓311内的电池包400状态。其
中，
指示方式包括变换灯的颜色、
变换亮灭状态、
变换闪烁频率等。
[0065]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如图8所示，
还包括光伏组件330，
所述光伏组件330倾斜设置
于所述电池包柜体300背部。光伏组件330发出的电量存储于蓄电池内，
可供电池包租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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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自身的显示屏320、
无线通讯模块使用，
从而避免市电对设备本身造成影响。
[0066] 实施例4
[0067] 无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包分配方法，
如图10所示，
包括以下步骤：
[0068] S111、
获取租赁订单，
电池包租赁终端获取电动自行车租赁订单信息，
解析得到目
的地地址；
[0069] S211、
生成路线里程，
根据当前电池包租赁终端位置与目的地地址生成行驶路径，
得到行驶路径的路线里程值；
[0070] S311、
电池包分配，判断所述路线里程值所属的数值范围区间，
记为第一范围区
间，
并根据所述第一范围区间获取所述第一范围区间对应的电池包数量，
记为第一数量，
电
池包租赁终端获取当前所有可用电池包的信息，
筛选出第一数量的电池包充放电次数相同
的作为本次租赁的电池包，
并向租赁的电池包中写入第一数量与组别标识码，
所述组别标
识码用以唯一标识本次租赁的电池包的组别；
[0071] S411、
弹出电池包，
电池包租赁终端发送电池包取出指令，
以将本次租赁的电池包
部分弹出电池包租赁终端的仓体。
[0072]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如图11所示，
还包括步骤S511、
弹出指示，
电池包租赁终端发
以提醒用户出仓电池包的位置。
送电池包的出仓的指示指令，
[0073]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如图12所示，
还包括步骤S312、路径重规划，
若第一数量大于
则电池包租赁终端获取所述行驶路径中途径的其他站点的电
当前所有可用电池包的数量，
池包租赁终端，
并折算各站点与当前站点之间的路径，
判断当前所有可用电池包折算里程
后所能达到的站点，
并反馈至用户。在本实施例中，
电池包租赁终端反馈至用户的方式包括
本地显示终端显示或通过云端反馈至用户终端。其中，
电池包租赁终端反馈的信息还包括
所述路径中途径的站点的所有可用电池包数量。
[0074]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电池包租赁终端还可配置电池包的锁定状态值，
所述锁定状
态值用于判定当前电池包是否存在还未执行的订单，
当电池包的锁定状态值为“1”时，
则当
前电池包不可用；
当电池包的锁定状态值为“0”时，
则前电池包可用。如图12所示，
在本实施
例中，
可执行步骤S313、
电池包租赁终端获取订单中所需的电池包的第二数量，
并将第二数
量的电池包的锁定状态值置位“1”。应当理解，
第二数量来源于跨站订单，
即当前被等待取
出的电池包，
可通过扫码或者验证码等方式等待用户到达后验证取出。
[0075] 在一优选实施例中，
所述锁定状态值配置有计时单元，
所述计时单元用于对锁定
状态值进行解锁置位，
所述计时单元从所述锁定状态值被配置成锁定时进行倒计时，
当倒
计时结束时所述计时单元对锁定状态值进行解锁置位以解除锁定。如图12所示，
在本实施
例中，
可执行步骤S314、
电池包租赁终端获取计时单元倒计时值，
当倒计时为零值时电池包
租赁终端将该电池包的锁定状态值置位“0”。
从而解除电池包被过度占用的情况。
[0076] 实施例5
[0077] 无桩电动自行车租赁系统，
包括电动自行车100、
电池仓体200、
电池包租赁终端、
电池包400、
云后台；
其中，
[0078] 所述电动自行车100为无桩充电车辆，
所述电池仓体200电性连接电动自行车100
的驱动电机；
所述电池仓体200为壳体结构，
其上部开设有用于放入可拆卸的电池包400的
敞口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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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池仓体200内配置有电池包400的接口、第一主控板、转换输出电路；
其中，
所述接口用以接插电池包400；
所述转换输出电路用以将电池包400输出的电能转换成驱动
电机的电能；
所述电池仓体200底部设有一电磁锁220；
所述电磁锁220电连接所述第一主控
板；
所述电磁锁220向电动自行车100后轮延伸，
以使得电磁锁220可锁定后轮；
[0080] 所述电池包租赁终端上配置有显示屏320、
若干收纳电池包400的电池仓310、第二
主控板、
供电电路；
其中，
所述显示屏320、
所述电池仓310、
所述供电电路分别与所述第二主
控板电性连接；
所述显示屏320用以供用户进行显示交互；
所述供电电路连接外部市电与若
干电池仓310；
[0081] 所述电池仓310用以存放电池包400，
并给电池包400充电 ；
[0082] 所述电池包400内配置有存储电能的结构、
第三主控板；
所述第三主控板用以与所
述电池仓体200、
所述电池包租赁终端进行交互；
所述第三主控板内配置有用于存储组别标
识码与记录组别内电池包数量的数量信息码的存储介质；
[0083] 所述云后台500用以建立若干所述电池包租赁终端之间、
所述电池包租赁终端与
用户之间的连接通信；
[0084] 所述电池包租赁终端通过所述云后台500获取租赁订单以生成组别标识码与记录
组别内电池包数量的第一数量，
并将向租赁的一组电池包400中写入后弹出该组电池包
所述电池仓体200核对该组电池包400的组
400；
该组电池包400放置进所述电池仓体200后，
别标识码、
组别内电池包数量信息码；
当核对通过后，
所述电磁锁220解锁所述电动自行车
100后轮。
[0085] 在本实施例中，
为避免不同电量的电池包400易出现拉低电能输出，
电池包400被
配置成仅充电完成后才被激活成可用状态，
同时筛选充放电次数相同或相近的或者筛选电
池包400内阻相同或相近的的电池包400组成一组，
实现输出一致；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组别
标识码与数量信息码用以确认电池包400成组使用，
归化时，
电池包租赁终端同样核对组别
标识码与数量信息码，
防止用户错拿或漏拿。
[0086]
用户的移动终端通过云平台可根据地址定位或者扫码建立与电池包租赁终端的
连接，
从而将租赁订单发送给电池包租赁终端；
或者直接在电池包租赁终端进行操作建立
租赁订单；
应当理解，用户的移动终端可通过APP内账户或者扫码或人脸登入账户，
不应对
此造成理解上的不清楚或障碍。
[0087] 以上，
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凡本行
业的普通技术人员均可按说明书附图所示和以上而顺畅地实施本发明；
但是 ,凡熟悉本专
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
利用以上所揭示的技术内容而做出的些许
更动、修饰与演变的等同变化，
均为本发明的等效实施例；
同时 ,凡依据本发明的实质技术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等同变化的更动、修饰与演变等，
均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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