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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

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深度较大的黄土陷穴

为落水洞，隧道在进洞之前，（1）对于口径小于

70cm的陷穴，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灌注流体状

水泥稳定土的方法给予处治；（2）对于口径大于

70cm的陷穴，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

实回填；（3）对于下半部分口径小于70cm、上半部

分口径大于70cm的陷穴，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

对口径小于70cm的下半部分灌注流体状水泥稳

定土，接下来对口径大于70cm的上半部分采用3%

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本发明按照

“主动处治”的原则，进洞前采用水泥稳定土对

“黄土陷穴（落水洞）”进行处治，确保了隧道工程

施工质量及安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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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将隧址区所有

黄土陷穴分成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口径大于70cm的陷穴、落水洞，所述落水洞为深度较大

且上粗下细的黄土陷穴；

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包括：

（1）对于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的方法给

予处治；

（2）对于口径大于70cm的陷穴，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

（3）对于落水洞，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对口径小于70cm的下半部分灌注流体状水泥稳

定土，接下来对口径大于70cm的上半部分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落水洞的处置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口径小于70cm的落水洞下半部分，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灌注流体状水泥稳

定土；

步骤二、待所述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凝固成第一填充段，对口径大于70cm的落水洞上半

部分，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3m形成第二填充段；

步骤三、对步骤二第二填充段以上部分采用素土压实回填；

步骤四、对步骤三回填的顶面进行植草绿化。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和步骤三中，压实机具采

用挖掘机携带平板夯的方式夯实回填。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采用素土逐层退台回

填。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之后还包括：步骤五、在步

骤三的回填区周边设置排水沟,避免地表水再次冲刷。

6.  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流体状水泥稳定土的

配合比为水泥:土=3:97, 水泥土混合料:水=1:1～1:2。

7.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

施工时，先将落水洞的顶端扩挖成方形，然后由下至上采用水平分层的方法填筑，每层水泥

稳定土的虚铺厚度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小于93%。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形的尺寸不小于1.5m×1.5m。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稳定土施工时，采用人工配

合挖掘机拌合，利用挖掘机的铲斗将混合料摊铺至现场形成摊铺层，随后将铲斗更换为平

板式振动夯，利用挖掘机的动臂携带平板式振动夯压实摊铺；

如此循环往返，直至水泥稳定土逐层回填至规定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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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隧道工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土地区由于自身地质条件的原因，往往在梁峁及沟掌区发育有规模不等的黄土

陷穴，黄土陷穴是黄土地区一个典型的工程地质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黄土的湿陷性经

水的冲蚀和溶蚀以及地下水潜能作用，形成暗沟、暗洞、暗穴等，这些统称陷穴。将深度较大

的黄土陷穴称为落水洞，落水洞是垂直节理发育的黄土层,在地表水和地下水作用下,下部

被水流蚀空后,表层黄土发生湿陷或塌陷后形成的。

[0003] 落水洞的几何形状大部分呈“上粗下细”状，若不及时处理，在施工建设或运营阶

段往往会出现坍塌、涌泥等地质灾害，给隧道工程建设及安全运营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和

障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按照“主动

处治”的原则，隧道在进洞前采用水泥稳定土对“黄土陷穴（落水洞）”进行处治，确保了隧道

工程施工质量及安全运营，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工程效益。

[0005]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

将隧址区所有黄土陷穴分成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口径大于70cm的陷穴、落水洞，所述

落水洞为深度较大且上粗下细的黄土陷穴；

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包括：

（1）对于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的方法给

予处治；

（2）对于口径大于70cm的陷穴，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

（3）对于上粗下细状的落水洞，落水洞的下半部分口径小于70cm，落水洞的上半部分口

径大于70cm，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对口径小于70cm的下半部分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接

下来对口径大于70cm的上半部分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落水洞的处置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口径小于70cm的落水洞下半部分，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灌注流体状水泥稳

定土；

步骤二、待所述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凝固成第一填充段，对口径大于70cm的落水洞上半

部分，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3m形成第二填充段；

步骤三、对步骤二第二填充段以上部分采用素土压实回填；

步骤四、对步骤三回填的顶面进行植草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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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二和步骤三中，采用挖掘机携带平板夯的方

式夯实回填。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三采用素土逐层退台回填。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四之后还包括：步骤五、在步骤三的回填区周

边设置排水沟,避免地表水再次冲刷。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流体状水泥稳定土的配合比为水泥:土=3:97,  水

泥土混合料:水=1:1～1:2。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施工时，先将落水洞的顶

端扩挖成方形，然后由下至上采用水平分层的方法填筑，每层水泥稳定土的虚铺厚度不大

于30cm，压实系数不小于93%。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方形的尺寸不小于1.5m×1.5m。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水泥稳定土施工时，水泥稳定土的配合比为水泥:

土=3:97，土的塑性指数不大于17。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水泥稳定土施工时，采用人工配合挖掘机拌合，利

用挖掘机的铲斗将混合料摊铺至现场形成摊铺层，随后将铲斗更换为平板式振动夯，利用

挖掘机的动臂携带平板式振动夯夯实摊铺；

如此循环往返，直至水泥稳定土逐层回填至规定标高。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三的素土压实回填施工时，利用现场黄土作

填料，人工使填料含水量达到最佳含水量的标准；采用挖掘机铲斗摊铺填料，随后将铲斗更

换为平板式振动夯进行碾压，由下至上逐层退台回填，每层厚度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得

小于93%。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按照“主动处治”的原则，进洞前采用水泥稳定土对“黄土陷穴（落水洞）”进行

处治，确保了隧道工程施工质量及安全运营。

[0017] 2、本发明选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回填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是基于该材料流动性

好、质量有保证、造价适中、施工方便。

[0018] 3、本发明的水泥稳定土中水泥与土的配比为3:97，土的塑性指数不大于17，加水

量应根据击实试验确定的最佳含水量而确定。

[0019] 4、本发明的水泥稳定土回填厚度确定为3m，是考虑若厚度过薄则处治质量无法保

证，厚度过厚则增加了经济成本。

[0020] 5、本发明所用的施工机具，采用规格不大于300型的挖掘机携带液压平板式振动

夯，目的是为了适应现场场地狭小陡峭、大型施工机械无法进场的特点。

[0021] 6、本发明根据黄土陷穴（落水洞）呈现的“上粗下细”发育规律，对于口径小于70cm

的陷穴（或落水洞下半部分），采用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的方法给予处治，有利于彻底回

填黄土细小穴路并形成板结强度，避免了传统施工方法所造成的费用大、周期长、处治不彻

底、原始地貌破坏严重等弊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落水洞自然发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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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图1的局部放大图；

图3为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落水洞）的施工流程图；

图4为落水洞的施工流程图；

图5为落水洞处置之后的示意图；

图6为图5的局部放大图；

图7为图6中A部分的放大图。

[0023] 1、下半部分；2、上半部分；3、隧道；100、第一填充段；200、第二填充段；210、压实

层；220、松散层；300、素土回填层；400、封堵排泄露头；500、原始地表；600、细小穴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的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些

实施方式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这些实施方式所作的功能、方法、

或者结构上的等效变换或替代，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5] 隧址区黄土陷穴的传统施工方法是：针对陷穴进行自上而下扩挖,然后采用浆砌

或砼逐层回填。由此造成对原始地貌过度损伤，且存在处治措施费用大、周期长、病害处治

不彻底等弊端。

[0026] 本发明的设计构思是：一、提前对黄土陷穴进行回填处理，避免隧道在施工和运营

过程中因此可能遭遇的地质灾害；二、对于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或落水洞下半部分），先封

堵排泄露头，然后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利用其良好流动性，对黄土陷穴的细小穴路进行

“追索”式填充；三、对于口径大于70cm的陷穴（或落水洞上半部分），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

刚性材料压实回填3m，既符合现场施工条件、又确保了工程质量；四、第二填充段以上部分

采用素土逐层退台回填，既降低了处治造价、又保证了工程质量；五、本发明中运输、拌合、

摊铺机械均采用不大于300型的挖掘机、压实机械采用挖掘机携带平板夯的方法，主要是利

用了其爬坡能力强、机动性好、占地面积小等优点。

[0027] 本发明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快速、优质、廉价的黄土陷穴（落水洞）处治方

式，通过提前对陷穴下部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利用其良好的流动性，对黄土陷穴的细小

穴路进行“追索”式填充；陷穴上部则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3m，缺口部

分采用素土逐层退台回填。据此对传统的黄土陷穴处治形式及施工工艺给予优化，从而确

保了隧道工程顺利建设和安全运营的目的。

[0028] 具体地，如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

工方法，深度较大的黄土陷穴为落水洞，隧道在进洞之前，将隧址区的所有黄土陷穴划分成

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口径大于70cm的陷穴、上粗下细状的落水洞；（1）对于口径小于70cm

的陷穴，先封堵排泄露头400，然后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的方法给予处治；（2）对于口径大

于70cm的陷穴，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3）对于上粗下细状的落水洞，

落水洞的下半部分1口径小于70cm，落水洞的上半部分2口径大于70cm，先封堵排泄露头

400，然后对口径小于70cm的下半部分1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形成第一填充段100，接下来

对口径大于70cm的上半部分2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形成第二填充段

200。

[0029] 本发明按照“主动处治”的原则，进洞前采用水泥稳定土对“黄土陷穴（落水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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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治，确保了隧道工程施工质量及安全运营。本发明根据黄土陷穴（落水洞）呈现的“上粗

下细”发育规律，对于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或落水洞下半部分），采用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

土的方法给予处治，有利于彻底回填黄土细小穴路并形成板结强度，避免了传统浆砌防护

所造成的费用大、周期长、处治不彻底、原始地貌破坏严重等弊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

佳。

[0030] 实施方式一：

如图3所示，对于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本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

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向陷穴内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流体状

水泥稳定土沿陷穴流至细小穴路，待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凝固后形成板结强度。流体状水泥

稳定土的配合比为水泥:土=3:97,  水泥土混合料:水=1:1～1:2。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在现场

施工时可先将水泥与土拌合，然后加水至流体状并冲填至陷穴里。

[0031] 如图3所示，对于口径大于70cm的陷穴，本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

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

实回填。

[0032] 在本实施方式中，压实回填时，采用挖掘机携带平板夯的方式夯实回填，在水泥稳

定土半刚性材料施工时，需先将陷穴的顶端扩挖成方形，然后由下至上采用水平分层的方

法填筑，每层水泥稳定土的虚铺厚度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小于93%。

[0033] 本实施方式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施工时，可先将陷穴的顶端扩挖成方形（方

形的尺寸不小于1.5m×1.5m），然后由下至上采用水平分层的方法填筑，每层水泥稳定土的

虚铺厚度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小于93%。水泥稳定土施工时，水泥稳定土的配合比为水

泥:土=3:97，土的塑性指数不大于17。水泥稳定土施工时，采用人工配合挖掘机拌合，利用

挖掘机的铲斗将混合料摊铺至现场形成摊铺层，随后将铲斗更换为平板式振动夯，利用挖

掘机的动臂携带平板式振动夯夯实摊铺层；如此循环往返，直至水泥稳定土逐层回填至规

定标高。

[0034] 本实施方式按照“主动处治”的原则，进洞前采用水泥稳定土对“黄土陷穴（落水

洞）”进行处治，确保了隧道工程施工质量及安全运营。本实施方式选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

回填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是基于该材料流动性好、质量有保证、造价较低、施工便捷。本实

施方式的水泥稳定土中水泥与土的配比为3:97，土的塑性指数不大于17，加水量应根据击

实试验确定的最佳含水量而确定。本实施方式的水泥稳定土回填厚度确定为3m，是考虑若

厚度过薄则处治质量无法保证，厚度过厚则增加了经济成本。本实施方式所用的挖掘机型

号不大于300、施工机具采用挖掘机携带平板式振动夯，目的是为了适应现场场地狭小陡

峭、大型施工机械无法进场的特点。本实施方式根据黄土陷穴（落水洞）呈现的“上粗下细”

发育规律，对于口径小于70cm的陷穴（或落水洞下半部分），采用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的

方法给予处治，有利于彻底回填黄土细小穴路并形成板结强度，避免了传统浆砌防护所造

成的费用大、周期长、处治不彻底、原始地貌破坏严重等弊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

[0035] 实施方式二：

图1和图2为上粗下细状落水洞的结构示意图。当落水洞呈上粗下细状，如图3和图4所

示，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口径小于70cm的落水洞下半部分1，先封堵排泄露头400，然后灌注流体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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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稳定土；

步骤二、待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凝固成第一填充段100，对口径大于70cm的落水洞上半部

分2，采用3%的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压实回填3m形成第二填充段200；

步骤三、对步骤二第二填充段200以上部分采用素土压实回填；

步骤四、对步骤三回填的顶面进行植草绿化；

步骤五、在步骤三的回填区周边设置排水沟,避免地表水再次冲刷。

[0036] 步骤二和步骤三中，采用挖掘机携带平板夯的方式夯实回填。步骤三采用素土逐

层退台回填。流体状水泥稳定土的配合比为水泥:土=3:97,  水泥土混合料:水=1:1～1:2。

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施工时，先将落水洞的顶端扩挖成方形（方形的尺寸不小于1.5m×

1.5m），然后由下至上采用水平分层的方法填筑，每层水泥稳定土的虚铺厚度不大于30cm，

压实系数不小于93%。

[0037] 水泥稳定土施工时，水泥稳定土的配合比为水泥:土=3:97，土的塑性指数不大于

17。水泥稳定土施工时，采用人工配合挖掘机拌合，利用挖掘机的铲斗将混合料摊铺至现场

形成摊铺层，随后将铲斗更换为平板式振动夯，利用挖掘机的动臂携带平板式振动夯夯实

摊铺层；如此循环往返，直至水泥稳定土逐层回填至规定标高。

[0038] 步骤三的素土压实回填施工时，利用现场黄土作填料，人工使填料含水量达到最

佳含水量的标准；采用挖掘机铲斗摊铺填料，随后将铲斗更换为平板式振动夯进行碾压，由

下至上逐层退台回填，每层厚度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得小于93%。

[0039] 本实施方式按照“主动处治”的原则，进洞前采用水泥稳定土对“黄土陷穴（落水

洞）”进行处治，确保了隧道工程施工质量及安全运营。

[0040] 实施方式三：

如图5和图6所示，本实施方式公开了上粗下细状落水洞处置之后的结构。

[0041] 上粗下细状落水洞以700mm为界，自700mm至底端为落水洞的下半部分，自700mm向

上为落水洞的上半部分。上粗下细状落水洞处置之后的结构包括堵头、第一填充段100和第

二填充段200，堵头位于隧址区黄土陷穴的底端，用于封堵底端漏口；向下半部分1灌注流体

状水泥稳定土，待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凝固后形成第一填充段100；向上半部分2填充3%的水

泥稳定土形成第二填充段200，第二填充段200的高度为3±0.5m。为了缩短第二填充段200

的填充压实时间，进而缩短处置周期，本实施例的第二填充段200由压实层210和松散层220

组成，如图5所示，松散层220位于压实层210的下方，待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凝固成第一填充

段100，在第一填充段100上方铺设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直至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铺

设至一定厚度形成松散层220，随后分层压实回填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形成压实层210。

压实层210和松散层220共同构成了第二填充段200。

[0042] 压实层210的厚度大于2m。素土回填层300采用逐层退台回填。素土回填层300的周

边设置有排水沟，该排水沟避免素土回填层300被再次冲刷。素土回填层300上种植有植草

绿化。

[0043] 实施方式四：

在实施方式一至实施方式三公开方案的基础上，本实施方式公开了以下内容：

一种采用水泥稳定土处治隧址区黄土陷穴的施工方法，其中，流体状水泥稳定土配合

比水泥:土=3:97,  水泥土混合料:水=1:1～1:2。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中水泥:土=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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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塑性指数不大于17，加水量应根据击实试验确定的最佳含水量而确定。水泥稳定回填

土施工时，可先将陷穴扩挖成方形（尺寸不小于，1.5×1.5m），然后由下至上采用水平分层

的方法填筑，每层水泥稳定土的虚铺厚度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小于93%。水泥稳定土半

刚性材料采用人工配合挖掘机拌合，利用挖掘机铲斗将混合料摊铺至现场，随后将铲斗更

换为平板式振动夯进行碾压。如此循环往返，直至水泥稳定土半刚性材料逐层回填至规定

标高。

[0044] 本实施方式将水泥稳定土回填厚度确定为3m，是考虑若厚度过薄则处治质量无法

保证，厚度过厚则增加了经济成本。

[0045] 本实施方式利用现场黄土作填料，人工使填料含水量达到最佳含水量的标准；采

用挖掘机铲斗摊铺填料，随后将铲斗更换为平板式振动夯进行碾压，由下至上逐层退台回

填，每层厚度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得小于93%。挖掘机型号不大于300型、压实机具采用

挖掘机携带平板夯的方法，目的是为了适应现场场地狭小陡峭、移动不便的特点。对回填顶

面进行植草绿化,并在回填区周边设置排水沟,目的是恢复地表植被，避免地表水再次冲

刷。

[0046] 实施方式五：

本实施方式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

某隧道从K6+200～+820，全长620m。由于黄土地质条件的固有特性，隧址区K6+714、K6+

664、K6+641处分别发育有黄土陷穴（落水洞），经现场核查，上述黄土陷穴（落水洞）基本处

于隧道结构上方,陷穴顶距隧道构造物埋深约10～15m之间,  陷穴下部细小穴路有可能侵

入隧道构造物之内  ,故拟在隧道工程施工前对陷穴（落水洞）进行“主动处理”,以保证隧道

工程顺利建设和安全运营。

[0047] 传统的落水洞处治技术，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大开挖办法，将落水洞扩挖，然后

自下而上采用浆砌或砼浇筑的方法逐层回填，存在着落水洞下部细小穴路无法处治的隐

患，亦存在处治费用造价高、施工周期长、环境损伤大等弊端。

[0048] 经过现场核查，并认真分析黄土陷穴的地质成因及发育特征。确定以下处治方法：

1.K6+714处落水洞，口径小于70cm，可以先封堵排泄露头，然后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

进行处治；流体状水泥稳定土中,水泥:土=3:97,  水泥土混合料:水=1:1～1:2。现场施工时

可先将水泥与土拌合，然后加水冲填至陷穴里，直至填满为止。

[0049] 2.K6+664、K6+641处落水洞，口径分别达2.5m、5.2m，均大于70cm，可以先封堵排泄

露头，然后①自上而下扩挖至落水洞口径小于70cm，并修整出方形施工平台（尺寸不小于

1.5×1.5m）；②灌注流体状水泥稳定土，填满至方形施工平台；③其上，采用3%的水泥稳定

土半刚性材料由下至上采用水平分层的方法填筑压实回填3m，每层水泥稳定土的虚铺厚度

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小于93%。水泥稳定土中，水泥:土=3:97，土的塑性指数不大于17，

加水量应根据击实试验确定的最佳含水量而确定；④再往上，采用素土逐层退台回填，回填

顶面宽度3.0-4.0m，以满足挖掘机作业的基本要求。每层厚度不大于30cm，压实系数不得小

于93%；⑤回填至原地表顶面后，进行整平、绿化,并在回填区周边设置排水沟,避免地表水

再次冲刷；⑥施工中，水泥稳定土（含素土）运输、拌合、摊铺机械采用挖掘机，压实机械则采

用挖掘机携带平板夯的方法。

[0050] 采用本处治方法，建设成本低、施工工期短、环境损伤小，并利用流体状水泥稳定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11778959 A

8



土的良好“流动性”，对黄土陷穴深部的细小穴路进行“追索”式填充，确保了处治质量，实现

了工程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俱佳的目的。

[0051] 上文所列出的一系列的详细说明仅仅是针对本发明的可行性实施方式的具体说

明，它们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技艺精神所作的等效实施方式

或变更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52]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53]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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