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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步骤一，果园规划；步骤二，苗木选

择；步骤三，科学定植；步骤四，园间管理；步骤

五，病虫防治；选择土壤酸碱性适中、排灌方便的

土地作为种植园，果园的地势要较高、土壤肥沃、

土质疏松、交通发达、排水系统完善，平地种植时

挖长、宽、深分别为1m的定植穴，实行起垄栽培，

挖穴前先用石灰打白点，然后按点挖穴，挖好之

后倒入充足的农家肥、适量的复合肥和尿素，覆

盖一层薄土，即可等待栽种；根据所在地的气候

条件，选择抗病、矮壮、抗冻和抗旱的品种；本发

明，管理效果好，黄桃的种植成活率高，不易发生

病虫害，黄桃的产量高，对病虫的防治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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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果园规划；步骤二，苗木选择；步

骤三，科学定植；步骤四，园间管理；步骤五，病虫防治；其特征在于：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一中，选择土壤酸碱性适中、排灌方便的土地作为种植园，果园的地

势要较高、土壤肥沃、土质疏松、交通发达、排水系统完善，平地种植时挖长、宽、深分别为1m

的定植穴，实行起垄栽培，挖穴前先用石灰打白点，然后按点挖穴，挖好之后倒入充足的农

家肥、适量的复合肥和尿素，覆盖一层薄土，即可等待栽种；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二中，根据所在地的气候条件，选择抗病、矮壮、抗冻和抗旱的品种，

树苗选择时要选择80cm左右的树苗，嫁接口完全愈合，苗木直径大于1cm，主侧根达4条以

上，主根长20cm左右，根系发达并且均匀，没有病虫害的壮苗；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三中，在秋冬或冬末初春的这段时间里栽种，定植的时间不能晚于

二月底，行间距一般是3-5m，株间距为3-4m，根据不同的地形以及土壤的肥沃程度，合理的

规划种植的密度；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四中，在定植之后进行浇水，保持土壤的湿度，做到及时补苗，在幼

树期的管理中，要合理的定干、抹芽以及枝叶修剪，在幼树的整个生长期，采用勤施薄肥的

方式进行施肥，以氮肥为主，促进幼树成长，在结果期的管理中，注意肥水管理，注意生长

肥、促花肥、壮果肥以及养护肥的用量，注意修枝整形和人工授粉，注意花果管理，在老年果

树的管理中，通过修枝整形以及松土、追肥等方式来延长黄桃树的使用年限，并且达到不减

产的效果；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五中，对于黄桃的病虫害以预防为主，在萌芽之前喷洒药剂来预防

病虫害，选择矿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科学轮换使用农药；在冬、春季节及时清园松

土培肥，增施有机肥或复合肥，保持土壤疏松，以利根系生长，适当施用石灰或过磷酸钙改

良酸性土壤，地下水位高的桃园要注意开沟排水，冬季及时深翻树盘土壤，翻耕深度在20-

30cm；每年在11月至翌年2月黄桃休眠期，剪除病虫枝叶，刮除粗老病皮，涂白大枝主干，清

洁果园，并用2-3°Be石硫合剂涂抹伤口，预防病菌侵入；生长季通过抹芽抹梢、摘心、扭梢、

疏枝等措施，保持桃园良好通风透光；及时清理僵果，清扫落叶落果，结合疏果定果，在幼虫

脱果前，摘除虫果，集中无害化销毁；在桃树行间种植绿肥、三叶草、花生、大豆等蜜源作物，

提高桃园生物多样性，改善桃园生态环境，通过生草栽培、树盘覆盖等措施，创造适宜天敌

的栖息环境，人工助迁天敌，控制害虫，同时采用灯光诱杀、黄板诱杀和糖酒醋液诱杀灯措

施对害虫进行诱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土壤

的含盐量需要控制在0.1%以下，有机质含量需要在1%以上，地下水位需要在1m以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挖定

植穴时将心土与表土分开堆放，每亩施入腐熟的鸡粪、猪粪、牛栏粪等1500-2000kg，商品有

机肥100-150kg，过磷酸钙50-100kg，表土与底肥混匀回填在下层，心土筑起树盘稍隆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尽量

选用第一代嫁接黄桃苗木，避免使用多代嫁接的桃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修枝

整形时合理修剪、早成树冠修剪以自然开心形为好，在第一年进行冬剪，对选留的3个主枝

各留50厘米左右短截，短截要灵活掌握，若主枝长势不一致，可将强枝适当短留，弱枝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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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留，第二年冬剪时要将各主枝的延长枝留60cm短截，并在距主枝40-50cm处选留第1级侧

枝，选留的侧枝在其40cm处短截，第三年冬剪时继续短截主枝上的延长枝，并在距第1侧枝

50cm处选留第2级侧枝，各主枝上选留的同级侧枝方位应同侧，而同一主枝上下级侧枝应在

对侧，同时，侧枝的长势应弱于主枝的延长枝，长度也应短于主枝的延长枝，并要求在主枝

上、侧枝上多留小枝和枝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把长

的比较茂密的枝叶修掉一部分，保留着长的比较好的枝干，把一些下垂或者是被虫子给侵

害的枝叶全部都给修剪掉，保证合适的生长密度，也有充分的阳光照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人工

授粉时，选择健壮的桃树，摘取开放的花朵，用手轻抖采下的花朵，使花药脱离雄蕊，得到金

黄色的花粉，将花粉与干净滑石粉或细干淀粉按照1：10-20的比例充分混合均匀，装入纱布

袋中，用专用工具进行授粉。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花果

管理中，对花芽多而坐果率高的品种，进行疏蕾疏花，疏蕾疏花的留量要比计划多出20-

30%，要先疏果枝基部花，保留中上部花，中上部则疏双花，留单花，预备枝上的全疏掉；在落

花后两周到硬核期前进行疏果，先里后外，先上后下，首先疏除小果、双果、畸形果、病虫果，

其次是朝天果、无叶果枝上的果，选留果大、形状端正的果，选留部位以果枝两侧、向下生长

的果为好；同一结果枝上果间距为4-5cm，长果枝留果3-4个，中果枝留果2-3个，短果枝、花

束状结果枝留1个果或不留，副梢果枝留1-2个果，延长枝上的不留或少留，预备枝上的不

留；定果完毕后，需要及时套袋，需要使用黄桃专用袋，选择好适宜的时间，套袋顺序需要遵

循先早熟后晚熟、先里后外、先上后下等的原则，摘袋需要在果实成熟前10-20天内进行，在

摘袋之前，需要将单层袋打开，慢慢将袋子去除，双层袋需要先解外层，再解内层，在某些雨

水集中区域，果实成熟期不能摘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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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黄桃种植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桃中含有丰富的脂肪、能量、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常吃黄桃还可以维持

大脑的热量，并且调节身体中的脂肪代谢，堪称保健水果，现有技术中的黄桃种植中，管理

粗放，黄桃的种植成活率不高，容易发生病虫害，影响黄桃的产量，在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传

统的黄桃种植中仅仅通过农药对害虫进行治理，治标不治本，病虫防治效果不好，因此，设

计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果园规划；步骤二，苗木选择；步骤

三，科学定植；步骤四，园间管理；步骤五，病虫防治；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一中，选择土壤酸碱性适中、排灌方便的土地作为种植园，果园的地

势要较高、土壤肥沃、土质疏松、交通发达、排水系统完善，平地种植时挖长、宽、深分别为1m

的定植穴，实行起垄栽培，挖穴前先用石灰打白点，然后按点挖穴，挖好之后倒入充足的农

家肥、适量的复合肥和尿素，覆盖一层薄土，即可等待栽种；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二中，根据所在地的气候条件，选择抗病、矮壮、抗冻和抗旱的品种，

树苗选择时要选择80cm左右的树苗，嫁接口完全愈合，苗木直径大于1cm，主侧根达4条以

上，主根长20cm左右，根系发达并且均匀，没有病虫害的壮苗；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三中，在秋冬或冬末初春的这段时间里栽种，定植的时间不能晚于

二月底，行间距一般是3-5m，株间距为3-4m，根据不同的地形以及土壤的肥沃程度，合理的

规划种植的密度；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四中，在定植之后进行浇水，保持土壤的湿度，做到及时补苗，在幼

树期的管理中，要合理的定干、抹芽以及枝叶修剪，在幼树的整个生长期，采用勤施薄肥的

方式进行施肥，以氮肥为主，促进幼树成长，在结果期的管理中，注意肥水管理，注意生长

肥、促花肥、壮果肥以及养护肥的用量，注意修枝整形和人工授粉，注意花果管理，在老年果

树的管理中，通过修枝整形以及松土、追肥等方式来延长黄桃树的使用年限，并且达到不减

产的效果；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五中，对于黄桃的病虫害以预防为主，在萌芽之前喷洒药剂来预防

病虫害，选择矿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科学轮换使用农药；在冬、春季节及时清园松

土培肥，增施有机肥或复合肥，保持土壤疏松，以利根系生长，适当施用石灰或过磷酸钙改

良酸性土壤，地下水位高的桃园要注意开沟排水，冬季及时深翻树盘土壤，翻耕深度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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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m；每年在11月至翌年2月黄桃休眠期，剪除病虫枝叶，刮除粗老病皮，涂白大枝主干，清

洁果园，并用2-3°Be石硫合剂涂抹伤口，预防病菌侵入；生长季通过抹芽抹梢、摘心、扭梢、

疏枝等措施，保持桃园良好通风透光；及时清理僵果，清扫落叶落果，结合疏果定果，在幼虫

脱果前，摘除虫果，集中无害化销毁；在桃树行间种植绿肥、三叶草、花生、大豆等蜜源作物，

提高桃园生物多样性，改善桃园生态环境，通过生草栽培、树盘覆盖等措施，创造适宜天敌

的栖息环境，人工助迁天敌，控制害虫，同时采用灯光诱杀、黄板诱杀和糖酒醋液诱杀灯措

施对害虫进行诱杀。

[0005]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一中，土壤的含盐量需要控制在0.1%以下，有机质含

量需要在1%以上，地下水位需要在1m以下。

[000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一中，挖定植穴时将心土与表土分开堆放，每亩施入

腐熟的鸡粪、猪粪、牛栏粪等1500-2000kg，商品有机肥100-150kg，过磷酸钙50-100kg，表土

与底肥混匀回填在下层，心土筑起树盘稍隆起。

[0007]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二中，尽量选用第一代嫁接黄桃苗木，避免使用多代

嫁接的桃苗。

[000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四中，修枝整形时合理修剪、早成树冠修剪以自然开

心形为好，在第一年进行冬剪，对选留的3个主枝各留50厘米左右短截，短截要灵活掌握，若

主枝长势不一致，可将强枝适当短留，弱枝适当长留，第二年冬剪时要将各主枝的延长枝留

60cm短截，并在距主枝40-50cm处选留第1级侧枝，选留的侧枝在其40cm处短截，第三年冬剪

时继续短截主枝上的延长枝，并在距第1侧枝50cm处选留第2级侧枝，各主枝上选留的同级

侧枝方位应同侧，而同一主枝上下级侧枝应在对侧，同时，侧枝的长势应弱于主枝的延长

枝，长度也应短于主枝的延长枝，并要求在主枝上、侧枝上多留小枝和枝组。

[000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四中，把长的比较茂密的枝叶修掉一部分，保留着长

的比较好的枝干，把一些下垂或者是被虫子给侵害的枝叶全部都给修剪掉，保证合适的生

长密度，也有充分的阳光照射。

[001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四中，人工授粉时，选择健壮的桃树，摘取开放的花

朵，用手轻抖采下的花朵，使花药脱离雄蕊，得到金黄色的花粉，将花粉与干净滑石粉或细

干淀粉按照1：10-20的比例充分混合均匀，装入纱布袋中，用专用工具进行授粉。

[001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四中，花果管理中，对花芽多而坐果率高的品种，进

行疏蕾疏花，疏蕾疏花的留量要比计划多出20-30%，要先疏果枝基部花，保留中上部花，中

上部则疏双花，留单花，预备枝上的全疏掉；在落花后两周到硬核期前进行疏果，先里后外，

先上后下，首先疏除小果、双果、畸形果、病虫果，其次是朝天果、无叶果枝上的果，选留果

大、形状端正的果，选留部位以果枝两侧、向下生长的果为好；同一结果枝上果间距为4-

5cm，长果枝留果3-4个，中果枝留果2-3个，短果枝、花束状结果枝留1个果或不留，副梢果枝

留1-2个果，延长枝上的不留或少留，预备枝上的不留；定果完毕后，需要及时套袋，需要使

用黄桃专用袋，选择好适宜的时间，套袋顺序需要遵循先早熟后晚熟、先里后外、先上后下

等的原则，摘袋需要在果实成熟前10-20天内进行，在摘袋之前，需要将单层袋打开，慢慢将

袋子去除，双层袋需要先解外层，再解内层，在某些雨水集中区域，果实成熟期不能摘袋。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选择合适的果园，选择合适的品种和壮

苗，根据不同的地形以及土壤的肥沃程度，合理的规划种植的密度，并对定植穴心土与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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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然后进行园间管理，对不同生长期的果树进行不同的施肥管理，对果树进行合理

的修枝整形，同时进行合理的人工授粉和花果管理，对果树进行疏蕾疏花、疏果和套袋处

理，提高黄桃的种植成活率，提高黄桃的产量，通过化学防治、农业防治、生态调控和防治与

理化诱控相结合，多措施进行黄桃病虫害防治，提高病虫防治效果。

附图说明

[0013]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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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5]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一种改良型黄桃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果园规划；步骤二，苗木选择；步骤

三，科学定植；步骤四，园间管理；步骤五，病虫防治；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一中，选择土壤酸碱性适中、排灌方便的土地作为种植园，果园的地

势要较高、土壤肥沃、土质疏松、交通发达、排水系统完善，平地种植时挖长、宽、深分别为1m

的定植穴，实行起垄栽培，挖穴前先用石灰打白点，然后按点挖穴，挖好之后倒入充足的农

家肥、适量的复合肥和尿素，覆盖一层薄土，即可等待栽种；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二中，根据所在地的气候条件，选择抗病、矮壮、抗冻和抗旱的品种，

树苗选择时要选择80cm左右的树苗，嫁接口完全愈合，苗木直径大于1cm，主侧根达4条以

上，主根长20cm左右，根系发达并且均匀，没有病虫害的壮苗；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三中，在秋冬或冬末初春的这段时间里栽种，定植的时间不能晚于

二月底，行间距一般是3-5m，株间距为3-4m，根据不同的地形以及土壤的肥沃程度，合理的

规划种植的密度；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四中，在定植之后进行浇水，保持土壤的湿度，做到及时补苗，在幼

树期的管理中，要合理的定干、抹芽以及枝叶修剪，在幼树的整个生长期，采用勤施薄肥的

方式进行施肥，以氮肥为主，促进幼树成长，在结果期的管理中，注意肥水管理，注意生长

肥、促花肥、壮果肥以及养护肥的用量，注意修枝整形和人工授粉，注意花果管理，在老年果

树的管理中，通过修枝整形以及松土、追肥等方式来延长黄桃树的使用年限，并且达到不减

产的效果；

其中在上述的步骤五中，对于黄桃的病虫害以预防为主，在萌芽之前喷洒药剂来预防

病虫害，选择矿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科学轮换使用农药；在冬、春季节及时清园松

土培肥，增施有机肥或复合肥，保持土壤疏松，以利根系生长，适当施用石灰或过磷酸钙改

良酸性土壤，地下水位高的桃园要注意开沟排水，冬季及时深翻树盘土壤，翻耕深度在20-

30cm；每年在11月至翌年2月黄桃休眠期，剪除病虫枝叶，刮除粗老病皮，涂白大枝主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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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果园，并用2-3°Be石硫合剂涂抹伤口，预防病菌侵入；生长季通过抹芽抹梢、摘心、扭梢、

疏枝等措施，保持桃园良好通风透光；及时清理僵果，清扫落叶落果，结合疏果定果，在幼虫

脱果前，摘除虫果，集中无害化销毁；在桃树行间种植绿肥、三叶草、花生、大豆等蜜源作物，

提高桃园生物多样性，改善桃园生态环境，通过生草栽培、树盘覆盖等措施，创造适宜天敌

的栖息环境，人工助迁天敌，控制害虫，同时采用灯光诱杀、黄板诱杀和糖酒醋液诱杀灯措

施对害虫进行诱杀。

[001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一中，土壤的含盐量需要控制在0.1%以下，有机质含量需

要在1%以上，地下水位需要在1m以下。

[0017]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一中，挖定植穴时将心土与表土分开堆放，每亩施入腐熟

的鸡粪、猪粪、牛栏粪等1500-2000kg，商品有机肥100-150kg，过磷酸钙50-100kg，表土与底

肥混匀回填在下层，心土筑起树盘稍隆起。

[001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二中，尽量选用第一代嫁接黄桃苗木，避免使用多代嫁接

的桃苗。

[001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四中，修枝整形时合理修剪、早成树冠修剪以自然开心形

为好，在第一年进行冬剪，对选留的3个主枝各留50厘米左右短截，短截要灵活掌握，若主枝

长势不一致，可将强枝适当短留，弱枝适当长留，第二年冬剪时要将各主枝的延长枝留60cm

短截，并在距主枝40-50cm处选留第1级侧枝，选留的侧枝在其40cm处短截，第三年冬剪时继

续短截主枝上的延长枝，并在距第1侧枝50cm处选留第2级侧枝，各主枝上选留的同级侧枝

方位应同侧，而同一主枝上下级侧枝应在对侧，同时，侧枝的长势应弱于主枝的延长枝，长

度也应短于主枝的延长枝，并要求在主枝上、侧枝上多留小枝和枝组。

[002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四中，把长的比较茂密的枝叶修掉一部分，保留着长的比

较好的枝干，把一些下垂或者是被虫子给侵害的枝叶全部都给修剪掉，保证合适的生长密

度，也有充分的阳光照射。

[002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四中，人工授粉时，选择健壮的桃树，摘取开放的花朵，用

手轻抖采下的花朵，使花药脱离雄蕊，得到金黄色的花粉，将花粉与干净滑石粉或细干淀粉

按照1：10-20的比例充分混合均匀，装入纱布袋中，用专用工具进行授粉。

[0022]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四中，花果管理中，对花芽多而坐果率高的品种，进行疏

蕾疏花，疏蕾疏花的留量要比计划多出20-30%，要先疏果枝基部花，保留中上部花，中上部

则疏双花，留单花，预备枝上的全疏掉；在落花后两周到硬核期前进行疏果，先里后外，先上

后下，首先疏除小果、双果、畸形果、病虫果，其次是朝天果、无叶果枝上的果，选留果大、形

状端正的果，选留部位以果枝两侧、向下生长的果为好；同一结果枝上果间距为4-5cm，长果

枝留果3-4个，中果枝留果2-3个，短果枝、花束状结果枝留1个果或不留，副梢果枝留1-2个

果，延长枝上的不留或少留，预备枝上的不留；定果完毕后，需要及时套袋，需要使用黄桃专

用袋，选择好适宜的时间，套袋顺序需要遵循先早熟后晚熟、先里后外、先上后下等的原则，

摘袋需要在果实成熟前10-20天内进行，在摘袋之前，需要将单层袋打开，慢慢将袋子去除，

双层袋需要先解外层，再解内层，在某些雨水集中区域，果实成熟期不能摘袋。

[0023] 基于上述，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通过对果园规划，选择合适的果园，根据所

在地的气候条件，选择抗病、矮壮、抗冻和抗旱的品种和根系发达并且均匀，没有病虫害的

壮苗，根据不同的地形以及土壤的肥沃程度，合理的规划种植的密度，并对定植穴心土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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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进行处理，然后进行园间管理，对不同生长期的果树进行不同的施肥管理，对果树进行合

理的修枝整形，同时进行合理的人工授粉和花果管理，对果树进行疏蕾疏花、疏果和套袋处

理，提高黄桃的种植成活率，提高黄桃的产量，在黄桃萌芽之前喷洒药剂来预防病虫害，选

择矿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科学轮换使用农药，进行化学防治；在冬、春季节及时清

园松土培肥，增施有机肥或复合肥，保持土壤疏松，以利根系生长，适当施用石灰或过磷酸

钙改良酸性土壤，地下水位高的桃园要注意开沟排水，冬季及时深翻树盘土壤，翻耕深度在

20-30cm；每年在11月至翌年2月黄桃休眠期，剪除病虫枝叶，刮除粗老病皮，涂白大枝主干，

清洁果园，并用2-3°Be石硫合剂涂抹伤口，预防病菌侵入；生长季通过抹芽抹梢、摘心、扭

梢、疏枝等措施，保持桃园良好通风透光；及时清理僵果，清扫落叶落果，结合疏果定果，在

幼虫脱果前，摘除虫果，集中无害化销毁，进行农业防治；在桃树行间种植绿肥、三叶草、花

生、大豆等蜜源作物，提高桃园生物多样性，改善桃园生态环境，通过生草栽培、树盘覆盖等

措施，创造适宜天敌的栖息环境，人工助迁天敌，控制害虫，进行生态调控和防治，同时采用

灯光诱杀、黄板诱杀和糖酒醋液诱杀灯措施对害虫进行诱杀，进行理化诱控，多措施进行黄

桃病虫害防治，提高病虫防治效果。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2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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