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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膏药制作机，包括机座，

在所述机座上设有第一放卷辊、第一放卷导向

辊、第二放卷辊、第二放卷导向辊，所述第一放卷

辊用于放置膏药底纸卷，第二放卷辊用于放置膏

药面纸卷，还包括涂料机构，冷却机构，贴合牵引

辊组，切片刀组，传送带，收卷辊，第一纠偏机构

和第二纠偏机构，其中所述涂料机构，冷却机构，

贴合牵引辊组，切片刀组和传送带依次设置在第

一放卷导向辊右方，第二放卷辊可移动设置于涂

料机构上方，所述收卷辊设于切片刀组右上方。

该膏药制作机能适应医院各科室、小诊所或试验

研究所等小批量制作的要求，加工成本低，膏药

涂抹均匀度高，膏药量控制简单方便，膏药面纸

与膏药底纸输送精度高，贴合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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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膏药制作机，包括机座，在所述机座上设有第一放卷辊、第一放卷导向辊、第二

放卷辊、第二放卷导向辊，所述第一放卷辊用于放置膏药底纸卷，第二放卷辊用于放置膏药

面纸卷，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涂料机构，冷却机构，贴合牵引辊组，切片刀组，传送带，收卷

辊，第一纠偏机构和第二纠偏机构，其中所述涂料机构，冷却机构，贴合牵引辊组，切片刀组

和传送带依次设置在第一放卷导向辊右方，第二放卷辊可移动设置于涂料机构上方，所述

收卷辊设于切片刀组右上方；所述冷却机构包括第一冷却风组和第二冷却风组，第一冷却

风组和第二冷却风组均设置有若干个冷却风机。

2.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膏药制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纠偏机构包括第一支架，第

一驱动电机，第一滚珠丝杠机构，第一调整块，第一导向柱和第一导向套，其中第一驱动电

机驱动第一滚珠丝杠机构的第一丝杠，第一滚珠丝杠机构通过第一调整块与第一放卷辊相

连，通过第一驱动电机驱动第一滚珠丝杠机构进而驱动第一放卷辊前后运动；第一导向套

和第一导向柱配合固定在第一支架上，并且第一调整块通过第一导向套在第一导向柱上前

后运动；

所述第二纠偏机构包括第二支架，第二驱动电机，第二滚珠丝杠机构，第二调整块，第

二导向柱和第二导向套，其中第二驱动电机驱动第二滚珠丝杠机构的第二丝杠，第二滚珠

丝杠机构通过第二调整块与第二放卷辊相连，通过第二驱动电机驱动第二滚珠丝杠机构进

而驱动第二放卷辊前后运动；第二导向套和第二导向柱配合固定在第二支架上，并且第二

调整块通过第二导向套在第二导向柱上前后运动。

3.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膏药制作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机座上设有横向滑槽和纵向

滑槽，所述第一放卷辊和第二放卷辊均固定在横向滑槽上，并且第一放卷辊和第二放卷辊

均能在横向滑槽上移动，所述第一放卷导向辊和第二放卷导向辊均固定在横向滑槽或纵向

滑槽上，并且第一放卷导向辊和第二放卷导向辊均能在横向滑槽或纵向滑槽上移动。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膏药制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纠偏机构还包括第一光电开

关，第二纠偏机构还包括第二光电开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膏药制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涂料机构包括膏药前挡板、两膏

药侧挡板、支撑板和刮刀，其中膏药前挡板、两膏药侧挡板和刮刀围成封闭形状并设置在支

撑板上方，并且膏药前挡板靠近第一放卷导向辊的一面与支撑板之间留有第一间隙，所述

刮刀设于远离第一放卷导向辊的一面，刮刀与支撑板之间的距离可调。

6.如权利要求1  所述的膏药制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片刀组包括上刀辊和下刀辊，

上刀辊和下刀辊的轴线上下平行，并且上刀辊和下刀辊均转动装配在机座上的刀座板上，

待裁切的半成品膏药从上刀辊、下刀辊中间的间隙中穿过，其中下刀辊为光辊，上刀辊上设

有封闭形状的切刃，并且在上刀辊上包裹有弹性胶皮。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膏药制作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上刀辊上方两侧对称设有承压

轴承，所述承压轴承通过气缸压紧在上刀辊上；在第一冷却风组和第二冷却风组之间设有

导向辊。

8.如权利要求5  所述的膏药制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刮刀与刮刀高度调节装置相连，

所述刮刀高度调节装置包括调节块，调节螺杆，调节螺母，百分表和调节弹簧，所述调节螺

杆与调节螺母相连，并插入调节块，调节块和刮刀相连；所述百分表下端插入调节块并顶住

刮刀；所述调节弹簧设置在支撑板和调节块之间的间隙，并弹性的支撑住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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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膏药制作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传送带靠近切片刀组侧设有膏

药分离滚轮，所述膏药分离滚轮与传送带接触，并随传送带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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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膏药制作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膏药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膏药制作机。

背景技术

[0002] 膏药是中药外用的一种，用植物油或动物油加药熬成胶状物质，涂在布、纸或皮等

基材的一面，并用离型纸进行封闭，使用时将基材即底纸揭下，将带有药物的离型纸贴在患

处，以满足药物较长时间地作用于患处。目前制作膏药的方式有：手工制作、半自动化作业

和工厂自动化生产。其中手工制作只能单张制作，工作效率极低，无法满足医院各科室、小

诊所或试验研究所等小批量制作的要求，并且手工制作膏药药物涂抹不均匀，膏药量不易

控制；半自动化作业是采用电动加人工的配合方式，属于半自动化作业，效率低，制作不同

厚度、不同大小的膏药时不易调节；工厂制作膏药贴的整个流水线体积很大，根本不可能搬

到医院各科室、诊所或试验研究所进行小批量的生产。

[0003] 申请公布号CN105853231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全自动膏药摊涂机，该摊涂机包

括注料装置、压片机构、裁切机构。在使用时，膏药在混料锅内进行熬制，并通过注料机构向

膏药布进行注药并覆膜，完成后，启动压片机构的气缸，对注好的前一片膏药进行均匀压力

滩涂，压紧膏药布和膜，然后通过压片滑轨和滚珠丝杠向裁切机构平稳移动，达到行程止点

时，停止牵引，裁切机构启动，裁切完成，送料辊和送料滑梯将成片的膏药进行收集。这种全

自动膏药摊涂机适合膏药底布的宽度与成品膏药片的宽度完全相同的膏药的制作，对膏药

底布与覆膜的输送要求太高，两者宽度必须相同，且在覆膜环节正好能够相对贴合，精度很

难达到，进而使得制成的膏药片形状不一致，不美观，次品率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外界环

境变化，和可能需要涂覆不同厚度的膏药，导致该摊涂机的压片机构对注好的前一片膏药

进行压紧时膏药的温度不易控制，膏药温度过高可能导致膏药透过离型纸，膏药的温度过

低可能导致膏药与离型纸结合度不好，导致次品率大大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膏药制作机，该膏药制作机能适应医院各科室、小诊所或

试验研究所等小批量制作的要求，加工成本低，膏药涂抹均匀度高，膏药量控制简单方便，

膏药面纸与膏药底纸输送精度高，贴合效果好。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膏药制作机，包括机座，在所述机座上设有第一放卷辊、第一放卷导向辊、第

二放卷辊、第二放卷导向辊，所述第一放卷辊用于放置膏药底纸卷，第二放卷辊用于放置膏

药面纸卷，还包括涂料机构，冷却机构，贴合牵引辊组，切片刀组，传送带，收卷辊，第一纠偏

机构和第二纠偏机构，其中所述涂料机构，冷却机构，贴合牵引辊组，切片刀组和传送带依

次设置在第一放卷导向辊右方，第二放卷辊可移动设置于涂料机构上方，所述收卷辊设于

切片刀组右上方；所述冷却机构包括第一冷却风组和第二冷却风组，第一冷却风组和第二

冷却风组均设置有若干个冷却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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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纠偏机构包括第一支架，第一驱动电机，第一滚珠丝杠机构，第

一调整块，第一导向柱和第一导向套，其中第一驱动电机驱动第一滚珠丝杠机构的第一丝

杠，第一滚珠丝杠机构通过第一调整块与第一放卷辊相连，通过第一驱动电机驱动第一滚

珠丝杠机构进而驱动第一放卷辊前后运动；第一导向套和第一导向柱配合固定在第一支架

上，并且第一调整块通过第一导向套在第一导向柱上前后运动；所述第二纠偏机构包括第

二支架，第二驱动电机，第二滚珠丝杠机构，第二调整块，第二导向柱和第二导向套，其中第

二驱动电机驱动第二滚珠丝杠机构的第二丝杠，第二滚珠丝杠机构通过第二调整块与第二

放卷辊相连，通过第二驱动电机驱动第二滚珠丝杠机构进而驱动第二放卷辊前后运动；第

二导向套和第二导向柱配合固定在第二支架上，并且第二调整块通过第二导向套在第二导

向柱上前后运动。

[0007] 优选的，在所述机座上设有横向滑槽和纵向滑槽，所述第一放卷辊和第二放卷辊

均固定在横向滑槽上，并且第一放卷辊和第二放卷辊均能在横向滑槽上移动，所述第一放

卷导向辊和第二放卷导向辊均固定在横向滑槽或纵向滑槽上，并且第一放卷导向辊和第二

放卷导向辊均能在横向滑槽或纵向滑槽上移动。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一纠偏机构还包括第一光电开关，第二纠偏机构还包括第二光电

开关。

[0009] 优选的，所述涂料机构包括膏药前挡板、两膏药侧挡板、支撑板和刮刀，其中膏药

前挡板、两膏药侧挡板和刮刀围成封闭形状并设置在支撑板上方，并且膏药前挡板靠近第

一放卷导向辊的一面与支撑板之间留有第一间隙，所述刮刀设于远离第一放卷导向辊的一

面，刮刀与支撑板之间的距离可调。

[0010] 优选的，所述切片刀组包括上刀辊和下刀辊，上刀辊和下刀辊的轴线上下平行，并

且上刀辊和下刀辊均转动装配在机座上的刀座板上，待裁切的半成品膏药从上刀辊、下刀

辊中间的间隙中穿过，其中下刀辊为光辊，上刀辊上设有封闭形状的切刃，并且在上刀辊上

包裹有弹性胶皮。

[0011] 优选的，在所述上刀辊上方两侧对称设有承压轴承，所述承压轴承通过气缸压紧

在上刀辊上；在第一冷却风组和第二冷却风组之间设有导向辊。

[0012] 优选的，所述刮刀与刮刀高度调节装置相连，所述刮刀高度调节装置包括调节块，

调节螺杆，调节螺母，百分表和调节弹簧，所述调节螺杆与调节螺母相连，并插入调节块，调

节块与刮刀相连；所述百分表下端插入调节块并顶住刮刀；所述调节弹簧设置在支撑板和

调节块之间的间隙，并弹性的支撑住刮刀。

[0013] 进一步优选的，在所述传送带靠近切片刀组侧设有膏药分离滚轮，所述膏药分离

滚轮与传送带接触，并随传送带旋转。

[0014] 上述技术方案中，第一放卷辊用于放置膏药底纸卷，并通过第一导向辊导向至涂

料机构，第二放卷辊用于放置膏药面纸卷，并通过第二导向辊导向；在膏药底纸卷放卷的同

时第一纠偏机构和第一光电开关配合，时时监控膏药底纸边缘位置，以使膏药底纸始终保

持在预设位置；膏药底纸从第一间隙穿过并带走涂料机构内的膏药，通过刮刀刮走膏药底

纸上多余的膏药，并将膏药底纸上的膏药限定在特定的厚度；根据膏药涂抹的厚度和温度

选取第一冷却风组和第二冷却风组的工作状态，或第二放卷辊的位置（即膏药面纸卷位

置），使得带有膏药的膏药底纸在通过第一冷却风组和/或第二冷却风组后冷却至合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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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和膏药面纸在第一冷却风组和第二冷却风组之间，或第二冷却风组之后的合适位置

初步贴合，以达到根据不同膏药厚度、膏药温度调整不同的冷却能力，以达到使膏药与膏药

面纸在合适状态贴合，避免膏药温度过高导致膏药透过离型纸，过低导致膏药与离型纸结

合度不好；在膏药面纸卷放卷的同时第二纠偏机构和第二光电开关配合，时时监控膏药面

纸边缘位置，以使膏药面纸始终保持在预设位置，并与膏药底纸更精准的贴合；贴合牵引辊

组将带有膏药的膏药底纸和膏药面纸进行牵引和贴合，并将该半成品膏药牵引至切片刀

组；待裁切的半成品膏药从上刀辊、下刀辊中间的间隙中穿过，并通过上刀辊和下刀辊配合

将待裁切的半成品膏药裁切成一片一片的膏药成品，同时上刀辊上的弹性胶皮避免膏药成

品裁切后镶嵌在封闭形状的切刃中；膏药分离滚轮压住裁切后的膏药成品并进一步将膏药

成品与边角料分离，避免膏药成品未及时与边角料分离便随边角料卷至收卷辊。使得该膏

药制作机不仅能适应医院各科室、小诊所或试验研究所等小批量制作的要求，并且膏药涂

抹均匀度高，膏药量控制简单方便，膏药面纸与膏药底纸输送精度高，贴合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膏药制作机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膏药制作机的涂料机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膏药制作机的涂料机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膏药制作机的第一纠偏机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本膏药制作机，包括机座10，定义机座10的长度方向为

左右方向，也即是膏药的输送方向。在机座10上设置有用于放置膏药底纸卷的第一放卷辊 

20、第一放卷导向辊21、用于放置膏药面纸卷的第二放卷辊30、第二放卷导向辊31，涂料机

构40，冷却机构50，贴合牵引辊组60，切片刀组70，用于输送裁切好的膏药片的传送带80，收

卷辊90，第一纠偏机构100和第二纠偏机构110，其中涂料机构40，冷却机构50，贴合牵引辊

组60，切片刀组70和传送带80依次设置在第一放卷导向辊21右方，第二放卷辊30可移动设

置在涂料机构40上方，收卷辊90设于切片刀组70右上方，用于回收经过切片刀组70裁切后

的边角；冷却机构50包括第一冷却风组51和第二冷却风组52，第一冷却风组51和第二冷却

风组52均设置有若干个冷却风机53，并且在第一冷却风组51和第二冷却风组52之间设有导

向辊22，进一步支撑带有膏药的膏药底纸；通过选择第一冷却风组51和第二冷却风组52的

工作状态，达到使冷却机构50具备不同的冷却能力，以适应冷却不同膏药温度、膏药厚度的

需求，避免带有膏药的膏药底纸和膏药面纸贴合时，膏药的温度过高或过低，导致膏药透过

离型纸，或膏药与离型纸结合度不好，导致次品。还可以在第一冷却风组51和第二冷却风组

52下方设置多个中间导向辊12，以支撑和导向带有膏药的膏药底纸。在本实施例中，第一纠

偏机构100包括第一支架101，第一驱动电机102，第一滚珠丝杠机构103，第一调整块104，第

一导向柱105和第一导向套106，其中第一驱动电机102驱动第一滚珠丝杠机构103的第一丝

杠，第一滚珠丝杠机构103通过第一调整块104与第一放卷辊20相连，通过第一驱动电机102

驱动第一滚珠丝杠机构103进而驱动第一放卷辊20前后运动；第一导向套106和第一导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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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配合固定在第一支架101上，第一调整块104通过第一导向套106在第一导向柱105上前

后运动；第一纠偏机构100还包括第一光电开关，通过第一光电开关时时监控膏药底纸边缘

位置，并与第一驱动电机102联动，以使膏药底纸始终保持在预设位置；

同样的，第二纠偏机构110包括第二支架，第二驱动电机，第二滚珠丝杠机构，第二

调整块，第二导向柱，第二导向套和第二光电开关，第二驱动电机驱动第二滚珠丝杠机构的

第二丝杠，第二滚珠丝杠机构通过第二调整块与第二放卷辊30相连，通过第二驱动电机驱

动第二滚珠丝杠机构进而驱动第二放卷辊30前后运动；第二导向套和第二导向柱配合固定

在第二支架上，第二调整块通过第二导向套在第二导向柱上前后运动；通过第二光电开关

时时监控膏药面纸边缘位置，并与第二驱动电机联动，以使膏药面纸始终保持在预设位置，

实现膏药面纸与膏药底纸更精准的贴合。

[0017] 在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机座10上设有横向滑槽13和纵向滑槽14，将第一放卷辊

20和第二放卷辊30固定在横向滑槽13上，第一放卷导向辊21和第二放卷导向辊31固定在横

向滑槽13或纵向滑槽14上，使得第一放卷辊20和第二放卷辊30能在横向滑槽13上移动，第

一放卷导向辊21和第二放卷导向辊31能在横向滑槽13和纵向滑槽14上移动，实现根据膏药

涂抹的厚度和温度选取第一放卷辊20和第二放卷辊30的位置（即膏药面纸卷位置），配合移

动第一放卷导向辊21和第二放卷导向辊31，使得带有膏药的膏药底纸在通过第一冷却风组

51和/或第二冷却风组52后冷却至合适温度，并和膏药面纸在第一冷却风组51和第二冷却

风组53之间，或第二冷却风组52之后的合适位置初步贴合，以达到使膏药与膏药面纸在合

适状态贴合。

[0018] 在另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涂料机构40包括膏药前挡板41、支撑板42、刮刀43和两膏

药侧挡板44，其中膏药前挡板41、两膏药侧挡板44和刮刀43围成封闭形状并设置在支撑板

42上方，用于存放膏药，通常该封闭形状为矩形，以适应长条状的膏药底纸，并且膏药前挡

板41靠近第一放卷导向辊21的一面与支撑板42之间留有第一间隙（未示出），刮刀43设于远

离第一放卷导向辊21的一面，并且刮刀43与支撑板42之间的距离可调。这样膏药底纸通过

第一导向辊21导向至涂料机构40，从第一间隙穿过并带走涂料机构40内的膏药，刮刀43随

即刮走膏药底纸上多余的膏药，已达到将膏药底纸上的膏药限定在特定的厚度；由于膏药

为膏状物，并且第一间隙仅稍大于膏药底纸的厚度，使得膏药底纸可以从第一间隙顺利穿

入穿出，但膏药并不会从第一间隙溢出，并且刮刀43为线性，保证了膏药的涂抹均匀度；在

本实施例中，两膏药侧挡板44位置可调，以便调整落入膏药底纸上的膏药宽度；还可以在第

一冷却风组51和第二冷却风组52下方设置多个中间导向辊12，以支撑和导向带有膏药的膏

药底纸。刮刀43通过刮刀高度调节装置120调整与支撑板42之间的距离，刮刀高度调节装置

120包括调节块121，调节螺杆122，调节螺母123，百分表124和调节弹簧125；其中调节螺杆

122一端与调节螺母123相连，另一端插入调节块121，调节块121和刮刀43相连，通过拧动调

节螺母123带动刮刀43上下移动，进而调整刮刀43与支撑板42之间的距离；将百分表124下

端插入调节块121并顶住刮刀43，百分表124将调节螺母123的调整量转化为数字量，进一步

提高高度调节装置120的调节精度，并且在支撑板42和调节块121之间设置有调节弹簧125，

使得调节弹簧125弹性的支撑住刮刀43，避免调整螺母123调整时出现滑移现象；调节螺杆

122，调节螺母123，百分表124和调节弹簧125对称设置在刮刀43两侧，保证刮刀43两侧调整

量一致，膏药涂抹均匀、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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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在另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切片刀组70包括上刀辊71和下刀辊72，上刀辊71和下刀

辊72的轴线上下平行，并且上刀辊71和下刀辊72均转动装配在机座10上的刀座板11上，其

中下刀辊72为光辊，上刀辊71上设有封闭形状的切刃，并且在上刀辊71上包裹有弹性胶皮

73，封闭形状的切刃通常为椭圆形或矩形。这样待裁切的半成品膏药从上刀辊71、下刀辊72

中间的间隙中穿过，上刀辊71和下刀辊72配合将长条状的半成品膏药切成一片一片的膏药

成品，同时上刀辊71上的弹性胶皮73避免膏药成品裁切后镶嵌在封闭形状的切刃中，保证

膏药成品顺利的与切刃分离，并脱落到传送带80上，由传送带80输送至膏药成品箱，而经过

切片刀组70裁切后的边角料由收卷辊90回收；在本实施例中，在传送带80靠近切片刀组70

侧设有膏药分离滚轮81，膏药分离滚轮81与传送带80接触，并随传送带80旋转，这样膏药分

离滚轮81可以压住裁切后的膏药成品并进一步将膏药成品与边角料分离，避免膏药成品未

及时与边角料分离便随边角料卷至收卷辊90。为进一步保证上刀辊71裁切时的裁切力沿上

刀辊71轴线方向平衡，在上刀辊71的上方两侧对称设有承压轴承74，并且承压轴承74通过

气缸压紧在上刀辊71上，承压轴承74将上刀辊71的两侧对称压紧，并通过气缸自动调节上

刀辊71两侧的压紧力，代替以往通过工人经验调整上刀辊71压紧力，工人经验不足极易使

得上刀辊71两侧压紧力不一致，造成长条状的半成品膏药或膏药成品两侧受力不一致，一

侧被裁切，一侧堆积在上刀辊71附近，造成膏药次品率大大增加。

[0020] 在另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支撑板42和刮刀43均与加热装置相连，通过加热装置加

热支撑板42和刮刀43，避免刚打开本膏药制作机时，刮刀43温度过低，膏药黏附在刮刀43

上。

[0021] 上述技术方案中，将膏药底纸卷放置在第一放卷辊20上，并将膏药底纸由第一放

卷导向辊21导向，自第一间隙穿出至支撑板42上方，再从刮刀43与支撑板42之间的间隙穿

出；膏药底纸的宽度大于膏药挡板41和刮刀43围成封闭形状的宽度，保证膏药挡板41和刮

刀43围成的封闭形状完全至于膏药底纸上方，涂料机构40不会将膏药涂覆在于膏药底纸

外；调整两膏药侧挡板44位置，以便调整落入膏药底纸上的膏药宽度；将膏药添加至涂料机

构40内，刮刀43随即刮走膏药底纸上多余的膏药，已达到将膏药底纸上的膏药限定在特定

的厚度；根据待冷却的膏药温度和膏药厚度选择打开第一冷却风组51和/或第二冷却风组

52，以使冷却机构50具备不同的冷却能力，达到将不同厚度不同温度的膏药均冷却至合适

温度再与膏药面纸复合；膏药面纸卷放置在第二放卷辊30上，并通过第二放卷导向辊31导

向至涂有膏药的膏药底纸上方，再由贴合牵引辊组60将带有膏药的膏药底纸和膏药面纸进

行牵引和贴合，并将该半成品膏药牵引至切片刀组70；待裁切的半成品膏药从上刀辊71、下

刀辊72中间的间隙中穿过，并通过上刀辊71和下刀辊72配合将待裁切的半成品膏药裁切成

一片一片的膏药成品，同时上刀辊71上的弹性胶皮73避免膏药成品裁切后镶嵌在封闭形状

的切刃中；最终膏药成品顺利的与切刃分离，并脱落到传送带80上，由传送带80输送至膏药

成品箱，而经过切片刀组70裁切后的边角料由收卷辊90回收。在膏药底纸卷放卷的同时第

一纠偏机构100和第一光电开关配合，时时监控膏药底纸边缘位置，以使膏药底纸始终保持

在预设位置；膏药面纸卷放卷的同时第二纠偏机构110和第二光电开关配合，时时监控膏药

面纸边缘位置，以使膏药面纸始终保持在预设位置，并与膏药底纸更精准的贴合，使得膏药

面纸与膏药底纸输送精度大大提高，贴合效果好。

[0022] 本实施例只是对本发明构思和实现的说明，并非对其进行限制，在本发明构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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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实质变换的技术方案仍然在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3440414 A

9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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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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