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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

地建造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

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属于农村水生态环境

治理技术和农业绿色生态生产技术领域。本发明

的步骤为：步骤一：将水稻种植区域划分成若干

个人工湿地模块，每个模块面积为15亩‑25亩；步

骤二：在人工湿地模块内四周挖掘一条回型渠，

在回型渠内构建清水态水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进

行微生物改底，种植沉水植物，水生动物投放；本

发明可解决农村水生态环境治理与农业生产无

缝对接，该人工湿地生态系统能长期净化水质，

全年保持水体清水状态，排出水水质达到地表

III类，并处理一定量的外源污染水，收获的水

稻、鱼、虾、蟹均为高品质原生态食品，秸秆生态

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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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为：

步骤一：根据地形高低特点、外河道水流走向和水环境污染状况将水稻种植区域划分

成若干个人工湿地模块，模块间通过堤坝(1)隔开，每个模块面积为15亩-25亩，堤坝(1)的

一侧开通进水口(2)和出水口(3)，进水口(2)和出水口(3)采用串联或并联方式用PVC管与

外河道相连；

步骤二：在人工湿地模块内四周挖掘一条回型渠，在回型渠内进行微生物改底，调节水

质，然后种植沉水植物，繁育水草，形成水下草坪和水下森林，再进行水生物投放，构建成一

条回型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区，面积占人工湿地模块总面积的18％-22％；

步骤三：在回型渠的外侧修筑堤坝(1)，并在水稻田和回型渠结合处修一田埂(6)，还在

回型渠上修筑一条便于耕机和收割机下田的机耕路(4)，机耕路(4)下埋保证回型渠完全贯

通的涵管(5)；

步骤四：在回型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区内安装四台水车式增氧机(8)，分别安装在

回型渠四个边中间或者四个角的位置，水车式增氧机(8)对水体逆时针推流，改善湿地水体

流动机制，增加湿地水体溶解氧；

步骤五：在湿地模块内水稻种植区面积占人工湿地模块总面积的78％-82％，四周修建

田埂(6)并安装防逃围网，如果稻田内高差超过5公分，则通过田间小埂将中间水稻种植区

划分成2-4块平整的水稻种植区，如果外河道水环境较差，则上半年种植伊乐藻，以增加湿

地净化能力，也为下半年水稻种植提高土壤肥力；

步骤六：2月份至6月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50-80厘米处，在中间水稻种

植区放养河蟹苗，7月份至10月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5-15厘米处，撤除防逃

围网，在中间水稻种植区内种植水稻并根据水稻生长要求调节人工湿地水位，11月份至1月

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下5-10厘米处，将河蟹赶至回型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

统区，水稻种植区开始晒田及收割水稻，回型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区捕捞鱼、虾、蟹，沉

水植物进入休眠期，安装防逃围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二中的回型渠，底部宽为2-3米，深度为1-1.5米，坡比为1:1.2-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二中的微生物改底是用光合细菌、有益放线菌和有益芽胞杆菌的混合

微生物菌群建立健康稳定的底质，分二次使用，在消毒七日后，首次使用量为每亩20-50克，

沉水植物种植成活后再次使用，用量为每亩50-80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二中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区内三分之二的面积种植改良的苦草，

种植采用插秧或抛秧方法，每平米150-200株，株间距为30-40厘米，2-3月份种植，经过3个

月的扩繁可生成水下草坪，三分之一的面积种植轮叶黑藻，1-3月份使用芽孢种植，播种时

应按行、株距50cm将芽苞3～5粒插入泥中，或者拌泥沙撒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改良的苦草和轮叶黑藻之间设置有拦草网(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二中投放的水生物包括肉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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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三中堤坝(1)高为0.8-1米，宽为1.5-2米，坡比为1:1.2-1.5，机耕路(4)

宽为3-4米，涵管直径为0.8-1米，长为4-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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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村水生态环境治理技术领域和农业绿色生态生产技术领域，更具体

地说，涉及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生产中种植业使用的农药、化肥和秸秆以及养殖业产生的富含有机物的废水

是造成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村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当前

国家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护产地环境，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因此推动形成绿色生态生产方式尤为重要。人

工湿地是一个综合的生态系统，它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在促进废

水中污染物质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防止环境的再污染，获得污水

处理与资源化的最佳效益。稻田是最重要的人工湿地之一，目前推广的稻蟹、稻虾、稻鱼等

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就是采用了人工湿地特点，它解决了水稻生长过程中不施化肥及不喷农

药问题，但稻田作为人工湿地最大的缺陷是一年中仅有三个月具备湿地功能，稻蟹、稻虾、

稻鱼等生态循环种养模式全年也给外部环境带来了大量的养殖废水，这些种养方法无法全

面有效的解决农业生产面源污染。因此需要构建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

地，该湿地在农业生产中不使用化肥和农药、无养殖废水排放、秸秆生态还田，同时还能处

理一定量的外源污染水。

发明内容

[0003] 1、要解决的问题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可以解决农村水生态环境治理与农业生产无缝对接，该人工湿地生

态系统能长期净化水质，全年保持水体清水状态，排出水水质达到地表III类，并能处理一

定量的外源污染水，收获的水稻、鱼、虾、蟹均为高品质原生态食品，并达到秸秆生态还田以

避免污染大气。

[0005] 2、技术方案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步骤为：

[0008] 步骤一：根据地形高低特点、外河道水流走向和水环境污染状况将水稻种植区域

划分成若干个人工湿地模块，模块间通过堤坝隔开，每个模块面积为15亩-25亩，堤坝的一

侧开通进水口和出水口，进水口和出水口采用串联或并联方式用PVC管与外河道相连；

[0009] 步骤二：在人工湿地模块内四周挖掘一条回型渠，在回型渠内进行微生物改底，调

节水质，然后种植沉水植物，繁育水草，形成水下草坪和水下森林，再进行水生物投放，构建

成一条回型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区，面积占人工湿地模块总面积的18％-22％；

[0010] 步骤三：在回型渠的外侧修筑堤坝，并在水稻田和回型渠结合处修一田埂，还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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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渠上修筑一条便于耕机和收割机下田的机耕路，机耕路下埋保证回型渠完全贯通的涵

管；

[0011] 步骤四：在回型水生态系统区内安装四台水车式增氧机，分别安装在回型渠四个

边中间或者四个角的位置，水车式增氧机对水体逆时针推流，改善湿地水体流动机制，增加

湿地水体溶解氧；

[0012] 步骤五：在湿地模块内水稻种植区面积占人工湿地模块总面积的78％-82％，四周

修建田埂并安装防逃围网，如果稻田内高差超过5公分，则通过田间小埂将中间水稻种植区

划分成2-4块平整的水稻种植区，如果外河道水环境较差，则上半年种植伊乐藻，以增加湿

地净化能力，也为下半年水稻种植提高土壤肥力；

[0013] 步骤六：2月份至6月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50-80厘米处，在中间水

稻种植区放养河蟹苗，7月份至10月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5-15厘米处，撤除

防逃围网，在中间水稻种植区内种植水稻并根据水稻生长要求调节人工湿地水位，11月份

至1月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下5-10厘米处，将河蟹赶至回型水体生态系统区，

水稻种植区开始晒田及收割水稻，回型水体生态系统区捕捞鱼、虾、蟹，沉水植物进入休眠

期，安装防逃围网。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二中的回型渠，底部宽为2-3米，深度为1-1 .5米，坡比为1:

1.2-1.5。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二中的微生物改底是用光合细菌、有益放线菌和有益芽胞

杆菌的混合微生物菌群建立健康稳定的底质，分二次使用，在消毒七日后，首次使用量为每

亩20-50克，沉水植物种植成活后再次使用，用量为每亩50-80克。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二中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区内三分之二的面积种植改

良的苦草，种植采用插秧或抛秧方法，每平米150-200株，株间距为30-40厘米，2-3月份种

植，经过3个月的扩繁可生成水下草坪，三分之一的面积种植轮叶黑藻，1-3月份使用芽孢种

植，播种时应按行、株距50cm将芽苞3～5粒插入泥中，或者拌泥沙撒播。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改良的苦草和轮叶黑藻之间设置有拦草网。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二中投放的水生动物主要包括肉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三中堤坝1高为0.8-1米，宽为1.5-2米，坡比为1:1.2-1.5，

机耕路4宽为3-4米，涵管直径为0.8-1米，长为4-5米。

[0020] 3、有益效果

[0021]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2] (1)本发明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本发明通过

水稻田四周建设回型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利用沉水植物与水稻共同构建的人工湿地

生态系统来净化水质，达到农业生产中全年无污染，作为湿地每日处理一定量的外源污染

水，出水水质达到地表III类以上，生产的稻、鱼、虾、蟹均为原生态无公害的农产品，产品价

值大幅提高。

[0023] (2)本发明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本发明将水

环境治理技术与农业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中产生的面源污染问题，

在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领域有着比较明显的技术优势，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绿色生态

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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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人造湿地模块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回型渠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135亩人造湿地模块化组合示意图。

[0027] 图中：1、堤坝；2、进水口；3、出水口；4、机耕路；5、涵管；6、田埂；7、拦草网；8、水车

式增氧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描述：

[0029] 实施例1

[0030]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本实施例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

造方法，步骤一：根据地形高低特点、外河道水流走向和水环境污染状况将水稻种植区域划

分成若干个人工湿地模块，模块间通过堤坝1隔开，每个模块面积为15亩-25亩，堤坝1的一

侧开通进水口2和出水口3，进水口2和出水口3采用串联或并联方式用PVC管与外河道相连；

[0031] 步骤二：在人工湿地模块内四周挖掘一条回型渠，回型渠的底部宽为2-3米，深度

为1-1.5米，坡比为1:1.2-1.5，在回型渠内进行微生物改底，微生物改底是用光合细菌、有

益放线菌和有益芽胞杆菌的混合微生物菌群建立健康稳定的底质，分二次使用，在消毒七

日后，首次使用量为每亩20-50克，沉水植物种植成活后再次使用，用量为每亩50-80克，调

节水质，然后种植沉水植物，繁育水草，形成水下草坪和水下森林，再进行水生物投放，水生

动物主要包括肉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构建成一条回型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区，面积

占人工湿地模块总面积的18％-22％；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区内三分之二的面积种植

改良的苦草，种植采用插秧或抛秧方法，每平米150-200株，株间距为30-40厘米，2-3月份种

植，经过3个月的扩繁可生成水下草坪，三分之一的面积种植轮叶黑藻，1-3月份使用芽孢种

植，播种时应按行、株距50cm将芽苞3～5粒插入泥中，或者拌泥沙撒播，改良的苦草和轮叶

黑藻之间设置有拦草网7。

[0032] 步骤三：在回型渠的外侧修筑堤坝1，堤坝1高为0.8-1米，宽为1.5-2米，坡比为1:

1.2-1.5，机耕路4宽为3-4米，涵管直径为0.8-1米，长为4-5米，并在水稻田和回型渠结合处

修一田埂6，还在回型渠上修筑一条便于耕机和收割机下田的机耕路4，机耕路4下埋保证回

型渠完全贯通的涵管5；

[0033] 步骤四：在回型水生态系统区内安装四台水车式增氧机8，分别安装在回型渠四个

边中间或者四个角的位置，水车式增氧机8对水体逆时针推流，改善湿地水体流动机制，增

加湿地水体溶解氧；

[0034] 步骤五：在湿地模块内水稻种植区面积占人工湿地模块总面积的78％-82％，四周

修建田埂6并安装防逃围网，如果稻田内高差超过5公分，则通过田间小埂将中间水稻种植

区划分成2-4块平整的水稻种植区，如果外河道水环境较差，则上半年种植伊乐藻，以增加

湿地净化能力，也为下半年水稻种植提高土壤肥力；

[0035] 步骤六：2月份至6月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50-80厘米处，在中间水

稻种植区放养河蟹苗，7月份至10月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5-15厘米处，撤除

防逃围网，在中间水稻种植区内种植水稻并根据水稻生长要求调节人工湿地水位，1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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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月份，人工湿地的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下5-10厘米处，将河蟹赶至回型水体生态系统区，

水稻种植区开始晒田及收割水稻，回型水体生态系统区捕捞鱼、虾、蟹，沉水植物进入休眠

期，安装防逃围网。

[0036] 本实施例为15亩人造湿地模块建造方法，选择11月份水稻收割后开始挖掘修筑回

型渠，包括：挖掘回型渠，其底部宽为2米，深度为1米，坡比为1:1.2；在回型渠的外侧修筑堤

坝，其高为0.8米，宽为1.5米，坡比为1:1.2；修筑田埂：水稻田与回型渠结合处修一高为0.2

米宽为0.5米的田埂；修筑机耕路：为便于耕机和收割机下田，在回型渠上修筑一条宽3.5米

机耕路，机耕路下埋直径0.8米，长4米涵管用于回型渠完全贯通。回型渠面积3.3亩占人工

湿地模块面积的22％，水稻种植面积11.7亩占人工湿地模块面积的78％。

[0037] 从2月底开始构建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包括：回型渠的消毒：回型渠放水20厘米，按

回型渠面积计量用生石灰和茶籽饼各50公斤每亩，沿回型渠全池泼洒；微生物接种：将含有

光合细菌、有益放线菌和有益芽胞杆菌的混合微生物菌群全池喷洒回型渠，首次使用在消

毒七日后，用量按回型渠面积计量，每亩30克，沉水植物种植成活后再次使用，用量60克/

亩，每次喷洒后增氧循环系统24小时开启；沉水植物种植：如图2所示在回型渠内安装拦草

网，拦草网采用30目宽度60厘米的聚乙烯材料，用浮球牵引自水面向下安装，将回型渠分成

2个区域，三分之二的区域种植改良的苦草，种植采用插秧方法，每平米150株，株间距30公

分，三分之一的区域种植轮叶黑藻，按行、株距50厘米将芽苞5粒插入泥中；水生动物投放：

在中间稻田田埂内侧安装防逃网，逐渐升高水位，到3月中旬水位升高至稻田以上10厘米上

下，按回型渠面积计量，稻田内投放规格为40只/Kg河蟹苗6公斤每亩，回型渠内投放规格为

100g/尾鳜鱼3尾每亩、规格为体长1.5cm青虾20公斤每亩、规格为直径为1cm环棱螺20公斤

每亩。

[0038] 人工湿地运行维护，包括：曝气循环：3月份-11月份启动曝气循环系统，每天上午

五点启动，八点停止；下午四点启动，七点停止；有时根据水质状况，增加或缩短运行时间，

但在微生物接种、人工湿地进水、遇到污染突发事件时，24小时开启曝气循环设备；水位调

节：3月份水位升高至稻田以上60厘米上下，水生动物投放后，人工湿地进入运行维护期，至

11月份水稻收割、捕捞虾蟹后结束。水位调节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月份-6月份，水位控

制在稻田以上60厘米上下，第二阶段是7月份-10月份，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10厘米上下，第

三阶段是11月份-2月份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下10厘米上下。本例进水管与出水管采用φ

160PVC管；原生态种养：本例在农业生产中不使用任何外来肥料及农药，不投喂任何饲料，

湿地全年保持了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通过进出水流动调节，每日可处理外源污染水600

吨，出水水质达到地表III类。

[0039] 表1是本例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镇八卦村示范基地于2016年11月-2017

年12月期间农业生产产出，农产品均为原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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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0042] 表1：2017年本例与周边稻蟹(虾)共生田及普通水稻田对比

[0043] 实施例2

[0044] 本实施例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步骤与实施

例1相同。

[0045] 本实例为25亩人造湿地模块建造方法，选择11月份水稻收割后开始挖掘修筑回型

渠，包括：挖掘回型渠，其底部宽为2米，深度为1米，坡比为1:1 .2；在回型渠的外侧修筑堤

坝，其高为0.8米，宽为1.5米，坡比为1:1.2；修筑田埂：水稻田与回型渠结合处修一高为0.2

米宽为0.5米的田埂；修筑机耕路：为便于耕机和收割机下田，在回型渠上修筑一条宽3.5米

机耕路，机耕路下埋直径0.8米，长4米涵管用于回型渠完全贯通。回型渠面积4.5亩占人工

湿地模块面积的18％，水稻种植面积20.5亩占人工湿地模块面积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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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从2月底开始构建人工湿地生态系统，包括：回型渠的消毒：回型渠放水20厘米，按

回型渠面积计量用生石灰和茶籽饼各50公斤每亩沿回型渠全池泼洒；微生物接种：将含有

光合细菌、有益放线菌和有益芽胞杆菌的混合微生物菌群全池喷洒回型渠，首次使用在消

毒七日后，用量按回型渠面积计量每亩30克，沉水植物种植成活后再次使用，用量60克/亩，

每次喷洒后增氧循环系统24小时开启；沉水植物种植：如图2所示在回型渠内安装拦草网，

拦草网采用30目宽度60厘米的聚乙烯材料，用浮球牵引自水面向下安装，将回型渠分成2个

区域，三分之二区域种植改良的苦草，种植采用插秧方法，每平米150株，株间距30公分，三

分之一区域种植轮叶黑藻，按行、株距50厘米将芽苞5粒插入泥中；水生动物投放：在中间稻

田田埂内侧安装防逃网，逐渐升高水位，到3月中旬水位升高至稻田以上10厘米上下，在中

间水稻种植区种植伊乐藻，将伊乐藻剪成10-15cm一条，一株15条左右，按照横向5m一株和

竖向3m一株栽下，随后将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60厘米上下，按回型渠面积计量，稻田内投放

规格为40只/Kg河蟹苗6公斤每亩，回型渠内投放规格为100g/尾鳜鱼3尾每亩、规格为体长

1.5cm青虾20公斤每亩、规格为直径为1cm环棱螺20公斤每亩。

[0047] 人工湿地运行维护，包括：曝气循环：3月份-11月份启动曝气循环系统，每天上午

五点启动，八点停止；下午四点启动，七点停止；有时根据水质状况，增加或缩短运行时间，

但在微生物接种、人工湿地进水、遇到污染突发事件时，24小时开启曝气循环设备；水位调

节：3月份水位升高至稻田以上60厘米上下，水生动物投放后，人工湿地进入运行维护期，至

11月份水稻收割、捕捞虾蟹后结束。水位调节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月份-6月份，水位控

制在稻田以上60厘米上下，第二阶段是7月份-10月份，水位控制在稻田以上10厘米上下，此

时间段高温造成伊乐藻腐烂肥田，增加了稻田肥力，第三阶段是11月份-2月份水位控制在

稻田以下10厘米上下。本例进、出水管采用φ160PVC管；原生态种养：本例在农业生产中不

使用任何外来肥料及农药，不投喂任何饲料，湿地全年保持了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通过进

出水流动调节，每日可处理外源污染水600吨，出水水质达到地表III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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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表2：2017年本例与周边稻蟹(虾)共生田及普通水稻田对比

[0050] 实施例3

[0051] 本实施例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其步骤与实施

例1相同。

[0052] 本实施例为135亩人造湿地模块化组合建造，根据地形高低特点、灌溉用水走向将

水稻种植区域划分成6块人工湿地模块，每个模块面积为15亩、18亩、23亩、24亩、25亩和25

亩，合计130亩；模块间通过堤坝隔开，堤坝宽度为1.5米，中间为宽度为4米的机耕路，堤坝

和机耕路占地约5亩；由于外源水污染达到了地表水劣Ⅴ类水质，因而本例采用加大水稻种

植区面积，即选用20亩以上湿地模块较多，回型水体生态系统区总计24.6亩，占135亩人工

湿地面积的18.2％。中间稻田种植区总计105.4亩，占135亩人工湿地面积的78.1％，堤坝和

机耕路占地5亩，占135亩人工湿地面积的3.7％，每个湿地模块挖掘的回型渠均为底部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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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深度1米，坡比1:1.2。机耕路下埋出水管，出水管采用φ50水泥管，每个湿地模块通过窨

井与出水管相连，连接用φ160PVC管材；进水采用串联或并联方式，通过φ160PVC管与水井

相连，用水泵将外河道水泵入水井，每个湿地模块可单独进水；依从高到底的相邻湿地模块

用PVC管连通，PVC管采用φ160埋在堤坝下30厘米处。

[0053] 本例湿地模块人工湿地生态系统的构建及运行维护方法同实施例2。

[0054]

[0055]

[0056] 表3：2017年本例与周边稻蟹(虾)共生田及普通水稻田对比

[0057] 本发明的一种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人工湿地建造方法，本发明通过水稻

田四周建设回型草型清水态水体生态系统，利用沉水植物与水稻共同构建的人工湿地生态

系统来净化水质，达到农业生产中全年无污染，作为湿地还能处理一定量的外源污染水，出

水水质达到地表III类以上，生产的稻、鱼、虾、蟹均为原生态无公害的农产品，产品价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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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高。本发明将水环境治理技术与农业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中产

生的面源污染问题，在农业生产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领域有着比较明显的技术优势，是一种

新型的农业绿色生态生产方式。

[0058] 以上示意性的对本发明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该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

示的也只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方法并不局限于此。所以，如果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该技术方案

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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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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