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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n industrially continuous pyrolysis
equipment for waste and old tyre consists of reaction
system and heating system The reaction system
includes inner cylinder (10), outer cylinder (9) and
other corresponding annexes such as, automatic
feeder (3), catalyst inlet (2), rolling mechanism (5),
superconductive heat carrier inlet (6), superconduc
tive heat carrier outlet (11), driving mechanism (12),
pyrolysis oil and gas outlet (13) and discharge lip
(14) The heating system includes heating furnace
(17), high temperature delivery pump (19), reflux
tank (20), delivery conduit (21) and superconductive
heat carrier (7) Pyrolyzing waste and old tyre with
this equipment can operate smoothly, safely, reliably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without second pollution,
the process is simple, continuous and automatic with
high conversion, and the products of oil and black
carbon have good quality

(57) 摘要 :

神工並娃笙化陵月乾胎裂解裝置 咳裂僻裝實由反虛系統和加熱系統枸成。所迷反匝系統包括內筒休

(10) 、外筒休 (9) 及其它相匝附沒配置如，自劫送料器 (3) 、催化荊入口 (2) 、滾功杭枸 ( 5) 、超早熟裁

休入口 6 、超早熟載休出口 (11) 、估功帆枸 (12) 、裂解油乞出口 (13) 和排料口 (14) 。所迷加熟系統包

括加熱妒 、高溫輸送泵 (19) 、回流罐 (20) 、輸迭管道 (21) 和超早熟載休 (7) 。采用核裝置裂解廈咀

幹胎 能迭到乎穗逞行 且操作筒草、安全、可靠、高效 元二坎污染，可奕珮生芹迫程的遵縷和自劫化 特化

率高 油品和炭黑廈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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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止連鎳化廈吋掩胎裂解裝置

枕木領喔址
本友明涉及一科工並連鏤化廈吋掩胎裂解裝置，用于將廈 日掩胎特奕

力高履清沽液休燃料和炭黑 。

背景技木
隨看汽牟工止的迅速友展，廈 日掩胎的生戶量也愈未愈多 。 搪世界琢

境且生組採統汁，世界廈 日掩胎私存量已迭 化奈，井以每年約 化奈
令人情切的敷字增未 。 大量的廈叮掩胎吋杯境造成的危害已使人們感到十

分忱慮，各介固 家及地匹的政府部 門都在致力于哥求最力理想的赴理亦

法。

利用廈 日輪胎的裂解以制取清沽油品和炭黑是 目前最有效的赴理方

法。但是，在歐、美、 日等友迭團家 由于沒汁方案技木夏染，裝置屍大，投
資額 巨大以及炭黑戶品不合格，不能成力商品，沒有鋒泳效益 。 因此，吳

于廈 日掩胎裂解技木，在速些 囤家和地匹較少形成大規模工並化生戶，甚

至赴于停滯狀怒 。

友明內容

針汁以上現有技木的不足，本友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神工並化戾吋掩胎

連鎳裂解裝置。

( 以下描述也是奕阮奕施的奕施例，具休描述可一井參照附軋 附囤

所描銓的是本友明提供的一介技木方案，囤 中各裝置的連接都是本友明的

一部分 )。

它由密 坷 而且呈傾斜狀怒放置 (迭料端 高、排料端低) 的外式反座 系

統和加熱 系統姐成 。 反座 系統分力特功的內筒休 0 和 靜止的外筒休 兩

大部份。 內筒休 的特功是通迪改置在一端 的烯侍功桃枸 未宴現的，
其支承是靠故置在丙端各一的滾功桃枸 未奕現的。 內、外筒休之用力

加熱腔，通有超寺熱載休 ，最外屆力保混居 。 在其申一端改有加料箱

臥 本



1、催化荊入口 由屯桃帶功的 自功迸料器 、熱 屯偶 和超寺熱干休入
口 。 另一端改有超尋熱載休出口 11 、煤佑功桃枸 12、裂解油色出口 1

和排料口 組成的 自功排料系統等。 此外，兩端近各改一介用于支承內

筒休的滾功札枸 。 加熱 系統由加熱妒 、溫度表 、高溫愉送泵

回流罐 、熱載休愉送管路 和超寺熱載休 組成。

核裂解裝置可渭一神性能仇 良的裂解裝置。 其主要特魚表現在 :

山 加熱方式狹特。由于在本行止采取了狹有的超早熱載休加熱方式，
能同吋奕現 液相功志加熱 (即液休 (超寺熱載休) 循杯加熱

和 材料 (廈掩胎) 功怒受熱 兩神狀悉 。 所以，使裂解性能、特

化率、溫度控制和碉千、 出油率、 熱效率、油品和岌黑廣量、操

作安全性和改各考命以及努弄效益的提高等，均迭到較力理想的

境界，迸入最佳狀怒 。

( ) 裂解方式狙特 。 由于采取的 液相功怒加熱 和 材料 (廈掩胎)

功怒受熱 低溫催化裂解工芭，所以元需太高的加熱溫度，就能

迭到完全的催化裂解。

( ) 可宴現吋溫度的快速而精補的稠育和控制，能耗低
( ) 特化率高，宴施后測得的特化率力 酬 以上
( ) 油品和炭黑辰量好 。

由于上迷加熱方式決定了采用的是低溫裂解工芭，在相升較低的溫度
下，就可快速而均衡地將熱量侍尋到 裂解物的所有部位，迭到完全的催

化裂解 。 所以，油品收率高，乞悉戶物收率低，炭黑不舍內燃，灰分含量

少，能迭析，廈量好 。 所以，油品、炭黑等戶品均可全部雯力商品，具有

昱著的努界效益 。

( ) 操作在全封岡狀怒下迭行，元染廈迭入，井元裂解乞、液休油及
粉生泄漏，戶品廁量及安全均有保征 。

( 裝置改汁完善，皓枸尹 密、合理，返行平穩、安全可靠、 高效，不

套戶生二次琢境污染，可完全迭到友迭固家汁安全和杯俸方面的

丹格要求。 整套裝置赴理程序筒羊、操作全部 自功化，可降低大



量人工費用 。

附圈說毗
附圈是工並連埃化戾何掩胎裂解裝置結枸示意 因。 通迪結合附團舛本

5 友明具休宴施例的祥細描述，舍吋本友明的友明 目的和技木枸思有吏清楚

的了解，其中各數字昱示配件或部分如下

1．加料箱

．催化刑入口

．自功送料器

0 ， 熱屯偶
．滾功札枸

．超早熱載休入口

．超尋熱裁休
．保涅溫屆

15 ．靜止的外筒休
．特功的內筒休

1．超早熱載休入口

1 ．估功桃枸

口．裂解油乞出口

20 ．排料口

， 支座
．支架

．加熱妒

1 ．溫度表
25 ．高溫愉送泵

2 ， 回流罐
2 ．高溫愉送管路

具休奕施方式



宴施例

的外式反座 系統和加熱 系統等組成。 反座 系統分力特功的內筒休 10 和 靜
止的外筒休 丙大部份。 內筒休 的特功是通迪設置在排料口 一端

的煤佑功祝枸 1 未宴現的，其支承是通迪改置在靠近丙端的滾功札枸

柬宴現的。 在其一端沒有加料斗 1、催化荊入口 、 由屯札帶功的 自功迸

料器 、 熱 屯偶 和超寺熱載休入口 乞 其另一端故有超寺熱載休出口

、 佑功札枸 1 、 裂解油乞出口 和排料口 1 。 此外，靠近反座 系

統兩端近各改有一介用以支承其內筒休的滾功祝枸 。 在內、外筒休之間

通有超尊熱載休 ，力裂解反座 系統提供所需熱量。 反座 系統所有外露部

位，均履以保溫居 阮 防止熱量散失。 支架 1 及其上表面的和支座 1 用

以支承和固定反座 系統 。 加熱 系統由加熱妒 1 、溫度表 、高溫愉送泵

叨、 回流罐 、瑜送管道 1 和超寺熱載休 等組成。

努破碎后的廈掩胎小坡和這量催化荊分別加入加料箱 1 和 催化荊入
口 后，用 自功送料器 送入反座 系 統之連埃特功的內筒休 1 中。 筒

休 內物料由于重力作用，自左向右移功的迂程叱 在均催化荊充分混合的

同忖，不晰吸收熱量迸行裂解反座。 裂解戶物之油乞伙油乞出口 不晰

排出，鋒外置的冷凝冷邦器冷邦后成力燃料油，努迸一步分餾、碉和后，可
得迭析汽油和柴油餾分。 而廈 何輪胎小決裂解砌底完成后，剩余的粗炭黑，
叭出料口 拌出，再婪炭黑近原赴理 系統，加工罄合成合格炭黑 。

裂解反座所需熱量由加熱 系 統提供。 熱量由熱載休拐帶由入口 迸

入反座 系 統 內、外筒休之間的加熱腔，井迸一步侍速給內筒休內被裂解物

料，使其充分裂解。 而且吋溫度的稠市和控制，既迅速叉精硝，而且均勻 。

整套裝置在全封坷 、全 自功、元人操作狀志下迸行。

鋒迪宴施本友明的改各，我們友現我們第一代研制的廈 日牟掩胎裂解

裝置是外式，直熱式，高溫裂解，安全性能差波各容易損杯，有污染改各
鋒迂約三介月的操作，受不住高溫燃燒，已鉅毀杯。

而我佣的第二代則采用直立式間接加熱低溫裂解，是批式生戶，此科

改各較第一代安全，由于是間接加熱，不易損杯故各，效果 良好，但是批



式生戶，造成二次污染，不井理想 。

現今研制 出柬的是全密封式全 自功連鏤裂解裝置，采用超迪熱載休加
熱方式至 佣 。C ，低溫連鏤裂解，逗行平穩，安全可靠，省忖省力，高效，
初底解決二次污染的岡題。

依搪上述宴施例，我們提出以下技木方案

1．一神工並連鎊化廈 日掩胎裂解裝置，其特征在于它由帥式反座 系統

和加熱 系 統等匆成 。

．如技木方案 1 所述的工止連埃化廈吋掩胎裂解裝置，其特征在于

其反座 系 統由特功的內筒休 1 和靜止的外筒休 枸成 一端改有加料箱

1、催他剎入口 、 自功送料器 和超早熱載休入口 等 另一端改有超早

熱載休出口 、侍功札枸 1 、裂解油乞出口 和排料口 丙端迸各改
有一介滾功札枸 。

．如技木方案 或 所述的工止連鏤化度 日掩胎裂解裝置，其特征

在于 其加熱 系統由加熱妒 1 、 溫度表 1 、 高溫瑜送泵 1 、回流罐

高溫愉送管路 1和超寺熱誡休 等組成 。

．如技木方茉 J 或 或 所述的工並達埃化廈何掩胎裂解裝置，其

特征在于 所迷的反座 系 統呈傾斜狀怒放置 (加料斗一端稍 高，桂料 口一
端稍低) ，其外筒休 通迂支架 及其斜面上的支座 未迭到支承和固

定 目的。

．如技木方茉 1 或 或 或 所述的工並連鏤化廈凹斡胎裂解裝

置，其特征在于 所說反座 系 統之內筒休 1 的特功是通迂煤侍功札枸 1 柬
宴現的，其支承是通迂改在丙端的滾功札枸 柬奕現的。

，如技木方案 1 或 或 或 或 所迷的工並違鏤化廈凋掩胎裂

解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反座 系 統迸料口一端，近裝有熱 屯偶 ，用

以測定和監控裂解反座溫度。

， 根搪技木方案 或 或 或 或 或 所迷的工止連鎳化廈

日掩胎裂解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說的反座 系 統所有外露部位，均履有保
混溫房 ，用 以防止熱量損失。

．如技木方案 1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7 所迷的工並達鏤化



廈 掩胎裂解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反座 系 統之內、外筒休之間通迷

有超寺熱載休 ，力裂解反座所需熱量提供充分保征。

人 如技木方案 之一所迷的工並違埃化廈 掩胎裂解裝置，其特

征在于以下特征的一神或多科 特征 1 ) 加熱改各采用超早熱載休加熱方

式，其中同時宴現 液相功怒加熱，即超早熱載休循杯加熱，和 廈掩胎功
怒受熱丙神狀怒 特征 )所迷故各的在全封坷狀志下操作，尤染原迸入，井
尤裂解乞、液休油及粉坐泄漏 特征 ) 采用超迂熱載休加熱方式 至

C ，迸行低溫達埃裂解 特征 ) 采取的液相功怒加熱 和 廈掩胎功怒受

熱宴施低溫催化裂解。

． 本友明近提供了以上迷技木方案任一項的工並連埃化廈何掩胎

裂解裝置迸行工並連鏤化廈 掩胎裂解，叭而將戾 掩胎特交力高廣清沽液

休燃料和炭黑的方法 。



枚 利 要 求 半

一神工並連埃化廈伺掩胎裂解裝置，其特征在于它由帥式反座 系統

和加熱 系統等組成。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工並連鎊化廈叮輪胎裂解裝置，其特征在于

其反座 系統由特功的內筒休 (1 ) 和靜止的外筒休 叨 枸成 一端波有加料
箱 ) 、催化剎入口 ( ) 、 自功送料器 ( 和超早熱載休入口 ( ) 等 另一端

改有超尋熱載休 出 口 ) 、佑功桃枸 (1 、裂解油氣 出 口 (1 ) 和排料 口
(1 ) 兩端近各改有一介滾功桃枸 .

如板利要求 1 或 所迷的工並連埃他廈叮掩胎裂解裝置，其特征

在于 : 其加熱 系 統由加熱妒 (1 ) 、溫度表 (1 ) 、 高溫愉送泵 ( 1 ) 、回流

罐 ( ) 、高溫愉送管路 ( 1) 和超寺熱載休 ( ) 等組成。

七 如杖利要求 1 之一所述的工並連鎊化廈叮掩胎裂解裝置，其

特征在于 : 所迷的反座 系 統呈傾斜狀悉放置 (加料斗一端稍高，桂料口一
端稍低) ，其外筒休 叨 通迪支架 1 ) 及其斜面上的支座 ( ) 未迭到支

承和固定目的。

．如校利要求 1 之一所迷的工並連鏤化戾叮輪胎裂解裝置，其

特征在于 所說反座 系 統之內 筒休 (1 的特功是通迪烯侍功桃枸 (1 柬
奕現的，其支承是通迂改在兩端的滾功桃枸曰 未奕現的。

．如杖利要求 1 之一所述的工並達鎊化廈叮掩胎裂解裝置，其

特征在于 所迷的反座 系統迸料口一端，近裝有熱 屯偶 (4) ，用以 測定和監
控裂解反座溫度。

， 根搪枚利要求 1 之一所述的工止達鎊化廈何掩胎裂解裝置，
其特征在于 所視的反座 系坑所有外露部位，均履有保涅溫居 ) ，用 以

防止熱量損失。

紅 如杖利要求 1 之一所迷的工並連鏤化廈叮輪胎裂解裝置，其特

征在于 所述的反座 系 坑之內、外筒休之間通迷有超尋熱載休叨，力裂解

反座所需熱量提供充分保征。

．如杖利要求 1 之一所述的工並連鎊化戾呵掩胎裂解裝置，其特



征在于以下特征的一神或多神 特征 1 ) 加熱改各采用超尋熱載休加熱方

式，其中同忖奕現 液相功怒加熱，即超早熱載休循杯加熱，和 廈掩胎功
怒受熱丙神狀屯 特征 )所迷改各的在全封用狀怒下操作，元奈原迸入，井
尤裂解乞、液休油及粉坐泄漱 特征 采用超迪熱載休加熱方式至 0 C

迸行低溫達埃裂解 特征 ) 采取的液相功怒加熱 和 度掩胎功怒受熱 宴

施低溫催化裂解。

1 ． 將戾 日掩胎特奕力高履清沽液休燃料和炭黑的工並連鎊化廈咀

掩胎裂解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杖利要求 1 任一項所述的工並連鍥化廈

日掩胎裂解裝置。





Inte 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06/002608

A. CLASSIFICATION OF S BJECT MATTER

See extra sheet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or to both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PC

B. FIELDS SEARCHED

Minimum documentation search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llowed by classification symbols)

IPC Cl 0 B09B

Documentation searched other than minimum document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docu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fields searched

Electronic data base consulted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name of data base and, where practicable, search terms used)

CNKI CPRS, WPI, EPODOC, PAJ: plastics, tyre, rubber, waste, old, rotat+, rotary, heat, pyrolysis, catalyst

C. DOCUMENTS CONSIDERED TO BE RELEVANT

C扛egory*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o claim No.

X CN2564575Y(SHANGHAI LUREN ECOLOGICAL ECONOMIC SCI ) 1,7,9-10

06.Aug.2003 (06.08.2003) description,page 1,the last Iine2-ρage 2,line 9,figure 1

Y 7,9

X JP2001200093A(TOSHIBAKK)24Jul.2001 (24.07.2001) abstract, figure 1 1 9

X JP1119622A(N CORP) 26Jan.l999 (26.01.1999) paragraph 0024, figure 2 1,4-6

Y 2-3,7-9

Y CN1236804A (YANGJian) 01.Dec.1999 (01.12.1999) claim 1 2

因Further documents are listed in the continuation of Box C. 因See patent family annex.

Special categories of cited documents: "T" later document publish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r priority date and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 but

"A" document defining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art which is not cited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r theory underlying the
considered to b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vention

"E" earlier application or patent but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e "X"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ter ational filing date cannot be considered novel o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document is taken alone

"L" document which may throw doubts on priority claim (S) or
"Y"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hich is cited to establish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anothe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citation or other special reason (as specified) document is combined with one or more other such
"O" document referring to an oral disclosure, use, exhibition or documents, such combination being obvious to a person

other means skilled in the art

p document published prior to the international ling date "&"document member of the same patent family

but later than the priority date claimed

Date of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Date of mai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Λ C)

17 an.2OO7 (17.01.2007) J i (0 8 0 2 20 07)

Name and mailing address of the ISA/CN Authorized of cer
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ce, the P.R.China

6 Xitucheng Rd., Jimen Bridge,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WANG Suyan
100088
Facsimile No. 86-10-62019451 Telephone No. 86 10-62084834

Form PCT/IS A /210 (second sheet) (April 2005)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 CH REPORT

PCT/CN2006/002608

C (Continuation). DOCUMENTS CONSIDERED TO BE RELEVANT

Categor 呻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re 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o claim No.

Y CN2259590Y (FA GQi) 13.Aug.1997 (13.08.1997) abstract 3,8-9

X CN2219778Y(DA ANG TECH. DEV CO BEIJING) 14.Feb.l996(14.02.1996)clai 1 1

X CN2101673U(ZHUHuifen) 15.Apr.l992 (15.04.1992) claim 1,figure 1 1 9

X JP2005255841A(TOSH AKK) 22.Sept.2005 (22.09.2005) figure 1 1 9

X CN2296886Y(SHAN-N) ll.Nov.1998 (11.11.1998) abstract 1,9-10

FormPCT/ISA/210 (continuation of second sheet ) (April 2005)
r



INTE 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 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formation on patent family members

PCT/CN2006/002608

Patent ocuments referred Publication Date Patent Family Publication Date
in the Report

CN2564575Y 06-08-2003 NONE

JP2001200093A 24-07-2001 NONE

JP1119622A 26-01-1999 NONE

CN1236804A 01-12-1999 CN1101450C 12-02-2003

C 2259590Y 13-08-1997 NONE

C 2219778Y 14-02-1996 NONE

CN2101673U 15-04-1992 NONE

JP2005255841A 22-09-2005 NONE

CN2296886Y 11-11-1998 NONE

O ni P " /iS /2 10 (pa e t i n a 杞村 (A ri 1 )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 ational application No.

PCT/CN2006/002608

CLASSIFICATION OF SUBJECT MATTER:

01061/10(2006. 01) i

B09B3/00 (2006. 01) n

or PCT/ISA/210 (e 廿a甜 eet) (April 2005)



囤阮申清弓
匡阮粒索掘告 PCT/CN2006/002608

A．主題的分癸

參几附加頁

按照圖阮肯利分癸表 (旺C)或者同吋按照囤家分癸和 IPC 兩神分癸

B．粒索飯域

粒索的最低限度丈敵 (棕明分癸系統和分癸弓)

IPC:C10GB09B

包含在栓索領域中的除最低限度文獻以外的栓索文袱

在因阮栓索忖查岡的屯于數据庫 (數据倖的名祐 和使用的栓索伺 (如使用 ) )
CN I，CPRS, WPI，EPODOC, PAJ:橡肢 斡胎，塑料 度 咀 轉 加熟，裂解，催化 plastics tyre，rubber

waste old rotat , rotary, eat p olysi
．

肛 s, catalyst

C．相夫文件

癸 型 引用文件，必要 指明相夫段落 相芙的杖利要

求

X CN2564575Y( 上海錄人生悉鋒洗科技有限公司) 06．月 2003 (06.08.2003) 1 7 9-10

槐明宅第 1頁倒數第 2 行至第 2 頁第 9 行 附團 1

Y 7 9

X P2001 200093A(TOSHIBA K)24.7 月 2001 (24.07.2001) 摘要及附團 1 1，9

X 旺1119622A(NKK CORP) 26.1 月 1999 (26.01.1999) 兄 0024 段、團 2 1,4-6

Y 2-3,7-9

Y CN1236804A (枋健 ) 01.12 月 1999 (01.12.1999) 杖利要求 1 2

Y CN2259590Y (方旗 ) 13.8 月 1997 13.08.1997) 摘要 3,8-9

X CN2219778Y(4 京大康技木友展公司) 14.2 月 1996 (14.02.1996) 杖利要求 1 1

! 某余文件在 C 桂的毀頁中列出。 凡同族古利附件。

引用文件的具休癸型， "T" 在申清日或仇先杖日之后公布 占申清不相抵舢 但力丁

"A" 臥力不特別相芙的表示了班有技木 刁投伏志的文件 理僻岌明之理槍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因阮申清日 后公 血在先申清或吉利 "X" 特別相夫的文件 草狙考慮咳文件 臥定要求保扣的
"L" 可能肘仇先杖要求枸成杯疑的文件 或力碗定另一箱 友明不是新穎的或不具有刨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日而引用的或耆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 " 特別相夫的文件 舀核文件勻另一篇或者多篇咳癸文件
用的文件 拮合并且迭神拮合肘于本領域技木人貝力思而易兄吋

"O" 涉及口央公升、使用、展埔或其他方式公升的文件 要求保折的友明不具有刨造性

"P" 公布日先于囤阮申清日但退于所要求的仇先杖日的文件 "&" 同族肯利的文仲

囤阮栓索安阮完成的日期 栓 告
17.1 月 2007 (17.01.2007) 初

O 2 2007 (0 8 0 2 2 0 0 .

受杖官貝
中年人民共和匡囤家知胡芒杖局(ISA/CN)
中 京市海碇匡莿口併西土城路 6 骨 100088

,|
王素燕

估真 (86-10)62019451 屯活弓碉 : (86-10)62084834
u )

PCT/ISA/210 表(第 2 頁) (2005 年 4 月)



囤阮申清骨
固阮栓索舨告 PCT/CN2006/002608

C(鏤 ). 相芙文件

癸 型 引用文件 必要吋 指明相夫段落 相夫的杖利要求

X C 2101673U( 朱惠芬) 15.4 月 1992 (15.04.1992) 杖利要求 1, 附圍 1 1 9

X JP2005255841A(TOSHIBA KK) 22.9 2005 (22.09.2005 ) 附團 1 1 9

X Cl』2296886Y( 因科爭院山西煤炭化學研究所 ) 11.11 月 1998 (11.11.1998) 摘要 1 9-10

PCT/ISA/210 表(第 2 頁裝頁) (2005 年 4 月)



匡阮栓索 告 阮申清弓
PCT/CN2006/002608

夫于同族寺利的信 鼠

粒索扳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寺利 公布日期
昔利文件

CN2564575Y 06-08-2003 元

P2001200093A 24-07-2001 元

JP1119622A 26-01-1999 元

CN1236804A 01-12-1999 CN1101450C 12-02-2003

CN2259590Y 13-08-1997 元

CN2219778Y 14-02-1996 元

C 2101673U 15-04-1992 元

JP2005255841A 22-09-2005 元
CN2296886Y 11-11-1998 元

PCTISA210 表 (同族寺利附件 ) (2005年 4月)



囤阮申清考
匡阮栓素扳告 PCT/CN2006/002608

主題的分癸

C1 0G1 / 10 2006. 01) i

B09B3/00 (2006. 0 1) n

PCT/ISA/210 表(附加頁) (2005 年 4 月)


	front-page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