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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在水力压裂地下土壤层期间形成

塞的设备，包括顶部管状保持体，其在顶部端与

底部端之间延伸并具有从其底部端延伸的截头

圆锥形外表面。该设备还包括多个卡瓦瓣，这些

卡瓦瓣位于保持体的外表面周围，每个卡瓦瓣在

所述卡瓦瓣的顶部端与所述卡瓦瓣的底部端之

间延伸，并且具有对应于保持体的外表面从所述

卡瓦瓣的顶部端延伸的内表面以及适于摩擦地

接合井筒的外部表面；以及密封元件，其位于保

持体的外表面周围，在多个卡瓦瓣上方，适于通

过多个卡瓦瓣朝向保持体的顶部端移位，从而密

封保持体与井筒之间的环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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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在水力压裂地下土壤层期间形成塞的设备，包括：

顶部管状保持体，在顶部端与底部端之间延伸并且具有从其所述底部端延伸的截头圆

锥形外表面，以及

多个卡瓦瓣，位于所述保持体的所述外表面周围，每个卡瓦瓣在所述卡瓦瓣的顶部端

与所述卡瓦瓣的底部端之间延伸，并且具有对应于所述保持体的所述外表面从所述卡瓦瓣

的顶部端延伸的内表面以及适于接合井筒的外部表面；以及

密封元件，位于所述保持体的所述外表面周围，在所述多个卡瓦瓣上方，适于通过所述

多个卡瓦瓣朝向所述保持体的所述顶部端移位，从而密封所述保持体与所述井筒之间的环

形空间，

其中，所述多个卡瓦瓣从环延伸，所述环围绕所述保持体，所述保持体邻近所述密封元

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保持体的所述外表面由多个交替成角度区段

和水平区段形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卡瓦瓣的所述内表面包括多个交替成角

度区段和水平区段，所述多个交替成角度区段和水平区段适于对应于所述保持体的所述外

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保持体包括穿过其的中心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中心孔形成适于在其上保持球的球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卡瓦瓣包括在基本平行于所述保持体的

中心轴线的方向上从所述卡瓦瓣的底部端延伸的突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突片包括孔，所述孔适于穿过通过其的紧固

件，用于固定到所述保持体内的安装工具。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设备，还包括环绕所述多个卡瓦瓣的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以

便将所述多个卡瓦瓣保持在缩回位置处，直到通过所述安装工具扩展。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包括穿过其的间隙，从

而允许所述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的径向扩展。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包括易碎部分，从而允

许所述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的径向扩展。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包括缩窄部分，从而在

破坏了所述缩窄部分之后允许所述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的径向扩展。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卡瓦瓣由可选择地可溶解的材料形成。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保持体由可选择地可溶解的材料形成。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卡瓦瓣由选自由钢和铝合金组成的组

的材料形成。

1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多个卡瓦瓣包括嵌入其中的井筒接合塞。

16.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安装工具包括适于支撑在所述保持体的顶

部边缘上的外部部分以及适于接合在所述多个卡瓦瓣的底部边缘上的内部部分，以便将所

述多个卡瓦瓣拉向所述保持体。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内部部分包括拉动臂，所述拉动臂适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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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述多个卡瓦瓣的所述底部边缘。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拉动臂包括倾斜的表面，所述倾斜的表面

适于接合所述多个卡瓦瓣的对应的倾斜表面。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拉动臂是平行于所述保持体的所述中心轴

线纵向悬伸的。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安装工具的所述内部部分包括在其周围的

传送套筒，所述传送套筒具有适于接合在所述拉动臂的远端上的部分，以将所述拉动臂保

持在径向扩展位置处，从而接合在所述多个卡瓦瓣上。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设备，其中，所述传送套筒使用易碎连接器固定至所述内部

部分，其中在所述易碎连接器被破坏之后，所述传送套筒可操作以向下转移，从而允许所述

拉动臂径向向内移动，以便允许移除所述安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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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水力压裂地下土壤层期间形成塞的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涉及烃生产，并且特别地涉及用于在井内定位压裂塞的方法和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烃生产的领域中，水力压裂或“破裂”是通过用水、砂和化学品的水力增压流体

来压裂围岩从而促进烃生产井的工艺。在破裂期间，通常需要隔离每个区域，以便仅将增压

流体和砂提供到井内所需的位置。这是由于井很可能很长，并且因此，破裂整个井柱所需的

泵送和材料因此将太大。

[0003] 将井分成可管理区域的一种常用方法是在待破裂的区域下方提供塞，并且然后在

该区域中用爆炸物等对井筒缸套进行穿孔。然后，可以将增压的流体和砂泵送到该位置以

执行破裂。该工艺可以在从井的底部向上的连续步骤中重复，以连续地破裂所需的每个区

域。一个常规类型的塞是环或座，其可以接合在井筒的内部上。然后，可以使球落下以接合

在座上从而密封井筒。

[0004] 常规的座的当前困难是复杂的部件数量，它们用于既接合井筒的内部又将座密封

至其。另外，常见的常规座也具有它们可以经受的有限的压力，由于这些座在井筒壁上具有

有限的抓力。此外，由于井筒通过座的限制，常规的座通常需要在完成破裂工艺之后从井筒

铣出。

发明内容

[0005]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公开了一种用于在水力压裂地下土壤层期间形成塞

的设备，包括顶部管状保持体，其在顶部端与底部端之间延伸并且具有从其底部端延伸的

截头圆锥形外表面。该设备还包括多个卡瓦瓣，这些卡瓦瓣位于保持体的外表面周围，每个

卡瓦瓣在顶部端与底部端之间延伸，并且具有对应于保持体的外表面从顶部端延伸的内表

面以及适于摩擦地接合井筒的外部表面；以及密封元件，位于保持体的外表面周围，在多个

卡瓦瓣上方，适于通过多个卡瓦瓣朝向保持体的顶部端移位，以便密封保持体与井筒之间

的环形空间。

[0006] 保持体的外表面可以由多个交替成角度区段和水平区段形成。多个卡瓦瓣的内表

面可以包括多个交替成角度区段和水平区段，适于对应于保持体的外表面。

[0007] 保持体可以包括穿过其的中心孔。中心孔可以形成球座，适于在其上保持球。

[0008] 中心孔可以包括穿过其的可滑动地可移动塞。该可滑动地可移动塞可以接合在多

个卡瓦瓣上，以将多个卡瓦瓣拉到保持体的外表面上。可滑动地可移动塞可以包括具有比

多个卡瓦瓣更大直径的底部扩展部分。该可滑动地可移动塞可以包括顶部塞，该顶部塞适

于在多个卡瓦瓣被拉过保持体上时与保持体中的座间隔开。该可滑动地可移动塞可以是可

操作的，以可滑动地上下转移，以便抵靠座密封和解封顶部塞，从而允许流体流上井筒和防

止流体向下流动通过井筒。

[0009] 多个卡瓦瓣可以从环绕邻近密封元件的保持体的环延伸。多个卡瓦瓣可以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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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平行于保持体的中心轴线的方向上从其底部端延伸的突片。突片可以包括适于使紧固

件穿过其的孔，用于固定到保持体内的安装(设置)工具。

[0010] 设备还可以包括环绕多个卡瓦瓣的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以便将多个卡瓦瓣保持

在缩回位置处，直到通过安装工具才扩展。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可以包括穿过其的间隙，从

而允许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的径向扩展。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可以包括易碎部分，从而允

许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的径向扩展。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可以包括缩窄部分，从而在破坏

了缩窄部分之后允许可选择地可扩展的环的径向扩展。

[0011] 多个卡瓦瓣可以由可选择地可溶解的材料形成。多个卡瓦瓣可以由从选自钢和铝

合金组成的组的材料形成。多个卡瓦瓣可以包括嵌入其中的井筒接合塞。

[0012] 设备还可以包括适于穿过保持体的中心孔的安装工具。安装工具可以包括适于支

撑在保持体的顶部边缘上的外部部分以及适于接合在多个卡瓦瓣的底部边缘上的内部部

分，以便将多个卡瓦瓣拉向保持部分。内部部分可以包括拉动臂，该拉动臂适于接合多个卡

瓦瓣的底部边缘。拉动臂可以包括倾斜的表面，该倾斜的表面适于接合多个卡瓦瓣的对应

的倾斜表面。拉动臂可以是平行于保持体的轴线纵向悬伸的。安装工具的内部部分可以包

括在其周围的传送(转移)套筒，该传送套筒具有适于接合在拉动臂的远端上的部分，以将

拉动臂保持在径向扩展位置处，从而接合在多个卡瓦瓣上。传送套筒可以使用易碎连接器

固定到内部部分，其中在易碎连接器被破坏之后，传送套筒可操作以向下转移，从而允许拉

动臂径向向内移动，以便允许移除安装工具。

[0013] 通过阅读以下对该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并结合附图，本发明的其他方面和

特征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变得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14] 在示出该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附图中，其中在每个视图中相似的参考字符指代对应

的部分。

[0015] 图1是具有多个塞的井筒的剖面图，该多个塞定位在其中，与每个区域关联，以被

利用用于密封和水力压裂每个区域。

[0016] 图2是用于在图1的井筒中使用的塞之一的透视图。

[0017] 图3是在其中具有安装工具的图1的塞的透视图。

[0018] 图4是图3的塞和安装工具处于第一或运行位置的剖面图。

[0019] 图5是图3的塞和安装工具处于第二或初始安装位置的剖面图。

[0020] 图6是图3的塞和安装工具处于第三或接合位置的剖面图。

[0021] 图7是图3的塞和安装工具处于第四或释放位置的剖面图。

[0022] 图8是图2的塞的锥形的剖面图。

[0023] 图9是图2的塞的分解图。

[0024] 图10是在图1的井筒中使用的塞的分解图透视图。

[0025] 图11是图10的塞及其关联的安装工具处于第一或运行位置的剖面图。

[0026] 图12是图10的塞及其关联的安装工具处于第二或安装位置的剖面图。

[0027] 图13是图10的塞及其关联的安装工具处于第三或释放位置的剖面图。

[0028] 图14是在图1的井筒中使用的塞的另一实施方式的分解的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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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15是图14的塞的透视图，其中有止回阀和安装工具。

[0030] 图16是图15的塞和止回阀在井内处于第一或运行位置的剖面图。

[0031] 图17是图15的塞和止回阀在井内处于第二或接合位置的剖面图。

[0032] 图18是图15的塞和止回阀在井内处于第三或破裂位置的剖面图。

[0033] 图19是图15的塞和止回阀在井内处于第四或安装流动位置的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参照图1，通过已知方法将井筒10钻入地面8中到生产区域6。生产区域6可以包含

水平延伸的烃承载岩层或可以跨越多个烃承载岩层，使得井筒10具有设计成与每个层交叉

或相交的路径。如图1所示，井筒包括竖直区段12，该竖直区段具有在其顶部端处的井口阀

组件或采油树14；以及底部或生产区段16，该底部或生产区段可以相对于在生产区域6内的

水平位置水平、竖直或成角度地定向。如图1所示，生产区段16被分成一个或多个区域18，其

中破裂塞座20位于其间用于随后的破裂。

[0035] 参照图2，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破裂塞座通常在20处示出。破裂塞座20相

应地在第一端22和第二端24之间延伸，并且由在第一端22处的顶部管状保持体30、围绕形

成座的第二端24的保持体30的多个卡瓦瓣50以及位于其间的密封件70形成。

[0036] 现在转到图9，示出了破裂塞座20的分解图。保持体30包括相应地在第一端32和第

二端34之间延伸的管状体。保持体30包括锥形区段36，该锥形区段从第二端34延伸，在其外

部表面周围。锥形区段36适于与卡瓦瓣50接合并使该卡瓦瓣向外移动，如下面将更全面地

描述的。如图8所示，保持体30的内部包括延伸通过其的中心通路38。中心通路在第二端34

附近比在其第一端附近更窄，并且包括异形区段40，该异形区段适于在其上接纳如公知的

落球(未示出)。

[0037] 如图8所示，锥形区段36可以相应地由交替成角度部分42和水平部分44形成。可替

代地，锥形区段36可以具有恒定的轮廓。交替成角度部分42和水平部分44通过在较长距离

上扩展接触长度而有助于卡瓦瓣50在井筒10上的接合，而不会减小卡瓦瓣50在锥形区段36

上的角度移动。特别地，水平部分44可以与塞座20的轴线基本对齐，其中成角度部分可以具

有截头圆锥形状，该截头圆锥形状具有通常在43处表示的相对于塞座20的中心轴线的滑动

角。实际上，已经发现5与30度之间的滑动角可以是有用的。可选地，如图8所示，保持体30可

以包括在其内部表面中的环形凹槽130，其适于接合在从外部分延伸部85延伸的脊或其它

突出部(未示出)上，如图7所示。这样的环形凹槽130对于在运行期间防止保持体30的移动

将是有用的，如下面将进一步描述的。

[0038] 回到图2和图9，卡瓦瓣50在其第一端52处固定到环56。卡瓦瓣50中的每个延伸到

第二端54，该第二端具有突片64，其中孔66穿过该突片。卡瓦瓣50包括在其外表面上的井筒

接合表面60和在其内部的内锥形接合表面62。内锥形接合表面62可以由尺寸和形状设置为

对应于锥形区段36的交替成角度部分和水平部分形成，如上文所述。卡瓦瓣50和环56可以

由通常已知的任何合适的材料形成。特别地，环56可以由可延展材料形成，诸如，通过非限

制性实例，冷钢，以便当卡瓦瓣50在保持体30上移位时可变形。

[0039] 密封件70包括相应地在第一端72和第二端和74之间延伸的环构件，其具有穿过其

的中心孔76。中心孔76的尺寸设置成在第一或运行位置处被接纳在保持体30的锥形区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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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密封件70可以由本领域公知的任何合适的材料形成，诸如，通过非限制性实例，

VitonTM、腈、聚四氟乙烯(PTFE)、聚醚醚酮(PEEK)、氢化丁腈橡胶(HNBR)、 或

[0040] 现在转到图3，可以使用任何常规类型的安装工具80，其具有外部分84和内部分

82，该外部分适于接合在保持体30上并朝向破裂塞座20的第二端24按压该保持体，该内部

分适于接合卡瓦瓣50并将它们拉向破裂塞座20的第一端22，以便拉动或滑动该卡瓦瓣50以

及在锥形区段36上的密封件70，从而将它们扩展成接触井筒10的壁。特别地，如图4至图7所

示，安装工具80包括在破裂塞座20的卡瓦瓣50下方的位置处沿其延伸的多个安装工具拉动

臂110。安装工具拉动臂110包括倾斜表面112，在使得安装工具拉动臂110的向上移动将使

卡瓦瓣50沿向外方向偏斜的定向中。

[0041] 如图3和图4所示，安装工具80的内部分82包括使用端塞90固定到其的传送套筒

88。端塞90包括适于待压裂的颈缩部分92，以使传送套筒88与内部分82脱离。如图5中所示，

传送套筒88还包括在其顶部端处向内延伸的环形脊87，适于接合在内部分82的远端处的向

外延伸的环形脊89上。传送套筒88可以被固定到卡瓦瓣50，通过定位销86或者其他易碎的

紧固件，如通常已知的那样穿过孔66。如图4所示，定位销86通过安装工具拉动臂110延伸到

传送套筒88中，并且防止卡瓦瓣50在断开前移动，使得传送套筒88位于其下方，防止安装工

具拉动臂110向内偏转。

[0042] 在操作中，破裂塞座20和安装工具80可以彼此固定，并且进入井筒10中，在图4所

示的位置中，其中卡瓦瓣50缩回并且密封件70围绕锥形区段36在卡瓦瓣50上方。一旦定位

在期望位置处，安装工具80的内部分82和外部分84可以朝向彼此拉动，以便使保持体30和

卡瓦瓣50沿通常在100处指示的方向朝向彼此移动，如图6所示。安装工具的内部分82和外

部分84的继续移动继续按压密封件70在锥形区段36向上，以位于保持体30与井筒10之间，

如图6所示，并接合卡瓦瓣50，在井筒10上，以及剪切定位销86，从而将传送套筒88和安装工

具的安装工具拉动臂110与卡瓦瓣50分开。由安装工具80施加的另外的压力将使端塞90一

起在颈缩部分92处破裂，从而将传送套筒88与安装工具80的内部分82分开，如图7所示。在

这一点上，允许传送套筒88在内部分82上向下移动，直到传送套筒88的内环形脊87接合在

内部分82上的向外环形脊89上，从而防止传送套筒从其滑动。然后，用户可以向上拉动内部

分82和外部分84两者以使安装工具80缩回，其中当安装工具经过卡瓦瓣50时允许安装工具

拉动臂110向内偏斜，因为不再有物体防止这种向内偏转。

[0043] 现在转到图14，本发明的替代实施方式通常在300处说明。替代破裂塞座300以与

上文描述的相似的方式形成，但也包括保持环310，该保持环环绕卡瓦瓣350，靠近其第二端

354，用至少一个保留螺钉312维持在卡瓦瓣350周围的适当位置。保持环310包括易碎的缩

窄部分314，以便当卡瓦瓣350如上所述地延伸时允许保持环310扩展和压裂。卡瓦瓣350可

以包括在其中从其顶部表面延伸的多个孔接合塞360，以利于接合在井筒10壁上。

[0044] 类似于第一实施方式，卡瓦瓣350在其第一端352处固定到环356。卡瓦瓣从卡瓦瓣

第一端362延伸，其中在环356与卡瓦瓣第一端362之间具有间隙364。纵向槽366从间隙364

延伸经过卡瓦瓣第一端362，在其间限定了缩窄的卡瓦瓣连接部358。在操作中，由于卡瓦瓣

350在力被施加到第二端354时延伸，卡瓦瓣第一端362向上推向环356，使间隙358折叠，从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9415929 B

7



而辅助环356推动密封件70在锥形区段36向上。缩窄的卡瓦瓣连接部358当它们在锥形区段

36向上移动时变形。

[0045] 现在转向图10至图13，本发明的替代实施方式通常在200处示出。替代破裂塞座

200以类似的方式形成，但也包括环绕卡瓦瓣250的滑动接合环210。如图10所示，卡瓦瓣250

可以包括在其周围的外螺纹212，该外螺纹适于与滑动接合环210上的对应的内螺纹214接

合。滑动接合环210还包括在其周围的外部脊，以利于接合在井筒10壁上。滑动接合环210包

括在其周围的缝218或间隙，以便当卡瓦瓣250如上所述地延伸时允许滑动接合环210扩展。

如所示出的，滑动接合环210包括第一纵向槽220和第二纵向槽222，相应地具有在其间延伸

的环形槽224。当被卡瓦瓣250扩展时，第一纵向槽220和第二纵向槽222被分开一距离，该距

离被选择为大于滑动接合环的增大的直径，以便在这样的位置处提供连续的外表面。第一

纵向槽220和第二纵向槽222也可以通过横穿其延伸的易碎部分或突片(未示出)连接，以防

止滑动接合环的扩展，直到通过卡瓦瓣250施加至其足够大的力。如图10所示，还可以提供

保持环226以将滑动接合环210保持在卡瓦瓣250上。

[0046] 参照图11至图13，安装工具拉动臂110可以包括从其延伸的环形唇部114，其被定

位并成形为接合在传送套筒88的环形延伸部118上的对应的环形凹槽116。如图11和图12所

示，环形凹槽116可以在其中接纳环形唇部114，其中环形延伸部118接合在安装工具拉动臂

110下方。在这样的位置中，防止安装工具拉动臂110如上所述地径向压缩或扩展，以便有助

于延伸卡瓦瓣250，同时允许安装工具拉动臂110在从其脱离之后缩回，如上所述。

[0047] 参照图15至图19，示出了在其中具有止回阀370的破裂塞座300。止回阀370相应地

在第一端372与第二端374之间延伸。止回阀安装工具376适于接合在保持体30的第一端22

上，其中具有止回阀370的第一端372。止回阀370的第二端374包括底部接合锥形部分378，

其中倾斜表面380在一定向中，该定向使得底部接合锥形部分378的向上移动将使卡瓦瓣

350沿向外方向偏斜，类似于安装工具拉动臂110的倾斜表面112，如上所述。止回阀370可以

由任何合适的材料形成，如众所周知的，诸如，通过非限制性实例，钢、铝、复合材料或可溶

解材料。

[0048] 参照图16至图19，止回阀370在第一端372处包括连结到顶部密封锥形部分386的

易碎突出部382，在其间具有颈部分384。内塞部分388从顶部密封锥形部分386延伸并包括

中心连接体390，其中多个径向延伸臂392将中心连接体390与底部接合锥形部分378的管状

内表面连结、将止回阀370定心在破裂塞座300内并形成穿过其的分开的通路404，如图19所

示。

[0049] 在该实施方式中，保持体30包括倾斜内表面31，该内表面适于与顶部密封锥形部

分386的倾斜底部表面394接合，在其间形成密封。

[0050] 在操作中，破裂塞座300使用定位销396固定到止回阀370。组件进入井筒10中，在

图16所示的位置，其中卡瓦瓣350缩回并且密封件70围绕锥形区段36在卡瓦瓣350上方。一

旦位于所需位置处，止回阀370沿通常在400处指示的方向向上拉，同时沿通常在402处指示

的方向对止回阀安装工具376施加力，当止回阀370在止回阀安装工具376内向上移动时剪

切定位销396。止回阀370的继续移动使倾斜表面380接合在卡瓦瓣350上，从而按压密封件

70在锥形区段36向上，以在保持体30与井筒10之间，如图17所示，并接合卡瓦瓣350在井筒

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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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如图17所示，沿在400处指示的方向进一步移动使颈部分384压裂，从止回阀370移

除易碎突出部382。在这一点上，易碎突出部382和止回阀安装工具376可以通过本领域公知

的方法从井筒10移除。图18和图19示出了在移除易碎突出部382和止回阀安装工具376之后

的安装在井筒10中的具有破裂塞座300的止回阀370。

[0052] 在生产中，安装有破裂塞座300的止回阀370允许流从生产区域6通过井筒10，自由

地提升止回阀370，如图19所示，其中生产流穿过止回阀370，通过分开的通路404并围绕顶

部密封锥形部分386。如图18所示，当破裂时，流体压力被施加到井筒10中，从而迫使顶部密

封锥形部分386向下，使得顶部密封锥形部分386的倾斜底部表面394接合在保持体30的倾

斜内表面31上，封闭井筒10的下部区段。

[0053] 虽然已经描述和说明了该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这些实施方式应该仅被认为

是对该发明的说明，而不是像根据所附权利要求所解释的那样限制该发明。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415929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9 页

10

CN 109415929 B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19 页

11

CN 109415929 B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19 页

12

CN 109415929 B

12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19 页

13

CN 109415929 B

13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19 页

14

CN 109415929 B

14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19 页

15

CN 109415929 B

15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19 页

16

CN 109415929 B

16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8/19 页

17

CN 109415929 B

17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9/19 页

18

CN 109415929 B

18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10/19 页

19

CN 109415929 B

19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11/19 页

20

CN 109415929 B

20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12/19 页

21

CN 109415929 B

21



图13

说　明　书　附　图 13/19 页

22

CN 109415929 B

22



图14

说　明　书　附　图 14/19 页

23

CN 109415929 B

23



图15

说　明　书　附　图 15/19 页

24

CN 109415929 B

24



图16

说　明　书　附　图 16/19 页

25

CN 109415929 B

25



图17

说　明　书　附　图 17/19 页

26

CN 109415929 B

26



图18

说　明　书　附　图 18/19 页

27

CN 109415929 B

27



图19

说　明　书　附　图 19/19 页

28

CN 109415929 B

2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DRA00025
	DRA00026
	DRA00027
	DRA0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