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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属于消防车辆

技术领域。包括一车辆主体，该车辆主体包括车

头、隔厢、主厢体和底盘，隔厢和主厢体设置在底

盘上，并且隔厢位于车头与主厢体之间，底盘与

车头连接，特征在于在所述主厢体背离所述车头

的一端延伸有一载斗，所述底盘延伸至载斗的下

方；在对应于所述隔厢的位置设置有一与所述底

盘连接的用于使底盘朝向车头的一端连同车头

以及主厢体朝向车头的一端向上昂起或复位的

厢体自倾复位机构。能为搭载履带式取水装置或

类似的具有自行行走能力的履带式应急救援装

置提供搭载空间；能为履带式取水装置或其它类

似的具有行走能力的履带式应急救援装置提供

上下车的条件。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211798429 U

2020.10.30

CN
 2
11
79
84
29
 U



1.一种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包括一车辆主体(1)，该车辆主体(1)包括车头(11)、隔

厢(12)、主厢体(13)和底盘(14)，隔厢(12)和主厢体(13)设置在底盘(14)上，并且隔厢(12)

位于车头(11)与主厢体(13)之间，底盘(14)与车头(11)连接，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主厢体

(13)背离所述车头(11)的一端延伸有一载斗(131)，所述底盘(14)延伸至载斗(131)的下

方；在对应于所述隔厢(12)的位置设置有一与所述底盘(14)连接的用于使底盘(14)朝向车

头(11)的一端连同车头(11)以及主厢体(13)朝向车头(11)的一端向上昂起或复位的厢体

自倾复位机构(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载斗(131)包括载斗

第一壁体Ⅰ(1311)、载斗第二壁体Ⅱ(1312)和载斗底板(1313)，载斗第一壁体Ⅰ(1311)由所

述主厢体(13)的主厢体前厢壁延伸构成，载斗第二壁体Ⅱ(1312)由所述主厢体(13)的主厢

体后厢壁延伸构成，载斗底板(1313)由主厢体(13)的主厢体底板延伸构成，并且载斗第一

壁体Ⅰ(1311)与载斗第二壁体Ⅱ(1312)彼此平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所述载斗(131)的上部以

及远离所述主厢体(13)的一端是不封闭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载斗第一壁体Ⅰ

(1311)的开口边缘部位设置有载斗第一壁体扶手Ⅰ(13111)、而在所述载斗第二壁体Ⅱ

(1312)的开口边缘部位设置有载斗第二壁体扶手Ⅱ(1312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载斗第一壁体Ⅰ

(1311)以及载斗第二壁体Ⅱ(1312)的所述开口边缘部位的形状呈彼此首尾连接的双L字

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所述厢体自倾复位机构

(2)包括对应于隔厢(12)的位置设置的并且与所述底盘(14)连接的一对底盘升降装置

(21)，该对底盘升降装置(21)彼此前后对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盘(14)包括底

盘大梁(141)、底盘副梁(142)和底盘下横梁(143)，底盘大梁(141)有在长度方向彼此平行

的一对，底盘副梁(142)同样有一对并且分别循着底盘大梁(141)的长度方向固定在底盘大

梁(141)朝向上的一侧，底盘下横梁(143)与底盘大梁(141)的底部固定，并且该底盘下横梁

(143)的端部探出底盘大梁(141)，所述的一对底盘升降装置(21)彼此前后对应地与底盘下

横梁(143)的端部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对底盘升降装

置(21)各包括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212)、作用缸(213)、落地支

承板(214)和一对内升降管轴座(215)，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中部并且朝向底盘大梁

(141)的一侧与所述底盘下横梁(143)的端部固定，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上端伸展到

所述隔厢(12)内，而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下端伸展到底盘大梁(141)的下方，作用缸

立柱内升降管(212)上下移动地与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外套管腔(2111)滑动配合，作

用缸(213)的上端在外套管腔(2111)内通过作用缸缸体销轴(2132)与作用缸立柱外套管

(211)的对应壁体连接，作用缸(213)的下端伸展到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212)的内升降管

腔(2121)的下部，该作用缸(213)的作用缸柱(2131)朝向下并且与内升降管腔(2121)的内

升降管底板(21211)连接，在落地支承板(214)朝向上的一侧构成有一对落地支承板十字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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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2141)，该对落地支承板十字轴座(2141)通过十字轴(21411)与一对内升降管轴座(215)

铰接，而该对内升降管轴座(215)与所述内升降管底板(21211)朝向下的一侧铰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底盘下横梁(143)

的端部并且在对应于所述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位置固定有下横梁端部固定板

(1431)，而在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朝向内的一侧并且在对应于下横梁端部固定板

(1431)的位置固定有一作用缸立柱外套管固定板(2112)，该作用缸立柱外套管固定板

(2112)通过螺栓(21121)与下横梁端部固定板(1431)固定；在所述底盘大梁(141)朝向外的

一侧并且在对应于所述底盘下横梁(143)的端部上方的位置有一底盘下横梁补强连接座

(1411)，该底盘下横梁补强连接座(1411)与底盘下横梁(143)探出底盘大梁(141)的端部朝

向上的一侧固定；在所述落地支承板(214)的朝向下的一端构成有防滑齿(2142)。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作用缸立柱外套

管(211)的上端固定有一第一进回油管接口Ⅰ(2113)，该第一进回油管接口Ⅰ(2113)途经所

述外套管腔(2111)与作用缸(213)连接并且与作用缸(213)的作用缸上缸腔相通，在该第一

进回油管接口Ⅰ(2113)上配接有一第一进回油管Ⅰ(21131)，在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下

端固定有一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该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途经所述作用缸立

柱内升降管(212)与作用缸(213)连接并且与作用缸(213)的作用缸下缸腔相通，在该第二

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上配接有一第二进回油管Ⅱ(21141)；在所述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

(212)上并且在对应于所述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的位置开设有一防进回油管接口干

涉让位腔，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途经该防进回油管接口干涉让位腔后与所述作用缸

下缸腔相通；所述的作用缸为油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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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消防车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

背景技术

[0002] 如业界所知，消防车的种类较多，依据其功能而言有泡沫消防车、干粉消防车、泵

浦消防车、救援消防车、照明消防车、登高平台消防车、通讯指挥消防车、云梯消防车、勘察

消防车、排烟消防车、供水消防车、器材消防车和宣传消防车，等等，等等。由于并非限于前

面例举的消防车的功能都是依需设计的，因而受到冗余空间的制约而无法依需搭载具有独

立行走功能的应急救援装置，应急救援装置的典型的例子如履带式取水装置，履带式取水

装置的特点是：具有良好的自我行走能力，无需车头牵引；体积小并且制造成本低；具有理

想的机动性及灵活性而得以满足尽可能抵近排涝场所和/或取水场所的要求；对路况具有

良好的适应性，例如能适应雪地、山坡、松软、泥泞和草地等的行走。但是由于履带式取水装

置的行走速度相对于前述消防车有所逊色，因而如果离消防救灾现场路途相对较远，那么

并不适宜以自行行走方式奔赴工作现场并抵近水源如河道为消防水带供水。于是，如果对

水带消防车进行合理改良，使其在不失原有功能的前提下得以搭载前述履带式取水装置，

待到达目的地后，履带式取水装置便从水带消防车上自行行驶至地坪，那么不失为一种既

可节省资源又能满足快捷奔赴灭火救灾取水场所并且还能体现水带消防车的多功能化的

有益之举。

[0003] 上述水带消防车的并非限于的例子如CN202802600U（水带敷设消防车）、

CN202967760U（大口径非金属水带自动铺设卷收装置）和CN101607118B（安装有消防水带铺

与拾取装置的消防装备），典型的例子如CN103751931B推荐的“消防水带自动铺设消防车”

和CN103785125B提供的“水带收取与铺设消防车”。但是前述水带消防车均未给出如何为履

带式取水装置提供临时搭载的空间以及如何为履带式取水装置提供上下车条件而使其演

变为前述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的技术启示。鉴于前述，本申请人作了有益的设计，下面

将要介绍的技术方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任务在于提供一种有助于为履带式取水装置提供搭载空间、有利于

为履带式取水装置的上下车创造条件的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任务是这样来完成的，一种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包括一车辆主

体，该车辆主体包括车头、隔厢、主厢体和底盘，隔厢和主厢体设置在底盘上，并且隔厢位于

车头与主厢体之间，底盘与车头连接，特征在于在所述主厢体背离所述车头的一端延伸有

一载斗，所述底盘延伸至载斗的下方；在对应于所述隔厢的位置设置有一与所述底盘连接

的用于使底盘朝向车头的一端连同车头以及主厢体朝向车头的一端向上昂起或复位的厢

体自倾复位机构。

[000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载斗包括载斗第一壁体Ⅰ、载斗第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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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Ⅱ和载斗底板，载斗第一壁体Ⅰ由所述主厢体的主厢体前厢壁延伸构成，载斗第二壁体Ⅱ

由所述主厢体的主厢体后厢壁延伸构成，载斗底板由主箱体的主厢体底板延伸构成，并且

载斗第一壁体Ⅰ与载斗第二壁体Ⅱ彼此平行。

[0007] 在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载斗的上部以及远离所述主厢体的

一端是不封闭的。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又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在所述载斗第一壁体Ⅰ的开口边缘部位

设置有载斗第一壁体扶手Ⅰ、而在所述载斗第二壁体Ⅱ的开口边缘部位设置有载斗第二壁

体扶手Ⅱ。

[0009] 在本实用新型的再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载斗第一壁体Ⅰ以及载斗第二壁

体Ⅱ的所述开口边缘部位的形状呈彼此首尾连接的双L字形。

[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还有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厢体自倾复位机构包括对应于隔

厢的位置设置的并且与所述底盘连接的一对底盘升降装置，该对底盘升降装置彼此前后对

应。

[0011] 在本实用新型的更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底盘包括底盘大梁、底盘副梁

和底盘下横梁，底盘大梁有在长度方向彼此平行的一对，底盘副梁同样有一对并且分别循

着底盘大梁的长度方向固定在底盘大梁朝向上的一侧，底盘下横梁与底盘大梁的底部固

定，并且该底盘下横梁的端部探出底盘大梁，所述的一对底盘升降装置彼此前后对应地与

底盘下横梁的端部固定。

[0012] 在本实用新型的进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所述的一对底盘升降装置各包括作用

缸立柱外套管、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作用缸、落地支承板和一对内升降管轴座，作用缸立

柱外套管的中部并且朝向底盘大梁的一侧与所述底盘下横梁的端部固定，作用缸立柱外套

管的上端伸展到所述隔厢内，而作用缸立柱外套管的下端伸展到底盘大梁的下方，作用缸

立柱内升降管上下移动地与作用缸立柱外套管的外套管腔滑动配合，作用缸的上端在外套

管腔内通过作用缸缸体销轴与作用缸立柱外套管的对应壁体连接，作用缸的下端伸展到作

用缸立柱内升降管的内升降管腔的下部，该作用缸的作用缸柱朝向下并且与内升降管腔的

内升降管底板连接，在落地支承板朝向上的一侧构成有一对落地支承板十字轴座，该对落

地支承板十字轴座通过十字轴与一对内升降管轴座铰接，而该对内升降管轴座与所述内升

降管底板朝向下的一侧铰接。

[0013] 在本实用新型的又更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在所述底盘下横梁的端部并且在对

应于所述作用缸立柱外套管的位置固定有下横梁端部固定板，而在作用缸立柱外套管朝向

内的一侧并且在对应于下横梁端部固定板的位置固定有一作用缸立柱外套管固定板，该作

用缸立柱外套管固定板通过螺栓与下横梁端部固定板固定；在所述底盘大梁朝向外的一侧

并且在对应于所述底盘下横梁的端部上方的位置有一底盘下横梁补强连接座，该底盘下横

梁补强连接座与底盘下横梁探出底盘大梁的端部朝向上的一侧固定；在所述落地支承板的

朝向下的一端构成有防滑齿。

[0014] 在本实用新型的又进而一个具体的实施例中，在所述作用缸立柱外套管的上端固

定有一第一进回油管接口Ⅰ，该第一进回油管接口Ⅰ途经所述外套管腔与作用缸连接并且与

作用缸的作用缸上缸腔相通，在该第一进回油管接口Ⅰ上配接有一第一进回油管Ⅰ，在作用

缸立柱外套管的下端固定有一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该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途经所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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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立柱内升降管与作用缸连接并且与作用缸的作用缸下缸腔相通，在该第二进回油管接口

Ⅱ上配接有一第二进回油管Ⅱ；在所述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上并且在对应于所述第二进回

油管接口Ⅱ的位置开设有一防进回油管接口干涉让位腔，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途经该防进

回油管接口干涉让位腔后与所述作用缸下缸腔相通；所述的作用缸为油缸。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的技术效果在于：由于在主厢体背离车头的一端延伸

了一载斗，因而能为搭载履带式取水装置或类似的具有自行行走能力的履带式应急救援装

置提供搭载空间；由于在对应于隔厢的位置设置有与底盘连接的用于使底盘朝向车头的一

端连同车头以及主厢体朝向车头的一端向上昂起或复位的厢体自倾复位机构，因而能为履

带式取水装置或其它类似的具有行走能力的履带式应急救援装置提供上下车的条件。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所示的厢体自倾复位机构的详细结构图。

[0018] 图3为图1所示的载斗的详细结构图。

[0019] 图4为图2所示的厢体自倾复位机构使底盘朝向车头的一端向上抬起而供履带式

取水装置进入载斗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和有益效果，申请人在下面以实

施例的方式作详细说明，但是对实施例的描述均不是对本实用新型方案的限制，任何依据

本实用新型构思所作出的仅仅为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等效变换都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

技术方案范畴。

[0021] 在下面的描述中凡是涉及上、下、左、右、前和后的方向性或称方位性的概念都是

以图1所处的位置状态为基准的，因而不能将其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的特

别限定。

[0022] 请参见图1和图3，示出了一车辆主体1，一车辆主体1，该车辆主体1包括车头11、隔

厢12、主厢体13和底盘14，隔厢12和主厢体13设置在底盘14上，并且隔厢12位于车头11与主

厢体13之间，底盘14与车头11连接。

[0023] 由图1和图3的示意可知：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是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为水带铺

设消防车，由于是水带铺设消防车，因而在前述主厢体13的主厢体框上移动地设置有一铺

带机构3，该铺带机构3还与前述隔厢12的顶部滑动配合。由于水带铺设消防车的具体结构

可参见申请人在上面的背景技术栏中提及的中国发明专利CN103785125B和CN103751931B，

因而申请人不再赘述。

[0024] 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的技术要点：在前述主厢体13背离前述车头11的

一端即习惯所讲的主厢体13的尾部，也即图1所示的右端延伸有一载斗131，前述底盘14延

伸至载斗131的下方；在对应于前述隔厢12的位置设置有一与前述底盘14连接的用于使底

盘14朝向车头11的一端（图1的左端）连同车头11以及主厢体13朝向车头11的一端（图1所示

的左端）向上昂起或复位的厢体自倾复位机构2。

[0025] 由图3所示，该图3的位置恰好是图1转过180°后的状态，而在图1所示的载斗13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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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有一段履带式取水装置4，该履带式取水装置4具有自行行走功能并且已由本申请人提

出了专利申请。载斗131还可用于搭载如CN110613908A（应急救援水炮装置）之类的同样具

有履带行走功能的消防装置。由于载斗131主要但并非绝对限于搭载履带式取水装置4，因

而选择前述铺带消防车是具有良好的互为配套作用的，以便由履带式取水装置4为铺带消

防车上的水带在完成铺设于地坪后供水。由此可知，前述的主厢体13实质上为储带厢，用于

有序地储存处于备用状态的消防水带。

[0026] 请重点参见图3并且结合图1，前述载斗131包括载斗第一壁体Ⅰ1311、载斗第二壁

体Ⅱ1312和载斗底板1313，载斗第一壁体Ⅰ1311由前述主厢体13的主厢体前厢壁延伸构成，

即由主厢体前厢壁的右端（图1所示位置状态为例）延伸构成，载斗第二壁体Ⅱ1312由前述

主厢体13的主厢体后厢壁延伸构成，即由主厢体后厢壁的右端（图1所示位置状态为例）延

伸构成，载斗底板1313由主箱体13的主厢体底板延伸构成，并且载斗第一壁体Ⅰ1311与载斗

第二壁体Ⅱ1312彼此平行。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前述载斗131的上部以及远离前述主厢体13的一端即右端是不封

闭的。

[0028] 在前述载斗第一壁体Ⅰ1311的开口边缘部位设置有载斗第一壁体扶手Ⅰ13111、而

在前述载斗第二壁体Ⅱ1312的开口边缘部位设置有载斗第二壁体扶手Ⅱ13121。载斗第一

壁体Ⅰ1311以及载斗第二壁体Ⅱ1312还具有防护栏的作用。

[0029] 由图3的示意可知，前述的载斗第一壁体Ⅰ1311以及载斗第二壁体Ⅱ1312的前述开

口边缘部位的形状呈彼此首尾连接的双L字形。

[0030] 请参见图2并且结合图1和图3，前述厢体自倾复位机构2包括对应于隔厢12的位置

设置的并且与前述底盘14连接的一对底盘升降装置21，该对底盘升降装置21彼此前后对

应。

[0031] 继续见图2，前述的底盘14包括底盘大梁141、底盘副梁142和底盘下横梁143，底盘

大梁141有在长度方向彼此平行的一对，底盘副梁142同样有一对并且分别循着底盘大梁

141的长度方向固定在底盘大梁141朝向上的一侧，底盘下横梁143与底盘大梁141的底部固

定，并且该底盘下横梁143的端部探出底盘大梁141朝向外的一侧侧面，前述的一对底盘升

降装置21彼此前后对应地与底盘下横梁143的端部固定。在一对底盘大梁141之间还设置有

连结横梁1412。

[0032] 前述的一对底盘升降装置21各包括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

212、作用缸213、落地支承板214和一对内升降管轴座215，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中部并

且朝向底盘大梁141的一侧与前述底盘下横梁143的端部固定，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上

端伸展到前述隔厢12内，而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下端伸展到底盘大梁141的下方（下平

面），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212上下移动地与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外套管腔2111滑动配

合，作用缸213的上端在外套管腔2111内通过作用缸缸体销轴2132与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

的对应壁体如左右壁体连接，作用缸213的下端伸展到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212的内升降管

腔2121的下部，该作用缸213的作用缸柱2131朝向下并且与内升降管腔2121的内升降管底

板21211连接，在落地支承板214朝向上的一侧构成有一对落地支承板十字轴座2141，该对

落地支承板十字轴座2141通过十字轴21411与一对内升降管轴座215铰接，而该对内升降管

轴座215与前述内升降管底板21211朝向下的一侧铰接。由图2所示，前述作用缸柱2131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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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构成有一缸柱螺纹头，该缸柱螺纹头穿过内升降管底板21211并且由限定螺母21311限

定。

[0033] 继续见图2，在前述底盘下横梁143的端部并且在对应于前述作用缸立柱外套管

211的位置固定有下横梁端部固定板1431，而在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朝向内的一侧并且在

对应于下横梁端部固定板1431的位置固定有一作用缸立柱外套管固定板2112，该作用缸立

柱外套管固定板2112通过螺栓21121与下横梁端部固定板1431固定；在前述底盘大梁141朝

向外的一侧并且在对应于前述底盘下横梁143的端部上方的位置有一底盘下横梁补强连接

座1411，该底盘下横梁补强连接座1411与底盘下横梁143探出底盘大梁141的端部朝向上的

一侧固定；在前述落地支承板214的朝向下的一端构成有防滑齿2142。

[0034] 由图1所示，在前述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上端固定有一第一进回油管接口Ⅰ

2113，该第一进回油管接口Ⅰ2113途经前述外套管腔2111与作用缸213连接并且与作用缸

213的作用缸上缸腔相通，在该第一进回油管接口Ⅰ2113上配接有一第一进回油管Ⅰ21131，

在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的下端固定有一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该第二进回油管接口

Ⅱ2114途经前述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212与作用缸213连接并且与作用缸213的作用缸下缸

腔相通，在该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上配接有一第二进回油管Ⅱ21141；在前述作用缸立

柱内升降管212上并且在对应于前述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的位置开设有一防进回油管

接口干涉让位腔，第二进回油管接口Ⅱ2114途经该防进回油管接口干涉让位腔后与前述作

用缸下缸腔相通；在本实施例中，前述的作用缸为油缸。

[0035] 请参见图4并且结合图1至图3，当要使前述的履带式取水装置4进入载斗131时，首

先在本实用新型自倾式车载消防救援车驻车状态下使厢体自倾复位机构2工作，即一对底

盘升降装置21同步工作，具体是：由车载液压油路系统经第一进回油管Ⅰ21131和第一进回

油管接口Ⅰ2113向作用缸213的作用缸上缸腔供油，而作用缸下缸腔内的油液经第二进回油

管接口Ⅱ2114以及第二进回油管Ⅱ21141引出，在此过程中，作用缸柱2131向下即向缸体外

伸展，带动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212向下位移，即向外套管腔2111外伸展，使落地支承板214

与地坪接触，随着作用缸柱2131继续推动作用缸立柱内升降管212向外套管腔2111外的伸

展，通过作用缸立柱外套管211迫使底盘4朝向车头11的一端连同车头11以及连同主厢体13

朝向车头11的一端即图1所示位置状态的左端，也即图3和图4所示位置状态的右端向上昂

起，而载斗131则下倾并呈图4所示的状态，在该状态下，前述的履带式取水装置4以自主运

动方式爬行至载斗131。再接着，厢体自倾复位机构2按前述相反过程动作而使作用缸立柱

内升降管212由图4状态回复至图1状态。

[0036]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弥补了已有技术中的缺憾，顺利地完成了

发明任务，如实地兑现了申请人在上面的技术效果栏中载述的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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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211798429 U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