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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协同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

协同处理系统，包括与焚烧炉排烟筒依次相连的

降温塔、布袋除尘器、吸收塔、洗涤池，与降温塔

和布袋除尘器相连的飞灰收集器，与飞灰收集器

依次连接水洗池、干燥箱、造粒机、熔融池、冷却

池，熔融池内产生的烟气通入焚烧炉内进行二次

处理，熔融池中产生的飞灰进入与熔融池相连的

冷却池内，造粒机上连接有添加剂仓，用于向造

粒机内通入添加剂；降温塔和布袋除尘器上均连

接有石灰水储存仓和活性炭仓，布袋除尘器上连

接有空压机；所述洗涤池内有与烟气体积比为1:

2‑2.5的洗涤液。本发明具有能够协同处理废气

和飞灰、成本低、处理效果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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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协同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与焚烧炉排烟筒相连的降温塔、与降温塔相连的布袋除尘器、与布袋除尘器相连

的吸收塔、吸收塔连接的洗涤池；

降温塔和布袋除尘器的飞灰通过管道引入位于降温塔下方的飞灰收集器，飞灰收集器

中的飞灰通过管道进入水洗池中的水中，经过水洗后的飞灰通过管道进入干燥箱，降温塔

中的热量经过管道进入干燥箱，经过干燥的飞灰通过管道进入造粒机，在造粒机内制成颗

粒，再输送至熔融池内进行熔融处理；

熔融池内产生的烟气通入焚烧炉内进行二次处理，熔融池中产生的飞灰进入与熔融池

相连的冷却池内，造粒机上连接有添加剂仓，用于向造粒机内通入添加剂；

所述吸收塔中设置多层格栅，格栅上放置大量直径为5-7cm的耐酸碱的塑料小球，且塔

内设置多层上喷下淋水嘴；

所述洗涤池内有与烟气体积比为1:2-2 .5的洗涤液，洗涤液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物质：

26-38份水、1.5-2.2份碳酸氢钠、2.1-2.6份天然植物液除臭剂、1.2-1.8份次氯酸钠、1.6-

1.9份氢氧化钠、0.8-1.2份磷酸三钠、0.9-1.5份乙二胺四乙酸；

所述焚烧炉的上方连接有尿素溶液储存罐，用于向焚烧炉中喷洒尿素溶液；

所述添加剂包含以下重量份组分：0.8-1 .6份磷酸亚铁、0.2-0.6份氧化钙、2.1-3.1份

硅酸钠、0.2-0.5份有机硫TMT-15、1.3-1.6份硅藻土、0.5-0.9份活性炭；所述水洗池内添加

有与飞灰质量比为1:1.2-1.6的重金属离子捕捉剂；

飞灰与添加剂在造粒机中按照1:2.16的比例混合或飞灰与添加剂在造粒机中按照1:

1.87的比例混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协同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洗

池底部连接有二氧化碳鼓泡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协同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熔融

池的熔融方式为等离子体熔融、回转窑或熔块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协同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洗

池中飞灰与水的质量比为1:10-15，水洗时间为20-30min，搅拌速率为300转/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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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协同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

协同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具有减量化大、资源利用率高等特点而越来越受

到关注。但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有毒烟气、底渣和飞灰，这也制约了该技术的推广应

用。因此，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成为了环境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飞灰的产量大约为生活

垃圾质量的2％-5％，飞灰中不但含有Pb，Hg，Cu，Cd，Zn，Ni和Cr等高浓度的重金属污染物，

还含有二噁英等有机污染物，因此，垃圾焚烧飞灰被列入危险废弃物名录(HW18)。垃圾焚烧

飞灰具有极强的致畸和致癌毒性，一旦随意排放到环境中，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0003] 目前，垃圾焚烧飞灰的无害化处理技术有熔融/玻璃固化、水泥固化、化学稳定法、

酸或其它溶剂洗提法等。现有技术中，申请公布号为CN102173721A的中国发明专利文件公

开了一种垃圾焚烧飞灰固结剂及垃圾焚烧飞灰的固结方法，该发明具有降低飞灰中的重金

属浸出毒性的优点。但是在实际使用时会降低沥青的性能，另一方面还是会有少量的重金

属发生渗漏，造成二次污染。

[0004] 垃圾焚烧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酸性气体，如CO、NOX、SO2、HCl等，现有技术中，申请

公布号为CN104896488A的中国发明专利文件中国公开了一种处理垃圾焚烧废气的系统，该

发明虽具有废气排出后无需降温、节约能耗和处理废气流量大的有点，但是功能较为单一，

只能处理废气使用。

[0005] 目前对于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方法存在以下缺陷：1、协同性差，垃圾焚烧

厂的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处理工程都是单独完成；2、处理成本高，垃圾焚烧飞灰处理方法

主要通过固化后填埋，占地面积大，处理成本较高；3、处理效果低，焚烧废气经过处理后直

接排放，对附近环境造成伤害；飞灰固化效果比较差，且飞灰中的重金属和二噁英没有脱离

完全，对填埋场周围环境潜在风险。在较长时间的填埋处理中，飞灰中的重金属和二噁英又

渗滤到环境中，造成第二次污染。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

灰的协同处理系统，其具有协同处理焚烧废气和飞灰、处理成本低、处理效果好的优点。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协同

处理系统，包括与焚烧炉排烟筒相连的降温塔、与降温塔相连的布袋除尘器、与布袋除尘器

相连的吸收塔与吸收塔连接的洗涤池，降温塔和布袋除尘器的飞灰通过管道引入位于降温

塔下方的飞灰收集器，飞灰收集器中的飞灰通过管道进入水洗池中的水中，经过水洗后的

飞灰通过管道进入干燥箱，降温塔中的热量经过管道进入干燥箱，经过干燥的飞灰通过管

道进入造粒机，在造粒机内制成颗粒，再输送至熔融池内进行熔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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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熔融池内产生的烟气通入焚烧炉内进行二次处理，熔融池中产生的飞灰进入与熔

融池相连的冷却池内，造粒机上连接有添加剂仓，用于向造粒机内通入添加剂；

[0009] 降温塔和布袋除尘器上均连接有石灰水储存仓和活性炭仓，布袋除尘器上连接有

空压机；

[0010] 所述洗涤池内有与烟气体积比为1:2-2.5的洗涤液。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采用降温塔对焚烧后的烟气进行降温处理，降温处

理能够使烟气中的酸性物质从烟气中脱离，含有酸性物质的飞灰从烟气中脱离至飞灰收集

器中，布袋除尘器再次分离烟气中的飞灰和固体颗粒，且布袋除尘器上粘附的尘饼上含有

大量的消石灰和活性炭，能够继续与烟气中的酸性污染物发生中和反应，并且吸附重金属

和二噁英，再次对酸性污染物进行吸收，之后烟气从吸收塔的底部进入吸收塔内，能够增大

气液接触面积，延长烟气的处理时间，使烟气在吸收塔内充分反应，对烟气进行洗涤处理，

经过吸收塔洗涤的烟气进入洗涤池内，洗涤池内的洗涤液能够再次对烟气中的重金属离

子、酸性污染物以及易溶于水的污染物进行吸收，获得复合排放标准的气体；收集在飞灰收

集器中的飞灰经过水洗，能够除去易溶于水中的有机物，之后使用降温塔中的热量对干燥

箱进行干燥，提高了能源利用率，降低了系统的运行成本，再用造粒机对飞灰和添加剂进行

混合造粒，之后进行熔融得到无害的熔渣，将熔渣可以用作建筑材料，且经过熔融处理的飞

灰无环境危害，不需填埋，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伤害，通过同时对焚烧产生的废气和飞灰进

行处理，相互协同，且处理成本低，处理效果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洗涤液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物质：26-38份水、1.5-2.2份碳酸氢钠、

2.1-2.6份天然植物液除臭剂、1.2-1.8份次氯酸钠、1.6-1.9份氢氧化钠、0.8-1.2份磷酸三

钠、0.9-1.5份乙二胺四乙酸。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因为烟气中含有较多酸性气体，如CO、NOX、SO2、HCl等，因

此需要使用含有碱性的物质的溶液对烟气中的酸性气体进行中和，碳酸氢钠、次氯酸钠和

氢氧化钠均属于碱性物质，能够对酸性气体进行中和，磷酸三钠和乙二胺四乙酸能够和金

属离子产生络合反应，将金属离子从烟气中脱离，且天然植物除臭液能够去除烟气中的异

味，达到净化烟气的效果。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添加剂包含以下组分：0.8-1 .6份磷酸亚铁、0.2-0 .6份氧化钙、

2.1-3.1份硅酸钠、0.2-0.5份有机硫TMT-15、1.3-1.6份硅藻土、0.5-0.9份活性炭。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有机硫TMT-15，能够与飞灰中的重金属离子鳌合，使

飞灰中的重金属离子转化为难溶的化合物，使飞灰较为稳定，减少飞灰中污染物的释放，并

且使用磷酸亚铁和氧化钙，通过致密的网状胶结物使飞灰固化，实现对飞灰的包裹作用，使

飞灰污染物钝化，并且能够提高飞灰的强度和抗环境侵蚀的能力，同时氧化钙能够与飞灰

中的As形成沉淀，磷酸亚铁能够与重金属形成沉淀，实现飞灰的稳定，通过各种添加剂与飞

灰共同混合，对飞灰进行固化稳定化处理，降低飞灰中的污染物释放，增强了飞灰抗环境腐

蚀的能力，避免飞灰产生二次污染，且增加具有多孔结构的活性炭和硅藻土，能够吸附飞灰

的异味和二噁英，达到净化飞灰的效果，同时能够增加飞灰的强度。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水洗池底部连接有二氧化碳鼓泡机。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使用二氧化碳鼓泡机向水洗池内通入二氧化碳气

泡，能够促进重金属离子的溶解，提高重金属的回收率，并且增大飞灰的净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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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进一步地，所述吸收塔中设置多层格栅，格栅上放置大量直径为5-7cm的耐酸碱的

塑料小球，且塔内设置多层上喷下淋水嘴。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烟气从塔底进入吸收塔内时，能够与从塔顶被喷淋在

塑料小球上的喷淋液充分接触，废气中的NOX、HCl、粉尘等被吸收至喷淋液中，塑料小球增

大了气液的接触面积，并且延长了气液的接触时间，使反应充分进行。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焚烧炉的上方连接有尿素溶液储存罐，用于向焚烧炉中喷洒尿素

溶液。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喷洒的尿素溶液与水和一氧化氮发生反应，最终生产氮

气，具体反应方程式如下：(NH2)2CO+H2O→2NH3+CO2，4NH3+4NO→4N2+6H2O，主要进行了脱氮处

理，降低NOX的浓度，使其达到排放标准。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熔融池的熔融方式为等离子体熔融、回转窑或熔块炉。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水洗池内添加有与飞灰质量比为1:1.2-1.6的重金属离子捕捉剂。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飞灰进入水洗池内进行水洗时，水洗池内的重金属离

子捕捉剂能够与飞灰中的重金属离子发生鳌合作用，使重金属离子转化为难溶的化合物，

从而从飞灰中脱离，减少飞灰中污染物的释放。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水洗池中飞灰与水的质量比为1:10-15，水洗时间为20-30min，搅

拌速率为300-300转/min。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飞灰引入水洗池中进行水洗，水洗能够去除飞灰中可

溶性盐和氯离子，降低可溶性盐的浓度，进而降低重金属的溶出。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8] 第一、本发明的废气和飞灰处理系统能够同时处理废气和飞灰，且废气处理过程

与飞灰处理过程相互协同，具有良好的处理效果，且对飞灰进行熔融处理，不需填埋，降低

生产成本，避免飞灰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0029] 第二、本发明中在水洗池内放置二氧化碳鼓泡机，能够增加重金属离子的溶出，提

高重金属离子的回收，提高净化效果。

[0030] 第三、本发明中通过使用降温塔中的热量对干燥箱进行干燥，合理利用了能源，提

高了能源的利用率。

[0031] 第四、本发明中通过向干燥后的飞灰中投入添加剂，使飞灰与添加剂共混挤出，能

够使飞灰固化，且使飞灰中的重金属离子转化为难溶的化合物，减少飞灰中污染物的释放，

提高飞灰的强度和抗环境侵蚀的能力，降低飞灰中的污染物释放，增强了飞灰抗环境腐蚀

的能力，避免飞灰产生二次污染。

[0032] 第五、本发明中通过向水洗池中投入重金属离子捕捉剂，能够鳌合飞灰中的重金

属离子，使重金属离子转化为难溶的化合物，从而与飞灰脱离，降低飞灰中污染物的排放。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废气和飞灰的处理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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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洗涤液的制备例1-3

[0036] 制备例1：将1.2千克次氯酸钠、1.6千克氢氧化钠和26千克水置于反应釜中，搅拌

溶解，再将1.5千克碳酸氢钠和2.1千克天然植物液除臭剂置于反应釜中，搅拌溶解，并混合

均匀，最后将0.8千克磷酸三钠和0.9千克乙二胺四乙酸加入反应釜中，搅拌混合均匀。

[0037] 制备例2：将1.4千克次氯酸钠、1.7千克氢氧化钠和32千克水置于反应釜中，搅拌

溶解，再将1.9千克碳酸氢钠和2.4千克天然植物液除臭剂置于反应釜中，搅拌溶解，并混合

均匀，最后将1.0千克磷酸三钠和1.2千克乙二胺四乙酸加入反应釜中，搅拌混合均匀。

[0038] 制备例3：将1.8千克次氯酸钠、1.9千克氢氧化钠和38千克水置于反应釜中，搅拌

溶解，再将2.2千克碳酸氢钠和2.6千克天然植物液除臭剂置于反应釜中，搅拌溶解，并混合

均匀，最后将1.2千克磷酸三钠和1.5千克乙二胺四乙酸加入反应釜中，搅拌混合均匀。

[0039] 实施例

[0040] 实施例1：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协同处理系统，参见图1，与焚烧炉连接的降

温塔、与降温塔依次连接的布袋除尘器、吸收塔和洗涤池、与降温塔和布袋除尘器连接的飞

灰收集器、与飞灰收集器依次连接的水洗池、干燥箱、造粒机、熔融炉和冷却池。

[0041] 焚烧炉上连接有尿素溶液储存罐，尿素溶液储存管内的尿素溶液质量分数为

40％，通过管道喷洒进焚烧炉中，焚烧炉中产生的烟气通过管道进入降温塔内，降温塔和布

袋除尘器上通过管道均连接有石灰水储存仓和活性炭仓，布袋除尘器上通过管道连接有空

压机；不断向降温塔内和布袋除尘器上喷洒石灰水，并且不断投入活性炭，吸收烟气中的酸

性物质和臭味，通过空压机向布袋除尘器内提供压缩空气，帮助布袋除尘器完成喷吹清灰

的作用。

[0042] 吸收塔为逆流式喷淋填料吸收塔，吸收液为质量分数为3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质

量分数为37％的尿素溶液，填料为拉西环，拉西环为萍乡市承雨化工有限公司制备的型号

为100y的陶瓷波纹填料；吸收塔的底部连接有废液池，用于接收喷淋洗涤烟气后的废液，经

过吸收塔洗涤的烟气通过管道进入洗涤池的底部，洗涤池内有与烟气体积比为1:2的洗涤

液，其中洗涤液由制备例1制备而成，烟气进入洗涤池内，洗涤液对烟气中的酸性物质、重金

属离子和有机污染物进行吸收，洗涤液由制备例1制备而成；经过洗涤池洗涤吸收后的烟气

检测是否符合排放标准，若符合排放标准，则直接排放，若不符合排放标准，则使用管道将

烟气再次引入焚烧炉内进行二次处理。

[0043] 经过飞灰收集器收集的飞灰经过管道引入水洗池内，水洗池的底部连接有二氧化

碳鼓泡机，在水洗池内经过水洗的飞灰通过管道引入干燥箱内，干燥箱与降温塔通过管道

连接，通过降温塔中的烟气余热对水洗后的飞灰进行干燥，干燥后的飞灰与添加剂仓中的

添加剂在造粒机中按照1:1 .57的比例混合，造粒机将飞灰和添加剂制成直径为35mm的颗

粒，之后将颗粒输送至熔融炉中进行熔融处理，飞灰经过熔融之后得到表面粗糙、棱角较多

的熔渣，熔融炉在熔融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过管道进入焚烧炉中，再次进行处理，熔融炉产

生的飞灰经过管道进入冷却池中，冷却得到无污染且表面光滑致密的玻璃熔渣。

[0044] 其中水洗池中飞灰与水的质量比为1:10，水洗时间为20min，搅拌速率为300转/

min，二氧化碳鼓泡机鼓入水洗池中的二氧化碳量与飞灰的比例为1L/min:1Kg；水洗池内添

加有与飞灰质量比为1:1.2的重金属离子捕捉剂，重金属离子捕捉剂为武汉博仁迪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TMT-18F的重金属离子捕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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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添加剂仓中的添加剂如表1所示，“份”代表重量份。

[0046] 熔融炉为等离子提熔融炉，等离子体熔融炉的熔融温度为1800℃，冷却池的冷却

方式为风冷。

[0047] 实施例2-4：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添加剂

所含组分和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48] 表1实施例1-4中添加剂所含组分及各组分的重量份数

[0049]

[0050] 实施例5：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洗涤池内

有与烟气体积比为1:2.3的洗涤液。

[0051] 实施例6：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洗涤池内

有与烟气体积比为1:2.5的洗涤液。

[0052] 实施例7：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飞灰与添

加剂在造粒机中按照1:2.16的比例混合。

[0053] 实施例8：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飞灰与添

加剂在造粒机中按照1:1.87的比例混合。

[0054] 实施例9：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洗涤液由

制备例2制备而成，水洗池中飞灰与水的质量比为1:12，水洗时间为25min，搅拌速率为350

转/min，二氧化碳鼓泡机鼓入水洗池中的二氧化碳量与飞灰的比例为1L/min:5Kg；水洗池

内添加有与飞灰质量比为1:1.3的重金属离子捕捉剂，重金属离子捕捉剂为武汉博仁迪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TMT-18F的重金属离子捕捉剂，等离子体熔融炉的熔融温度为

1900℃，冷却池的冷却方式为水冷。

[0055] 实施例10：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洗涤液

由制备例3制备而成，水洗池中飞灰与水的质量比为1:15，水洗时间为30min，搅拌速率为

400转/min，二氧化碳鼓泡机鼓入水洗池中的二氧化碳量与飞灰的比例为1L/min:10Kg；水

洗池内添加有与飞灰质量比为1:1.5的重金属离子捕捉剂，重金属离子捕捉剂为武汉博仁

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TMT-18F的重金属离子捕捉剂，等离子体熔融炉的熔融温度

为2000℃，冷却池的冷却方式为液氮冷。

[0056] 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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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对比例1：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洗涤池内

有与烟气体积比为1:1.7的洗涤液。

[0058] 对比例2：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洗涤池内

有与烟气体积比为1:2.8的洗涤液。

[0059] 对比例3：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飞灰与添

加剂在造粒机中按照1:1.27的比例混合。

[0060] 对比例4：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飞灰与添

加剂在造粒机中按照1:2.45的比例混合。

[0061] 对比例5：一种垃圾焚烧废气和飞灰的处理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不设置洗

涤池。

[0062] 性能检测试验

[0063] 按照实施例1-10和对比例1-5中的处理系统对焚烧废气和飞灰进行处理，取相同

体积的处理后的废气进行检测，按照GB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的方法

对各类污染物进行检测，并以其中生活垃圾焚烧炉排放烟气中污染物在一小时的浓度均值

作为排放标准，除二噁英类污染物的单位为ngTEQ/m3外，其余污染物的单位均为mg/m3，。

[0064] 其中氮氧化物以NO2计，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铬、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砷、镍

及其混合物以As+Ni计，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65] 表2实施例1-10和对比例1-5中排放的烟气中污染物的浓度值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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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由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按照实施例1-10中处理系统处理的废气中各种污染物的

含量均远远小于GB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的排放标准，而按照对比例

1-5中处理系统处理的废气中各种污染物的含量均较高，且均超过GB18485-2014《生活垃圾

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的排放标准。

[0069] 按照实施例1-10和对比例1-5中的处理系统对焚烧废气和飞灰进行处理，取相同

质量熔融后的熔渣，利用扫描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AES)测定熔渣中重金属的

种类及数量，按照GB/T15555.1-15555.11《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测定方法》中的方法检测熔渣

中重金属的浸出液浓度，以GB/T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中的固体

废物浸出毒性浓度限值作为标准,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

[0070] 表3实施例1-10和对比例1-5中的熔渣检测结果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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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由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按照实施例1-10中处理系统制得的熔渣所含重金属浸

出液的浓度均低于GB/T50568.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中的浓度限值，而

按照对比例1-5中处理系统制备的熔渣重金属浸出液的浓度大于GB/T50568.3-2007《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中的浓度限值，由此说明按照实施例1-10中处理系统处理飞

灰，能够获得无害无污染的熔渣。

[0074]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说　明　书 8/8 页

10

CN 109647849 B

10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1

CN 109647849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