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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

的系统和生产方法，系统包括纤维素水解反应

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纤维素水解反应

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的外周设置有加

热丝以将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

烷反应器中的液体加热升温、以及设置有永磁铁

以施加外部电场影响构成酶的过渡金属离子来

影响生物体新陈代谢和生物化学反应速度。生产

方法步骤是：S1、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配置；S2、

粪便处理后投入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

器、制甲烷反应器三个梯级反应器中；S3、纤维素

类生物质糖化降解预处理；S4、厌氧发酵制氢气；

S5、厌氧发酵制甲烷。本方法缩短了生物质发酵

周期，提高了氢气和甲烷的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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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通过管道连接且内部填

充有聚氨酯泡沫填料的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所述纤维素水解反

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的底部设置有进液管，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

器、制甲烷反应器的顶部设置有出液管，所述制氢反应器的进液管与纤维素水解反应器的

出液管相连通，所述制甲烷反应器的进液管与制氢反应器的出液管相连通；所述纤维素水

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的外周设置有加热丝以将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

应器、制甲烷反应器中的液体加热升温，以及设置有永磁铁以施加外部磁场影响构成酶的

过渡金属离子来影响生物体新陈代谢和生物化学反应速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永磁铁为磁

场强度120～140mT的永磁铁，且永磁铁布置要保证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

反应器有效反应区中存在120～140mT的匀强磁场，磁化作用的最佳温度范围为35～4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

气体收集器和用于盛放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的配水箱，所述配水箱通过管道与纤维素水解

反应器连通，所述配水箱与纤维素水解反应器的管道上设置有蠕动泵以将配水箱的液体输

入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中；所述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的顶部设置出

气管和水封，所述出气管通过水封后与气体收集器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水解

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内设置有穿孔板，所述穿孔板上设置有不锈钢丝连成网

的填料架，所述聚氨酯泡沫填料填充到填料架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填充比

为59%，穿孔板均匀钻有直径为3～6mm的小孔，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

器在穿孔板下方的设置有搅拌器，搅拌器为磁力搅拌器，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

制甲烷反应器的底部设置有排泥口，电热丝连接有温控仪以控制电热丝。

6.一种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生产方法的步骤是：

S1、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配置：将纤维素类生物质冷冻干燥48小时后，搅拌磨碎后再经

30～50目过筛后得到细小颗粒，加水配置15～60g/L的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

S2、种泥处理：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和粪便按照质量比1:0.4的比例制成混合液，取3份

相同质量的混合液分别置于三个容器中，用空气泵为混合液曝气，控制容器中溶解氧水平6

～8mg/L，曝气三天后停止曝气，容器密闭为厌氧环境放置三天后再以同样溶解氧水平曝气

三天培养，容器中停止曝气沉淀3小时后倒出上清液，从三个容器中取沉淀物分别投入到纤

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三个梯级反应器作为启动种泥，启动种泥仅投

加一次；

S3、纤维素类生物质糖化降解预处理：将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送入到纤维素水解反应

器中，设定容积负荷为5～20kgCOD/(m3·d)，持续运行20～30天，反应器壁外放置磁场强度

为120～140mT的永磁铁；

S4、厌氧发酵制氢气：从纤维素水解反应器中抽出水解发酵后的反应液进入制氢反应

器，密闭进行厌氧发酵30～60天，反应器壁外放置磁场强度为120～140mT的永磁铁；

S5、厌氧发酵制甲烷：从制氢反应器中抽出厌氧发酵制氢气后的反应液进入制甲烷反

应器，密闭进行厌氧发酵20～45天，反应器壁外放置磁场强度为120～140mT的永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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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类生物质为农作物秸秆、

城市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水生或陆生植物以及废水或废渣中的一种或其中

几种按任意质量比的混合物；作为种泥的粪便为牛粪、羊粪、马粪等以纤维素为食物的动物

粪便的一种或其中几种按任意质量比的混合物。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真空冷冻干燥用设备为真空冷冻干燥

机，搅拌磨碎用设备为搅拌机，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和制甲烷反应器的搅拌器转

速分别设定为160r/min、180r/min和200r/min，连续搅拌。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纤维素水解反应器水力停留时间为12

～32h，控制反应温度为38～40℃，pH值为5～7；制氢反应器控制发酵温度为34～36℃，pH值

为6.5～7.5；制甲烷反应器控制发酵温度为34～38℃，pH值为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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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系统及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质能源高效转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

的系统及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世界，全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化石能源的短缺以及因化石资源的过度开采利

用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发清洁的非化石能源，如生物质能，以替代化石能源成为许多国

家解决能源需求和缓解环境污染的方向之一。随着全球集约化畜牧业迅速发展，以农业废

弃物为原料的能源发展潜力不可忽视。我国纤维素类生物质废弃物年产量大，其中农作物

废弃物约7.29亿吨，可供能源化利用的林业剩余物和能源植物每年约3.5亿吨。但目前我国

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废弃物主要以田间堆弃、直接焚烧等方式处理，资源化利用率不高，不

仅浪费了其蕴藏的巨大生物质能，而且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0003] 纤维素类生物质废弃物主要包括农作物秸秆、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林木采伐及森

林抚育剩余物、木材加工剩余物、以及部分城市生活垃圾，其中农作物秸秆占很大比例。纤

维素类生物质废弃物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约占植物纤维原料总质量的

80%以上。除此外，还含有少量的蜡和蛋白质。

[0004] 强化厌氧发酵生物制氢方法的研究有三个方向，首先是投加化学试剂，例如Fe2+、

Mg2+、Ni2+和L-半胱氨酸等，即化学强化；其次是投加从自然界或混合菌种厌氧发酵制氢反

应器中通过分离、纯化和培养后得到的高效产氢菌剂，即生物强化；最后是通过外在条件刺

激增强产氢微生物活性或得到突变菌种，例如电流刺激和投加诱变剂等。

[0005] 综合能源替代、资源转化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利用有机废弃物进行厌

氧发酵产出清洁能源己经成为了现阶段实现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有效方式。通过厌

氧发酵技术合理利用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既可以获得清洁能源，又可以减少由焚烧等不

恰当处理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从而获得保护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双赢。随着经济的

发展，生物质资源还将越来越多。对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范围的重

视，越来越多研究成果和技术创新，使生物质资源的实际应用面更广，这将给人类带来难以

估测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0006] 但目前现有技术的生物质发酵技术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具体表面在，在生物质

发酵过程中生物质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和生物化学反应速度较慢，生物质发酵周期长，氢

气和甲烷的产率较低，发酵基质的可降解率和能源转化率比较低，系统液相产物的排放比

较多。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系统及生产

方法，以克服现有技术存在新陈代谢和生物化学反应速度较慢、生物质发酵周期长、氢气和

甲烷的产率较低、发酵基质的可降解率和能源转化率比较低、系统液相产物的排放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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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陷。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系统，包括依次通过管道连接且内部填充有聚氨酯泡沫

填料的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

器、制甲烷反应器的底部设置有进液管，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

器的顶部设置有出液管，所述制氢反应器的进液管与纤维素水解反应器的出液管相连通，

所述制甲烷反应器的进液管与制氢反应器的出液管相连通；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

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的外周设置有加热丝以将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

应器中的液体加热升温，以及设置有永磁铁以施加外部电场影响构成酶的过渡金属离子来

影响生物体新陈代谢和生物化学反应速度。

[0009]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永磁铁为所述永磁铁为磁场强度120～140mT的

永磁铁，且永磁铁布置要保证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有效反应区中

存在120～140mT的匀强磁场，磁化作用的最佳温度范围为35～45℃。

[0010]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系统还包括气体收集器和用于盛放纤维素类生

物质基液的配水箱，所述配水箱通过管道与纤维素水解反应器连通，所述配水箱与纤维素

水解反应器的管道上设置有蠕动泵以将配水箱的液体输入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中；所述维

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的顶部设置出气管和水封，所述出气管通过水封

后与气体收集器相连通。

[0011]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

内设置有穿孔板，所述穿孔板上设置有不锈钢丝连成网的填料架，所述聚氨酯泡沫填料填

充到填料架中。

[0012]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填料填充比为59%。

[0013]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穿孔板均匀钻有直径为3～6mm的小孔。

[0014]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

在穿孔板下方的设置有搅拌器。

[0015]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搅拌器为磁力搅拌器。

[0016]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

的底部设置有排泥口。

[0017]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电热丝连接有温控仪以控制电热丝。

[0018]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本发明并提供了一种生物质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生产

方法，该生产方法的步骤是：

S1、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配置：将纤维素类生物质冷冻干燥48小时后，搅拌磨碎后再经

30～50目过筛后得到细小颗粒，加水配置15～60g/L的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

S2、种泥处理：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和粪便按照质量比1:0.4的比例制成混合液，取3份

相同质量的混合液分别置于三个容器中，用空气泵为混合液曝气，控制容器中溶解氧水平6

～8mg/L，曝气三天后停止曝气，容器密闭为厌氧环境放置三天后再以同样溶解氧水平曝气

三天培养，容器中停止曝气沉淀3小时后倒出上清液，从三个容器中取沉淀物分别投入到纤

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三个梯级反应器作为启动种泥，启动种泥仅投

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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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纤维素类生物质糖化降解预处理：将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送入到纤维素水解反应

器中，设定容积负荷为5～20kgCOD/(m3·d)，持续运行20～30天，反应器壁外放置磁场强度

为120～140mT的永磁铁；

S4、厌氧发酵制氢气：从纤维素水解反应器中抽出水解发酵后的反应液进入制氢反应

器，密闭进行厌氧发酵30～60天，反应器壁外放置磁场强度为120～140mT的永磁铁；

S5、厌氧发酵制甲烷：从制氢反应器中抽出厌氧发酵制氢气后的反应液进入制甲烷反

应器，密闭进行厌氧发酵20～45天，反应器壁外放置磁场强度为120～140mT的永磁铁。

[0019] 优选的，所述纤维素类生物质为农作物秸秆、城市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

泥、水生或陆生植物以及废水或废渣中的一种或其中几种按任意质量比的混合物；作为种

泥的粪便为牛粪、羊粪、马粪等以纤维素为食物的动物粪便的一种或其中几种按任意质量

比的混合物。

[0020] 优选的，真空冷冻干燥用设备为真空冷冻干燥机，搅拌磨碎用设备为搅拌机，纤维

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和制甲烷反应器的搅拌器转速分别设定为160r/min、180r/min

和200r/min，连续搅拌。

[0021] 优选的，纤维素水解反应器水力停留时间为12～32h，控制反应温度为38～40℃，

pH值为5～7；制氢反应器控制发酵温度为34～36℃，pH值为6.5～7.5；制甲烷反应器控制发

酵温度为34～38℃，pH值为6.8～7.3。

[0022] 本发明的原理是：通过外加磁场影响构成酶的过渡金属离子来影响生物体内的新

陈代谢和生物化学反应速度，同时可以引起部分DNA的突变，缩短了生物质发酵周期，提高

了氢气和甲烷的产率，增加发酵基质的可降解率和能源转化率，降低或避免了厌氧生物制

氢系统液相产物的排放，显著提高厌氧发酵制氢制甲烷的效率。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取得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提出了基于生物磁效应强化纤维素类生物质梯级发酵制氢制甲烷的生产方法

及系统，系统共分为三相：第一相中，纤维素水解菌作用下将纤维素分解为葡萄糖，该相无

气体产物；第二相中，在产氢产酸菌作用下将第一相产出的葡萄糖分解为氢气、有机酸和二

氧化碳，该相单独制氢气无甲烷产生；第三相中，在产甲烷菌作用下将第二相产出的有机酸

分解为甲烷和二氧化碳，该相单独制甲烷无氢气产生。系统总体表现在操作方法简单，原材

料易得，成本低，提高制氢气和甲烷量，增加生物质废弃物中有机物的降解率，充分高效的

提高废弃资源的再生利用性与经济循环性，大幅度减少环境污染，为高效的发酵纤维素制

气提供技术理论依据。采用该生产系统，结构设置简单，运行高效、能耗低，占地小，解决传

统生物质能发酵系统不能保持恒温，产气率低，不能连续加料，出料困难且危险，反应液与

反应底物分离不彻底，不能达到有效利用，反应过程中易结壳、沉积等问题，提高制氢气和

甲烷量，增加生物质废弃物中有机物的降解率，充分高效的提高废弃资源的再生利用性与

经济循环性，大幅度减少环境污染。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9609352 A

6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1、配水箱，2、16～30、旋拧阀，3、蠕动泵，4、磁力搅拌器，5、温控仪，6、永

磁铁，7、电热丝，8、聚氨酯泡沫填料，9、穿孔板，10、水封，11、湿式气体流量计，12、气体收集

器，13、纤维素水解反应器，14、制氢反应器，15、制甲烷反应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8] 图1是本发明的生产系统示意图。如图1所示，主要由配水箱1，旋拧阀2、16～30，蠕

动泵3，磁力搅拌器4，温控仪5，永磁铁6，电热丝7，聚氨酯泡沫填料8，穿孔板9，水封10，湿式

气体流量计11，气体收集器12，纤维素水解反应器13，制氢反应器14和制甲烷反应器15组

成。所述配水箱1依次与旋拧阀2、蠕动泵3和旋拧阀16相连；纤维素水解反应器13依次与旋

拧阀19、水封10、湿式气体流量计11、旋拧阀20和气体收集器12相连；制氢反应器14依次与

旋拧阀24、水封10、湿式气体流量计11、旋拧阀25和气体收集器12相连；制甲烷反应器15依

次与旋拧阀29、水封10、湿式气体流量计11、旋拧阀30和气体收集器12相连；纤维素水解反

应器13依次与旋拧阀18、21、制氢反应器14、旋拧阀23、26、制甲烷反应器15、旋拧阀28和出

水口相连；纤维素水解反应器13、制氢反应器14和制甲烷反应器15都放于电热丝7中间，由

右侧放置的温控仪5测定和控制温度；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13顶部和底部设有穿孔板9，

内部设有正方体的聚氨酯泡沫填料8，底部设有排泥口，外部左侧设有永磁铁6，下侧设有磁

力搅拌器4；所述制氢反应器14顶部和底部设有穿孔板9，内部设有正方体的聚氨酯泡沫填

料8，底部设有排泥口，外部左侧设有永磁铁6，下侧设有磁力搅拌器4；所述制甲烷反应器15

顶部和底部设有穿孔板9，内部设有正方体的聚氨酯泡沫填料8，顶部设有出水口，底部设有

排泥口，外部左侧设有永磁铁6，下侧设有磁力搅拌器4。

[0029] 图1中，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和制甲烷反应器都放于电热丝中间，由右

侧放置的温控仪测定和控制温度；所述纤维素水解反应器顶部和底部设有穿孔板，内部设

有正方体的聚氨酯泡沫填料，底部设有排泥口，外部左侧设有永磁铁，下侧设有磁力搅拌

器；所述制氢反应器顶部和底部设有穿孔板，内部设有正方体的聚氨酯泡沫填料，底部设有

排泥口，外部左侧设有永磁铁，下侧设有磁力搅拌器；所述制甲烷反应器顶部和底部设有穿

孔板，内部设有正方体的聚氨酯泡沫填料，顶部设有出水口，底部设有排泥口，外部左侧设

有永磁铁，下侧设有磁力搅拌器；穿孔板具有均匀进液和固定填料的功能；永磁铁通过施加

外部电场影响构成酶的过渡金属离子来影响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和生物化学反应速度，从

而具有强化纤维素水解、厌氧发酵制氢和制甲烷的作用。

[0030] 所述的配水箱内为一定浓度的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所述的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

是将纤维素类生物质经真空冷冻干燥机冷冻干燥48小时，用搅拌机磨碎后再经30～50目过

筛后得到细小颗粒配置。所述的蠕动泵具有计量功能并以恒定流量将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

从配水箱泵入纤维素水解反应器内。所述的磁力搅拌器设置在反应器下侧，具有增加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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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扰动的作用。

[0031] 所述的永磁铁设置在反应器外部左侧，具有强化纤维素水解、厌氧发酵制氢和制

甲烷的作用。所述的电热丝缠绕在反应器外壁，具有加热并保温的功能。

[0032] 所述的聚氨酯泡沫填料为用316不锈钢丝连成串的1cm3的正方体，并固定于反应

器顶部和底部的穿孔板上，填料填充比为59%。所述的穿孔板为板上均匀钻有直径为3～6mm

的小孔，焊接设置在反应器顶部和底部。

[0033] 所述的纤维素水解反应器为采用有机玻璃制成的有效容积为15L的连续流搅拌槽

式生物膜反应器，底部设有排泥口。所述的制氢反应器采用有机玻璃制成的有效容积为15L

的连续流搅拌槽式生物膜反应器，底部设有排泥口。所述的制甲烷反应器采用有机玻璃制

成的有效容积为30L的连续流搅拌槽式生物膜反应器，顶部设有出水口，底部设有排泥口。

[0034] 本发明并提供了一种用于强化纤维素类生物质梯级发酵连续制氢制甲烷的生产

方法，包括：

（1）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配置：将纤维素类生物质经真空冷冻干燥机冷冻干燥48小时，

用搅拌机磨碎后再经30～50目过筛后得到细小颗粒，在配水箱中配置15～60g/L的纤维素

类生物质基液；

（2）种泥处理：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和粪便按照质量比1:0.4的比例制成混合液，取3份

相同质量的混合液分别置于三个容器中，用空气泵为混合液曝气，控制容器中溶解氧水平6

～8mg/L，曝气三天后停止曝气，容器密闭为厌氧环境放置三天后再以同样溶解氧水平曝气

三天培养，容器中停止曝气沉淀3小时后倒出上清液，从三个容器中取沉淀物分别投入到纤

维素水解反应器、制氢反应器、制甲烷反应器三个梯级反应器作为启动种泥，启动种泥仅投

加一次；

（3）纤维素类生物质糖化降解预处理:将配水箱中配置的一定浓度的纤维素类生物质

基液通过蠕动泵连续进液至第一级水解反应器中，设定容积负荷为5～20kgCOD/(m3·d)，

持续运行20～30天，搅拌器转速设定为160r/min，反应器壁外放置磁场强度为120～140mT

的永磁铁，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水力停留时间为12～32h，控制反应温度为38～40℃，pH值

为5～7；

（4）厌氧发酵制氢气：从第一级水解反应器中抽出水解发酵后的反应液进入第二级制

氢反应器，密闭进行厌氧发酵30～60天，搅拌器转速设定为180r/min，反应器壁外放置磁场

强度为120mT的永磁铁，控制发酵温度为34～36℃，pH值为6.5～7.5，在发酵过程中，前5天

早晚各取一次氢气，第六天开始连续取气；

（5）厌氧发酵制甲烷：从第二级制氢反应器中抽出厌氧发酵制氢气后的反应液进入第

三级制甲烷反应器，密闭进行厌氧发酵20～45天，搅拌器转速设定为180r/min，反应器壁外

放置磁场强度为120mT的永磁铁，控制发酵温度为34～38℃，pH值为6.8～7.3，在发酵过程

中，前3天早晚各取一次甲烷，第六天开始连续取气。

[0035] 所述的纤维素类生物质为农作物秸秆、城市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水

生或陆生植物以及废水和废渣中的一种或其中几种按任意质量比的混合物。所述的纤维素

类生物质经真空冷冻干燥机冷冻干燥48小时。

[0036] 所述的纤维素类生物质用搅拌机磨碎后再经30～50目过筛。作为种泥的粪便为牛

粪、羊粪、马粪等以纤维素为食物的动物粪便的一种或其中几种按任意质量比的混合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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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纤维素类生物质基液和粪便按的质量比为1:0.4。

[0037]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已描述

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

实施例做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选实施例以及落入

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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