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280224.8

(22)申请日 2020.04.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498049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8.07

(73)专利权人 中船澄西扬州船舶有限公司

地址 225200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

沿江开发区船舶产业园区

(72)发明人 夏东良　刘志刚　吕洪高　管云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扬州润中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2315

代理人 李楠

(51)Int.Cl.

B63B 73/20(2020.01)

(56)对比文件

CN 104149932 A,2014.11.19

CN 110508862 A,2019.11.29

CN 104908886 A,2015.09.16

CN 110253120 A,2019.09.20

CN 207906098 U,2018.09.25

CN 110723263 A,2020.01.24

CN 109292040 A,2019.02.01

CN 110282072 A,2019.09.27

CN 86103983 A,1987.01.07

CN 108128404 A,2018.06.08

CN 205022812 U,2016.02.10

CN 108910008 A,2018.11.30

CN 104590521 A,2015.05.06

CN 107697226 A,2018.02.16

CN 107301279 A,2017.10.27

CN 101168380 A,2008.04.30

JP 2013043634 A,2013.03.04

CN 102046336 A,2011.05.04

KR 20190060241 A,2019.06.03

US 6199034 B1,2001.03.06

姚银弟等.3800T化学品船导流鳍的安装工

艺研究.《工业设计》.2017,

王亚庆 管云飞.造船壳舾涂一体化精度制

造方法.《造船技术》.2018,

苗飞等.前置预旋定子的剖面设计.《船海工

程》.2017,

审查员 李创兰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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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船舶技术领域，涉及一种节能定

子的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分片制作定

鳍，每个定鳍的合拢端面均留有余量；(2)将尾轴

毂铸钢件倒置在平台上，将尾轴毂铸钢件调整至

水平状态；(3)将制作好的定鳍利用全站仪和线

锤工具调整好倾角角度和尺寸，对定子进行OTS

预合拢；(4)利用投影方法将定鳍合拢端面余量

进行勘划并修割到位；(5)将修割好的定鳍和尾

轴毂铸钢件按设计要求再次复位，固定住定鳍的

倾角角度和空间位置，相邻定鳍之间通过连接件

进行刚性连接，定鳍组成定子组；(6)将定子组吊

至倒置的尾轴毂铸钢件处，进行定子组与尾轴毂

铸钢件的组装。本发明制作和安装精度高，有效

缩短制作安装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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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定子的安装方法，节能定子包括若干个定鳍，定鳍为翼形鳍状，其特征是，

所述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在已知设计图纸上，将尾轴毂倒置，调整尾轴毂至水平状态，确定原点O（0,0,0），原

点位于以尾轴毂投影面中心点上；

在定鳍竖直状态下，计算定鳍ni封板的第一顶点Ci的三维坐标（xi1,yi1,zi1）、第二顶点

Di的三维坐标（xi2,yi2,zi2），其中i=1‑n，n为自然数；

在定鳍设计倾斜角度状态下，在每个定鳍封板的两个顶点CiDi所在的直线段上取一个

点  Ei，EiDi之间的距离均为A，A小于等于CiDi的长度；

根据已知设计图纸计算定鳍ni  点Ei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点Ei
'
  ，Ei

'、Ei、Di三个点组成直

角三角形，计算DiEi的在水平面的投影宽度Ei
'Di的宽度Bi，计算定鳍ni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EiDiEi
'，定义为a，∠Ei  Ei

'Di  =90°；

在定鳍ni的第一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若干点Fj，j为自然数；找到Ci、Di、Fj在

对应的尾轴毂上的投影点Ci
'
、Di

'
、Fj

'，计算Ci  Ci
'，Di  Di

'，FjFj
'的设计长度LCi1设、LDi1设、LFi设；

在定鳍ni的第二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若干点Gk，k为自然数，找到Ci、Di、Gk在

对应的尾轴毂上的投影点Ci
'
、Di

'
、Gk

'，计算CiCi
'
、Di  Di

'
、Gk  Gk

'的设计长度LCi2设、LDi2设、LGk设；

（2）根据设计要求分片制作定鳍钢铸件ni，定鳍钢铸件的外端面上设有封板，每个定鳍

钢铸件的合拢端面均留有余量，在定鳍钢铸件ni的第一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对

应的点Fj，j为自然数，Ci、Di、Fj至对应的定鳍钢铸件ni合拢端面投影点Ci
''
、Di

''
、Fj

''，计算

CiCi
''
、Di  Di

''
、FjFj

''实际长度LCi1实、LDi1实、LFi实；

在定鳍钢铸件ni的第二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对应的点Gk，k为自然数，Ci、Di、
Gk至对应的定鳍合拢端面投影点Ci

''
、Di

''
、Gk

''，计算Ci  Ci
''
、Di  Di

''
、Gk  Gk

''的实际长度LCi2实、

LDi2实、LGk实；，其中i=1‑n，n为自然数；

将尾轴毂铸钢件倒置在平台上，将尾轴毂铸钢件调整至水平状态，利用全站仪在平台

上确定尾轴毂铸钢件的原点O'（0,0,0），O'与O重合；

（3）先将定鳍ni竖直放置在平台上，利用全站仪确定竖直状态下定鳍ni封板的第一顶点

Ci、第二顶点的Di位置、点E的位置，确定其空间位置；之后将定鳍ni倾斜，利用线锤去找点E

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点Ei
'，当Ei

'点与Di点之间的距离为Bi时，此时对应的定鳍ni与水平面的

倾斜角度即为设计角度a，确定其倾角角度，其中i=1‑n，n为自然数；

完成所有定鳍ni的倾角角度和空间位置的确定；

（4）将尾轴毂铸钢件与定鳍进行预合拢；根据确定的定鳍ni的倾角角度和空间位置、定

鳍对应的尾轴毂铸钢件连接面的轮廓，将定鳍合拢端面需要切割的部位进行勘划，每个定

鳍的合拢端面余量修割到位；

定鳍钢铸件ni的第一侧壁需要切割的尺寸为：

LCi1割=  LCi1实‑LCi1设
LDi1割=  LDi1实‑LDi1设
LFj割=  LFj实‑LFj设
定鳍钢铸件ni的第二侧壁需要切割的尺寸为：

LCi2割=  LCi2实‑LCi2设
LDi2割=  LDi2实‑LDi2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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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k2割=  LGk实‑LGk设
（5）修割好的定鳍和尾轴毂铸钢件按设计要求再次复位，固定住每个定鳍的倾角角度

和空间位置，相邻定鳍之间通过连接件进行刚性连接，若干个定鳍组成一个定子组；

（6）将定子组吊至倒置的尾轴毂铸钢件处，进行定子组与尾轴毂铸钢件的组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定子安装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5）中连接件为槽钢

或工字钢，连接件至少为两个，分别布置在每个定鳍的前端与后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定子安装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2）中平台的尺寸为5

米*5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定子安装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制作好的定鳍（1）放置在

定子预制胎架上，定子预制胎架设置的胎膜板的形状的与对应的定鳍侧壁形状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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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定子的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船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节能定子的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如图1所示，在船用螺旋桨7前方的尾轴毂6上安装一组固定叶片1‑5(即前置定子)

推进装置，固定叶片1‑5安装在尾轴毂6上，固定叶片1‑5和螺旋桨7的组合装置即节能推进

器。安装的固定叶片可回收一部分尾流旋转能量，提高螺旋桨的周向效率，产生一个附加推

力：一方面提高推进效率；另一方面影响桨和船体的相互作用，提高船身效率，达到节省能

源的目的，具有明显的节能效果，实用性极强。前置定子一般适用于大型远洋船。

[0003] 现有的前置定子的安装，采用分片制作、分片安装的方式，即节能定子分片制作成

型，待尾轴毂铸钢件6焊接完成之后分片进行结构件安装。前置定子的若干个独立的翼型鳍

状结构件，分别围绕在尾轴毂上安装。每一个定鳍根据各自的X轴面角度和鳍顶基线面双向

角度，安装固定在尾轴毂上，于螺旋桨前侧位置构成一个整体的节能装置，达到稳流节能的

设计要求。这种方法存在以下缺陷：由于艉柱铸钢件线型复杂，每一个定鳍分片安装极难选

取合适的参照基准，难以控制倾角及尺寸精度。故每一个定鳍的合拢端面都加放了一定的

余量，方便定鳍和尾轴毂中组时的调整，但无形中延长了该分段的制作周期和施工难度，且

不利于控制定子装置安装的总体精度。

[0004] 公告号为CN203937848U、公开日2014年11月12日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

船舶桨前前置定子结构，包括位于船舶螺旋桨前侧的4‑6片定子导叶，4‑6片定子导叶以螺

旋桨的轴线为中心线均匀设于船舶艉部的后端，该定子导叶的后部具有从该定子导叶的叶

根延伸至叶梢的襟翼。上述文件并没有公开定子导叶的制作和安装方法。

[0005] 公开号CN108910008A、公开日2018年11月30日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带舵的

深海轮缘推进器，该深海轮缘推进器包括：轮缘电机、导管、螺旋桨、空心轴、前置定子、后置

定子和转舵结构。上述文件同样没有公开前置定子的制作和安装方法。

[0006] 公开号CN102632982A、公开日2012年8月15日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无轴驱

动式集成电机推进器，设置在水面或水下航行器的艇体的尾部，由串联排列在实心非旋转

轴上的前置定子、转子螺旋桨与后置定子三段组成。前置定子与后置定子的内周固定在实

心非旋转轴上，外周通过螺钉等紧固件固定加速或减速导管。上述文件中虽然公开了前置

定子的前置定子桨榖固定在实心非旋转轴上，前置定子桨叶的外端通过紧固件锁紧连接导

管，但是其并没有公开前置定子的桨叶如何固定在桨榖上。

[0007] 因此，需要一种节能前置定子的安装方法。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节能定子的安装方法，本发明制作和安装精度高，有效

缩短制作安装周期。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节能定子的安装方法，节能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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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若干个定鳍，其特征是，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在已知设计图纸上，将尾轴毂倒置，调整尾轴毂至水平状态，确定原点O(0,0,

0)，原点位于以尾轴毂投影面中心点上；

[0011] 在定鳍竖直状态下，计算定鳍ni封板的第一顶点Ci的三维坐标(xi1,yi1,zi1)、第二

顶点Di的三维坐标(xi2,yi2,zi2)，其中i＝1‑n，n为自然数；

[0012] 在定鳍设计倾斜角度状态下，在每个定鳍封板的两个顶点CiDi所在的直线段上取

一个点Ei，EiDi之间的距离均为A，A小于等于CiDi的长度；

[0013] 根据已知设计图纸计算定鳍ni点Ei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点Ei'，Ei'、Ei、Di三个点组成

直角三角形，计算DiEi的在水平面的投影宽度Ei'Di的宽度Bi，计算定鳍ni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EiDiEi'，定义为a，∠Ei  Ei'Di＝90°；

[0014] 在定鳍ni的第一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若干点Fj，j为自然数；找到Ci、

Di、Fj在对应的尾轴毂上的投影点Ci'、Di'、Fj'，计算Ci  Ci'，Di  Di'，FjFj'的设计长度LCi1设、

LDi1设、LFi设；在定鳍ni的第二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若干点Gk，k为自然数，找到Ci、

Di、Gk在对应的尾轴毂上的投影点Ci'、Di'、Gk'，计算CiCi'、Di  Di'、Gk  Gk'的设计长度LCi2设、

LDi2设、LGk设；

[0015] (2)根据设计要求分片制作定鳍钢铸件ni，定鳍钢铸件的外端面上设有封板，每个

定鳍钢铸件的合拢端面均留有余量，在定鳍钢铸件ni的第一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

到对应的点Fj，j为自然数，Ci、Di、Fj至对应的定鳍钢铸件ni合拢端面投影点Ci”、Di”、Fj”，计

算CiCi”、Di  Di”、FjFj”实际长度LCi1实、LDi1实、LFi实；

[0016] 在定鳍钢铸件ni的第二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对应的点Gk，k为自然数，

Ci、Di、Gk至对应的定鳍合拢端面投影点Ci”、Di”、Gk”，计算Ci  Ci”、Di  Di”、Gk  Gk”的实际长度

LCi2实、LDi2实、LGk实；，其中i＝1‑n，n为自然数；

[0017] 将尾轴毂铸钢件倒置在平台上，将尾轴毂铸钢件调整至水平状态，利用全站仪在

平台上确定尾轴毂铸钢件的原点O'(0,0,0)，O'与O重合；

[0018] (3)先将定鳍ni竖直放置在平台上，利用全站仪确定定鳍ni封板的第一顶点Ci、第

二顶点的Di位置、点E的位置，确定其空间位置；之后将定鳍ni倾斜，利用线锤去找点E在水平

面上的投影点Ei'，当Ei'点与Di点之间的距离为Bi时，此时对应的定鳍ni与水平面的倾斜角

度即为设计角度a，去顶其倾角角度，其中i＝1‑n，n为自然数；

[0019] 完成所有定鳍ni的倾角角度和空间位置的确定；

[0020] (4)将尾轴毂铸钢件与定鳍进行预合拢；根据确定的定鳍ni的倾角角度和空间位

置、定鳍对应的尾轴毂铸钢件连接面的轮廓，将定鳍钢铸件合拢端面需要切割部位进行勘

划，每个定鳍的合拢端面余量修割到位；

[0021] 定鳍钢铸件ni的第一侧壁需要切割的尺寸为：

[0022] LCi1割＝LCi1实‑LCi1设
[0023] LDi1割＝LDi1实‑LDi1设
[0024] LFj割＝LFj实‑LFj设
[0025] 定鳍钢铸件ni的第二侧壁需要切割的尺寸为：

[0026] LCi2割＝LCi2实‑LCi2设
[0027] LDi2割＝LDi2实‑LDi2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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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LGk2割＝LGk实‑LGk设
[0029] (5)修割好的定鳍和尾轴毂铸钢件按设计要求再次复位，固定住每个定鳍的倾角

角度和空间位置，相邻定鳍之间通过连接件进行刚性连接，若干个定鳍组成一个定子组；

[0030] (6)将定子组吊至倒置的尾轴毂铸钢件处，进行定子组与尾轴毂铸钢件的组装。

[0031] 优选的，所述步骤(5)中连接件为槽钢或工字钢，连接件至少为两个，分别布置在

每个定鳍的前端与后端。

[0032]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平台的尺寸为5米*5米。

[0033] 优选的，所述制作好的定鳍(1)放置在定子预制胎架上，定子预制胎架设置的胎膜

板的形状的与对应的定鳍侧壁形状相匹配。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5] 第一，本发明节能定子装置通过分片制作，若干个定鳍通过连接件组成定子模块，

将定子模块整体吊装至倒置的尾轴毂钢铸件上焊接组装，实现定子装置的模块化整体吊

装，解决了每个定鳍在尾轴毂上空间点位置安装的困难性和准确性，保证了每片定鳍安装

时的倾角角度及安装位置的精度，满足了玉岛公司的节能设计要求。

[0036] 第二，本发明大大缩短了分段制作总体周期，以五个定鳍为例，节省时间约2天。本

发明利用尾轴毂铸钢件在平台预制，一方面减少了分段上余量划线的工作量。另一方面，通

过OTS预合拢和余量的预切割，既降低了作业人员的施工难度，也提高了定子装置的安装精

度。

[0037] 第三，本发明不但满足了节能设计的要求，也降低人工成本，以五个定鳍为例，节

省时间约200小时/船·套。模块化整体吊装，既减少了五片定鳍单独吊运占用行车等资源

的使用时间，以五个定鳍为例，节省约1天，也降低了高空作业带来的安全风险，提高了生产

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保障系数。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现有节能定子分片安装示意图；

[0039] 图2是本发明定鳍胎架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3是本发明定鳍竖直状态图；

[0041] 图4是本发明定鳍倾斜状态图；

[0042] 图5是本发明节能定子成组示意图(相邻定鳍无连接)；

[0043] 图6是本发明节能定子成组示意图(相邻定鳍刚性连接)；

[0044] 图7是本发明定子组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

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46] 如图2‑7所示，节能定子包括第一定鳍S1、第二定鳍S2、第三定鳍S3、第四定鳍P1、

第五定鳍P2。

[0047] 在已知设计图纸上，将尾轴毂倒置，调整尾轴毂至水平状态，确定原点O(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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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点位于以尾轴毂投影面中心点上。

[0048] 在定鳍竖直状态下，计算定鳍ni封板的第一顶点Ci的三维坐标(xi1,yi1,zi1)、第二

顶点Di的三维坐标(xi2,yi2,zi2)，其中i＝1‑n，n为自然数。

[0049] 在定鳍设计倾斜角度状态下，在每个定鳍封板的两个顶点CiDi所在的直线段上取

一个点Ei，EiDi之间的距离均为A，A小于等于直线段CiDi的长度。

[0050] 根据已知设计图纸计算定鳍ni点Ei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点Ei'，Ei'、Ei、Di三个点组成

直角三角形，计算DiEi的在水平面的投影宽度Ei'Di的宽度Bi，计算定鳍ni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EiDiEi'，定义为a，∠Ei  Ei'Di＝90°。

[0051] 在定鳍ni的第一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若干点Fj，j为自然数；找到Ci、

Di、Fj在对应的尾轴毂上的投影点Ci'、Di'、Fj'，计算Ci  Ci'，Di  Di'，FjFj'的设计长度LCi1设、

LDi1设、LFi设。

[0052] 在定鳍ni的第二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若干点Gk，k为自然数，找到Ci、Di、

Gk在对应的尾轴毂上的投影点Ci '、Di '、Gk '，计算CiCi '、Di  Di '、Gk  Gk '的设计长度LCi2设、

LDi2设、LGk设。

[0053] 一种节能定子的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1)分片制作第一、二、三、四、五定鳍钢铸件，第一、二、三、四、五定鳍钢铸件的合

拢端面均留有余量，具体为：利用数控切割机切割对应定鳍所需尺寸的定鳍侧壁钢板、定鳍

封板，通过油压机将钢板压成所需的形状，组装定鳍侧板、封板10，之后将定鳍对应放置在

对应的定鳍预制胎架8上。如图2所示，定鳍预制胎架8包括胎架立柱81，胎架立柱81之间设

有加强签条82，胎架立柱81上设置胎膜板83，胎膜板3与对应的定鳍形状相配合，防止制作

好的定鳍变形。使用时，定鳍预制胎架8放置在地面80上。水平检验线84，用于检验胎膜板与

定子胎架是否完全吻合。

[0055] 每个定鳍钢铸件的合拢端面均留有余量，在定鳍钢铸件ni的第一侧壁外端弧形边

沿Ci、Di之间找到对应的点Fj，j为自然数，Ci、Di、Fj至对应的定鳍钢铸件ni合拢端面投影点

Ci”、Di”、Fj”，计算CiCi”、Di  Di”、FjFj”实际长度LCi1实、LDi1实、LFi实；

[0056] 在定鳍钢铸件ni的第二侧壁外端弧形边沿Ci、Di之间找到对应的点Gk，k为自然数，

Ci、Di、Gk至对应的定鳍合拢端面投影点Ci”、Di”、Gk”，计算Ci  Ci”、Di  Di”、Gk  Gk”的实际长度

LCi2实、LDi2实、LGk实；，其中i＝1‑n，n为自然数；

[0057] (2)将尾轴毂铸钢件倒置在平台9上，将尾轴毂铸钢件调整至水平状态，利用全站

仪在平台上确定尾轴毂铸钢件的原点O'(0,0,0)，O'与O重合；

[0058] (3)如图3所示，先将定鳍ni竖直放置在平台上，利用全站仪确定竖直状态下定鳍ni
封板的第一顶点Ci、第二顶点的Di位置、点E的位置；如图4所示，之后将定鳍ni倾斜，利用线

锤去找点E在水平面上的投影点Ei'，当Ei'点与Di点之间的距离为Bi时，此时对应的定鳍ni与

水平面的倾斜角度即为设计角度a，确定其倾角角度，其中i＝1‑n，n为自然数；

[0059] 完成所有定鳍ni的倾角角度和空间位置的确定，见图5；

[0060] (4)将尾轴毂铸钢件与定鳍进行OTS预合拢，预合拢定位尺寸见表1。

[0061] 表1定鳍OTS预合拢定位尺寸

[0062] 定子 A值(mm) Bi值(mm)

P1 500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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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500 492

S1 500 453

S2 500 441

S3 500 482

[0063] 根据确定的定鳍ni的倾角角度和空间位置、定鳍对应的尾轴毂铸钢件连接面的轮

廓，将定鳍合拢端面11需要切割部位12进行勘划，每个定鳍的合拢端面余量修割到位；

[0064] 定鳍钢铸件ni的第一侧壁需要切割的尺寸为：

[0065] LCi1割＝LCi1实‑LCi1设
[0066] LDi1割＝LDi1实‑LDi1设
[0067] LFj割＝LFj实‑LFj设
[0068] 定鳍钢铸件ni的第二侧壁需要切割的尺寸为：

[0069] LCi2割＝LCi2实‑LCi2设
[0070] LDi2割＝LDi2实‑LDi2设
[0071] LGk2割＝LGk实‑LGk设
[0072] (5)修割好的定鳍和尾轴毂铸钢件按设计要求再次复位，固定住每个定鳍的倾角

角度和空间位置，相邻定鳍之间通过连接件进行刚性连接，若干个定鳍组成一个定子组，见

图6、图7；(6)将定子组吊至倒置的尾轴毂铸钢件处，进行定子组与尾轴毂铸钢件的组装。

[0073] 本发明节能定子装置通过分片制作，将若干个定鳍通过连接件组成定子模块，将

定子模块整体吊装至倒置的尾轴毂钢铸件上焊接组成，实现定子装置的模块化整体吊装，

解决了每个定鳍在尾轴毂上空间点位置安装的困难性和正确性，保证了每片定鳍安装时的

倾角角度及安装位置的精度，满足了玉岛公司的节能设计要求。

[0074] 本发明大大缩短了分段制作总体周期，以五个定鳍为例，节省时间约2天。本发明

利用尾轴毂铸钢件在平台预制，一方面减少了分段上余量划线的工作量。另一方面，通过

OTS预合拢和余量的预切割，既降低了作业人员的施工难度，也提高了定子装置的安装精

度。

[0075] 本发明不但满足了节能设计的要求，也降低人工成本，以五个定鳍为例，约200小

时/船·套。模块化整体吊装，既减少了五片定鳍单独吊运占用行车等资源的使用时间，以

五个定鳍为例，节省约1天，也降低了高空减少作业带来的安全风险，提高了生产现场作业

人员的安全保障系数。

[0076]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有”、“接通”、“设置”、“布置”等

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机械连

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

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77] 上述说明示出并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如前，应当理解本发明并非局限于

本文所披露的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环

境，并能够在本文发明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动。而本

领域人员所进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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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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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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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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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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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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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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