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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

清洗装置，包括定向补偿齿轮系机构和设置于定

向补偿齿轮系机构下方的高脚杯清洗装置；所述

高脚杯清洗装置包括高脚杯污渍洗涤装置、高脚

杯污渍冲洗装置和水渍擦干烘干装置。该多工位

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能集高脚杯杯壁污

渍洗涤、污渍及洗涤剂残留冲洗、杯壁擦干和杯

壁烘干四大功能于一体，一步到位完成高脚杯的

清洗，在减轻工人工作强度的同时，提高了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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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定向补偿齿轮系(1)和设

置于定向补偿齿轮系(1)下方的高脚杯清洗装置(2)；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1)包括两相对

设置的太阳行星轮装置(10)；所述太阳行星轮装置(10)包括驱动装置(11)、太阳轮同步旋

转装置(12)和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13)；所述太阳行星轮装置(10)由五根连接柱(14)连

接，五根所述连接柱(14)平行设置；所述连接柱(14)上固定设置有高脚杯夹持装置(15)；

所述驱动装置(11)包括主动轴(111)、一号主动轮(112)和二号主动轮(113)；所述主动

轴(111)一端与主动电机转轴相连接，另一端依次过盈配合所述一号主动轮(112)和所述二

号主动轮(113)；

所述太阳轮同步旋转装置(12)包括从动轴(121)、二号从动轮(123)和太阳轮(122)；所

述从动轴(121)一端与二号从动轮(123)中心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太阳轮(122)中心固定连

接；

所述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13)包括五边一轴行星架(131)、一号从动轮(133)和圆筒

(134)；所述圆筒(134)一端固定连接在五边一轴行星架(131)中心，另一端与所述一号从动

轮(133)中心固定连接；所述五边一轴行星架(131)包括五根与所述圆筒(134)垂直的连杆

(1311)和五根与所述圆筒(134)平行的圆柱(312)；所述连杆(1311)一端固定连接在圆筒

(134)一端，另一端与圆柱(1312)固定连接；五个行星轮(132)分别转动连接在圆柱(1312)

上；相邻连杆(1311)之间的夹角相同；

所述一号主动轮(112)与所述二号从动轮(123)啮合，所述二号主动轮(113)与一号从

动轮(133)啮合；所述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13)设置于二号从动轮(123)与所述太阳轮

(122)之间，所述圆筒(134)与所述从动轴(121)套筒连接；所述行星轮(132)与太阳轮(122)

啮合；五根所述连接柱(14)分别与五个所述行星轮(132)中心固定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

主动轮(112)的齿数为23，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mm；所述二号主动轮(113)的

齿数为20，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mm；所述一号从动轮(133)的齿数为26，模数

为5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mm；所述二号从动轮(123)的齿数为23，模数为5mm，压力角为

20°，齿宽为20mm；所述行星轮(132)的齿数为24，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所述太阳轮

(122)的齿数为80，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高脚杯夹持装置(15)包括上平板(151)和下平板(152)；所述上平板(151)两侧设置有用于

夹紧上平板(151)和下平板(152)的夹持紧固机构(153)；所述下平板(152)设置有与夹持紧

固装置(153)相配合的多个定位孔(1525)；所述下平板(152)的上表面沿侧边均匀设置有多

个贯穿下平板(152)的限位锥形孔(1523)，所述下平板(152)侧面开设有多个分别与所述限

位锥形孔(1523)相连通的放置卡槽(1524)；所述上平板(151)的上平面与其中一个所述连

接柱(14)固定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平

板(151)包括上平板上层刚性平面(1511)和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1512)，所述上平板上层

刚性平面(1511)与所述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1512)固定连接；所述下平板(152)包括依次

设置的下平板上层柔性平面(1521)和下平板下层刚性平面(1522)，所述下平板上层柔性平

面(1521)与下平板下层刚性平面(1522)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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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平

板下层柔性平面(1512)的下表面两侧设置有第一感应器(1513)，所述下平板上层柔性平面

(1521)的上表面两侧设置有第二感应器(1515)；所述第一感应器(1513)和第二感应器

(1515)均与夹紧电机电信号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平

板下层柔性平面(1512)的下表面设置有与杯底相匹配的凸起(1514)。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脚

杯清洗装置(2)包括高脚杯污渍洗涤装置(21)；所述高脚杯污渍洗涤装置(21)包括喷洗去

污水槽(211)、旋转清洗滚筒(212)、旋转波轮(213)、辅助去污毛刷(214)和丝杠(217)；所述

喷洗去污水槽(211)位于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1)下方一侧；所述喷洗去污水槽(211)一侧

设有水槽进水口(215)，另一侧设置有水槽出水口(216)；所述旋转清洗滚筒(212)依次设置

在所述喷洗去污水槽(211)底部；所述旋转波轮(213)位于所述旋转清洗滚筒(212)内底部；

所述辅助去污毛刷(214)紧贴于所述旋转清洗滚筒(212)内壁；四个所述丝杠(217)设置于

所述喷洗去污水槽(211)底部外侧的四角，所述丝杠(217)转动带动喷洗去污水槽(211)上

下往复运动。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脚

杯清洗装置(2)还包括高脚杯污渍冲洗装置(22)；所述高脚杯污渍冲洗装置(22)包括喷洗

去渍水槽(221)、蜂型喷头(222)和辅助喷头(223)；所述喷洗去渍水槽(221)位于所述定向

补偿齿轮系(1)下方；所述蜂型喷头(222)依次设置在所述喷洗去渍水槽(221)底部；所述辅

助喷头(223)分别位于所述喷洗去渍水槽(221)四周。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脚

杯清洗装置(2)还包括水渍擦干烘干装置(23)；所述水渍擦干烘干装置(23)包括烘干槽

(233)、内壁擦棒(231)和烘干器(232)；所述烘干槽(233)位于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1)下方

另一侧，所述内壁擦棒(231)依次设置在烘干槽(233)底部；所述烘干器(232)位于所述烘干

槽(233)四周。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963313 B

3



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属于清洗用具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娱乐文化和餐饮行业的迅速发展，自动化服务机械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自动化高脚杯清洗装置作为自动化餐饮行业机械的代表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目前，高脚

杯清洗方法有直接冲洗法、洗涤碱法、使用清洗剂法、超声波清洗法。直接冲洗法要求热水

不停冲洗，然后擦干，水温不宜太高，容易造成洗不净，且留有异味；洗涤碱法比较适合水晶

杯，普通玻璃杯不宜使用；使用清洗剂看似比较完美，可是同上述两种都有一个缺点，就是

需要人工清洗，耗时耗力；超声波洗碗机清洗法利用超声波，对高脚杯进行喷淋、然后吹干，

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但是在实验中我们发现由于水的清洁度不高，高脚杯外壁容易吹干，内

壁却容易留下水渍，不能普遍应用于市场。目前，国内外对高脚杯清洗装置研发不足、具有

局限性、没有稳定高效的高脚杯清洗装置。综上所述，该装置对于高脚杯的自动化清洗有着

广大的应用市场。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设计一种服务餐饮行业的

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该机器能自动化、高效率、低失误完成高脚杯的清洗，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包括定向补偿齿轮系和设置于定向补偿

齿轮系下方的高脚杯清洗装置；  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包括两相对设置的太阳行星轮装置；

所述太阳行星轮装置包括驱动装置、太阳轮同步旋转装置和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所述太

阳行星轮装置由五根连接柱连接，五根所述连接柱平行设置；所述连接柱上设置有高脚杯

夹持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包括主动轴、一号主动轮和二号主动轮；所述主动轴一端与主动电

机转轴相连接，另一端依次过盈配合所述一号主动轮和所述二号主动轮；所述太阳轮同步

旋转装置包括从动轴、二号从动轮和太阳轮；所述从动轴一端与二号从动轮中心固定连接，

另一端与太阳轮中心固定连接；  所述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包括五边一轴行星架、一号从动

轮和圆筒；所述圆筒一端固定连接在五边一轴行星架中心，另一端与所述一号从动轮中心

固定连接；所述五边一轴行星架包括五根垂直圆筒的连杆和五根平行圆筒的圆柱；所述连

杆一端固定连接在圆筒一端，另一端与圆柱固定连接；  五个行星轮分别转动连接在圆柱

上；相邻连杆之间的夹角相同；  所述一号主动轮与所述二号从动轮啮合，所述二号主动轮

与一号从动轮啮合；所述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设置于二号从动轮与所述太阳轮之间，所述

圆筒与所述从动轴套筒连接；所述行星轮与太阳轮啮合；五根所述连接柱分别与五个所述

行星轮中心固定连接。

[0006] 其中，所述一号主动轮的齿数为23，模数为5  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mm；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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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主动轮的齿数为20，模数为5  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  mm；所述一号从动轮的齿数

为26，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mm；所述二号从动轮的齿数为23，模数为5mm，压力

角为20°，齿宽为20mm；所述行星轮的齿数为24，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所述太阳轮的齿

数为80，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

[0007] 其中，所述高脚杯夹持装置包括上平板和下平板；所述上平板两侧设置有用于夹

紧上平板和下平板的夹持紧固机构；所述下平板设置有与夹持紧固装置相配合的多个定位

孔；所述下平板的上表面沿侧边均匀设置有多个贯穿下平板的限位锥形孔，所述下平板侧

面开设有多个分别与所述限位锥形孔相连通的放置卡槽；所述上平板的上平面与连接柱固

定连接。

[0008] 其中，所述上平板包括上平板上层刚性平面和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所述上平板

上层刚性平面与所述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固定连接；所述下平板包括依次设置的下平板上

层柔性平面和下平板下层刚性平面，所述下平板上层柔性平面与下平板下层刚性平面固定

连接。

[0009] 其中，所述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的下表面两侧设置有第一感应器，所述下平板上

层柔性平面的上表面两侧设置有第二感应器；所述第一感应器和第二感应器均与夹紧电机

电信号连接。

[0010] 其中，所述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的下表面设置有与杯底相匹配的凸起。

[0011] 其中，所述高脚杯清洗装置包括高脚杯污渍洗涤装置；所述高脚杯污渍洗涤装置

包括喷洗去污水槽、旋转清洗滚筒、旋转波轮、辅助去污毛刷和丝杠；所述喷洗去污水槽位

于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下方一侧；所述喷洗去污水槽一侧设有水槽进水口，另一侧设置有

水槽出水口；所述旋转清洗滚筒依次在所述喷洗去污水槽底部排开；所述旋转波轮位于所

述旋转清洗滚筒内底部；所述辅助去污毛刷紧贴于所述旋转清洗滚筒内壁；四个所述丝杠

设置于所述喷洗去污水槽底部外侧的四角，所述丝杠  转动带动喷洗去污水槽上下往复运

动。

[0012] 其中，所述高脚杯清洗装置还包括高脚杯污渍冲洗装置；所述高脚杯污渍冲洗装

置包括喷洗去渍水槽、蜂型喷头和辅助喷头；所述喷洗去渍水槽位于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

下方；所述蜂型喷头依次在所述喷洗去渍水槽底部排开；所述辅助喷头分别位于所述喷洗

去渍水槽四周。

[0013] 其中，所述高脚杯清洗装置还包括水渍擦干烘干装置；所述水渍擦干烘干装置包

括烘干槽、内壁擦棒和烘干器，所述烘干槽位于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下方另一侧；所述内壁

擦棒依次在烘干槽底部排开；所述烘干器位于所述烘干槽四周。

[0014]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为集高脚杯杯壁污渍洗涤、污渍及洗涤剂残留冲洗、杯壁的擦干和杯壁

烘干四大功能于一体的联合作业机，清洗高脚杯速度快，清洁率高。

[0016] 2、本发明可以适用于不同规格高脚杯，弥补了市场上已有机器只能对单一规格高

脚杯清洗操作的空缺。

[0017] 3、本发明整个清洗过程无需人工的参与，只需要机械的工作即可完成。

[0018] 4、本发明的高脚杯夹持装置可以一次性夹持多个杯子，提高机器运转效率，并且

利用特殊橡胶材料的柔性配合凸起限位锥形孔，自适应不同高脚杯的形状，防止在运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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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晃动。

[0019] 5、本发明的高脚杯夹持装置中感应装置于杯底置于统一平面，感应杯底受力，控

制了对不同厚度杯底的夹持力度，并防止夹持力过大将杯底夹碎或夹持力过小使高脚杯在

运动中晃动；可以在机械等领域内广泛应用。

[0020] 6、本发明的定向补偿齿轮系，既能在旋转过程中保持方向不变又能保持装置平稳

运行，并且可以在机械等领域内广泛应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定向补偿齿轮系的结构示

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太阳行星轮装置的结构示

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高脚杯夹持装置的整体结

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高脚杯夹持装置的上平板

的主视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高脚杯夹持装置的上平板

的俯视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高脚杯夹持装置的下平板

的主视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高脚杯夹持装置的下平板

的俯视图。

[0029] 图9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高脚杯污渍洗涤装置的结

构示意图；

[0030] 图10为本发明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的高脚杯污渍冲洗装置的

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附图标记表示为：

[0032] 1-定向补偿齿轮系、10-太阳行星轮装置、11-驱动装置、111-主动轴、112-一号主

动轮、113-二号主动轮、12-太阳轮同步旋转装置、121-从动轴、122-太阳轮、123-二号从动

轮、13-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131-五边一轴行星架、1311-连杆、1312-圆柱、132-行星轮、

133-一号从动轮、134-圆筒、14-连接柱、15-高脚杯夹持装置、151-上平板、1511-上平板上

层刚性平面、1512-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1513-第一感应器、1514-凸起、1515-第二感应器、

152-下平板、1521-下平板上层柔性平面、1522-下平板下层刚性平面、1523-限位锥形孔、

1524-放置卡槽、1525-定位孔、153-夹持紧固机构、2-高脚杯清洗装置、21-高脚杯污渍洗涤

装置、211-喷洗去污水槽、212-旋转清洗滚筒、213-旋转波轮、214-辅助去污毛刷、215-水槽

进水口、216-水槽出水口、217-丝杠、22-高脚杯污渍冲洗装置、221-喷洗去渍水槽、222-蜂

型喷头、223-辅助喷头、23-水渍擦干烘干装置、231-内壁擦棒、232-烘干器、233-烘干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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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34] 参见图1、图2和图3，一种多工位旋转式自动高脚杯清洗装置，包括定向补偿齿轮

系机构1和设置于定向补偿齿轮系1下方的高脚杯清洗装置2；其中，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1

包括两相对设置的太阳行星轮装置10；所述太阳行星轮装置10包括驱动装置11、太阳轮同

步旋转装置12和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13；所述太阳行星轮装置10由五根连接柱14连接，五

根所述连接柱14平行设置；所述连接柱14上设置有高脚杯夹持装置15；所述驱动装置11包

括主动轴111、一号主动轮112和二号主动轮113；所述主动轴111一端与主动电机转轴相连

接，另一端依次过盈配合所述一号主动轮112和所述二号主动轮113；所述太阳轮同步旋转

装置12包括从动轴121、二号从动轮123和太阳轮122；所述从动轴121一端与二号从动轮123

中心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太阳轮122中心固定连接；  所述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13包括五边

一轴行星架131、一号从动轮133和圆筒134；所述圆筒134一端固定连接在五边一轴行星架

131中心，另一端与所述一号从动轮133中心固定连接；所述五边一轴行星架131包括五根垂

直圆筒134的连杆1311和五根平行圆筒134的圆柱312；所述连杆1311一端固定连接在圆筒

134一端，另一端与圆柱1312固定连接；  五个行星轮132分别转动连接在圆柱1312上；相邻

连杆1311之间的夹角相同；  所述一号主动轮112与所述二号从动轮123啮合，所述二号主动

轮113与一号从动轮133啮合；所述行星轮同步旋转装置13设置于二号从动轮123与所述太

阳轮122之间，所述圆筒134与所述从动轴121套筒连接；所述行星轮132与太阳轮122啮合；

五根所述连接柱14分别与五个所述行星轮132中心固定连接；当太阳齿轮122旋转带动行星

齿轮132旋转，同时一号从动轮133旋转通过五边一轴行星架131补偿行星齿轮132旋转，使

。

[0035] 其中，所述一号主动轮112的齿数为23，模数为5  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mm；所

述二号主动轮113的齿数为20，模数为5  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  mm；所述一号从动轮

133的齿数为26，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mm；所述二号从动轮123的齿数为23，模

数为5mm，压力角为20°，齿宽为20mm；所述行星轮132的齿数为24，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

所述一个太阳轮122的齿数为80，模数为5mm，压力角为20°。

[0036] 参见图4至图8，其中，所述高脚杯夹持装置15包括上平板151和下平板152；所述上

平板151两侧设置有用于夹紧上平板151和下平板152的夹持紧固机构153；所述下平板152

设置有与夹持紧固装置153相配合的多个定位孔1525；所述下平板152的上表面沿侧边均匀

设置有多个贯穿下平板152的限位锥形孔1523，所述下平板152侧面开设有多个分别与所述

限位锥形孔1523相连通的放置卡槽1524；所述上平板151的上平面与连接柱14固定连接。

[0037] 其中，所述上平板151包括上平板上层刚性平面1511和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1512，

所述上平板上层刚性平面1511与所述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1512固定连接；所述下平板152

包括依次设置的下平板上层柔性平面1521和下平板下层刚性平面1522，所述下平板上层柔

性平面1521与下平板下层刚性平面1522固定连接。

[0038] 其中，所述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1512的下表面两侧设置有第一感应器1513，所述

下平板上层柔性平面1521的上表面两侧设置有第二感应器1515；所述第一感应器1513和第

二感应器1515均与夹紧电机电信号连接。

[0039] 其中，所述上平板下层柔性平面1512的下表面设置有与杯底相匹配的凸起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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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参见图9，其中，所述高脚杯清洗装置2包括高脚杯污渍洗涤装置21；所述高脚杯污

渍洗涤装置21包括喷洗去污水槽211，所述喷洗去污水槽211位于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1下

方一侧；所述喷洗去污水槽211一侧设有水槽进水口215，另一侧设置有水槽出水口216；旋

转清洗滚筒212，三个所述旋转清洗滚筒212依次在所述喷洗去污水槽211底部排开，所述旋

转清洗滚筒212内设有滚筒进水口和滚筒出水口；旋转波轮213，所述旋转波轮213位于所述

旋转清洗滚筒212内底部，工作时带动水流旋转，冲刷杯壁；辅助去污毛刷214，所述辅助去

污毛刷214紧贴于所述旋转清洗滚筒212内壁，工作时随旋转清洗滚筒一起旋转，去除杯壁

上污渍；丝杠217，四个所述丝杠217设置于所述喷洗去污水槽211底部外侧的四角，所述丝

杠217 转动带动喷洗去污水槽211上下往复运动。

[0041] 参见图10，其中，所述高脚杯清洗装置2还包括高脚杯污渍冲洗装置22；所述高脚

杯污渍冲洗装置22包括喷洗去渍水槽221，所述喷洗去渍水槽221位于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

1下方；蜂型喷头222，所述三个蜂型喷头222依次在所述喷洗去渍水槽221底部排开；辅助喷

头223，所述八个辅助喷头223分别位于所述喷洗去渍水槽221四周。工作时蜂型喷头222和

辅助喷头223同时向高脚杯喷射水柱冲刷高脚杯。

[0042] 参见图1，其中，所述高脚杯清洗装置2还包括水渍擦干烘干装置23；所述水渍擦干

烘干装置23包括烘干槽233，所述烘干槽233位于所述定向补偿齿轮系1下方另一侧内壁擦

棒231，所述内壁擦棒231依次在烘干槽233底部排开，工作时旋转擦净高脚杯内壁；烘干器

232，所述烘干器232位于所述烘干槽233四周。工作时，内壁擦棒231转动擦干内杯壁水渍，

烘干器232烘干外杯壁上水渍。

[004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

[0044] 高脚杯悬挂后，行星轮132在太阳轮122的带动和一号从动轮133带动下开始旋转，

当杯子转动到喷洗去污水槽211上方时，停止转动，喷洗去污水槽211在丝杠217作用下上

升，高脚杯正好伸入旋转清洗滚筒212内，旋转清洗滚筒212和旋转波轮213转动，水流在旋

转波轮213带动下开始旋转，冲刷杯壁，同时紧贴于旋转清洗滚筒212内壁的辅助去污毛刷

214擦洗外杯壁，清洗过程完毕后，喷洗去污水槽211在丝杠217作用下下降，高脚杯脱出。行

星轮132开始转动，当高脚杯转动至喷洗去渍水槽221上方时停止转动，蜂型喷头222和辅助

喷头223同时开始喷水，冲刷杯子，冲刷结束。行星轮132开始转动，当高脚杯转动至内壁擦

棒231上方时停止转动，内壁擦棒231开始转动，擦净内壁水，同时烘干器232工作，杯壁上水

渍擦干烘干后，内壁擦棒231，烘干器232停止工作。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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