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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属干粒釉料、金属光泽

瓷砖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金属干粒釉料包括金属

干粒以及悬浮剂；所述金属干粒包括SiO2、Al2O3、

CaO、MgO、K2O、Na2O、B2O3、Cr2O3、NiO、CoO、Fe2O3、

CuO、SnO2、MnO；所述金属干粒釉料通过对基础釉

料以及其它组分的协同优化，无需使用含铅这一

种对人体、环境有危害的金属元素即可使釉料的

稳定性好，耐腐蚀性能佳，抛光后的瓷砖砖面在

光照下具有强烈的金属光泽，而且硬度达到6级、

耐磨2100转以上；所述瓷砖的制备方法简单，一

次烧成，有利于砖坯、面釉层、金属干粒釉层的同

时成熟，有利于中间层的形成，提高瓷砖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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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干粒釉料，其特征在于，包括金属干粒以及悬浮剂；所述金属干粒按重量份

计算包括如下组分：30～33份SiO2、9～11份Al2O3、0.5～2份CaO、0.2～0.8份MgO、0.5～2份

K2O、1～2.5份Na2O、2～3.5份B2O3、0～0.05份Cr2O3、2～5份NiO、0～0.05份CoO、0.1～0.5份

Fe2O3、32～36份CuO、3.5～5.5份SnO2、0～0.05份MnO。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CuO的粒径为150-200目；所

述NiO的粒径为80-1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CuO的粒径分别为150、170、

200目；其中，150目∶170目∶200目的重量比为2∶(0.5-1.5)∶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浮剂为甲基乙二醇、羧甲

基纤维素钠、聚甲基硅氧烷中的一种；所述金属干粒与悬浮剂的重量比为1∶(2-3)。

5.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干粒釉料的比重为

1.15-1.22g/cm3；流速为35-50s。

6.一种金属光泽瓷砖，其特征在于，从上至下依次为：砖坯层、面釉层、印花层和金属干

粒釉层；所述金属干粒釉层由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烧制而成；所述烧制

温度为1250-1300℃，烧成周期为60-70min。

7.一种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了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金

属干粒釉料；所述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制备金属干粒釉料：按上述重量比称取各原料，湿法球磨成浆料，将浆料过筛、陈腐

后制得金属干粒釉料；

S2.在干燥、喷水后的砖坯上布施面釉，得面釉层；

S3.在步骤S2的砖面上印花，得印花层；

S4.在步骤S3的砖面上布施金属干粒釉料，得金属干粒釉层；

S5.烧制、抛光即得金属光泽瓷砖。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采用钟

罩淋釉的方式布施所述金属干粒釉料；淋釉量为94-140g/m2。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的面釉

按重量份计算，包括如下组分：47～50份SiO2、8～11份Al2O3、8～11份CaO、3.5～4份MgO、3.5

～4份K2O、1.0～1.5份Na2O、8～11份BaO、7～10份ZnO、1～2份SrO。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面釉的比重为

1.85-1.90g/cm3；采用钟罩淋釉的方式布施所述面釉，其淋釉量为375-435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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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干粒釉料、金属光泽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釉料、瓷砖及其制备方法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金属干粒釉料、金

属光泽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干粒釉料是陶瓷产业釉料中的一种特殊的艺术釉，主要布施于仿古砖上，也

有布施于瓷罐、花瓶或艺术瓷上。添加金属干粒釉料的瓷砖表面不仅能呈现出金属质感的

光泽，并能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使用金属干粒釉料不仅能产生金属般高雅、华丽的外观

效果，而且能增强瓷砖釉面的化学稳定性以及对酸碱的耐受性。

[0003] 近年来，因金属干粒釉面的高雅、厚重的气质备受陶瓷行业和消费者的青睐，为了

获得光泽较好的釉面效果，需要使用含铅的熔块釉，但是铅属于三大重金属污染物之一，是

一种危害人体健康、环境的重金属元素，因而，这类产品已经被逐渐淘汰。

[0004] 可见，现有技术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铅的金属干粒釉

料、金属光泽瓷砖及其制备方法，旨在解决上述问题。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金属干粒釉料，包括金属干粒以及悬浮剂；所述金属干粒按重量份计算包括

如下组分：30～33份SiO2、9～11份Al2O3、0.5～2份CaO、0.2～0.8份MgO、0.5～2份K2O、1～

2.5份Na2O、2～3.5份B2O3、0～0.05份Cr2O3、2～5份NiO、0～0.05份CoO、0.1～0.5份Fe2O3、32

～36份CuO、3.5～5.5份SnO2、0～0.05份MnO。

[0008] 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中，所述CuO的粒径为150-200目；所述NiO的粒径为80-100

目。

[0009] 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中，所述CuO的粒径分别为150、170、200目；其中，150目∶170

目∶200目的重量比为2∶(0.5-1.5)∶1。

[0010] 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中，所述悬浮剂为甲基乙二醇、羧甲基纤维素钠、聚甲基硅氧

烷中的一种；所述金属干粒与悬浮剂的重量比为1∶(2-3)。

[0011] 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中，所述金属干粒釉料的比重为1.15-1.22g/cm3；流速为35-

50s。

[0012] 一种金属光泽瓷砖，从上至下依次为：砖坯层、面釉层、印花层和金属干粒釉层；所

述金属干粒釉层由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烧制而成；所述烧制温度为1250-1300℃，烧成周期

为60-70min。

[0013] 一种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采用了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所述金属光泽瓷砖

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S1.制备金属干粒釉料：按上述重量比称取各原料，湿法球磨成浆料，将浆料过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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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腐后制得金属干粒釉料；

[0015] S2.在干燥、喷水后的砖坯上布施面釉，得面釉层；

[0016] S3.在步骤S2的砖面上印花，得印花层；

[0017] S4.在步骤S3的砖面上布施金属干粒釉料，得金属干粒釉层；

[0018] S5.烧制、抛光即得金属光泽瓷砖。

[0019] 所述的金属光泽瓷砖中，所述步骤S3中采用钟罩淋釉的方式布施所述金属干粒釉

料；淋釉量为94-140g/m2。

[0020] 所述的金属光泽瓷砖中，所述步骤S2中的面釉按重量份计算，包括如下组分：47～

50份SiO2、8～11份Al2O3、8～11份CaO、3.5～4份MgO、3.5～4份K2O、1.0～1.5份Na2O、8～11份

BaO、7～10份ZnO、1～2份SrO。

[0021] 所述的金属光泽瓷砖中，所述面釉的比重为1.85-1 .90g/cm3；采用钟罩淋釉的方

式布施所述面釉，其淋釉量为375-435g/m2。

[0022] 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金属干粒釉料、金属光泽瓷砖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金属干粒釉

料通过对基础釉料以及其它组分的协同优化，无需使用含铅这一种对人体、环境有危害的

金属元素即可使釉料的稳定性好，耐腐蚀性能佳，抛光后的瓷砖砖面在光照下具有强烈的

金属光泽，而且硬度达到6级、耐磨2100转以上；所述瓷砖的制备方法简单，一次烧成，有利

于砖坯、面釉层、金属干粒釉层的同时成熟，有利于中间层的形成，提高瓷砖的刚性。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金属光泽瓷砖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所述的金属光泽瓷砖的工艺流程图。

[0026] 图3为实施例1制得的金属光泽瓷砖无直射光下的示意图。

[0027] 图4为实施例1制得的金属光泽瓷砖在灯光下的示意图。

[0028] 图5为实施例2制得的金属光泽瓷砖在灯光下的示意图。

[0029] 图6为实施例3制得的金属光泽瓷砖在灯光下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发明提供一种金属干粒釉料、金属光泽瓷砖及其制备方法，为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参照附图并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

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1] 本发明提供一种金属干粒釉料，包括金属干粒以及悬浮剂；所述金属干粒按重量

份计算包括如下组分：30～33份SiO2、9～11份Al2O3、0.5～2份CaO、0.2～0.8份MgO、0.5～2

份K2O、1～2.5份Na2O、2～3.5份B2O3、0～0.05份Cr2O3、2～5份NiO、0～0.05份CoO、0.1～0.5

份Fe2O3、32～36份CuO、3.5～5.5份SnO2、0～0.05份MnO。

[0032] SiO2、Al2O3、CaO、MgO、K2O、Na2O为基础釉料，在基础釉料中加入Cr、Ni、Co、Fe、Cu、

SnO2、Mn等过渡金属氧化物，过渡金属氧化物通常具有颜色，Cr2O3为浅至深绿色细小六方形

结晶，NiO为绿黑色立方结晶，Fe2O3为红色或深红色无定型粉末，CuO为黑到棕黑色无定形结

晶性粉末，在高温下容易分解为黄色的氧化亚铜，MnO为草绿或灰绿色立方晶系粉末；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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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下的物质在高温下达到饱和，析出晶体，烧制后金属干粒釉层呈现黄色，抛光后具有金

属光泽质感，装饰效果极佳。B2O3可与若干种金属氧化物化合而形成具有特征颜色的硼玻

璃，增加B2O3与其他组分的混溶能力，提供色彩更为丰富的金属光泽。SnO2对可见光具有良

好的通透性，化学性能稳定，具有特定的反射红外线辐射等特点，具有提高金属干粒釉层通

透性，有利于光线进入金属干粒釉层，使金属光泽的折射率更高。通过基础釉料以及其它组

分的协同优化，使金属干粒釉料的稳定性好，耐腐蚀性能佳；抛光后的具有强烈的金属光

泽，与基础釉层的光泽形成反差，提升哑光金属光泽的效果。进一步的，上述成分中不含有

对人体、环境有危害的铅，避免了添加铅的釉料在生产过程中对人体、环境等造成的影响。

[0033] 进一步的，所述CuO的粒径为150-200目；所述NiO的粒径为80-100目。金属元素不

同，抛光后的金属光泽反射的光泽颜色不同，通过不同粒径CuO、NiO的协同配合，使呈现出

不同的金属光泽颜色，提高装饰效果。

[0034] 进一步的，所述CuO的粒径分别为150、170、200目；其中，150目∶170目∶200目的重

量比为2∶(0.5-1.5)∶1。CuO是一种黑色的氧化物，其作为金属光泽的主体成分，在常温下呈

黑色，在高温下分解为黄色的氧化亚铜，通过不同目数的协同配合，不至于使目数小的CuO

含量多，使光照下的金属光泽过于密集；不至于使目数大的CuO含量多，使光照下的金属光

泽过于稀疏，达不到金属光泽闪闪发亮的视觉效果。

[0035] 进一步的，所述悬浮剂为甲基乙二醇、羧甲基纤维素钠、聚甲基硅氧烷中的一种；

所述金属干粒与悬浮剂的重量比为1∶(2-3)。所述悬浮剂为有机物悬浮剂，可提高金属干粒

的悬浮能力，降低其沉降的速度，使金属干粒釉料流动性佳，易于流平，避免组分沉淀、团聚

带来的砖面局部地方金属光泽较强，局部地方金属光泽较弱，使砖面金属光泽分布不均匀

的现象发生。上述金属干粒与悬浮剂的比例

[0036] 进一步的，所述金属干粒釉料的比重为1.15-1.22g/cm3；流速为35-50s。金属干粒

釉料的比重对施釉时间和釉层厚度有重要影响。釉料比重大，较短时间即可获得较厚的釉

层，但是釉料比重过大，即金属干粒釉料中的固体成分含量高，布施上述釉料，容易导致金

属光泽过于强烈，达不到最佳的视觉效果，还容易造成釉层厚度不均，影响光线的反射、折

射，进而影响整体的视觉效果；釉料比重小，要达到一定厚度的釉层需多次施釉或长时间施

釉，提高生产成本。釉料的流速与釉料的粘度、流动性等有关；流速慢，即粘度大、流动性差，

釉料流平后的效果差，影响砖面的平整度；而流速快，影响金属干粒附着在砖面的效果、施

釉的时间，还容易造成釉层与面釉层分层，影响瓷砖的整体强度。上述比重和流速的范围最

为合适，有利于釉料的布施。

[0037] 请参阅图1，一种金属光泽瓷砖，从上至下依次为：砖坯层1、面釉层2、印花层3和金

属干粒釉层4；所述金属干粒釉层4由所述的金属干粒釉料烧制而成；所述烧制温度为1250-

1300℃，烧成周期为60-70min。过高的烧制温度，瓷砖容易发生变形，釉料粘度变大，不利于

排气，釉面容易出现起泡、针孔或流釉的现象，影响釉层的质量、透明度、耐酸碱、耐腐蚀、抗

污等性能；而烧制温度过低，瓷砖的瓷化效果不完全，容易降低产品的强度；CuO的熔点为

1326℃，上述烧制温度使CuO处于熔融状态，高温下黑色的CuO分解为氧化亚铜，使金属干粒

釉层4呈现出亮丽的黄色；上述烧制温度比Cr2O3、Fe2O3、NiO、SnO2的熔点低，不会使上述具有

金属光泽的金属烧熔，保持其自身较强的光泽感。通过上述金属氧化物的协同配合，使砖面

呈现出多彩的金属光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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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请参阅图2，一种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了所述的金属干粒

釉料；所述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9] (1)制备金属干粒釉料：按上述重量比称取各原料，湿法球磨成浆料，将浆料过筛、

陈腐后制得金属干粒釉料；

[0040] (2)在干燥、喷水后的砖坯上布施面釉，得面釉层2；

[0041] (3)在面釉层上印花，得印花层3；

[0042] (4)在印花层上布施金属干粒釉料，得金属干粒釉层4；

[0043] (5)烧制、抛光即得金属光泽瓷砖。

[0044] 进一步的，按重量份计算，所述砖坯包括如下组分：65～67份SiO2、19～21份Al2O3、

1.9～2.5份Na2O、2.3～3.3份K2O、0.6～1.2份MgO、CaO小于等于1份，Fe2O3、TiO2总份数小于

等于1份。上述砖坯保证产品的基础强度；上述砖坯的膨胀系数为210～220，在干燥和烧制

过程中，不会出现较大的体积变化，降低砖坯收缩的几率，减少废品的产生。

[0045]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次干燥时干燥窑尾砖坯温度为80-90℃，第一次干燥，挥发

砖坯的水分，排除自由水，提高砖坯的强度，减少裂坯和炸砖；喷水前砖坯温度为70-80℃，

上述砖坯温度，有利于砖坯砖面上的毛细孔打开，提高面釉的渗入速度和深度，使砖面整体

的图案和纹理更加清晰，效果更加丰富，且上述砖坯温度，使毛细孔吸釉更为均匀，面釉层

更为平整；喷水量为75-94g/m2，上述喷水范围，不仅能提高砖坯与面釉的结合能力，降低开

裂几率，还能避免喷水过多，过多的水分渗入毛细孔中，提高砖坯的水分，降低第一次干燥

的效果，提高生产成本。

[0046] 进一步的，采用钟罩淋釉的方式布施所述金属干粒釉料；淋釉量为94-140g/m2。

(相当于规格为800×800mm的瓷砖，其布施量为50-80g)；淋所述金属干粒釉料前砖面的温

度为50-60℃，控制砖面温度在上述范围，有利于提高金属干粒釉料与面釉的结合程度，降

低裂砖发生的几率；采用钟罩淋釉的方式布施金属干粒釉料，使金属干粒釉料更均匀地在

面釉层上流平，提高砖面的平整度，使镜面效果超平。当釉料比重一定时，淋釉量影响釉层

的厚度，与面釉层的结合程度，影响中间晶体层的形成，进而影响釉面砖的通透性、光线的

进入数量、折射情况、印花层的发色和光泽度等性能，上述淋釉量最为合适，使金属光泽的

视觉效果最佳。

[0047] 进一步的，所述面釉按重量份计算，包括如下组分：47～50份SiO2、8～11份Al2O3、8

～11份CaO、3.5～4份MgO、3.5～4份K2O、1.0～1.5份Na2O、8～11份BaO、7～10份ZnO、1～2份

SrO。上述面釉的透明度高、与砖坯的结合能力佳，形成的中间层较厚，釉面平整，为后续布

施金属干粒釉料提供一个光滑平整的釉面。

[0048] 进一步的，所述面釉的比重为1.85-1 .90g/cm3；采用钟罩淋釉的方式布施所述面

釉，其淋釉量为375-435g/m2(相当于规格为400×400mm的瓷砖，其布施量为60-70g)；上述

性能最为合适，有利于形成厚度合适、粘度、流动性佳的保护面釉层，提高瓷砖整体的视觉

效果。

[0049] 实施例1

[0050] 一种金属干粒釉料，包括金属干粒以及羧甲基纤维素钠；其重量比为1∶3；所述金

属干粒按重量份计算包括如下组分：31.72份SiO2、9份Al2O3、1.4份CaO、0.8份MgO、1.46份

K2O、1份Na2O、2.78份B2O3、0.05份Cr2O3、4.02份NiO、0.32份Fe2O3、36份CuO、4.78份SnO2。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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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O的粒径为150-200目；所述NiO的粒径为90目。所述CuO的粒径分别为150、170、200目；其

中，150目∶170目∶200目的重量比为2∶1.5∶1。所述金属干粒釉料的比重为1.20g/cm3；流速

为35s。

[0051] 一种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2] (1)制备金属干粒釉料：按上述重量比称取各原料，湿法球磨成浆料，将浆料过筛、

陈腐后制得金属干粒釉料；

[0053] (2)在第一次干燥、喷水后的砖坯上布施面釉，得面釉层；所述面釉按重量份计算，

包括如下组分：49份SiO2、11份Al2O3、10份CaO、3.5份MgO、3.8份K2O、1.5份Na2O、8份BaO、8.8

份ZnO、2份SrO。比重为1.87g/cm3；其淋釉量为375g/m2。

[0054] (3)在面釉层上印花，得印花层；

[0055] (4)在印花层上布施金属干粒釉料，得金属干粒釉层；淋釉量为120g/m2。

[0056] (5)第二次干燥、烧制、抛光即得金属光泽瓷砖；所述烧制温度为1300℃，烧成周期

为65min。

[0057] 实施例2

[0058] 一种金属干粒釉料，包括金属干粒以及甲基乙二醇；其重量比为1∶2.5；所述金属

干粒按重量份计算包括如下组分：30份SiO2、10.5份Al2O3、0.5份CaO、0.4份MgO、2份K2O、

1.78份Na2O、2份B2O3、0.02份Cr2O3、5份NiO、0.05份CoO、0.1Fe2O3、34.76份CuO、5.5份SnO2、

0.01份MnO。所述CuO的粒径为150-200目；所述NiO的粒径为80目。所述CuO的粒径分别为

150、170、200目；其中，150目∶170目∶200目的重量比为2∶1∶1。所述金属干粒釉料的比重为

1.22g/cm3；流速为50s。

[0059] 一种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0] (1)制备金属干粒釉料：按上述重量比称取各原料，湿法球磨成浆料，将浆料过筛、

陈腐后制得金属干粒釉料；

[0061] (2)在第一次干燥、喷水后的砖坯上布施面釉，得面釉层；所述面釉按重量份计算，

包括如下组分：47份SiO2、8份Al2O3、11份CaO、3.7份MgO、3.5份K2O、1.3份Na2O、10.2份BaO、7

份ZnO、1.3份SrO。比重为1.85g/cm3；其淋釉量为410g/m2。

[0062] (3)在面釉层上印花，得印花层；

[0063] (4)在印花层上布施金属干粒釉料，得金属干粒釉层；淋釉量为140g/m2。

[0064] (5)第二次干燥、烧制、抛光即得金属光泽瓷砖；所述烧制温度为1270℃，烧成周期

为60min。

[0065] 实施例3

[0066] 一种金属干粒釉料，包括金属干粒以及聚甲基硅氧烷；其重量比为1∶3；所述金属

干粒按重量份计算包括如下组分：33份SiO2、11份Al2O3、2份CaO、0.2份MgO、0.5份K2O、2.5份

Na2O、3.5份B2O3、2份NiO、0.01份CoO、0.5份Fe2O3、32份CuO、3.5份SnO2、0.05份MnO。所述CuO

的粒径为150-200目；所述NiO的粒径为100目。所述CuO的粒径分别为150、170、200目；其中，

150目∶170目∶200目的重量比为2∶0.5∶1。所述金属干粒釉料的比重为1.15g/cm3；流速为

45s。

[0067] 一种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8] (1)制备金属干粒釉料：按上述重量比称取各原料，湿法球磨成浆料，将浆料过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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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腐后制得金属干粒釉料；

[0069] (2)在第一次干燥、喷水后的砖坯上布施面釉，得面釉层；所述面釉按重量份计算，

包括如下组分：50份SiO2、9.5份Al2O3、8份CaO、4份MgO、4份K2O、1.0份Na2O、11份BaO、10份

ZnO、1份SrO。比重为1.90g/cm3；其淋釉量为435g/m2。

[0070] (3)在面釉层上印花，得印花层；

[0071] (4)在印花层上布施金属干粒釉料，得金属干粒釉层；淋釉量为94g/m2。

[0072] (5)第二次干燥、烧制、抛光即得金属光泽瓷砖；所述烧制温度为1250℃，烧成周期

为70min。

[0073] 对比例

[0074] 一种金属干粒釉料，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所述CuO的粒径为100目。

一种金属光泽瓷砖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

[0075] 参见图3-6可知，在无直射光照射下，砖面为哑光，在有光照下，砖面呈闪闪发亮的

金属光泽，金属光泽强烈，装饰效果极佳；经测定，实施例1-3的莫氏硬度达到6级，耐磨达到

2100转以上，防污性能佳；根据GB/T3810.13-2016《陶瓷砖试验方法第13部分：耐化学腐蚀

性的测定》对实施例1-3进行测定，耐家庭化学试剂和游泳池盐类为GA级；耐低浓度酸和碱：

盐酸GLA级、氢氧化钾GLB级、柠檬酸GLA级；耐高浓度酸和碱：盐酸GHA级、氢氧化钾GHB级、乳

酸GHA级。

[0076] 而对比例因CuO的目数较小，即粒径较大，在上述的烧制温度下，较大粒径的CuO熔

融程度低，导致CuO不能完全分解为氧化亚铜，使砖面发灰，颜色不如实施例1艳丽；而且，在

光照下，其砖面的金属光泽较为稀疏，连片的金属光泽视觉效果较差。

[0077] 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

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11847877 A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9

CN 111847877 A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0

CN 111847877 A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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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2

CN 111847877 A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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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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