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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锚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

张拉锁紧锚杆；包括外杆、密封块、推杆、固定倒

刺和推动装置；密封块位于外杆内部，且密封块

上开设有通孔；推杆的截面形状为剑状，推杆的

端部与推动装置卡接；外杆的外圈上设有若干一

号孔，且同一侧处的一号孔均匀排布；固定倒刺

均位于一号孔内；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

过向外杆内填充水泥，且不断利用推动装置对外

杆内的水泥进行挤压，使得外杆内的水泥变得更

夯实，增大外杆的强度，避免锚杆的断裂，减少事

故的发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4页

CN 109882226 B

2020.10.27

CN
 1
09
88
22
26
 B



1.一种张拉锁紧锚杆，其特征在于：包括外杆(1)、密封块(2)、推杆(3)、固定倒刺(4)和

推动装置；所述密封块(2)位于外杆(1)内部，且密封块(2)上开设有通孔，通孔用于水泥的

通入；所述推杆(3)的截面形状为剑状，推杆(3)的端部与推动装置卡接，且推动装置位于外

杆(1)的外部，在将水泥从密封块(2)上的通孔通入到外杆(1)内时，通过推动装置和推杆

(3)间的相互配合，推动密封块(2)，使得外杆(1)内的水泥变得更夯实；所述外杆(1)的外圈

上设有若干一号孔，且同一侧处的一号孔均匀排布；所述固定倒刺(4)均位于一号孔内，且

固定倒刺(4)的外壁与一号孔的内壁固连，固定倒刺(4)用于将锚杆定位于钻好的孔内，并

保证外杆(1)的居中，实现锚杆的支撑作用；

所述固定倒刺(4)的截面形状为梯形状，且该梯形状固定倒刺(4)的开口向内，固定倒

刺(4)由橡胶外壳(41)和金属外壳(42)组成；所述橡胶外壳(41)位于金属外壳(42)的内侧，

且橡胶外壳(41)外壁与金属外壳(42)内壁固连，金属外壳(42)上设有连通孔(43)，橡胶外

壳(41)内设有一号通道(44)，一号通道(44)内装有水，一号通道(44)、橡胶外壳(41)和连通

孔(43)之间利用砂孔连通，初始状态下，橡胶外壳(41)与连通孔(43)不连通，且一号通道

(44)内的水不流出，通过连通孔(43)将水泥通入到外杆(1)与孔内的缝隙中；

每个所述固定倒刺(4)的端部设有一对转动板(5)；两所述转动板(5)转动安装在固定

倒刺(4)上，初始状态下，两转动板(5)分别与固定倒刺(4)的外壁贴合，通过水泥从连通孔

(43)处挤出，推动两转动板(5)转动，增大与钻好孔间的接触面积；

所述转动板(5)上均匀设有一组卡紧单元(6)；所述卡紧单元(6)用于防止锚杆的脱落，

卡紧单元(6)包括限位块(61)和卡紧倒刺(62)；所述限位块(61)固连在转动板(5)上；所述

卡紧倒刺(62)铰接在转动板(5)上，且卡紧倒刺(62)位于两限位块(61)间，通过限位块(61)

与卡紧倒刺(62)间的相互配合，避免锚杆的脱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张拉锁紧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紧倒刺(62)的截面形

状由一号圆弧(621)、二号圆弧(622)、三号圆弧(623)和四号圆弧(624)组成；所述一号圆弧

(621)一端与三号圆弧(623)连接，连接处平滑过渡，一号圆弧(621)另一端与二号圆弧

(622)连接，连接处形成尖端；所述三号圆弧(623)一端与四号圆弧(624)连接，连接处形成

尖端，三号圆弧(623)另一端与二号圆弧(622)连接，连接处平滑过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张拉锁紧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二号圆弧(622)与四号

圆弧(624)间的夹角为60°。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张拉锁紧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紧倒刺(62)由安装块

(63)、一号绳(64)、二号绳(65)、一号折叠弹簧(66)和二号折叠弹簧(67)组成；所述安装块

(63)铰接在转动板(5)上；所述一号绳(64)和二号绳(65)的一端固连在安装块(63)上，另一

端相互连接；所述一号折叠弹簧(66)卡在一号绳(64)和安装块(63)的区域内；所述二号折

叠弹簧(67)卡在二号绳(65)和安装块(63)的区域内；所述限位块(61)上开设有刃口；通过

卡紧倒刺(62)转动，利用限位块(61)上的刃口将一号绳(64)剪断，使得一号折叠弹簧(66)

和二号折叠弹簧(67)展开，增大卡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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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张拉锁紧锚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锚杆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张拉锁紧锚杆。

背景技术

[0002] 锚杆是矿井主要的支护形式，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形，如注

浆锚杆、自钻锚杆、玻璃钢锚杆、树脂锚杆等。然而，在现场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由于锚杆自

身的抗拉强度不够、抗剪能力差等因素很容易发生失效，给矿井安全生产带来很大的威胁，

且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给煤矿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在矿井巷道的支护过程中，根据

不同的情况和位置多采用锚杆-喷浆、锚杆-防护网-锚索、锚杆-注浆-防护网-锚索等联合

支护形式。然而，在围岩应力高、破碎范围大、底板离层严重的巷道，由于锚杆自身不可弯

曲、与围岩摩擦力小等原因，不能达到理想的锚固效果。

[0003] 由于普通锚杆抗拉刚度大、抗剪能力差，不能提供足够的弹性变形。在软岩、高应

力等环境下，由于普通锚杆的自身特性不能适应，产生锚杆与围岩拉脱、锚杆被拉断、托盘

失效、注浆体拉裂或压碎、粘结失效失锚等。

[0004] 为了在采动影响剧烈、岩层错动、地应力大时，充分发挥围岩自身的承载能力，锚

杆应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强度。特别是在岩层发生错动时，锚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适应岩层

的移动，能够在发生横向和纵向变形时仍能发挥锚杆自身的性能是值得研究且十分必要。

[0005] 目前，通过对锚杆的改进，有如膨胀锚杆、膨胀可伸长长锚杆、管缝式锚杆、弹柔锚

杆等的出现，这些锚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各自的缺陷，因此，设计了另一种锚杆，但是该锚

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该锚杆的强度不高，在对矿井进行支撑时，锚杆容易发生断裂，且需

要对锚杆进行检测和更换，既增加了后续的操作时间，又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

该锚杆不能紧密的与钻好的孔间进行贴合，使得锚杆在对矿井支撑时，容易发生晃动，影响

锚杆的支撑效果；使得该技术方案受到限制。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解决锚杆强度不高和锚杆易晃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

了一种张拉锁紧锚杆。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张拉锁紧锚杆，

包括外杆、密封块、推杆、固定倒刺和推动装置；所述密封块位于外杆内部，且密封块上开设

有通孔，通孔用于水泥的通入；所述推杆的截面形状为剑状，推杆的端部与推动装置卡接，

通过采用卡接，在利用推动装置对外杆内的水泥进行挤压完成后，便于推动装置的拿取，使

得一个推动装置，实现多个锚杆的安装，且推动装置位于外杆的外部，在将水泥从密封块上

的通孔通入到外杆内时，通过推动装置和推杆间的相互配合，推动密封块，使得外杆内的水

泥变得更夯实；所述外杆的外圈上设有若干一号孔，且同一侧处的一号孔均匀排布；所述固

定倒刺均位于一号孔内，且固定倒刺的外壁与一号孔的内壁固连，固定倒刺用于将锚杆定

位于钻好的孔内，并保证外杆的居中，实现锚杆的支撑作用；在采用本发明的张拉锁紧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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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首先，在矿井的岩壁上钻好孔，然后将该张拉锁紧锚杆放入到钻好的孔内，接着通过密

封块上的通孔将水泥灌入到外杆内，待外杆内的水泥与密封块接触时，将推杆的一端插入

到密封块内的通孔内，避免外杆内的水泥从密封块上的通孔处回流出来，然后通过推动装

置对推杆施加推力，推杆挤压着密封块向远离推动装置的一侧运动，减小外杆内的体积，并

使得外杆内的水泥变得更夯实，待外杆内的体积不在变化时，反向驱动推动装置，并将推杆

拿离密封块上的通孔，继续向外杆内灌入水泥，并利用推动装置继续对外杆内的水泥进行

挤压，待外杆内完全填充满水泥后，停止向外杆内灌入水泥，并将推动装置拿离该锚杆，通

过向外杆内灌入水泥，增加外杆的强度，实现锚杆对矿井的安全支撑。

[0008] 优选的，所述固定倒刺的截面形状为梯形状，且该梯形状固定倒刺的开口向内，固

定倒刺由橡胶外壳和金属外壳组成；所述橡胶外壳位于金属外壳的内侧，且橡胶外壳外壁

与金属外壳内壁固连，金属外壳上设有连通孔，橡胶外壳内设有一号通道，一号通道内装有

水，一号通道、橡胶外壳和连通孔之间利用砂孔连通，初始状态下，橡胶外壳与连通孔不连

通，且一号通道内的水不流出，通过连通孔将水泥通入到外杆与孔内的缝隙中；本发明通过

此种设计，一方面，在利用推动装置对外杆内的水泥进行挤压中，使得外杆内的一部分水泥

从连通孔处挤出，实现对外杆外壁与钻好孔间缝隙的填充，增强其稳定性；同时，此设计增

大了水泥挤出的力度，使得水泥挤出的更远，实现对多处缝隙的填充，且能够形成倒刺，从

而提高了该锚杆的实用性；另一方面，通过此种设计，使得一号通道内的水喷出，避免水泥

过早的干燥，通过喷出的水对水泥进行湿润，使水泥发挥更好的作用。

[0009] 优选的，每个所述固定倒刺的端部设有一对转动板；两所述转动板转动安装在固

定倒刺上，初始状态下，两转动板分别与固定倒刺的外壁贴合，通过水泥从连通孔处挤出，

推动两转动板转动，增大与钻好孔间的接触面积；本发明通过此种设计，在水泥从连通孔处

挤出时，挤出的水泥作用于转动板，并推动转动板转动，使得转动板与钻好孔的内壁间紧密

贴合，既增加了其接触面积，又提高了两者间的摩擦力，避免锚杆的脱落，提高了锚杆的稳

定性。

[0010] 优选的，所述转动板上均匀设有一组卡紧单元；所述卡紧单元用于防止锚杆的脱

落，卡紧单元包括限位块和卡紧倒刺；所述限位块固连在转动板上；所述卡紧倒刺铰接在转

动板上，且卡紧倒刺位于两限位块间，通过限位块与卡紧倒刺间的相互配合，避免锚杆的脱

落；本发明通过此种设计，一方面，在转动板转动到与钻好孔的内壁在同一平面时，通过卡

紧单元作用，增大与钻好孔壁间的卡紧力，避免转动板的晃动，且能使水泥更好的作用于转

动板，使得转动板紧密与钻好孔的孔壁接触，提高锚杆支撑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限位

块对卡紧倒刺的转动进行限位，避免卡紧倒刺转动幅度过大，失去对矿井岩壁的再卡紧，从

而提高了该锚杆的实用性。

[0011] 优选的，所述卡紧倒刺采用一体成型，卡紧倒刺的截面形状由一号圆弧、二号圆

弧、三号圆弧和四号圆弧组成；所述一号圆弧一端与三号圆弧连接，连接处平滑过渡，一号

圆弧另一端与二号圆弧连接，连接处形成尖端；所述三号圆弧一端与四号圆弧连接，连接处

形成尖端，三号圆弧另一端与二号圆弧连接，连接处平滑过渡；本发明通过此种设计，利用

此截面形状的卡紧倒刺，对矿井的岩壁进行紧密卡紧，提高锚杆支撑的稳定性；在水泥推动

转动板转动的过程中，使得a端的卡紧倒刺插入到矿井的岩壁上，同时，矿井的岩壁给予a端

卡紧倒刺一反向作用力，由于卡紧倒刺铰接在转动板上，使得卡紧倒刺发生转动，并使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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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卡紧倒刺插入到矿井的岩壁上。

[0012] 优选的，所述二号圆弧与四号圆弧间的夹角为60°；本发明通过此种设计，使得卡

紧倒刺更紧密的插入到矿井的岩壁上，且使得安装后锚杆的位置唯一，避免锚杆的晃动，提

高了锚杆支撑的稳定性。

[0013] 优选的，所述卡紧倒刺由安装块、一号绳、二号绳、一号折叠弹簧和二号折叠弹簧

组成；所述安装块铰接在转动板上；所述一号绳和二号绳的一端固连在安装块上，另一端相

互连接；所述一号折叠弹簧卡在一号绳和安装块的区域内；所述二号折叠弹簧卡在二号绳

和安装块的区域内；所述限位块上开设有刃口；通过卡紧倒刺转动，利用限位块上的刃口将

一号绳剪断，使得一号折叠弹簧和二号折叠弹簧展开，增大卡紧力度；本发明通过此种设

计，在利用限位块上的刃口将一号绳剪断时，a和b端的卡紧倒刺均插入到了矿井的岩壁上，

此时，限位块上的刃口将一号绳剪断后，一号折叠弹簧和二号折叠弹簧均展开，并将插入到

矿井岩壁上的岩石进行抓紧，且一号折叠弹簧和二号折叠弹簧增强了其强度和柔度。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5] 1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张拉锁紧锚杆，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向外杆内填充水

泥，且不断利用推动装置对外杆内的水泥进行挤压，使得外杆内的水泥变得更夯实，增大外

杆的强度，避免锚杆的断裂，减少事故的发生。

[0016]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张拉锁紧锚杆，通过连通孔与推动装置间的相互配合，使得

外杆内的水泥从连通孔处挤出，并填充外杆外壁和钻好孔间的缝隙，避免锚杆的晃动，提高

了锚杆对矿井进行支撑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9] 图2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3是工作时图1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1] 图4是图2中C处的向视图；

[0022] 图5是图3中D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6是图3中E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4] 图中：外杆1、密封块2、推杆3、固定倒刺4、橡胶外壳41、金属外壳42、连通孔43、一

号通道44、转动板5、卡紧单元6、限位块61、卡紧倒刺62、一号圆弧621、二号圆弧622、三号圆

弧623、四号圆弧624、安装块63、一号绳64、二号绳65、一号折叠弹簧66和二号折叠弹簧67。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张拉锁紧锚杆，包括外杆1、密封块2、推杆3、

固定倒刺4和推动装置；所述密封块2位于外杆1内部，且密封块2上开设有通孔，通孔用于水

泥的通入；所述推杆3的截面形状为剑状，推杆3的端部与推动装置卡接，通过采用卡接，在

利用推动装置对外杆1内的水泥进行挤压完成后，便于推动装置的拿取，使得一个推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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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实现多个锚杆的安装，且推动装置位于外杆1的外部，在将水泥从密封块2上的通孔通入

到外杆1内时，通过推动装置和推杆3间的相互配合，推动密封块2，使得外杆1内的水泥变得

更夯实；所述外杆1的外圈上设有若干一号孔，且同一侧处的一号孔均匀排布；所述固定倒

刺4均位于一号孔内，且固定倒刺4的外壁与一号孔的内壁固连，固定倒刺4用于将锚杆定位

于钻好的孔内，并保证外杆1的居中，实现锚杆的支撑作用；在采用本发明的张拉锁紧锚杆

时，首先，在矿井的岩壁上钻好孔，然后将该张拉锁紧锚杆放入到钻好的孔内，接着通过密

封块2上的通孔将水泥灌入到外杆1内，待外杆1内的水泥与密封块2接触时，将推杆3的一端

插入到密封块2内的通孔内，避免外杆1内的水泥从密封块2上的通孔处回流出来，然后通过

推动装置对推杆3施加推力，推杆3挤压着密封块2向远离推动装置的一侧运动，减小外杆1

内的体积，并使得外杆1内的水泥变得更夯实，待外杆1内的体积不在变化时，反向驱动推动

装置，并将推杆3拿离密封块2上的通孔，继续向外杆1内灌入水泥，并利用推动装置继续对

外杆1内的水泥进行挤压，待外杆1内完全填充满水泥后，停止向外杆1内灌入水泥，并将推

动装置拿离该锚杆，通过向外杆1内灌入水泥，增加外杆1的强度，实现锚杆对矿井的安全支

撑。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固定倒刺4的截面形状为梯形状，且该梯形状固

定倒刺4的开口向内，固定倒刺4由橡胶外壳41和金属外壳42组成；所述橡胶外壳41位于金

属外壳42的内侧，且橡胶外壳41外壁与金属外壳42内壁固连，金属外壳42上设有连通孔43，

橡胶外壳41内设有一号通道44，一号通道44内装有水，一号通道44、橡胶外壳41和连通孔之

间43利用砂孔连通，初始状态下，橡胶外壳41与连通孔43不连通，且一号通道44内的水不流

出，通过连通孔43将水泥通入到外杆1与孔内的缝隙中；本发明通过此种设计，一方面，在利

用推动装置对外杆1内的水泥进行挤压中，使得外杆1内的一部分水泥从连通孔43处挤出，

实现对外杆1外壁与钻好孔间缝隙的填充，增强其稳定性；同时，此设计增大了水泥挤出的

力度，使得水泥挤出的更远，实现对多处缝隙的填充，且能够形成倒刺，从而提高了该锚杆

的实用性；另一方面，通过此种设计，使得一号通道44内的水喷出，避免水泥过早的干燥，通

过喷出的水对水泥进行湿润，使水泥发挥更好的作用。

[002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每个所述固定倒刺4的端部设有一对转动板5；两所

述转动板5转动安装在固定倒刺4上，初始状态下，两转动板5分别与固定倒刺4的外壁贴合，

通过水泥从连通孔43处挤出，推动两转动板5转动，增大与钻好孔间的接触面积；本发明通

过此种设计，在水泥从连通孔43处挤出时，挤出的水泥作用于转动板5，并推动转动板5转

动，使得转动板5与钻好孔的内壁间紧密贴合，既增加了其接触面积，又提高了两者间的摩

擦力，避免锚杆的脱落，提高了锚杆的稳定性。

[002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转动板5上均匀设有一组卡紧单元6；所述卡紧

单元6用于防止锚杆的脱落，卡紧单元6包括限位块61和卡紧倒刺62；所述限位块61固连在

转动板5上；所述卡紧倒刺62铰接在转动板5上，且卡紧倒刺62位于两限位块61间，通过限位

块61与卡紧倒刺62间的相互配合，避免锚杆的脱落；本发明通过此种设计，一方面，在转动

板5转动到与钻好孔的内壁在同一平面时，通过卡紧单元6作用，增大与钻好孔壁间的卡紧

力，避免转动板5的晃动，且能使水泥更好的作用于转动板5，使得转动板5紧密与钻好孔的

孔壁接触，提高锚杆支撑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限位块61对卡紧倒刺62的转动进行限

位，避免卡紧倒刺62转动幅度过大，失去对矿井岩壁的再卡紧，从而提高了该锚杆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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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003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卡紧倒刺62采用一体成型，卡紧倒刺62的截面

形状由一号圆弧621、二号圆弧622、三号圆弧623和四号圆弧624组成；所述一号圆弧621一

端与三号圆弧623连接，连接处平滑过渡，一号圆弧621另一端与二号圆弧622连接，连接处

形成尖端；所述三号圆弧623一端与四号圆弧624连接，连接处形成尖端，三号圆弧623另一

端与二号圆弧622连接，连接处平滑过渡；本发明通过此种设计，利用此截面形状的卡紧倒

刺62，对矿井的岩壁进行紧密卡紧，提高锚杆支撑的稳定性；在水泥推动转动板5转动的过

程中，使得a端的卡紧倒刺62插入到矿井的岩壁上，同时，矿井的岩壁给予a端卡紧倒刺62一

反向作用力，由于卡紧倒刺62铰接在转动板5上，使得卡紧倒刺62发生转动，并使得b端的卡

紧倒刺62插入到矿井的岩壁上。

[003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二号圆弧622与四号圆弧624间的夹角为60°；本

发明通过此种设计，使得卡紧倒刺62更紧密的插入到矿井的岩壁上，且使得安装后锚杆的

位置唯一，避免锚杆的晃动，提高了锚杆支撑的稳定性。

[003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卡紧倒刺62由安装块63、一号绳64、二号绳65、

一号折叠弹簧66和二号折叠弹簧67组成；所述安装块63铰接在转动板5上；所述一号绳64和

二号绳65的一端固连在安装块63上，另一端相互连接；所述一号折叠弹簧66卡在一号绳64

和安装块63的区域内；所述二号折叠弹簧67卡在二号绳65和安装块63的区域内；所述限位

块61上开设有刃口；通过卡紧倒刺62转动，利用限位块61上的刃口将一号绳64剪断，使得一

号折叠弹簧66和二号折叠弹簧67展开，增大卡紧力度；本发明通过此种设计，在利用限位块

61上的刃口将一号绳64剪断时，a和b端的卡紧倒刺62均插入到了矿井的岩壁上，此时，限位

块上61的刃口将一号绳64剪断后，一号折叠弹簧66和二号折叠弹簧67均展开，并将插入到

矿井岩壁上的岩石进行抓紧，且一号折叠弹簧66和二号折叠弹簧67增强了其强度和柔度。

[0033] 工作时，首先，在矿井的岩壁上钻好孔，然后将该张拉锁紧锚杆放入到钻好的孔

内，接着通过密封块2上的通孔将水泥灌入到外杆1内，待外杆1内的水泥与密封块2接触时，

将推杆3的一端插入到密封块2内的通孔内，避免外杆1内的水泥从密封块2上的通孔处回流

出来，然后通过推动装置对推杆3施加推力，推杆3挤压着密封块2向远离推动装置的一侧运

动，减小外杆1内的体积，并使得外杆1内的水泥变得更夯实，待外杆1内的体积不在变化时，

反向驱动推动装置，并将推杆3拿离密封块2上的通孔，继续向外杆1内灌入水泥，并利用推

动装置继续对外杆1内的水泥进行挤压，待外杆1内完全填充满水泥后，停止向外杆1内灌入

水泥，并将推动装置拿离该锚杆，通过向外杆1内灌入水泥，增加外杆1的强度，实现锚杆对

矿井的安全支撑；在利用推动装置对外杆1内的水泥进行挤压时，外杆1内的水泥一部分从

固定倒刺4上的连通孔43处挤出，挤出的水泥对外杆1外壁与钻好孔间的缝隙进行密封，且

挤出的水泥作用于转动板5，使得转动板5发生转动，并与钻好孔的内壁在同一水平面；在水

泥推动转动板5转动的过程中，使得a端的卡紧倒刺62插入到矿井的岩壁上，同时，矿井的岩

壁给予a端卡紧倒刺62一反向作用力，由于卡紧倒刺62铰接在转动板5上，使得卡紧倒刺62

发生转动，并使得b端的卡紧倒刺62插入到矿井的岩壁上，从而提高了锚杆支撑的稳定性。

[0034] 上述前、后、左、右、上、下均以说明书附图中的图1为基准，按照人物观察视角为标

准，装置面对观察者的一面定义为前，观察者左侧定义为左，依次类推。

[0035]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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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

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

范围的限制。

[0036]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

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

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

神和范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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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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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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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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