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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的

实现方法，包含：S1、北斗船舶终端分别获取各自

所在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将信息经由

北斗卫星传送至北斗卫星接收器；S2、AIS船舶终

端分别获取各自所在的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

并将信息发送至沿岸设置的AIS基站；S3、服务器

接收由北斗卫星接收器发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

北斗识别信息，及由AIS基站发送的各个AIS船舶

的AIS识别信息，信息经服务器存储及处理后，再

由AIS基站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

及依次由北斗卫星接收器、北斗卫星传送至各个

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使AIS船舶与北斗船

舶相互识别。本发明实现了AIS和北斗两种网络

覆盖下的船舶相互识别，有效降低船舶避碰风

险，保证船舶航行的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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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

多个北斗船舶终端，分别设置在各个采用北斗网络的北斗船舶上，获取各自所在北斗

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发送至北斗卫星；

北斗卫星接收器，通过北斗卫星分别与各个北斗船舶终端通信连接，接收经由北斗卫

星传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

多个AIS船舶终端，分别设置在各个采用AIS网络的AIS船舶上，获取各自所在AIS船舶

的AIS识别信息，并发送至沿岸设置的AIS基站；

服务器，与北斗卫星接收器通信连接，并通过AIS基站分别与各个AIS船舶终端通信连

接，接收北斗卫星接收器向其发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以及接收经由AIS基站

传送的各个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经过服务器存储及处理后，再经由AIS基站传送至各个

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以及依次经由北斗卫星接收器、北斗卫星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

北斗船舶终端，使得AIS船舶与北斗船舶相互识别；

所述的服务器中设置有数据库存储模块，具体包含：

AIS数据库存储模块，通过AIS基站分别与各个AIS船舶终端通信连接，存储接收到的

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

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与北斗卫星接收器通信连接，存储接收到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

别信息；

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存储经服务器处理后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

所述的服务器中设置有数据过滤模块，与AIS数据库存储模块及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

通信连接，获取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中存储的各个北斗船舶的最新一条北斗识别信息，分

别将各个北斗船舶作为中心船舶，并联合AIS数据库存储模块及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查询

出该北斗船舶周围预设距离内的所有其他船舶的识别信息，依据对存储时间、距中心船舶

的距离、以及识别信息是否已经处理发送的因素判断，对中心船舶周围的其他船舶的识别

信息进行过滤；

所述的服务器中设置有数据排序模块，分别与数据过滤模块、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

模块、以及北斗卫星接收器通信连接，接收由数据过滤模块过滤后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对

每个船舶与中心船舶之间的距离进行由近及远的优先权排序，依次将与中心船舶距离最近

的船舶识别信息优先通过北斗卫星接收器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使得北斗

船舶识别周围的AIS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

块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服务

器中设置有信息格式转换模块，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通信

连接，并通过AIS基站分别与各个AIS船舶终端通信连接，根据各个AIS基站设置位置的经纬

度信息，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中查询出各个AIS基站覆盖下的所有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

信息，并将其转换成AIS船舶终端可识别的信息格式，通过所属的AIS基站传送至各个AIS船

舶的AIS船舶终端，使得该AIS基站覆盖下的AIS船舶识别周围的北斗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

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中。

3.一种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S1、北斗船舶终端分别获取各自所在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经由北斗卫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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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北斗卫星接收器；

S2、AIS船舶终端分别获取各自所在的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并发送至沿岸设置的

AIS基站；

S3、服务器分别接收由北斗卫星接收器向其发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以

及由AIS基站向其发送的各个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经过服务器存储及处理后，再经由

AIS基站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以及依次经由北斗卫星接收器、北斗卫星传送

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使得AIS船舶与北斗船舶相互识别；

其中，所述的S1与S2同步进行；

所述的S3中，具体包含以下步骤：

S31、服务器中的AIS数据库存储模块存储接收到的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服务器中

的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存储接收到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

S32、服务器中的数据过滤模块获取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中查询出各个北斗船舶发

送的最新一条北斗识别信息，分别将各个北斗船舶作为中心船舶，并联合AIS数据库存储模

块及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查询出该北斗船舶周围预设距离内的所有其他船舶的识别信息，

依据对存储时间、距中心船舶的距离、以及识别信息是否已经处理发送的因素判断，对中心

船舶周围的其他船舶的识别信息进行过滤；

S33、服务器中的数据排序模块接收由数据过滤模块过滤后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对每

个船舶与中心船舶之间的距离进行由近及远的优先权排序，依次将与中心船舶距离最近的

船舶识别信息优先通过北斗卫星接收器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使得北斗船

舶识别周围的AIS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

中；

S34、服务器中的信息格式转换模块根据各个AIS基站设置位置的经纬度信息，从北斗

数据库存储模块中查询出各个AIS基站覆盖下的所有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将其转

换成AIS船舶终端可识别的信息格式，通过所属的AIS基站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

端，使得该AIS基站覆盖下的AIS船舶识别周围的北斗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

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S32中，具体包含以下步骤：

S321、查询出数据库存储模块中存储的中心船舶的周围预设距离内船舶的船舶识别信

息的时间属性值，并与中心船舶的船舶识别信息的时间属性值进行比较；当时间差超过预

先设置的时间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之则保留；

S322、对于S321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从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中查询其是否

已经被处理发送；如是，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如否，则保留；

S323、对于S322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比较该船舶识别信息的经纬度信息与前次转

发时的经纬度信息，当距离差未超过预先设置的距离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之则

保留；

S324、对于S323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比较该船舶识别信息的经纬度信息在一定时

间内的变化情况，当距离差未超过预先设置的距离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之则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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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及其实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及其实现方法，具体是指一种兼容北斗和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及其实现

方法，属于船舶安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船舶安装了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在内河和沿岸附近，船舶的交通流量也日益增加。目前的现况是，绝大部分的船舶

安装了AIS避碰系统，安装了AIS避碰系统的船舶可以相互识别，获取彼此的航行信息，从而

避开对方的航线，防止发生碰撞事故。但是，在国内仍然还存在有一定数量的船舶因为成本

问题，只安装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得使用AIS避碰系统的船舶无法识别周围只安装了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船舶。因此，当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网络系统的船舶相互驶近时，由于两者

之间不能进行信息交互而无法相互识别，从而导致发生碰撞的风险大大增加。

[0003] 基于上述，目前亟需提出一种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使得分别使用

两种不同网络系统的船舶可以进行信息的交互及识别，达到减小碰撞风险、安全航行的目

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及其实现方法，使

得AIS和北斗两种网络覆盖下的船舶能够相互识别，有效降低了船舶避碰风险，保证船舶航

行的安全可靠。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包含：

多个北斗船舶终端，分别设置在各个采用北斗网络的北斗船舶上，获取各自所在北斗船舶

的北斗识别信息，并发送至北斗卫星；北斗卫星接收器，通过北斗卫星分别与各个北斗船舶

终端通信连接，接收经由北斗卫星传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多个AIS船舶终

端，分别设置在各个采用AIS网络的AIS船舶上，获取各自所在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并发

送至沿岸设置的AIS基站；服务器，与北斗卫星接收器通信连接，并通过AIS基站分别与各个

AIS船舶终端通信连接，接收北斗卫星接收器向其发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以

及接收经由AIS基站传送的各个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经过服务器存储及处理后，再经由

AIS基站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以及依次经由北斗卫星接收器、北斗卫星传送

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使得AIS船舶与北斗船舶相互识别。

[0006] 所述的服务器中设置有数据库存储模块，具体包含：AIS数据库存储模块，通过AIS

基站分别与各个AIS船舶终端通信连接，存储接收到的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北斗数据库

存储模块，与北斗卫星接收器通信连接，存储接收到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已发送信

息数据库存储模块，存储经服务器处理后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

[0007] 所述的服务器中设置有数据过滤模块，与AIS数据库存储模块及北斗数据库存储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7393344 B

4



模块通信连接，获取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中存储的各个北斗船舶的最新一条北斗识别信

息，分别将各个北斗船舶作为中心船舶，并联合AIS数据库存储模块及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

查询出该北斗船舶周围预设距离内的所有其他船舶的识别信息，依据对存储时间、距中心

船舶的距离、以及识别信息是否已经处理发送的因素判断，对中心船舶周围的其他船舶的

识别信息进行过滤。

[0008] 所述的服务器中设置有数据排序模块，分别与数据过滤模块、已发送信息数据库

存储模块、以及北斗卫星接收器通信连接，接收由数据过滤模块过滤后保留的船舶识别信

息，对每个船舶与中心船舶之间的距离进行由近及远的优先权排序，依次将与中心船舶距

离最近的船舶识别信息优先通过北斗卫星接收器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使

得北斗船舶识别周围的AIS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

存储模块中。

[0009] 所述的服务器中设置有信息格式转换模块，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已发送信息

数据库存储模块通信连接，并通过AIS基站分别与各个AIS船舶终端通信连接，根据各个AIS

基站设置位置的经纬度信息，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中查询出各个AIS基站覆盖下的所有

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将其转换成AIS船舶终端可识别的信息格式，通过所属的AIS

基站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使得该AIS基站覆盖下的AIS船舶识别周围的北斗

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中。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的实现方法，包含以下步

骤：

[0011] S1、北斗船舶终端分别获取各自所在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经由北斗卫

星传送至北斗卫星接收器；

[0012] S2、AIS船舶终端分别获取各自所在的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并发送至沿岸设置

的AIS基站；

[0013] S3、服务器分别接收由北斗卫星接收器向其发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

息，以及由AIS基站向其发送的各个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经过服务器存储及处理后，再

经由AIS基站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以及依次经由北斗卫星接收器、北斗卫星

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使得AIS船舶与北斗船舶相互识别；

[0014] 其中，所述的S1与S2同步进行。

[0015] 所述的S3中，具体包含以下步骤：

[0016] S31、服务器中的AIS数据库存储模块存储接收到的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服务

器中的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存储接收到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

[0017] S32、服务器中的数据过滤模块获取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中查询出各个北斗船

舶发送的最新一条北斗识别信息，分别将各个北斗船舶作为中心船舶，并联合AIS数据库存

储模块及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查询出该北斗船舶周围预设距离内的所有其他船舶的识别

信息，依据对存储时间、距中心船舶的距离、以及识别信息是否已经处理发送的因素判断，

对中心船舶周围的其他船舶的识别信息进行过滤；

[0018] S33、服务器中的数据排序模块接收由数据过滤模块过滤后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

对每个船舶与中心船舶之间的距离进行由近及远的优先权排序，依次将与中心船舶距离最

近的船舶识别信息优先通过北斗卫星接收器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使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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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船舶识别周围的AIS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

模块中；

[0019] S34、服务器中的信息格式转换模块根据各个AIS基站设置位置的经纬度信息，从

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中查询出各个AIS基站覆盖下的所有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将

其转换成AIS船舶终端可识别的信息格式，通过所属的AIS基站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

舶终端，使得该AIS基站覆盖下的AIS船舶识别周围的北斗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

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中。

[0020] 所述的S32中，具体包含以下步骤：

[0021] S321、查询出数据库存储模块中存储的中心船舶的周围预设距离内船舶的船舶识

别信息的时间属性值，并与中心船舶的船舶识别信息的时间属性值进行比较；当时间差超

过预先设置的时间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之则保留；

[0022] S322、对于S321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从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中查询其

是否已经被处理发送；如是，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如否，则保留；

[0023] S323、对于S322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比较该船舶识别信息的经纬度信息与前

次转发时的经纬度信息，当距离差未超过预先设置的距离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

之则保留；

[0024] S324、对于S323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比较该船舶识别信息的经纬度信息在一

定时间内的变化情况，当距离差未超过预先设置的距离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之

则保留。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提供的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及其实现方法，使

得AIS和北斗两种网络覆盖下的船舶能够相互识别，在各船舶的电子海图上不仅可以观测

到AIS网络覆盖下的船舶信息，并且也可以显示周围北斗网络覆盖下的船舶信息，有效降低

了船舶避碰风险，保证船舶航行的安全可靠。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中的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中的服务器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图1，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

[0029]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所提供的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包含：多个北

斗船舶终端1，分别设置在各个采用北斗网络的北斗船舶上，获取各自所在北斗船舶的北斗

识别信息，并发送至北斗卫星2；北斗卫星接收器3，通过北斗卫星2分别与各个北斗船舶终

端1通信连接，接收经由北斗卫星2传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多个AIS船舶终端

5，分别设置在各个采用AIS网络的AIS船舶上，获取各自所在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并发

送至沿岸设置的AIS基站6；服务器4，与北斗卫星接收器3通信连接，并通过AIS基站6分别与

各个AIS船舶终端5通信连接，接收北斗卫星接收器3向其发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

信息，以及接收经由AIS基站6传送的各个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经过服务器存储及处理

后，再经由AIS基站6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5，以及依次经由北斗卫星接收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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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2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1，使得AIS船舶与北斗船舶相互识别。

[0030] 如图2所示，所述的服务器4中设置有数据库存储模块41，具体包含：AIS数据库存

储模块411，通过AIS基站6分别与各个AIS船舶终端5通信连接，存储接收到的AIS船舶的AIS

识别信息；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与北斗卫星接收器3通信连接，存储接收到的北斗船舶

的北斗识别信息；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413，存储经服务器4处理后发送的船舶识别

信息。

[0031] 如图2所示，所述的服务器4中设置有数据过滤模块42，与AIS数据库存储模块411

及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通信连接，获取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中存储的各个北斗船舶

的最新一条北斗识别信息，分别将各北斗船舶作为中心船舶，并联合AIS数据库存储模块

411及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查询出各北斗船舶周围30海里内的所有其他船舶的识别信

息（包括AIS识别信息和北斗识别信息），依据对存储时间、距中心船舶的距离、以及识别信

息是否已经处理发送等因素的判断，对中心船舶周围的其他船舶的识别信息进行过滤。

[0032] 如图2所示，所述的服务器4中设置有数据排序模块43，分别与数据过滤模块42、已

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413、以及北斗卫星接收器3通信连接，接收由数据过滤模块42过

滤后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对每个船舶与中心船舶之间的距离进行由近及远的优先权排

序，依次将与中心船舶距离最近的船舶识别信息优先通过北斗卫星接收器3传送至各个北

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1，使得北斗船舶识别周围的AIS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

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413中。

[0033] 如图2所示，所述的服务器4中设置有信息格式转换模块44，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

块412、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413通信连接，并通过AIS基站6分别与各个AIS船舶终端

5通信连接，根据各个AIS基站6设置位置的经纬度信息，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中查询

出各个AIS基站6覆盖下的所有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将其转换成AIS船舶终端5可识

别的信息格式，通过所属的AIS基站6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5，使得该AIS基站6

覆盖下的AIS船舶识别周围的北斗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

数据库存储模块413中。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的实现方法，包含以下步

骤：

[0035] S1、北斗船舶终端1分别获取各自所在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并经由北斗卫

星2传送至北斗卫星接收器3；

[0036] S2、AIS船舶终端5分别获取各自所在的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并发送至沿岸设

置的AIS基站6；

[0037] S3、服务器4分别接收由北斗卫星接收器3向其发送的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

息，以及由AIS基站6向其发送的各个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经过服务器4存储及处理后，

再经由AIS基站6传送至各个AIS船舶的AIS船舶终端5，以及依次经由北斗卫星接收器3、北

斗卫星2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1，使得AIS船舶与北斗船舶相互识别；

[0038] 其中，所述的S1与S2同步进行。

[0039] 所述的S3中，具体包含以下步骤：

[0040] S31、服务器4中的AIS数据库存储模块411存储接收到的AIS船舶的AIS识别信息；

服务器4中的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存储接收到的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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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S32、服务器4中的数据过滤模块42获取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中查询出的各

个北斗船舶的最新一条北斗识别信息，分别将各北斗船舶作为中心船舶，并联合AIS数据库

存储模块411及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查询出各北斗船舶周围30海里内的所有其他船舶

的识别信息，依据对存储时间、距中心船舶的距离、以及识别信息是否已经处理发送等因素

的判断，对中心船舶周围的其他船舶的识别信息进行过滤；

[0042] S33、服务器4中的数据排序模块43接收由数据过滤模块42过滤后保留的船舶识别

信息，对每个船舶与中心船舶之间的距离进行由近及远的优先权排序，依次将与中心船舶

距离最近的船舶识别信息优先通过北斗卫星接收器3传送至各个北斗船舶的北斗船舶终端

1，使得北斗船舶识别周围的AIS船舶，并将已经发送的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

据库存储模块413中；

[0043] S34、服务器4中的信息格式转换模块44根据各个AIS基站6设置位置的经纬度信

息，从北斗数据库存储模块412中查询出各个AIS基站6覆盖下的所有北斗船舶的北斗识别

信息，并将其转换成AIS船舶终端5可识别的信息格式，通过所属的AIS基站6传送至各个AIS

船舶的AIS船舶终端5，使得该AIS基站6覆盖下的AIS船舶识别周围的北斗船舶，并将已经发

送的船舶识别信息存储至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413中。

[0044] 所述的S32中，具体包含以下步骤：

[0045] S321、查询出数据库存储模块41中存储的中心船舶的周围30海里内船舶的船舶识

别信息的时间属性值，并与中心船舶的船舶识别信息的时间属性值进行比较；当时间差超

过预先设置的时间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之则保留；

[0046] S322、对于S321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从已发送信息数据库存储模块413中查询

其是否已经被处理发送；如是，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如否，则保留；

[0047] S323、对于S322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比较该船舶识别信息的经纬度信息与前

次转发时的经纬度信息，当距离差未超过预先设置的距离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

之则保留；

[0048] S324、对于S323中保留的船舶识别信息，比较该船舶识别信息的经纬度信息在一

定时间内的变化情况，当距离差未超过预先设置的距离阈值时，舍弃该船舶识别信息；反之

则保留。

[0049]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提供的兼容北斗和AIS的船舶相互识别系统及其实现方法，使

得AIS和北斗两种网络覆盖下的船舶能够相互识别，在各船舶的电子海图上不仅可以观测

到AIS网络覆盖下的船舶信息，并且也可以显示周围北斗网络覆盖下的船舶信息，有效降低

了船舶避碰风险，保证船舶航行的安全可靠。

[0050] 尽管本发明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应当认识到上述的

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了上述内容后，对于本发明的

多种修改和替代都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定。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7393344 B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07393344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