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022909.1

(22)申请日 2018.09.03

(71)申请人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231400 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快活岭

(72)发明人 汪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风雅颂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11403

代理人 杨红梅

(51)Int.Cl.

B01D 50/00(2006.01)

B01D 46/02(2006.01)

B01D 46/04(2006.01)

B01D 46/4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

(57)摘要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

的袋式除尘器，包括过滤装置，过滤装置上部设

有排气腔，过滤装置下部设有灰斗灰斗底部固定

连接有排灰口，过滤装置内设置多个过滤袋，灰

斗侧壁设有进风口，排气腔右侧设有排气口，排

气口外连接有排气装置，灰斗右侧壁设有清洗组

件，过滤装置内设有震动组件。解决了由于进入

灰斗的废气风速较大且进风口较小，因而进入过

滤装置的废气分布不均，导致不同的过滤袋吸收

灰尘的量有差异，从而使清灰装置对过滤袋的除

尘周期变短，设备消能增加；废气含有硬质颗粒

物并且这些颗粒物还带有棱角，这些硬质颗粒物

长期以一定的速度冲击过滤袋，会对过滤袋造成

损伤，造成过滤袋使用寿命减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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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包括过滤装置(1)，所述过滤装置

(1)上部设有排气腔(3)，所述排气腔(3)与过滤装置(1)固定连接，所述过滤装置(1)下部设

有灰斗(2)，所述灰斗(2)与过滤装置(1)固定连接，所述灰斗(2)底部固定连接有排灰口

(21)，所述排灰口(21)与灰斗(2)连通，所述过滤装置(1)顶部设有上隔板(31)，所述上隔板

(31)上设有若干通孔，所述过滤装置(1)底部设有下隔板(32)，所述下隔板(32)上设有若干

通孔，所述下隔板(32)上的通孔与上隔板(31)通孔数量相同，且设于上隔板(31)上通孔的

正下方，所述过滤装置(1)内设置多个过滤袋(6)，所述过滤袋(6)为直筒状，且过滤袋(6)的

两端分别与上隔板(31)和下隔板(32)的通孔匹配连接，所述灰斗(2)侧壁设有进风口(23)，

所述进风口(23)内侧设有挡风网(22)，所述挡风网(22)右侧设有稳流组件(25)，所述稳流

组件(25)包括稳流板(251)和转轴(252)，所述转轴(252)与灰斗(2)内壁转动连接，所述稳

流板(251)与转轴(252)转动连接，所述排气腔(3)顶部设有清灰装置(4)，排气腔(3)右侧设

有排气口(33)，所述排气口(33)外连接有排气装置(5)，所述灰斗(2)右侧壁设有清洗组件

(7)，所述过滤装置(1)内设有震动组件(8)，所述震动组件(8)与过滤袋(6)配合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组

件(7)包括燃烧室(71)，所述燃烧室(71)内设有燃烧管(72)和燃气管(73)，所述燃气管(72)

长度与燃烧室(71)长度相同，且燃气管(73)一端设有封盖(74)，所述封盖(74)与燃气管

(73)密封连接，所述燃气管(73)连接有燃气，所述燃气管(73)侧壁均匀设有若干通孔，所述

燃烧管(72)前端连接有喷嘴(76)，且燃烧管(72)与喷嘴(76)连通，燃烧管(72)末端连接有

进水管(78)，且进水管(78)末端连接有水箱(77)，所述燃烧管(72)中部设为螺旋状，所述燃

气管(73)设于燃烧管(72)中部，所述进水管(78)与水箱(77)之间设有抽水泵，所述燃烧室

(71)外壁设有一层保温隔热棉，所述喷嘴(76)为空气雾化喷嘴，所述燃烧室(71)右上方设

有电打火装置(7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震动组

件(8)包括支撑板(81)，且支撑板(81)下表面与过滤装置(1)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板(81)上

表面左右对称设有齿轮(82)，所述齿轮(82)与支撑板(81)转动连接，齿轮(82)之间配合连

接，齿轮(82)外侧设有支撑杆(83)，所述支撑杆(83)下端与齿轮(82)外侧铰接，支撑杆(83)

上端固定连接有夹持杆(87)，所述夹持杆(87)内侧设有夹持块(84)，所述夹持块(84)与夹

持杆(87)固定连接，所述夹持块(84)与过滤袋(6)配合连接，所述支撑杆(83)内侧上部设有

连杆(85)，所述连杆(85)一端与支撑杆(83)铰接，另一端与支撑板(81)上表面铰接，所述支

撑杆(83)与齿轮(82)铰接处到齿轮(82)中心的连线与连杆(85)相互平行，且长度相同，任

意一齿轮(82)下方设有调节齿轮(86)，所述调节齿轮(86)与支撑板(81)转动连接，且调节

齿轮(86)与对应的齿轮(82)配合连接，所述调节齿轮(86)右侧设有齿条框(88)，所述齿条

框(88)边缘与调节齿轮(86)配合连接，所述齿条框(88)中部设有半齿轮(89)，所述半齿轮

(89)底部连接有电机。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燃烧管

(72)外壁设有稳焰罩(79)，所述稳焰罩(79)内壁与燃烧管(72)外壁固定连接，所述稳焰罩

(79)外壁与燃烧室(71)卡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过滤袋(6)

顶部与排气腔(3)连通，过滤袋(6)底部与灰斗(2)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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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气装

置(5)包括排气管(51)和风机(52)，所述排气管(51)与排气口(33)连通，排气管(51)端部与

风机(5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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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机械领域，具体为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

背景技术

[0002] 袋式除尘器是一种干式滤尘装置。它适用于捕集细小、干燥、非纤维性粉尘。滤袋

采用纺织的滤布或非纺织的毡制成，利用纤维织物的过滤作用对含尘气体进行过滤，当含

尘气体进入袋式除尘器后，颗粒大、比重大的粉尘，由于重力的作用沉降下来，落入灰斗，含

有较细小粉尘的气体在通过滤料时，粉尘被阻留，使气体得到净化。

[0003] 现有技术中：袋式除尘器包括灰斗、过滤装置、排气装置、清灰装置，灰斗的上端口

与过滤装置的一端连接，过滤装置的另一端与排气装置连接，过滤装置的上方设置清灰装

置，过滤装置包括多个过滤袋，清灰装置用于过滤袋的定期清灰，过滤装置的上端还连接排

气装置，排气装置设置风机，用于吸收进入灰斗的废气，灰斗设置进风口，废气通过进风口

进入过滤装置，废气经过过滤装置过滤，通过排气装置排出去。

[0004] 这种结构存在如下问题：废气含有硬质颗粒物并且这些颗粒物还带有棱角，这些

硬质颗粒物长期以一定的速度冲击过滤袋，会对过滤袋造成损伤，造成过滤袋使用寿命减

少；过滤袋使用一段时间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清灰处理，会影响除尘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喷洒式深度清洁除尘器，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由于进入灰斗的废气风速较大且进风口较小，因而进入过滤装置的废气分布不均，导致不

同的过滤袋吸收灰尘的量有差异，从而使清灰装置对过滤袋的除尘周期变短，设备消能增

加；废气含有硬质颗粒物并且这些颗粒物还带有棱角，这些硬质颗粒物长期以一定的速度

冲击过滤袋，会对过滤袋造成损伤，造成过滤袋使用寿命减少的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手段：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

器，包括过滤装置，所述过滤装置上部设有排气腔，所述排气腔与过滤装置固定连接，所述

过滤装置下部设有灰斗，所述灰斗与过滤装置固定连接，所述灰斗底部固定连接有排灰口，

所述排灰口与灰斗连通，所述过滤装置顶部设有上隔板，所述上隔板上设有若干通孔，所述

过滤装置底部设有下隔板，所述下隔板上设有若干通孔，所述下隔板上的通孔与上隔板通

孔数量相同，且设于上隔板上通孔的正下方，所述过滤装置内设置多个过滤袋，所述过滤袋

为直筒状，且过滤袋的两端分别与上隔板和下隔板的通孔匹配连接，所述灰斗侧壁设有进

风口，所述进风口内侧设有挡风网，所述挡风网右侧设有稳流组件，所述稳流组件包括稳流

板和转轴，所述转轴与灰斗内壁转动连接，所述稳流板与转轴转动连接，所述排气腔顶部设

有清灰装置，排气腔右侧设有排气口，所述排气口外连接有排气装置，所述灰斗右侧壁设有

清洗组件，所述过滤装置内设有震动组件，所述震动组件与过滤袋配合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清洗组件包括燃烧室，所述燃烧室内设有燃烧管和燃气管，所述燃气

管长度与燃烧室长度相同，且燃气管一端设有封盖，所述封盖与燃气管密封连接，所述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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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连接有燃气，所述燃气管侧壁均匀设有若干通孔，所述燃烧管前端连接有喷嘴，且燃烧管

与喷嘴连通，燃烧管末端连接有进水管，且进水管末端连接有水箱，所述燃烧管中部设为螺

旋状，所述燃气管设于燃烧管中部，所述进水管与水箱之间设有抽水泵，所述燃烧室外壁设

有一层保温隔热棉，所述喷嘴为空气雾化喷嘴，所述燃烧室右上方设有电打火装置。

[0008] 优选的，所述震动组件包括支撑板，且支撑板下表面与过滤装置固定连接，所述支

撑板上表面左右对称设有齿轮，所述齿轮与支撑板转动连接，齿轮之间配合连接，齿轮外侧

设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下端与齿轮外侧铰接，支撑杆上端固定连接有夹持杆，所述夹持杆

内侧设有夹持块，所述夹持块与夹持杆固定连接，所述夹持块与过滤袋配合连接，所述支撑

杆内侧上部设有连杆，所述连杆一端与支撑杆铰接，另一端与支撑板上表面铰接，所述支撑

杆与齿轮铰接处到齿轮中心的连线与连杆相互平行，且长度相同，任意一齿轮下方设有调

节齿轮，所述调节齿轮与支撑板转动连接，且调节齿轮与对应的齿轮配合连接，所述调节齿

轮右侧设有齿条框，所述齿条框边缘与调节齿轮配合连接，所述齿条框中部设有半齿轮，所

述半齿轮底部连接有电机。

[0009] 优选的，所述燃烧管外壁设有稳焰罩，所述稳焰罩内壁与燃烧管外壁固定连接，所

述稳焰罩外壁与燃烧室卡接。

[0010] 优选的，过滤袋顶部与排气腔连通，过滤袋底部与灰斗连通。

[0011] 优选的，所述排气装置包括排气管和风机，所述排气管与排气口连通，排气管端部

与风机连接。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当废气由进风口通入到灰斗内后，经过挡风网，挡风网用于

改变废气进入灰斗的风向、降低风速，并且废气中的硬质颗粒物撞到挡风网后速度降低，进

而受重力作用掉落到灰斗中，灰斗为锥形，便于灰尘从排灰口排出，废气经过挡风网后，再

经过稳流板进一步降低风速，较低的风速有助于烟尘在过滤袋内进行过滤，最后经过过滤

袋过滤后的，再有排气管排出，当过滤袋使用一段时间后，在不清理的情况下灰尘会越积越

多，并且会影响过滤袋的除尘效果，通过清洗组件向灰斗内喷射清洁剂雾气，烟尘会附着在

分散的清洁剂小水雾中，并在聚在一起变成大颗粒物，有助于被过滤袋阻隔，并且清洁剂水

雾由一定的附着力，可以更加快速的吸附在过滤袋内，或者灰斗内壁，当吸附在灰斗内壁上

时，水雾逐渐凝结成水滴，沿着灰斗上的排灰口流出，震动组件对过滤袋进行震动，伴随着

过滤袋的震动，过滤袋内的清洁剂将粘附的烟尘从过滤袋流入到灰斗内，从排灰口流出。

[0013] 启动抽水泵，并且燃向燃气管内充入燃气，通过燃气管表面的通孔进入到燃烧室

内，电打火装置将燃气点着，使燃气在稳焰罩内充分燃烧，稳焰罩可以防止燃烧的火焰剧烈

晃动，让火焰对燃烧管加热更加均匀，水箱内的清洁剂经过进水管进入到燃烧管，被火焰迅

速加热成蒸汽，蒸汽最终进入到喷嘴内，雾化的水蒸气最终由喷嘴进入到灰斗内，灰斗内的

烟尘吸附在水雾中变成大颗粒物，进入到过滤袋内，通过震动对过滤袋进行清洁。

[0014] 夹持块的内侧面设有圆弧形凹槽，可以增大与过滤袋外表面的接触面积，使受力

更加均匀，启动电机后，带动半齿轮发生转动，当半齿轮转动的同时，会带动齿条框发生往

复运动，当齿条框往复运动时，带动调节齿轮来回转动，调节齿轮转动时，可带动两支撑杆

相向或者反向运动，由于所述支撑杆与齿轮铰接处到齿轮中心的连线与连杆相互平行，且

长度相同，故支撑杆前端的夹持杆始终保持竖直状态，此时夹持块可对过滤袋进行夹紧或

松开，即可使过滤袋发生震动，完成内部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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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轴测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中灰斗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稳流板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清洗组件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所述的震动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0] 其中：1、过滤装置；2、灰斗；21、排灰口；22、挡风网；23、进风口；25、稳流组件；251、

稳流板；252转轴；3、排气腔；31、上隔板；32、下隔板；33、排气口；4、清灰装置；5、排气装置；

51、排气管；52、风机；6、过滤袋；7、清洗组件；71、燃烧室；72、燃烧管；73、燃气管；74、封盖；

75、电打火装置；76、喷嘴；77、水箱；78、进水管；79、稳焰罩；8、震动组件；81、支撑板；82、齿

轮；83、支撑杆；84、夹持块；85、连杆；86、调节齿轮；87、夹持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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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具有自清洁能力的袋式除尘器，包括过滤装置1，所述过滤

装置1上部设有排气腔3，所述排气腔3与过滤装置1固定连接，所述过滤装置1下部设有灰斗

2，所述灰斗2与过滤装置1固定连接，所述灰斗2底部固定连接有排灰口21，所述排灰口21与

灰斗2连通，所述过滤装置1顶部设有上隔板31，所述上隔板31上设有若干通孔，所述过滤装

置1底部设有下隔板  32，所述下隔板32上设有若干通孔，所述下隔板32上的通孔与上隔板

31通孔数量相同，且设于上隔板31上通孔的正下方，所述过滤装置1内设置多个过滤袋6，所

述过滤袋6为直筒状，且过滤袋6的两端分别与上隔板31和下隔板32 的通孔匹配连接，过滤

袋6顶部与排气腔3连通，过滤袋6底部与灰斗2连通，所述灰斗2侧壁设有进风口23，所述进

风口23内侧设有挡风网22，所述挡风网  22右侧设有稳流组件25，所述稳流组件25包括稳流

板251和转轴252，所述转轴252与灰斗2内壁转动连接，所述稳流板251与转轴252转动连接，

所述排气腔3顶部设有清灰装置4，排气腔3右侧设有排气口33，所述排气口33外连接有排气

装置5，所述排气装置5包括排气管51和风机52，所述排气管51与排气口33连通，排气管51端

部与风机52连接，所述灰斗2右侧壁设有清洗组件7，所述过滤装置1内设有震动组件8，所述

震动组件8与过滤袋6配合连接。当废气由进风口23通入到灰斗2内后，经过挡风网22，挡风

网22用于改变废气进入灰斗2的风向、降低风速，并且废气中的硬质颗粒物撞到挡风网22后

速度降低，进而受重力作用掉落到灰斗2中，灰斗2为锥形，便于灰尘从排灰口21排出，废气

经过挡风网22后，再经过稳流板251进一步降低风速，较低的风速有助于烟尘在过滤袋6内

进行过滤，最后经过过滤袋6过滤后的，再有排气管51  排出，当过滤袋6使用一段时间后，在

不清理的情况下灰尘会越积越多，并且会影响过滤袋6的除尘效果，通过清洗组件7向灰斗2

内喷射清洁剂雾气，烟尘会附着在分散的清洁剂小水雾中，并在聚在一起变成大颗粒物，有

助于被过滤袋6 阻隔，并且清洁剂水雾由一定的附着力，可以更加快速的吸附在过滤袋6

内，或者灰斗2内壁，当吸附在灰斗2内壁上时，水雾逐渐凝结成水滴，沿着灰斗2  上的排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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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1流出，震动组件8对过滤袋6进行震动，伴随着过滤袋6的震动，过滤袋6内的清洁剂将粘

附的烟尘从过滤袋6流入到灰斗2内，从排灰口21流出。

[0023] 所述清洗组件7包括燃烧室71，所述燃烧室71内设有燃烧管72和燃气管  73，所述

燃气管72长度与燃烧室71长度相同，且燃气管73一端设有封盖74，所述封盖74与燃气管73

密封连接，所述燃气管73连接有燃气，所述燃气管73  侧壁均匀设有若干通孔，所述燃烧管

72前端连接有喷嘴76，且燃烧管72与喷嘴76连通，燃烧管72末端连接有进水管78，且进水管

78末端连接有水箱77，所述燃烧管72中部设为螺旋状，所述燃气管73设于燃烧管72中部，所

述燃烧管72外壁设有稳焰罩79，所述稳焰罩79内壁与燃烧管72外壁固定连接，所述稳焰罩

79外壁与燃烧室71卡接，所述进水管78与水箱77之间设有抽水泵，所述燃烧室71外壁设有

一层保温隔热棉，所述喷嘴76为空气雾化喷嘴，所述燃烧室71右上方设有电打火装置75。启

动抽水泵，并且燃向燃气管73内充入燃气，通过燃气管73表面的通孔进入到燃烧室71内，电

打火装置75将燃气点着，使燃气在稳焰罩79内充分燃烧，稳焰罩79可以防止燃烧的火焰剧

烈晃动，让火焰对燃烧管72加热更加均匀，水箱77内的清洁剂经过进水管78进入到燃烧管

72，被火焰迅速加热成蒸汽，蒸汽最终进入到喷嘴76内，雾化的水蒸气最终由喷嘴  76进入

到灰斗2内，灰斗2内的烟尘吸附在水雾中变成大颗粒物，进入到过滤袋6内，通过震动对过

滤袋6进行清洁。

[0024] 所述震动组件包括支撑板81，且支撑板81下表面与过滤装置1固定连接，所述支撑

板81上表面左右对称设有齿轮82，所述齿轮82与支撑板81转动连接，齿轮82之间配合连接，

齿轮82外侧设有支撑杆83，所述支撑杆83下端与齿轮  82外侧铰接，支撑杆83上端固定连接

有夹持杆87，所述夹持杆87内侧设有夹持块84，所述夹持块84与夹持杆87固定连接，所述夹

持块84与过滤袋6配合连接，所述支撑杆83内侧上部设有连杆85，所述连杆85一端与支撑杆

83铰接，另一端与支撑板81上表面铰接，所述支撑杆83与齿轮82铰接处到齿轮82中心的连

线与连杆85相互平行，且长度相同，任意一齿轮82下方设有调节齿轮86，所述调节齿轮86与

支撑板81转动连接，且调节齿轮86与对应的齿轮82配合连接，所述调节齿轮86右侧设有齿

条框88，所述齿条框88边缘与调节齿轮86配合连接，所述齿条框88中部设有半齿轮89，所述

半齿轮89底部连接有电机。夹持块84的内侧面设有圆弧形凹槽，可以增大与过滤袋6外表面

的接触面积，使受力更加均匀，启动电机后，带动半齿轮89发生转动，当半齿轮89转动的同

时，会带动齿条框88发生往复运动，当齿条框88往复运动时，带动调节齿轮  86来回转动，调

节齿轮86转动时，可带动两支撑杆83相向或者反向运动，由于所述支撑杆83与齿轮82铰接

处到齿轮82中心的连线与连杆85相互平行，且长度相同，故支撑杆83前端的夹持杆87始终

保持竖直状态，此时夹持块84可对过滤袋6进行夹紧或松开，即可使过滤袋6发生震动，完成

内部的清洁。

[0025] 具体工作原理：当废气由进风口23通入到灰斗2内后，经过挡风网22，挡风网22用

于改变废气进入灰斗2的风向、降低风速，并且废气中的硬质颗粒物撞到挡风网22后速度降

低，进而受重力作用掉落到灰斗2中，灰斗2为锥形，便于灰尘从排灰口21排出，废气经过挡

风网22后，再经过稳流板251进一步降低风速，较低的风速有助于烟尘在过滤袋6内进行过

滤，最后经过过滤袋6过滤后的，再有排气管51排出，当过滤袋6使用一段时间后，在不清理

的情况下灰尘会越积越多，并且会影响过滤袋6的除尘效果，通过清洗组件7向灰斗2内喷射

清洁剂雾气，烟尘会附着在分散的清洁剂小水雾中，并在聚在一起变成大颗粒物，有助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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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袋6阻隔，并且清洁剂水雾由一定的附着力，可以更加快速的吸附在过滤袋6内，或者灰

斗2内壁，当吸附在灰斗2内壁上时，水雾逐渐凝结成水滴，沿着灰斗2上的排灰口21流出，震

动组件8对过滤袋6进行震动，伴随着过滤袋6的震动，过滤袋6内的清洁剂将粘附的烟尘从

过滤袋6流入到灰斗  2内，从排灰口21流出。启动抽水泵，并且燃向燃气管73内充入燃气，通

过燃气管73表面的通孔进入到燃烧室71内，电打火装置75将燃气点着，使燃气在稳焰罩79

内充分燃烧，稳焰罩79可以防止燃烧的火焰剧烈晃动，让火焰对燃烧管72加热更加均匀，水

箱77内的清洁剂经过进水管78进入到燃烧管72，被火焰迅速加热成蒸汽，蒸汽最终进入到

喷嘴76内，雾化的水蒸气最终由喷嘴76  进入到灰斗2内，灰斗2内的烟尘吸附在水雾中变成

大颗粒物，进入到过滤袋6  内，通过震动对过滤袋6进行清洁。夹持块84的内侧面设有圆弧

形凹槽，可以增大与过滤袋6外表面的接触面积，使受力更加均匀，启动电机后，带动半齿轮 

89发生转动，当半齿轮89转动的同时，会带动齿条框88发生往复运动，当齿条框88往复运动

时，带动调节齿轮86来回转动，调节齿轮86转动时，可带动两支撑杆83相向或者反向运动，

由于所述支撑杆83与齿轮82铰接处到齿轮82 中心的连线与连杆85相互平行，且长度相同，

故支撑杆83前端的夹持杆87始终保持竖直状态，此时夹持块84可对过滤袋6进行夹紧或松

开，即可使过滤袋  6发生震动，完成内部的清洁。

[002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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