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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

包括床垫本体和沿床垫本体侧边围绕设置的包

边，床垫本体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针织面料

层、丝绵层、云感棉层、弹簧层、黄麻纤维层和3D

材料层，针织面料层和3D材料层之间通过包边连

接；针织面料层沿其长度方向设有肩颈部凸起、

背部区、腰部凸起、臀部区和腿部凸起，肩颈部凸

起、腰部凸起和背部区均设有上散热孔，肩颈部

凸起设有若干组呈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一散热

槽组，肩颈部凸起两侧设有与第一散热槽组相通

的侧散热孔，腰部凸起沿床垫本体的长度方向呈

波浪形设置，腿部凸起设有若干组呈倒八字型排

列设置的第二散热槽组；本实用新型具有透气性

好、散热能力强且舒适性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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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包括床垫本体和沿所述床垫本体侧边围绕设

置的包边，所述床垫本体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针织面料层、丝绵层、云感棉层、弹簧层、

黄麻纤维层和3D材料层，所述针织面料层和所述3D材料层之间通过所述包边连接；所述针

织面料层沿其长度方向设置有肩颈部凸起、背部区、腰部凸起、臀部区和腿部凸起，所述肩

颈部凸起、所述腰部凸起和所述背部区均开设有上散热孔，所述肩颈部凸起开设有若干组

呈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一散热槽组，所述肩颈部凸起两侧开设有与所述第一散热槽组相通

的侧散热孔，所述腰部凸起沿所述床垫本体的长度方向呈波浪形设置，所述腿部凸起开设

有若干组呈倒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二散热槽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肩颈部凸起开设有

若干个第一透气槽，所述第一透气槽位于所述第一散热槽组的中间，所述第一透气槽与所

述侧散热孔相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腿部凸起开设有若

干个第二透气槽，所述第二透气槽位于所述第二散热槽组的中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云感棉层与所述丝

绵层之间连接有纳米银离子面料层，所述纳米银离子面料层的表面开设有若干个散热切

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针织面料层上铺设

有防水透气垫，所述防水透气垫的中间一侧上设置有一组按摩凸条，所述防水透气垫的中

间另一侧内设置有保暖棉，所述防水透气垫的边缘两侧连接有铁块，所述包边连接有与所

述铁块连接的两组磁铁，一组所述磁铁分别位于所述背部区的两侧，另一组所述磁铁分别

位于所述臀部区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磁铁上覆盖有防护

透气短布条，所述防护透气短布条内一侧与所述包边连接，所述防护透气短布条内另一侧

连接有魔术贴毛面，所述防水透气垫的边缘两侧连接有与所述魔术贴毛面连接的魔术贴勾

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层为由若干个

独立布袋弹簧构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层与所述黄麻

纤维层之间连接有竹炭纤维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边上设置有拉

链，所述包边连接有用于保护所述拉链的防护透气长布条，所述防护透气长布条沿所述拉

链的长度方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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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床上用品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城市生活节奏较快，人们越来越注重睡眠质量，而拥有“卫生、舒适、美观”的

健康寝具是获得高质量睡眠的关键所在；弹簧床垫为现代人生活的常用寝具之一，人们在

享受弹簧床垫带来的舒适感之前，大多数弹簧床垫的特性偏软、透气性和干燥性差，长期睡

在这种较软的床垫上对人体的骨骼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不能满足喜欢睡在偏硬点床

垫上的使用者的需求，造成舒适性差和适用性差的问题；且现有大部分的床垫透气性差，人

在睡眠过程中会排出大量的汗液，其中一部分汗液会渗透到床垫当中，汗液因床垫不透气

而沉淀到床垫里面，致使床垫滋生螨虫和细菌或床垫内部受潮使弹簧生锈变形，长期使用

易导致人体脊椎变形，严重影响人体的健康和睡眠舒适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

保证使用者的人体健康，具有透气性好、散热能力强且舒适性好的优点。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包括床垫本体和沿所述床垫本体侧边围绕设置的包边，

所述床垫本体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针织面料层、丝绵层、云感棉层、弹簧层、黄麻纤维

层和3D材料层，所述针织面料层和所述3D材料层之间通过所述包边连接；所述针织面料层

沿其长度方向设置有肩颈部凸起、背部区、腰部凸起、臀部区和腿部凸起，所述肩颈部凸起、

所述腰部凸起和所述背部区均开设有上散热孔，所述肩颈部凸起开设有若干组呈八字型排

列设置的第一散热槽组，所述肩颈部凸起两侧开设有与所述第一散热槽组相通的侧散热

孔，所述腰部凸起沿所述床垫本体的宽度方向呈波浪形设置，所述腿部凸起开设有若干组

呈倒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二散热槽组。

[0006] 进一步设置：所述肩颈部凸起开设有若干个第一透气槽，所述第一透气槽位于所

述第一散热槽组的中间，所述第一透气槽与所述侧散热孔相通。

[0007] 进一步设置：所述腿部凸起开设有若干个第二透气槽，所述第二透气槽位于所述

第二散热槽组的中间。

[0008] 进一步设置：所述云感棉层与所述丝绵层之间连接有纳米银离子面料层，所述纳

米银离子面料层的表面开设有若干个散热切口。

[0009] 进一步设置：所述针织面料层上铺设有防水透气垫，所述防水透气垫的中间一侧

上设置有一组按摩凸条，所述防水透气垫的中间另一侧内设置有保暖棉，所述防水透气垫

的边缘两侧连接有铁块，所述包边连接有与所述铁块连接的两组磁铁，一组所述磁铁分别

位于所述背部区的两侧，另一组所述磁铁分别位于所述臀部区两侧。

[0010] 进一步设置：所述磁铁上覆盖有防护透气短布条，所述防护透气短布条内一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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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包边连接，所述防护透气短布条内另一侧连接有魔术贴毛面，所述防水透气垫的边缘

两侧连接有与所述魔术贴毛面连接的魔术贴勾面。

[0011] 进一步设置：所述弹簧层为由若干个独立布袋弹簧构成。

[0012] 进一步设置：所述弹簧层与所述黄麻纤维层之间连接有竹炭纤维层。

[0013] 进一步设置：所述包边上设置有拉链，所述包边连接有用于保护所述拉链的防护

透气长布条，所述防护透气长布条沿所述拉链的长度方向设置。

[001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通过针织面料层和3D材料层，起到提高透气性、散热性和舒

适性的作用；通过丝绵层和云感棉层结合，透气排湿，提供人体包裹感，起到进一步提高整

体的舒适性和透气性的作用；通过黄麻纤维层，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散热性和除螨杀菌的

作用；通过肩颈部凸起、腰部凸起和腿部凸起，用以承托人体肩颈、腰和腿几个部位的不同

压力，起到提高整体舒适度和保证使用者的人体健康的作用；通过上散热孔，对人体较容易

出汗的三个部位进行散热透气，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通过侧散热孔、第一

散热槽组和第二散热槽组，起到进一步提高肩颈部、腿部的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通过将

腰部凸起设置成沿床垫本体的宽度方向呈波浪形，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

本实用新型整体透气散热性好且舒适度高，床垫本体的正、反两面软硬结合，满足了对不同

使用者的适应性，保证使用者的人体健康，具有透气性好、散热能力强且舒适性好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中A的局部放大视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剖视图；

[0018] 图4为图3中B的局部放大视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床垫本体；2、包边；3、针织面料层；4、丝绵层；5、云感棉层；6、弹簧层；7、黄

麻纤维层；8、3D材料层；9、肩颈部凸起；10、背部区；11、腰部凸起；12、臀部区；13、腿部凸起；

14、上散热孔；15、第一散热槽组；16、侧散热孔；17、第二散热槽组；18、第一透气槽；19、第二

透气槽；20、纳米银离子面料层；21、散热切口；22、防水透气垫；23、按摩凸条；24、保暖棉；

25、铁块；26、磁铁；27、防护透气短布条；28、魔术贴毛面；29、魔术贴勾面；30、竹炭纤维层；

31、拉链；32、防护透气长布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

合附图予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上”、“下”和“底端”指的是附图1

和图3中的方向。

[0022] 本实用新型最关键的构思在于：通过针织面料层3和3D材料层8，透气排湿，提高了

床垫本体1正面和反面的透气性和舒适性，起到提高透气性、散热性和舒适性的作用；通过

丝绵层4和云感棉层5结合，利用丝绵良好的吸湿性、透气性和保暖性的特点，以及云感棉良

好的吸湿性、极佳的柔软舒适性和透气性等的特点，起到进一步提高整体的舒适性和透气

性的作用；通过黄麻纤维层7，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散热性和除螨杀菌的作用；通过肩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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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起9、腰部凸起11和腿部凸起13，用以承托人体肩颈部、腰部和腿部三个部位的不同压力，

起到提高整体舒适性和保证使用者人体健康的作用；通过上散热孔14，将腰部凸起11设置

呈波浪形，用以对人体较容易出汗的肩颈部、背部和腰部三个部位进行散热透气，起到提高

整体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通过侧散热孔16、第一散热槽组15和第二散热槽组17，贴合人

脖颈和腿部的曲度，起到进一步提高肩颈部和腿部的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

[0023] 本实用新型整体透气散热性好且舒适度高，床垫本体1的正、反两面软硬相结合，

满足了对不同使用者的适应性，保证使用者的人体健康，具有透气性好、散热能力强且舒适

性好的优点。

[0024] 请参照图1至图5所示，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包括床垫本体1和沿床垫本体1侧

边围绕设置的包边2，床垫本体1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针织面料层3、丝绵层4、云感棉层

5、弹簧层6、黄麻纤维层7和3D材料层8，针织面料层3和3D材料层8之间通过包边2连接；针织

面料层3沿其长度方向设置有肩颈部凸起9、背部区10、腰部凸起11、臀部区12和腿部凸起

13，肩颈部凸起9、腰部凸起11和背部区10均开设有上散热孔14，肩颈部凸起9开设有若干组

呈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一散热槽组15，肩颈部凸起9两侧开设有与第一散热槽组15相通的

侧散热孔16，腰部凸起11沿床垫本体1的长度方向呈波浪形设置，腿部凸起13开设有若干组

呈倒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二散热槽组17。

[0025]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将床垫本体1正面的第一层设为针织面料层3，利用针织面

料良好的柔软性、吸湿性和透气性的特点，用于吸附并释放床垫本体1正面表层的汗液和水

分，避免了螨虫和细菌的滋生，同时，减小皮肤与床垫本体1正面表层之间的摩擦，保证了舒

适的睡眠环境，起到提高透气性、散热性和舒适性的作用；通过将床垫本体1第二层设置为

丝绵层4，利用丝绵良好的吸湿性、透气性、保暖性和吸湿排汗的特点，保证使用者的健康，

起到进一步提高整体的舒适性和透气性的作用；通过云感棉层5，利用云感棉具有极佳的柔

软舒适性、极佳的透气性、良好的吸湿性、弹性好且不易变形的特点，可以提供人体包裹感，

身体与床垫接触更服帖，也保持了床垫本体1的干燥性，起到进一步提高整体的舒适性和透

气性的作用；

[0026] 通过将黄麻纤维层7作为床垫本体1反面第二层，利用黄麻纤维具有良好的抗菌除

螨、良好的透气性、吸湿性能好，散失水分快和屏蔽紫外线的特性，保证床垫本体1干燥性，

防止床垫本体1内滋生螨虫和细菌，为人体提供健康、舒适的睡眠环境，保证使用者的健康，

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散热性和除螨杀菌的作用；通过3D材料层8作为床垫本体1的反面表

层，利用3D材料的良好透气性和承托力的特性，可以有助于肩周炎和腰间盘突出的恢复，提

高睡眠舒适度的同时，整体的抗压性增强，起到提高整体的舒适性、透气性和延长整体使用

寿命的作用；床垫本体1的正、反两面软硬相结合，满足了对不同使用者的适应性，起到扩大

整体适用性的作用；

[0027] 通过针织面料层3表面设置肩颈部凸起9、腰部凸起11和腿部凸起13，贴合人身体

曲度，用以承托人体肩颈部、腰部和腿部三个部位的不同压力，在不同压力的情况下产生合

适的受力感，使每个人的脊椎舒展，血液循环畅通，提高了睡眠舒适度和有助于改善睡眠质

量，起到提高整体舒适度的作用；通过在肩颈部凸起9、背部区10和腰部凸起11上均开设上

散热孔14，用以对人体较容易出汗的肩颈部、背部和腰部三个部位进行散热透气，起到提高

整体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通过若干组呈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一散热槽组15和若干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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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二散热槽组17，贴合人脖颈和腿部的曲度，起到进一步提高肩颈部

和腿部的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通过侧散热孔16，起到进一步提高肩颈部的散热性的作

用；通过将腰部凸起11设置成沿床垫本体1的长度方向呈波浪形，利用腰部凸起11的凹面用

以散热透气，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进一步保证了使用者的人体健康。

[0028] 进一步的：肩颈部凸起9开设有若干个第一透气槽18，第一透气槽18位于第一散热

槽组15的中间，第一透气槽18与侧散热孔16相通。

[0029]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第一透气槽18，且散热孔与第一透气槽18相通，便于脖颈后

侧中部与肩颈部凸起9更好的散热，起到进一步提高肩颈部凸起9的散热性和透气性的作

用。

[0030] 进一步的：腿部凸起13开设有若干个第二透气槽19，第二透气槽19位于第二散热

槽组17的中间。

[0031]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第一透气槽18，便于腿部后侧中部与腿部凸起13更好的散

热，起到进一步提高腿部凸起13的散热性和透气性的作用。

[0032] 进一步的：云感棉层5与丝绵层4之间连接有纳米银离子面料层20，纳米银离子面

料层20的表面开设有若干个散热切口21。

[0033]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在云感棉和丝绵层4之间连接纳米银离子面料层20，利用纳

米银离子面料的强力抗菌的优点，在温暖潮湿的环境里,纳米银离子具有非常高的生物活

性，极易同其它物质相结合,使得细菌细胞膜内外的蛋白质凝固,从而阻断细菌细胞的呼吸

和繁殖过程，为人体提供健康、舒适的睡眠环境，进而进一步保证使用者的健康，起到进一

步提高床垫本体1内部的抗菌性和睡眠舒适性的作用；通过在纳米银离子面料层20的表面

开设若干个散热切口21，以提高纳米银离子面料层20的透气性，避免因纳米银离子面料层

20受潮而影响人体健康，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和舒适性的作用。

[0034] 进一步的：针织面料层3上铺设有防水透气垫22，防水透气垫22的中间一侧上设置

有一组按摩凸条23，防水透气垫22的中间另一侧内设置有保暖棉24，防水透气垫22的边缘

两侧连接有铁块25，包边2连接有与铁块25连接的两组磁铁26，一组磁铁26分别位于背部区

10的两侧，另一组磁铁26分别位于臀部区12两侧。

[0035] 从上述描述可知，当使用者的背部疲劳酸疼时，通过防水透气垫22、按摩凸条23、

磁铁26和铁块25，先将防水透气垫22取出，再将防水透气垫22有按摩条的一侧放置在使用

者待睡区的背部区10，之后，将连接于防水透气垫22边缘两侧的铁块25与背部区10对应的

磁铁26磁性连接在一起，实现防水透气垫22与包边2可拆卸连接和提高整体睡眠舒适性的

作用；当遇使用者生理期时，先将防水透气垫22取出，再将防水透气垫22有保暖棉24的一侧

放置在使用者待睡区的臀部区12，将铁块25与臀部区12对应的磁铁26磁性连接在一起，起

到经期保暖和防漏的作用，实现进一步提高整体的适用性和保证睡眠舒适性的作用。

[0036] 进一步的：磁铁26上覆盖有防护透气短布条27，防护透气短布条27内一侧与包边2

连接，防护透气短布条27内另一侧连接有魔术贴毛面28，防水透气垫22的边缘两侧连接有

与魔术贴毛面28连接的魔术贴勾面29。

[0037]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防护透气短布条27，防护透气短布条27采用透气布条，防止

磁铁26与外物碰撞而造成磁铁26受损，同时，避免包边2因对磁铁26部分增加防护产生的厚

度而影响包边2的局部透气性，起到延长磁铁26的使用寿命和进一步保证包边2的整体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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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作用；当需要铺设防水透气垫22时，将防护透气短布条27翻180°，通过魔术贴毛面28和

魔术贴勾面29，将经初步固定的防水透气垫22的边缘两侧与防护透气短布内侧粘贴固定在

一起，起到对防水透气垫22进行二次固定的作用。

[0038] 进一步的；弹簧层6为由若干个独立布袋弹簧构成。

[0039]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独立布袋弹簧构成弹簧层6，利用布袋弹簧不易生锈的优

点，避免了因弹簧生锈变形而造成严重影响人体的健康和睡眠舒适性，同时，降低了床垫整

体的噪声，起到进一步提高整体舒适性和静音的作用；另外，因为每个独立布袋弹簧皆为独

立支撑和伸缩，因此躺在上面的两人中有一人翻身或离开，另一人不会受到丝毫影响，起到

进一步提高整体的睡眠安稳舒适性的作用。

[0040] 进一步的：弹簧层6与黄麻纤维层7之间连接有竹炭纤维层30。

[0041]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连接于弹簧层6和黄麻纤维层7之间的竹炭纤维层30，利用

竹炭纤维良好的吸湿透气性和抑菌抗菌性，便于人体排出的汗液透过黄麻纤维层7进入到

竹炭纤维层30所在的区域能被竹炭纤维层30所吸收，提高了床垫整体的干燥度，减少床垫

内积存的潮气对人体的影响，同时，再次提高了床垫本体1的抗菌性，为人体提供健康、舒适

的睡眠环境，起到进一步提高整体透气性、舒适性和抗菌性的作用；且竹炭纤维层30在使用

一段时间后，通过晾晒即可恢复吸附功能，起到进一延长床垫本体1的使用寿命的作用。

[0042] 进一步的：包边2上设置有拉链31，包边2连接有用于保护拉链31的防护透气长布

条32，防护透气长布条32沿拉链31的长度方向设置。

[0043] 从上述描述可知，当需要晾晒或清洗床垫本体1时，通过拉开拉链31，实现便于床

垫本体1内部的晾晒和床垫本体1外部的清洗；通过防护透气长布条32，防止在床垫的使用

过程中，因拉链31与外物或使用人员碰撞，造成使用者的刮伤或拉链31的损坏，起到提高床

垫本体1的安全性和延长了整体的使用寿命的作用；另外，防护透气长布条32采用透气布

条，避免包边2因对拉链31部分增加防护产生的厚度而影响包边2的局部透气性，起到进一

步保证包边2的整体透气性的作用。

[0044] 参照图1至图5，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实施例为：

[0045] 一种黄麻纤维双面床垫，如图1和图3所示，包括床垫本体1和包边2，包边2沿床垫

本体1侧边围绕设置；床垫本体1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针织面料层3、丝绵层4、云感棉层

5、弹簧层6、黄麻纤维层7和3D材料层8，针织面料层3和3D材料层8之间通过包边2连接；

[0046] 如图1和图2所示，针织面料层3沿其长度方向设置有肩颈部凸起9、背部区10、腰部

凸起11、臀部区12和腿部凸起13；肩颈部凸起9、腰部凸起11和背部区10均开设有上散热孔

14；腰部凸起11沿床垫本体1的长度方向呈波浪形设置；肩颈部凸起9开设有若干组呈八字

型排列设置的第一散热槽组15，肩颈部凸起9两侧开设有与第一散热槽组15相通的侧散热

孔16，肩颈部凸起9开设有若干个第一透气槽18，第一透气槽18位于第一散热槽组15的中

间，第一透气槽18与侧散热孔16相通；

[0047] 如图1和图5所示，腿部凸起13开设有若干组呈倒八字型排列设置的第二散热槽组

17；腿部凸起13开设有若干个第二透气槽19，第二透气槽19位于第二散热槽组17的中间。

[0048] 如图3和图4所示，云感棉层5与丝绵层4之间连接有纳米银离子面料层20，纳米银

离子面料层20的表面开设有若干个散热切口21。

[0049] 如图1和图5所示，针织面料层3上铺设有防水透气垫22，防水透气垫22的中间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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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置有一组按摩凸条23，防水透气垫22的中间另一侧内设置有保暖棉24；防水透气垫22

的边缘两侧连接有铁块25，包边2连接有与铁块25连接的两组磁铁26，一组磁铁26分别位于

背部区10的两侧，另一组磁铁26分别位于臀部区12两侧；磁铁26上覆盖有防护透气短布条

27，防护透气短布条27内一侧与包边2连接，防护透气短布条27内另一侧连接有魔术贴毛面

28，防水透气垫22的边缘两侧连接有与魔术贴毛面28连接的魔术贴勾面29。

[0050] 如图3和图4所示，弹簧层6为由若干个独立布袋弹簧构成；弹簧层6与黄麻纤维层7

之间连接有竹炭纤维层30。

[0051] 如图5所示，包边2上设置有拉链31，包边2连接有用于保护拉链31的防护透气长布

条32，防护透气长布条32沿拉链31的长度方向设置。

[005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透气性好、散热能力强且舒适性好的

优点；通过针织面料层3和3D材料层8，起到提高透气性、散热性和舒适性的作用；通过丝绵

层4和云感棉层5结合，利用丝绵良好的吸湿透气性和保暖性的特点，以及云感棉良好的吸

湿性、极佳的柔软舒适性和透气性等的特点，起到进一步提高整体的舒适性和透气性的作

用；通过黄麻纤维层7，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散热性和除螨杀菌的作用；通过肩颈部凸起9、

腰部凸起11和腿部凸起13，用以承托人体肩颈部、腰部和腿部三个部位的不同压力，起到提

高整体舒适度和保证使用者的人体健康的作用；通过上散热孔14，对人体较容易出汗的三

个部位进行散热透气，起到提高整体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通过侧散热孔16、第一散热槽

组15和第二散热槽组17，贴合人脖颈和腿部的曲度，起到进一步提高肩颈部、腿部的透气性

和散热性的作用；通过将腰部凸起11设置成沿床垫本体1的宽度方向呈波浪形，起到提高整

体透气性和散热性的作用。

[0053]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

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

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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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0

CN 217285256 U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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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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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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