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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

(57)摘要

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包括盒

体，两个盒体左右对称，盒体一侧的下端开设贯

穿盒体的第一透槽，盒体相背侧的上端开设排料

口，排料口的外侧配合安装密封盖，盒体内的中

部固定安装隔板，隔板的中部开设上下通透的第

二透槽，盒体左右两侧的下端分别设有转轴，转

轴外周的前后两侧分别通过轴承转动安装第一

轴座，转轴外周的中部分别固定安装同步轮。本

发明能够在拖地的同时不断清理拖布，设有垃圾

预存结构，将清理的垃圾自动储存在预存结构

内，便于拖布的持续使用，提升拖地效率，使用操

作便捷，并能够使拖布头折叠收拢，减小放置时

占用的空间，并利用折叠结构使拖布夹持较大的

垃圾，便于垃圾的清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适合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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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盒体(1)，两个盒体(1)左右对

称，盒体(1)一侧的下端开设贯穿盒体(1)的第一透槽(2)，盒体(1)相背侧的上端开设排料

口(3)，排料口(3)的外侧配合安装密封盖(4)，盒体(1)内的中部固定安装隔板(5)，隔板(5)

的中部开设上下通透的第二透槽(6)，盒体(1)左右两侧的下端分别设有转轴(7)，转轴(7)

外周的前后两侧分别通过轴承转动安装第一轴座(8)，第一轴座(8)分别与对应的盒体(1)

固定连接，转轴(7)外周的中部分别固定安装同步轮(10)，同一个盒体(1)上的两个同步轮

(10)套装一个同步带(11)并通过同步带(11)传动连接，同步带(11)的上端穿过第一透槽

(2)位于盒体(1)内部，同步带(11)的外侧覆盖一层静电拖布(12)，位于盒体(1)相邻侧的转

轴(7)外周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安装第二轴座(9)，第二轴座(9)的顶侧分别固定连接

连杆(13)的下端，连杆(13)的上端固定连接一个支撑板(14)的底侧，支撑板(14)的底侧固

定安装能够驱动转轴(7)转动的驱动装置，支撑板(14)顶侧的中间固定连接圆管(15)的下

端，圆管(15)的上端向后倾斜，圆管(15)的外周套装滑套(16)，盒体(1)顶侧的中部分别铰

接连接杆(17)的下端，连接杆(17)的上端分别与滑套(16)外周的下部铰接，圆管(15)的外

周固定安装挡环(20)，挡环(20)的底侧与滑套(16)的顶侧接触配合，第二透槽(6)的一侧分

别固定连接导向刮板(19)的上端，导向刮板(19)的下端分别与静电拖布(12)的顶侧紧密接

触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同步带

(11)的前后两侧、静电拖布(12)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1)对应的侧壁滑动接触配合，导向

刮板(19)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1)对应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的导向刮板(19)的下方设

有支撑托板(30)，支撑托板(30)的顶侧分别与同步带(11)上部的底侧滑动接触配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密封盖

(4)的下侧与对应的隔板(5)的外侧铰接连接，密封盖(4)的内侧与盒体(1)的外侧、隔板(5)

的外侧接触配合，密封盖(4)的上端镶嵌安装第一磁铁(40)，盒体(1)的外侧对应第一磁铁

(40)镶嵌安装第二磁铁(41)，第一磁铁(40)与第二磁铁(41)磁吸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隔板

(5)的顶侧固定连接斜板(44)的底侧，斜板(44)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1)对应的侧壁固定

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隔板

(5)底侧的内端铰接挡板(50)的顶侧，挡板(50)的前后两侧与盒体(1)对应的侧壁滑动接触

配合，挡板(50)的内侧分别设有与盒体(1)固定连接的挡块(5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其特征在于：外侧的所述的

同步轮(10)外周的中部分别开设环形槽(60)，环形槽(60)内均匀固定安装数个拨块(61)，

第一透槽(2)内设有拨杆(62)，拨杆(62)与盒体(1)铰接连接，拨杆(62)的外端与拨块(61)

拨动配合，拨杆(62)底侧的外端与盒体(1)的底部通过拉簧(63)相连接，拨杆(62)的内端固

定安装条形板(6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装

置包括第一链轮(70)，两个盒体(1)之间的转轴(7)的两端分别固定安装第一链轮(70)，两

个盒体(1)之间的转轴(7)的上方分别设有横轴(71)，横轴(71)外周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

动安装第三轴座(72)，第三轴座(72)分别与对应的连杆(13)固定连接，横轴(71)的两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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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固定安装第二链轮(73)，第二链轮(73)分别与下侧对应的第一链轮(70)通过链条(74)传

动连接，横轴(71)外周的中部分别通过单向轴承转动安装齿轮(75)，两个齿轮(75)之间设

有齿条板(76)，齿条板(76)的左右两侧分别与对应的齿轮(75)啮合配合，齿条板(76)的顶

侧与支撑板(14)的底侧通过数个弹簧杆(77)相连接，支撑板(14)的底侧开设与圆管(15)内

部相通的通孔，通孔内设有拉绳(79)，拉绳(79)的下端与齿条板(76)固定连接，拉绳(79)的

上端穿过圆管(15)位于圆管(15)的上方固定连接拉环(80)，圆管(15)的上端固定安装三角

把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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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头发清理装置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

背景技术

[0002] 人们生活中经常会掉落很多头发，由于头发较轻，使用扫帚清扫时带起的风容易

将头发吹起，给清扫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且头发容易缠绕在扫帚的刷毛间隙上，造成扫帚端

部缠绕头发过多，清扫时缠绕的头发又会不断的掉落，不利于落发的清扫；将头发扫入垃圾

斗内时，细小的头发容易卡在垃圾斗与地面的交界处，现有的静电拖布进行头发清理，虽然

清理效果不错，但一次性拖布需要频繁更换，或需要清理拖布，使用操作便捷繁琐，难以将

清理的头发转移到垃圾斗内，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故我们发明了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

清理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缺陷。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包括盒体，两个盒体左右对称，盒体一侧的下端

开设贯穿盒体的第一透槽，盒体相背侧的上端开设排料口，排料口的外侧配合安装密封盖，

盒体内的中部固定安装隔板，隔板的中部开设上下通透的第二透槽，盒体左右两侧的下端

分别设有转轴，转轴外周的前后两侧分别通过轴承转动安装第一轴座，第一轴座分别与对

应的盒体固定连接，转轴外周的中部分别固定安装同步轮，同一个盒体上的两个同步轮套

装一个同步带并通过同步带传动连接，同步带的上端穿过第一透槽位于盒体内部，同步带

的外侧覆盖一层静电拖布，位于盒体相邻侧的转轴外周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安装第二

轴座，第二轴座的顶侧分别固定连接连杆的下端，连杆的上端固定连接一个支撑板的底侧，

支撑板的底侧固定安装能够驱动转轴转动的驱动装置，支撑板顶侧的中间固定连接圆管的

下端，圆管的上端向后倾斜，圆管的外周套装滑套，盒体顶侧的中部分别铰接连接杆的下

端，连接杆的上端分别与滑套外周的下部铰接，圆管的外周固定安装挡环，挡环的底侧与滑

套的顶侧接触配合，第二透槽的一侧分别固定连接导向刮板的上端，导向刮板的下端分别

与静电拖布的顶侧紧密接触配合。

[0006] 如上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所述的同步带的前后两侧、静电拖

布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对应的侧壁滑动接触配合，导向刮板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对应

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的导向刮板的下方设有支撑托板，支撑托板的顶侧分别与同步带上

部的底侧滑动接触配合。

[0007] 如上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所述的密封盖的下侧与对应的隔板

的外侧铰接连接，密封盖的内侧与盒体的外侧、隔板的外侧接触配合，密封盖的上端镶嵌安

装第一磁铁，盒体的外侧对应第一磁铁镶嵌安装第二磁铁，第一磁铁与第二磁铁磁吸配合。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所述的隔板的顶侧固定连接斜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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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侧，斜板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对应的侧壁固定连接。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所述的隔板底侧的内端铰接挡板的

顶侧，挡板的前后两侧与盒体对应的侧壁滑动接触配合，挡板的内侧分别设有与盒体固定

连接的挡块。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外侧的所述的同步轮外周的中部分

别开设环形槽，环形槽内均匀固定安装数个拨块，第一透槽内设有拨杆，拨杆与盒体铰接连

接，拨杆的外端与拨块拨动配合，拨杆底侧的外端与盒体的底部通过拉簧相连接，拨杆的内

端固定安装条形板。

[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所述的驱动装置包括第一链轮，两

个盒体之间的转轴的两端分别固定安装第一链轮，两个盒体之间的转轴的上方分别设有横

轴，横轴外周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安装第三轴座，第三轴座分别与对应的连杆固定连

接，横轴的两端分别固定安装第二链轮，第二链轮分别与下侧对应的第一链轮通过链条传

动连接，横轴外周的中部分别通过单向轴承转动安装齿轮，两个齿轮之间设有齿条板，齿条

板的左右两侧分别与对应的齿轮啮合配合，齿条板的顶侧与支撑板的底侧通过数个弹簧杆

相连接，支撑板的底侧开设与圆管内部相通的通孔，通孔内设有拉绳，拉绳的下端与齿条板

固定连接，拉绳的上端穿过圆管位于圆管的上方固定连接拉环，圆管的上端固定安装三角

把手。

[0012] 本发明的优点是：本发明结构简单，构思巧妙，能够在拖地的同时不断清理拖布，

设有垃圾预存结构，将清理的垃圾自动储存在预存结构内，便于拖布的持续使用，提升拖地

效率，使用操作便捷，并能够使拖布头折叠收拢，减小放置时占用的空间，并利用折叠结构

使拖布夹持较大的垃圾，便于垃圾的清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适合推广。使用本发明时，把

持圆管，使静电拖布底侧与地面接触配合，然后移动圆管，进行拖地，头发、灰尘与纸屑能够

吸附杂静电拖布的底侧，当静电拖布底侧吸附的头发、灰尘与纸屑过多时，影响后续对头

发、灰尘与纸屑的清理，此时使用者通过驱动装置使内侧的转轴转动，转轴带动内侧的同步

轮转动，内侧的同步轮通过同步带带动外侧的同步轮转动，静电拖布对同步带转动，左侧的

静电拖布逆时针转动，右侧的静电拖布顺时针转动，从而将静电拖布吸附有大量头发、灰尘

与纸屑的位置移动至第一透槽内，使干净的静电拖布位于盒体的下方，便于后续继续高效

清理头发、灰尘与纸屑，当静电拖布从导向刮板的下方经过时，导向刮板的下端能够将静电

拖布顶侧吸附的头发、灰尘与纸屑刮掉，从而对静电拖布进行清理，便于静电拖布不断循环

使用，清理下的头发、灰尘与纸屑在后续清理下的头发、灰尘与纸屑推力作用下沿导向刮板

到达隔板顶侧，并预存在隔板顶侧，需要清理时打开密封盖，经预存的头发、灰尘与纸屑垃

圾通过排料口排出；当遇到较大的头发团或纸团时，无法被静电拖布有效吸附起来，此时向

下推动滑套，滑套通过连接杆带动盒体沿对应的第二轴座内的转轴转动，从而使盒体的底

侧逐渐靠近，两个盒体的底侧能够将头发团或纸团夹住，并夹扁，此时再通过驱动装置使静

电拖布转动，静电拖布能够带动被夹扁的头发团或纸团进行向上移动，直至头发团或纸团

移动到最上方掉入第一透槽，并沿导向刮板进入隔板上方的预存空间内，当较为坚硬的固

体被两个盒体的底侧夹持时，能够从使盒体充当夹子，便于该固体的转移，无需用手，增加

清理时的卫生保障，然后向上拉动滑套，盒体重新分离打开；当使用结束后，提起圆管的上

端，并使滑套与挡环分离，盒体在重力的作用下沿转轴转动，使静电拖布的底侧接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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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体处于竖直状态，减少盒体占地面积，便于放置。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图2是图1的Ⅰ局部放大图；图3是图1的Ⅱ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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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 一种移动式高效两用落发清理器，如图所示，包括盒体1，两个盒体1左右对称，盒

体1一侧的下端开设贯穿盒体1的第一透槽2，盒体1相背侧的上端开设排料口3，排料口3的

外侧配合安装密封盖4，盒体1内的中部固定安装隔板5，隔板5的侧壁与盒体1对应的内壁固

定连接，隔板5的中部开设上下通透的第二透槽6，盒体1左右两侧的下端分别设有转轴7，转

轴7外周的前后两侧分别通过轴承转动安装第一轴座8，第一轴座8分别与对应的盒体1固定

连接，转轴7外周的中部分别固定安装同步轮10，同一个盒体1上的两个同步轮10套装一个

同步带11并通过同步带11传动连接，同步带11的上端穿过第一透槽2位于盒体1内部，同步

带11的外侧覆盖一层静电拖布12，位于盒体1相邻侧的转轴7外周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

安装第二轴座9，第二轴座9位于对应的第一轴座8的外侧，第二轴座9的顶侧分别固定连接

连杆13的下端，连杆13的上端固定连接一个支撑板14的底侧，支撑板14底侧的四角分别与

对应的连杆13的上端固定连接，支撑板14的底侧固定安装能够驱动转轴7转动的驱动装置，

支撑板14顶侧的中间固定连接圆管15的下端，圆管15的上端向后倾斜，圆管15的轴线与盒

体1顶侧所在的平面成30°～60°夹角，本实施例成45°夹角，圆管15的外周套装滑套16，盒体

1顶侧的中部分别铰接连接杆17的下端，连接杆17的上端分别与滑套16外周的下部铰接，圆

管15的外周固定安装挡环20，挡环20的底侧与滑套16的顶侧接触配合，挡环20与滑套16均

为磁性材料，并能够相互吸附，且挡环20与滑套16之间的吸附力大于盒体1对滑套16的拉

力，第二透槽6的一侧分别固定连接导向刮板19的上端，导向刮板19的下端分别与静电拖布

12的顶侧紧密接触配合。本发明结构简单，构思巧妙，能够在拖地的同时不断清理拖布，设

有垃圾预存结构，将清理的垃圾自动储存在预存结构内，便于拖布的持续使用，提升拖地效

率，使用操作便捷，并能够使拖布头折叠收拢，减小放置时占用的空间，并利用折叠结构使

拖布夹持较大的垃圾，便于垃圾的清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适合推广。使用本发明时，把持

圆管15，使静电拖布12底侧与地面接触配合，然后移动圆管15，进行拖地，头发、灰尘与纸屑

能够吸附杂静电拖布12的底侧，当静电拖布12底侧吸附的头发、灰尘与纸屑过多时，影响后

续对头发、灰尘与纸屑的清理，此时使用者通过驱动装置使内侧的转轴7转动，转轴7带动内

侧的同步轮10转动，内侧的同步轮10通过同步带11带动外侧的同步轮10转动，静电拖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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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步带11转动，左侧的静电拖布12逆时针转动，右侧的静电拖布12顺时针转动，从而将静

电拖布12吸附有大量头发、灰尘与纸屑的位置移动至第一透槽2内，使干净的静电拖布12位

于盒体1的下方，便于后续继续高效清理头发、灰尘与纸屑，当静电拖布12从导向刮板19的

下方经过时，导向刮板19的下端能够将静电拖布12顶侧吸附的头发、灰尘与纸屑刮掉，从而

对静电拖布12进行清理，便于静电拖布12不断循环使用，清理下的头发、灰尘与纸屑在后续

清理下的头发、灰尘与纸屑推力作用下沿导向刮板19到达隔板5顶侧，并预存在隔板5顶侧，

需要清理时打开密封盖4，经预存的头发、灰尘与纸屑垃圾通过排料口13排出；当遇到较大

的头发团或纸团时，无法被静电拖布12有效吸附起来，此时向下推动滑套16，滑套16通过连

接杆17带动盒体1沿对应的第二轴座9内的转轴7转动，从而使盒体1的底侧逐渐靠近，两个

盒体1的底侧能够将头发团或纸团夹住，并夹扁，此时再通过驱动装置使静电拖布12转动，

静电拖布12能够带动被夹扁的头发团或纸团进行向上移动，直至头发团或纸团移动到最上

方掉入第一透槽2，并沿导向刮板19进入隔板5上方的预存空间内，当较为坚硬的固体被两

个盒体1的底侧夹持时，能够从使盒体1充当夹子，便于该固体的转移，无需用手，增加清理

时的卫生保障，然后向上拉动滑套16，盒体1重新分离打开；当使用结束后，提起圆管15的上

端，并使滑套16与挡环20分离，盒体1在重力的作用下沿转轴7转动，使静电拖布12的底侧接

触配合，盒体1处于竖直状态，减少盒体1占地面积，便于放置。

[0017] 具体而言，如图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同步带11的前后两侧、静电拖布12的前后两

侧分别与盒体1对应的侧壁滑动接触配合，导向刮板19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1对应的内壁

固定连接；所述的导向刮板19的下方设有支撑托板30，支撑托板30的顶侧分别与同步带11

上部的底侧滑动接触配合。同步带11的前后两侧、静电拖布12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1对应

的侧壁滑动接触配合，从而减少静电拖布12粘附的头发等碎屑落入第一透槽2的底部，导向

刮板19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1对应的内壁固定连接，从而使导向刮板19能够更好清理静

电拖布12的顶侧；支撑托板30对同步带11与静电拖布12的顶部形成支撑力，从而更加有利

于导向刮板19将静电拖布12的顶侧刮干净。

[0018] 具体的，如图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密封盖4的下侧与对应的隔板5的外侧铰接连

接，密封盖4的内侧与盒体1的外侧、隔板5的外侧接触配合，密封盖4的上端镶嵌安装第一磁

铁40，盒体1的外侧对应第一磁铁40镶嵌安装第二磁铁41，第一磁铁40与第二磁铁41磁吸配

合。拉开密封盖4，第一磁铁40与第二磁铁41分离，使密封盖4沿与隔板5的铰接轴转动，从而

使排料口3打开，便于排出隔板5上方的垃圾，然后反向转动密封盖4，使第一磁铁40与第二

磁铁41重新吸附，使排料口3关闭，且操作便捷。

[0019] 进一步的，如图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隔板5的顶侧固定连接斜板44的底侧，斜板

44的前后两侧分别与盒体1对应的侧壁固定连接。当两个静电拖布12的底侧相接触配合时，

盒体1的外侧朝下，此时斜板44的上端向下倾斜，便于导向刮板19上的垃圾沿斜板44滚入隔

板5顶侧靠近排料口3的位置，同时当盒体1再次放平时，由于斜板44的阻挡，避免隔板5顶侧

靠近排料口3的垃圾再次滚落到导向刮板19上。

[0020] 更进一步的，如图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隔板5底侧的内端铰接挡板50的顶侧，挡

板50的前后两侧与盒体1对应的侧壁滑动接触配合，挡板50的内侧分别设有与盒体1固定连

接的挡块51。当垃圾随静电拖布12移动时，垃圾将挡板50顶开，挡板50沿与盒体1之间的铰

接轴转动，便于垃圾的通过，当静电拖布12不转动时，垃圾给挡板50反向的推力，由于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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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对挡板50的阻挡，垃圾无法从挡板50的下方经过，进而避免垃圾掉出。

[0021] 更进一步的，如图所示，本实施例外侧的所述的同步轮10外周的中部分别开设环

形槽60，环形槽60内均匀固定安装数个拨块61，第一透槽2内设有拨杆62，拨杆62与盒体1铰

接连接，拨杆62的外端与拨块61拨动配合，拨杆62底侧的外端与盒体1的底部通过拉簧63相

连接，拨杆62的内端固定安装条形板64。同步轮10带动拨块61转动时，拨块61拨动拨杆62的

外端，使拨杆62沿与盒体1之间的铰接轴转动，拉簧63被继续拉伸，同时条形板64的顶侧与

同步带11上部的底侧分离，至拨块61与拨杆62的外端分离，拨杆62在拉簧63的弹性拉力作

用下反向快速转动，拨杆62内端带动条形板64敲击同步带11上部的底侧，从而使该位置的

静电拖布12被震动，从而便于头发等碎屑脱离静电拖布12，进而便于导向刮板19将头发等

碎屑刮离静电拖布12。

[0022] 更进一步的，如图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驱动装置包括第一链轮70，两个盒体1之

间的转轴7的两端分别固定安装第一链轮70，两个盒体1之间的转轴7的上方分别设有横轴

71，横轴71外周的两端分别通过轴承转动安装第三轴座72，第三轴座72分别与对应的连杆

13固定连接，连杆13的中部断开并通过第三转轴72相连接，横轴71的两端分别固定安装第

二链轮73，第二链轮73分别与下侧对应的第一链轮70通过链条74传动连接，横轴71外周的

中部分别通过单向轴承转动安装齿轮75，两个齿轮75之间设有齿条板76，齿条板76的左右

两侧分别与对应的齿轮75啮合配合，齿条板76的顶侧与支撑板14的底侧通过数个弹簧杆77

相连接，齿条板76、支撑板14分别固定连接弹簧杆77对应的一端，支撑板14的底侧开设与圆

管15内部相通的通孔，通孔内设有拉绳79，拉绳79的下端与齿条板76固定连接，拉绳79的上

端穿过圆管15位于圆管15的上方固定连接拉环80，圆管15的上端固定安装三角把手81。使

用者通过驱动装置驱动转轴7转动时，用一个手同时抓住拉环80上部的横杆与三角把手81

上部的横杆，然后用力握，从而使拉环80向上移动，拉环80带动拉绳79、齿条板76向上移动，

弹簧杆77被压缩，齿条板76向上移动带动齿轮75正向转动，齿轮75通过单向轴承带动横轴

71转动，左右两侧的横轴71转动方向相反，横轴71带动第二链轮73转动，第二链轮73通过链

条74带动第一链轮70转动，第一链轮70带动对应的转轴7转动，当减少对拉环80的拉力时，

拉环80、拉绳79、齿条板76在弹簧杆77的弹性推力作用下向下移动复位，齿轮75反向转动，

此时横轴71不转动。

[0023] 最后应说明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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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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