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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

纤维，所述皮芯型仿生纤维为由芯层和皮层纺制

得到的短纤维，所述皮芯型仿生纤维芯层成分为

聚酯，所述皮芯型仿生纤维皮层成分包括聚合物

和亲水母粒。本发明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

采用带亲水基团小分子和聚合物在纺丝时均匀

混合，使皮层中均匀添加亲水剂，而不是在纺丝

后纤维表面处理，其优势是缓释时间长，耐洗，洗

前洗后亲水性能差异小，亲水效果持久；亲水母

粒兼具经济效益与导汗速干的添加比例是5％，

此时芯吸高度为165-175mm，洗前洗后性能差值

≤3％，吸水率≥250％，滴水扩散时间≤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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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其特征在于，所述皮芯型仿生纤维为由质量比为

35-70：30-65的皮层和芯层纺制得到的短纤维，所述芯层的成分为聚酯，所述皮层包括聚合

物和亲水母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其特征在于，所述皮层与所述芯层质量比为

45-65：30-5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合物为聚乙烯、聚酰胺、

聚酯、聚丙烯和聚丙烯腈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其特征在于，所述聚酯为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和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其特征在于，所述亲水母粒为聚丙烯亲水母

粒、聚乙烯亲水母粒和聚酰胺亲水母粒中的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其特征在于，所述亲水母粒的质量占聚合物

质量的0.5-20wt％。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其特征在于，所述皮层还包括色母粒、柔软

母粒和抗菌母粒中一种或几种。

8.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聚合物与亲水母粒切片共混，得到皮层混合物；

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酯进行熔融，喷丝，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

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进行拉伸、卷曲、热定型，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拉伸包括热水拉伸和/或蒸汽拉

伸。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水拉伸的温度为70-100℃，所

述蒸汽拉伸的温度为1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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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纤纺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人们对服装面料的舒适性、健康性、安全性和环保性等要求越来越高，随

着人  们在户外活动时间的增加，休闲服与运动服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趋势也日益扩大，深

受广大  消费者喜欢，这类服装的面料，既要有良好的舒适性，又要求在尽情活动时即使汗

流浃背，  服装不会粘在身上而产生冷湿感，于是对面料的纤维提出了吸湿排汗功能的新要

求。

[0003] 天然纤维材质以棉为例，其吸湿性能好，穿着舒适，但由于棉纤维内部的中空结构

使得  棉纤维就像一根很细的吸管一样，水分子可以通过“毛细效应”被吸入棉纤维内部，同

时中 空的结构也给水分子留下了充分的储存空间，提高了吸水性能，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就

需要更  长的时间去挥发，所以棉质衣物一般比化纤衣物干的更慢。当人的出汗量稍大时，

棉纤维会  因吸湿膨胀，其运气性下降并粘贴在皮肤上，同时水分发散速度也较慢，给人体

造成一种冷  湿感。在满足社会日益增长衣着方面，合成纤维早就担负起了重要角色，合成

纤维以涤纶为  例，其吸水性小，透湿性能差，由于其静电积累而容易引起穿着时产生纠缠

的麻烦，尤其在 活动时容易产生闷热感。涤纶自工业化以来，从未间断进行涤纶改性研究，

当然，提高涤纶 吸水和透湿是各国涤纶生产和科研部门最为关心的研发方向。

[0004] 一些吸湿排汗功能性纤维采用纤维截面异形设计，高异形度的四通道纤维断面结

构及蓬  松的纱线结构，使纱线增加了毛细管作用，使织物由于纤维上或纤维间的毛细通

道，产生芯 吸作用使其能够快速吸水、输水、扩散和挥发，从而保持人体皮肤的干爽。同时，

由于聚酯  纤维在湿润状态时也不会像棉纤维那样倒伏，所以始终能够保持织物与皮肤间

的微气候状态，  达到提高舒适性干爽性的目的。在开发吸湿性纤维方面，美国杜邦、韩国和

日本帝人公司起  步较早，如美国杜邦公司的Coolmax纤维，并取得了相应的专利。目前，中

国台湾的一些化  纤厂商也都相继开发出了各具特色的具有吸湿排汗功能的异形涤纶纤

维，如远东纺织公司的  Topcool纤维，中兴纺织公司的Coolplus纤维等。他们都是通过纤维

截面异形化来增加毛细管  作用，使织物由于纤维上或纤维间的毛细通道，产生芯吸作用而

具有干爽导汗性能。但这些 纤维都是长丝，织物产品不够蓬松，手感粗糙，关键是很难同时

满足快吸与速干两种性能。  更关键的是，这些纤维都是涤纶，涤纶属于酯类聚合物，只含有

烃基和酯基，而这两个都是  是典型的憎水基团不亲水，企图通过纤维表面的凹槽，形成毛

细管现象，促进吸湿导汗，原 理上说不通(见示意图1，其中玻璃为亲水性，玻璃细管内液面

高于水平面；蜡为憎水性，  蜡细管内液面低于水平面)。申请人前期研究发现如果纤维表面

拒水，由于毛细管现象，织物  会更加不亲水，不导汗。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导汗速干面料的导

汗效果都是通过表面后处理剂 来解决的，但是表面处理剂的效果持续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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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基于上述现有化学纤维织物难以同时满足快吸与速干两种性能的问题，本发明研

发一种  特殊功能纤维，用于加工单向导汗速干面料，能够很好地同时解决普通化纤面料

“不吸汗”  和棉质面料“干得慢”两个问题，兼具手感柔软、穿着舒适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导汗速干仿生特种纤维，首先让贴近皮肤的布料里层吸

湿导汗，  汗液从皮肤表面疏导至布料的外层，让皮肤保持干爽，解决“不吸汗”的问题；同时

让皮肤  和“干的慢”的棉之间有一层“干爽”的上述特种纤维，这样衣服外层的汗水没有接

触到皮  肤，人体就不会有这种不适感了。适度控制该特种纤维的吸湿导汗性能，使得外层

材质的吸 汗性能比上述仿生特种纤维强，从而形成了一个单向导汗功能。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所述皮芯型仿生纤维为由质量比为35-70：30-

65的皮  层和芯层纺制得到的短纤维，所述芯层的成分为聚酯，所述皮层包括聚合物和亲水

母粒。

[0009] 优选地，所述皮层与所述芯层质量比为45-65：30-55。

[0010] 本发明仿生乔木皮芯结构，皮层如树皮，吸湿导汗；芯层如树芯，增强物理机械性

能， 同时芯层不吸汗，保障纤维能够速干(见示意图2，其中皮层成分亲水、导汗、绵柔，芯层 

不吸水、不储水、增强度)。皮层根据使用需要，可以适度调整亲水母粒添加比例从而控制皮 

层的亲水性能，处理好吸水性与速干性之间的矛盾。皮层亲水保障了布料迅速吸湿导汗，但 

亲水只限于皮层，有效控制吸水量；芯层不吸水，因而达到速干效果，反之若芯层吸水，吸 

水量增加，自然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汽化，延长干燥时间，达不到快干效果。

[0011] 本发明采用聚酯纤维(涤纶)作为芯层，聚酯纤维具有如下特点：

[0012] (1)强度高，短纤维强度为2.6-5.7cN/dtex，高强力纤维为5.6-8.0cN/dtex，耐冲

击强度  较锦纶高4倍；

[0013] (2)弹性好，弹性接近羊毛，当伸长5％-6％时，几乎可以完全恢复，耐皱性超过其

他  纤维，即织物不折皱，尺寸稳定性好，弹性模数为22-141cN/dtex，较锦纶高2-3倍，因此

坚 牢耐用、抗皱免烫；

[0014] (3)涤纶的熔点比较高，而比热容和导热率都较小，因而涤纶纤维耐热性和绝热性

都较 高，为合成纤维中最好；

[0015] (4)涤纶纤维还具有比其他天然纤维和合成纤维都好的耐磨性、耐光性和耐腐蚀

性；

[0016] (5)涤纶吸湿性较差，不过洗后极易干燥，由于吸湿性较低，其湿态强度与干态强

度基  本相同，不易变形，具有良好的洗可穿性能。

[0017] 优选地，所述聚合物成分为聚乙烯(PE)、聚酰胺(PA)、聚酯(PET)、聚丙烯(PP)  和

聚丙烯腈中的一种或几种。更优选地，所述聚合物成分为聚乙烯(PE)或聚酰胺(PA)。

[0018] 优选地，所述聚酯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和聚对苯二

甲酸丁 二醇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9] 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为聚丙烯亲水母粒、聚乙烯亲水母粒和聚酰胺亲水母粒中

的一种  或几种。更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为聚乙烯亲水母粒。具体地，所述聚丙烯亲水母

粒、聚酰  胺亲水母粒购于宁波市鄞州立鹤化纤有限公司；所述聚乙烯亲水母粒为广东彩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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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DHSG-01。

[0020] 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含有亲水基团，所述亲水基团包括羟基、酰胺基、羧基和氨

基中 的一种或几种。化学纤维产品由于它的疏水特性而在对吸湿性或吸水性要求较高的

领域中的  应用受到了限制。采用在聚合、纺丝阶段与亲水性组分共聚或共混的原丝改性方

法，或对编  织物进行化学加工和物理加工的后整理改性方法，可对疏水性化纤赋予其吸湿

性，通过改性 的化学纤维织物就会具备了天然纤维吸湿性好，穿着舒适的优点，也会彻底

解决天然纤维因  存在当人体排汗量较大时，衣服会紧贴身体，令人感觉湿冷的缺点。

[0021] 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的质量占聚合物质量的0.5-20wt％。

[0022] 更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的质量占聚合物质量的2-15wt％。进一步优选地，所述亲

水母  粒的质量占聚合物质量的2-10wt％。更进一步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的质量占聚合物

质量的  2-5wt％。本发明采用亲水母粒对皮层纤维进行亲水吸湿改性。亲水母粒采用复合

高吸水性物  质制作，包括载体树脂和其它亲水性材料，具有优良的亲水性，安全无毒，分散

性好，不伤  皮肤，添加亲水母粒在纤维中可以实现代替亲水后处理的工艺并且可以使制品

保持永久亲水  性。亲水母粒能够赋予纤维高效永久的亲水性能及透水性能好的特性，并保

留了产品原有的  机械物理性能、强度、布面光洁度、爽滑度、不易起毛球、纤维不易剥落、透

气性好的特点， 同时亲水母粒对纺丝工艺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0023] 优选地，所述皮层还包括色母粒、柔软母粒和抗菌母粒中一种或几种。更优选地，

所述  色母粒、柔软母粒和抗菌母粒的总质量占聚合物质量的0-5wt％。所述色母粒、柔软母

粒和 抗菌母粒均为市售产品。

[0024]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1)将聚合物与亲水母粒切片共混，得到皮层混合物；

[0026] (2)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酯进行熔融，喷丝，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

[0027] (3)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进行拉伸、卷曲、热定型，得到导汗速干的皮芯

型仿 生纤维。

[0028] 优选地，所述聚合物成分为聚乙烯、聚酰胺、聚酯、聚丙烯和聚丙烯腈中的一种或

几种。  更优选地，所述聚酯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和聚对苯二

甲酸丁二 醇酯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9] 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的质量为聚合物质量的0.5-20wt％。更优选地，所述亲水母

粒的  质量为聚合物质量的2-15wt％。进一步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的质量为聚合物质量的

2-10  wt％。更进一步优选地，所述亲水母粒的质量为聚合物质量的2-5wt％。

[0030] 优选地，将聚合物与亲水母粒，以及色母粒、柔软母粒、抗菌母粒中一种或几种切

片共  混，得到皮层混合物。更优选地，色母粒、柔软母粒、抗菌母粒的总质量为聚合物质量

的0-5  wt％

[0031] 优选地，所述皮层混合物与聚酯质量比为35-70：30-65。

[0032] 优选地，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酯利用一种纺丝涂覆装置(CN  209368400  U)进行

熔融， 喷丝，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

[0033] 实用新型CN  209368400  U公开了一种纺丝涂覆装置，其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通过

皮材直  孔和连接在芯材导流槽边缘与斜孔板下侧之间的芯材斜孔，并结合在分配板上设

置芯材分配  槽和皮材分配槽，通过芯材分配槽和皮材分配槽来进一步分配芯材和皮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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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各开设一圈  皮材直孔和芯材斜孔即可，无需内外层各开设一圈芯材流动通道，极大的缩

减了制造流程和  周期，提高了制造效率；而通过将芯材分配槽和皮材分配槽互相独立并间

隔交叉设置，每一 组喷丝孔周围的漫流槽内可更加均匀的流入皮材熔体，从而提高了纺丝

中皮材涂覆的一致性，  进而提升了纺丝质量。

[0034] 优选地，所述拉伸包括热水拉伸和/或蒸汽拉伸。通过拉伸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

半成品 拉伸至原长度的5-8倍。

[0035] 优选地，所述热水拉伸的温度为70-100℃，蒸汽拉伸的温度为110-130℃。

[0036] 优选地，所述热定型的温度为80-90℃。

[0037] 通过本发明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使皮层中均匀添加带亲水基团的亲水

剂，保障  纤维皮层持久亲水，区别于现有普通纺织品的亲水油剂处理技术，后者技术处理

亲水油剂不 耐洗，易失效。

[0038] 具体的，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将聚合物与占聚合物0.5-20wt％的亲水母粒，以及色母粒、柔软母粒、抗菌母

粒(色  母粒、柔软母粒、抗菌母粒占聚合物0-5wt％)切片共混，得到皮层混合物；

[0040] (2)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酯(质量比为35-70：30-65)进行熔融，喷丝，得到皮芯

型  仿生纤维半成品；

[0041] (3)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进行70-100℃热水拉伸、110-130℃蒸汽拉伸、

卷曲、  80-90℃热定型，得到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

[0042] 更具体的，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将聚乙烯与占聚乙烯5wt％的聚乙烯亲水母粒，以及色母粒、柔软母粒、抗菌母

粒  (色母粒、柔软母粒、抗菌母粒占聚合物2.7wt％)切片共混，得到皮层混合物；

[0044] (2)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质量比为50：50)利用一种纺丝

涂  覆装置(CN  209368400  U)进行熔融，喷丝，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

[0045] (3)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依次进行80℃热水拉伸、120℃蒸汽拉伸、卷曲、

85℃ 热定型，得到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

[0046]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了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应用，采用本发明导汗速干

的皮芯  型仿生纤维为内层，以天然纤维为外层复合纺织而成的双层或多层织物、面料或服

装。优选  地，所述天然纤维包括棉、麻、羊毛、蚕丝、石棉中的一种或几种。采用本发明皮芯

型仿生 纤维为内层，天然纤维为外层复合纺织而成的双层或多层织物、面料或服装具备亲

水导汗， 并且单向导汗速干的特点。

[0047] 目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存在低端商品严重供大于求，部分领域还存在阶段性、结

构性产  能过剩。中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高端市场被国际知名品牌占领。低成本竞争模

式难以为 继。迫切需要加强创新，提升纺织服装产品开发能力。本发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发挥成熟 的产业集群和研发优势，解决化纤布“不吸汗”和棉布“干得慢”的缺陷，开发出仿

生纤维  新品种，纤维表层具备亲水导汗性能，高强的芯层不吸水，不存水，干得快，而且手

感绵柔。  通过纺织结构设计，研发出单向导汗速干面料。本项目的成功开发和应用，将赋予

纤维新的  功能，在婴幼儿服装、运动服、牛仔服等方面将有广阔的应用市场。

[0048] 本项目独创的导汗速干的皮芯型复合纤维短丝，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和特点：

[0049] (1)本发明仿生乔木皮芯结构，皮层如树皮，亲水吸湿导汗；芯层如树芯，增强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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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性能，同时芯层不吸汗，保障纤维能够速干。皮层根据使用需要，可以适度调整亲水母

粒 添加比例从而控制皮层的亲水性能，处理好吸水性与速干性之间的矛盾。

[0050] (2)本发明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采用带亲水基团小分子和聚合物在纺丝时

均匀混  合，使皮层中均匀添加亲水剂，而不是在纺丝后纤维表面处理，其优势是缓释时间

长，耐洗，  洗前洗后亲水性能差异小，亲水效果持久；亲水母粒兼具经济效益与导汗速干的

添加比例是  5％，此时芯吸高度为165-175mm，洗前洗后亲水性能差值≤3％，吸水率≥

250％，滴水扩散时 间≤3秒。

[0051] (3)本发明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绵柔亲肤，吸湿导汗，速干、防湿重、防湿

冷，  不黄变、抗菌的特种仿生纤维。应用于纺织行业，加工吸湿排汗速干面料，应用于清洁

布、 童装、校服、运动服、休闲服等；

附图说明

[005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53] 图1为玻璃(亲水性)与蜡质(憎水性)细管内毛细管现象的示意图。

[0054] 图2为本发明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现结合以下具体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但是本发明不限

于具体 实施例。

[0056] 实施例1

[0057] 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8] (1)将聚酰胺与占聚酰胺0.5wt％的聚酰胺亲水母粒切片共混，得到皮层混合物；

[0059] (2)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质量比为55：45)利用一种纺丝

涂  覆装置(CN  209368400  U)进行熔融，喷丝，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

[0060] (3)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依次进行70℃热水拉伸、125℃蒸汽拉伸、卷曲、

80℃ 热定型，得到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

[0061] 实施例2

[0062] 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将聚酰胺与占聚酰胺2wt％的用聚酰胺亲水母粒切片共混，得到皮层混合物；

[0064] (2)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质量比为45：55)利用一种纺丝

涂  覆装置(CN  209368400  U)进行熔融，喷丝，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

[0065] (3)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依次进行90℃热水拉伸、130℃蒸汽拉伸、卷曲、

90℃ 热定型，得到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

[0066] 实施例3

[0067] 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8] (1)将聚乙烯与占聚乙烯5wt％的聚乙烯亲水母粒切片共混，得到皮层混合物；

[0069] (2)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质量比为50：50)利用一种纺丝

涂  覆装置(CN  209368400  U)进行熔融，喷丝，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

[0070] (3)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依次进行80℃热水拉伸、120℃蒸汽拉伸、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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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热定型，得到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

[0071] 实施例4

[0072] 一种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3] (1)将聚乙烯与占聚乙烯10wt％的聚乙烯亲水母粒切片共混，得到皮层混合物；

[0074] (2)将所得皮层混合物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质量比为50：50)利用一种纺丝

涂  覆装置(CN  209368400  U)进行熔融，喷丝，得到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

[0075] (3)将所得皮芯型仿生纤维半成品依次进行80℃热水拉伸、120℃蒸汽拉伸、卷曲、

80℃ 热定型，得到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

[0076] 对比例1

[0077] 一种皮芯型仿生纤维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3制备方法类似，但皮层中不添加亲水

母粒， 即皮芯型仿生纤维不经亲水母粒改性。

[0078] 将对比例1皮芯型仿生纤维与实施例1-4导汗速干的皮芯型仿生纤维的皮层亲水

母粒添  加比例和性能进行对比，其中，芯吸高度按照FZ/T  01071-2008进行检测，吸水率按

照GB/T  21655.1-2008第8.1章节进行检测，滴水扩散时间按照GB/T  21655.1-2008第8.2章

节进行检  测，按照GB/T  8629-2001洗涤程序5A(五次洗涤，烘箱干燥)进行洗涤。结果如表1

所示。

[0079] 表1皮层亲水母粒添加比例和性能对比

[0080]

[0081] 由表1性能对比数据可知，相比对比例1，实施例1-4的芯吸高度和吸水率明显提

高，滴  水扩散时间明显减小，洗前洗后亲水性能差异小，说明亲水效果持久，其中亲水母粒

兼具经  济效益与导汗速干的添加比例是5％，此时芯吸高度为165-175mm，洗前洗后亲水性

能差值  ≤3％，吸水率≥250％，滴水扩散时间≤3秒。将市场上其他纤维品种与实施例3导

汗速干的皮 芯型仿生纤维进行性能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82] 表2市场上其他纤维品种与本发明皮芯型仿生纤维性能对比

[0083] 对比项目 棉 普通涤纶 Coolmax 皮芯型仿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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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水性 吸水能力高 吸水能力较低 吸水能力一般 吸水能力较高 

导汗透气性 黏贴湿冷 闷热湿黏 透气性良好 透气性良好 

速干性 干燥效率差 干燥效率高 干燥效率较高 干燥效率高 

绵柔感 手感舒适 手感粗糙 手感粗糙 手感绵柔 

[008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不能因此来限制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凡是利

用本发 明所作的非实质变换、在本发明所述的构思和具体实施例的启示下，推导出某些工

艺技术的  变化，或相关技术的替代等非实质性改动、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技术

领域，均属  于本发明所要求的保护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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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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