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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

构，属于纺织加工机械设备领域。该实用新型的

导料滤带设置在固定支架上，拉料机构倾斜设置

在承带转辊和压带转辊之间的固定支架上，固定

连板上侧的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之间设置

有同步连杆，导料滤带上侧沿倾斜方向从上至下

依次设置有四块平移导板，平移导板沿水平方向

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平移导板的滑动方向与毛

纺料传送方向相互垂直，压料连板下侧沿水平方

向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压料转辊，集杂料斗倾斜

设置在拉料机构下方。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

理，可以在毛纺料的传送过程中高效便捷的将毛

纺拉动除杂，提高毛纺料除杂的效率和质量，满

足加工使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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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包括固定支架、导

料滤带、送料电机、拉料机构和集杂料斗，所述固定支架一侧上端水平转动连接有送料主

辊，固定支架一侧下端水平转动连接有送料辅辊，送料主辊斜下方固定支架上水平转动连

接有导带转辊，导带转辊沿水平方向设置在送料辅辊下方一侧，所述送料主辊和送料辅辊

之间的固定支架上沿倾斜方向从上至下依次水平转动连接有承带转辊和压带转辊，所述导

料滤带设置在固定支架上，导料滤带依次卷绕连接于送料主辊、承带转辊、压带转辊、送料

辅辊和导带转辊，所述送料电机水平设置在固定支架一侧，送料电机输出端竖直设置有主

皮带轮，送料主辊一侧竖直固定设置有辅皮带轮，主皮带轮和辅皮带轮之间采用送料皮带

传动连接，所述拉料机构倾斜设置在承带转辊和压带转辊之间的固定支架上，拉料机构设

置在导料滤带上侧，所述拉料机构包括固定连板、主转动圆盘、辅转动圆盘、拉料气缸、平移

导板、压料连板和压料转辊，所述固定支架沿毛纺料传送方向的两侧分别倾斜固定设置有

固定连板，固定连板上侧从上至下依次倾斜转动连接有辅转动圆盘和主转动圆盘，所述主

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与固定连板相互平行，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之间设置有同步连

杆，同步连杆两端分别铰连接于主转动圆盘外侧和辅转动圆盘外侧，所述主转动圆盘外侧

设置有转动齿条，主转动圆盘一侧的固定连板上倾斜固定设置有齿条支架，齿条支架内倾

斜滑动设置有平移齿条，平移齿条与转动齿条啮合连接，所述齿条支架下端倾斜向上固定

设置有拉料气缸，拉料气缸输出端与平移齿条下端固定连接，所述导料滤带上侧沿倾斜方

向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四块平移导板，平移导板两侧分别水平设置有平移导杆，平移导杆

两端分别与固定支架两侧固定连接，平移导板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平移导板

的滑动方向与毛纺料传送方向相互垂直，所述固定支架两侧的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相

互交错设置，主转动圆盘与相邻的平移导板之间设置有主拉板连杆，主拉板连杆两端分别

铰连接于主转动圆盘外侧和平移导板一端上侧中部，辅转动圆盘与相邻的平移导板之间设

置有辅拉板连杆，辅拉板连杆两端分别铰连接于辅转动圆盘外侧和平移导板一端上侧中

部，所述压料连板倾斜设置在平移导板下侧，压料连板与平移导板相互平行，压料连板上侧

均匀设置有多根压料导杆，压料导杆竖直向上穿过平移导板，压料导杆上端固定设置有压

料挡板，压料挡板与平移导板之间的压料导杆上套装设置有压料弹簧，所述压料连板下侧

沿水平方向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压料转辊，压料转辊与平移导杆相互垂直，所述集杂料斗

倾斜设置在拉料机构下方，集杂料斗设置在导料滤带下侧，集杂料斗下侧连通设置有排杂

导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料连板下侧的

压料转辊外侧均匀设置有多条表面为圆弧形结构的压料拉条，压料拉条倾斜贴合设置于压

料转辊外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拉料机构的两个

拉料气缸采用同一路气源并联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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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纺织加工机械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主

要应用于毛纺料的清理除杂加工。

背景技术

[0002] 毛纺是把毛纤维加工成纱线的纺纱工艺过程，毛纺纤维以羊毛为主，也包括山羊

绒、兔毛、马海毛、牦牛毛等特种动物毛，毛纺过程也可用于毛型化纤纯纺、混纺以及与其他

天然纤维混纺。采用纯纺和混纺毛纱织制的毛织物、针织物、毛毯等，具有保暖、吸湿、富于

弹性和耐磨等特点，利用毛织物制成的服装手感柔润、丰满和挺刮，毛纺料还可以用以织制

工业用料、文体用品和地毯。毛纺纺纱系统是以羊毛纤维和毛型化纤为原料，在毛纺设备上

纺制毛纱、毛与化纤混纺纱和化纤纯纺纱的生产全过程，毛纺纺纱系统主要包括粗梳毛纺

系统和精梳毛纺系统，精梳毛纺纺纱系统工序多、流程长，可分为制条和纺纱两大部分，有

些精梳毛纺厂没有制条工序，用精梳毛条作为原料，生产流程包括前纺、后纺；多数厂还没

有毛条染色和复精梳的条染复精梳工序，复精梳是指毛条染色后的第二次精梳，复精梳工

序流程和制条工序相似，除了上述所提到的粗疏毛纺系统和精梳毛纺系统，还有一种介于

精梳和粗梳之间的半精梳纺纱工艺，半精梳纺纱工艺是把净毛经开松、梳理，分割成窄条搓

拈后，直接纺纱的毛纺工艺，包括混和加油、梳理分条搓拈成粗纱，再牵伸加拈成油纱等过

程，用该工艺纺成的纱毛茸性较好，手感松软，支数较低，用于织造呢绒。在将毛纺料利用上

述所述的多种工艺进行生产加工时，都需要将原料洗净毛先上料进行开松除尘，再进行和

毛储存，原料洗净毛依次经过上述工艺步骤进行加工后，才能继续进行后道的精梳制条等

工艺。在洗净毛经过开松除尘后，毛纺料上仍然含有大量的灰尘杂质，需要在毛纺料的传送

过程中将毛纺料机械进行除杂，现有的毛纺料在传送过程中进行除杂主要是将毛纺料在传

送过程中进行高频的震动，使得毛纺料里的灰尘杂质难以被去除，该种毛纺料除杂的方法

除杂效率低且除杂质量差，难以高效的将毛纺料内的灰尘杂质去除，降低了毛纺料的除杂

加工质量和除杂加工效率，除杂加工后毛纺料内的杂质较多，难以被直接用于毛纺生产，不

能满足生产使用的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

种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在毛纺料的传送过程中高效便捷的将毛纺拉动除杂，提高毛纺料除

杂效率和质量的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

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包括固定支架、导料滤带、送料电机、拉料机构

和集杂料斗，所述固定支架一侧上端水平转动连接有送料主辊，固定支架一侧下端水平转

动连接有送料辅辊，送料主辊斜下方固定支架上水平转动连接有导带转辊，导带转辊沿水

平方向设置在送料辅辊下方一侧，所述送料主辊和送料辅辊之间的固定支架上沿倾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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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至下依次水平转动连接有承带转辊和压带转辊，所述导料滤带设置在固定支架上，导

料滤带依次卷绕连接于送料主辊、承带转辊、压带转辊、送料辅辊和导带转辊，所述送料电

机水平设置在固定支架一侧，送料电机输出端竖直设置有主皮带轮，送料主辊一侧竖直固

定设置有辅皮带轮，主皮带轮和辅皮带轮之间采用送料皮带传动连接，所述拉料机构倾斜

设置在承带转辊和压带转辊之间的固定支架上，拉料机构设置在导料滤带上侧，所述拉料

机构包括固定连板、主转动圆盘、辅转动圆盘、拉料气缸、平移导板、压料连板和压料转辊，

所述固定支架沿毛纺料传送方向的两侧分别倾斜固定设置有固定连板，固定连板上侧从上

至下依次倾斜转动连接有辅转动圆盘和主转动圆盘，所述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与固定

连板相互平行，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之间设置有同步连杆，同步连杆两端分别铰连接

于主转动圆盘外侧和辅转动圆盘外侧，所述主转动圆盘外侧设置有转动齿条，主转动圆盘

一侧的固定连板上倾斜固定设置有齿条支架，齿条支架内倾斜滑动设置有平移齿条，平移

齿条与转动齿条啮合连接，所述齿条支架下端倾斜向上固定设置有拉料气缸，拉料气缸输

出端与平移齿条下端固定连接，所述导料滤带上侧沿倾斜方向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四块平

移导板，平移导板两侧分别水平设置有平移导杆，平移导杆两端分别与固定支架两侧固定

连接，平移导板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平移导板的滑动方向与毛纺料传送方向

相互垂直，所述固定支架两侧的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相互交错设置，主转动圆盘与相

邻的平移导板之间设置有主拉板连杆，主拉板连杆两端分别铰连接于主转动圆盘外侧和平

移导板一端上侧中部，辅转动圆盘与相邻的平移导板之间设置有辅拉板连杆，辅拉板连杆

两端分别铰连接于辅转动圆盘外侧和平移导板一端上侧中部，所述压料连板倾斜设置在平

移导板下侧，压料连板与平移导板相互平行，压料连板上侧均匀设置有多根压料导杆，压料

导杆竖直向上穿过平移导板，压料导杆上端固定设置有压料挡板，压料挡板与平移导板之

间的压料导杆上套装设置有压料弹簧，所述压料连板下侧沿水平方向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

压料转辊，压料转辊与平移导杆相互垂直，所述集杂料斗倾斜设置在拉料机构下方，集杂料

斗设置在导料滤带下侧，集杂料斗下侧连通设置有排杂导管。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压料连板下侧的压料转辊外侧均匀设置有多条表面为圆弧形结构

的压料拉条，压料拉条倾斜贴合设置于压料转辊外侧。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拉料机构的两个拉料气缸采用同一路气源并联驱动。

[0007]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通

过导料滤带依次卷绕连接于送料主辊、承带转辊、压带转辊、送料辅辊和导带转辊，送料电

机输出端的主皮带轮和送料主辊一侧的辅皮带轮之间采用送料皮带传动连接，利用送料电

机带动送料主辊进行转动，使得导料滤带能够在送料主辊的带动下依次准确的进行转动传

送，使得毛纺料能够在导料滤带的带动下平稳高效的进行传送，通过拉料机构倾斜设置在

承带转辊和压带转辊之间的固定支架上，拉料机构设置在导料滤带上侧，利用拉料机构使

能将导料滤带上侧的毛纺料在传送过程中沿与传送方向相垂直方向的连续往复滚压拉扯，

使得毛纺料内的灰尘杂质能够经由导料滤带下落，通过集杂料斗倾斜设置在拉料机构下

方，集杂料斗设置在导料滤带下侧，集杂料斗下侧连通设置有排杂导管，使得毛纺料内的灰

尘杂质能够沿着导料滤带下落至集杂料斗内，排杂导管与外接风机相连通，使得集杂料斗

内的灰尘杂质能够便捷的经由排杂导管排出，并且排杂导管在外接风机的作用下能够对整

个集杂料斗的范围的导料滤带产生吸杂作用，使能高效的将毛纺料的灰尘杂质快速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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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除，通过固定支架两侧的固定连板上侧从上至下依次倾斜转动连接有辅转动圆盘和主转

动圆盘，主转动圆盘外侧设置有转动齿条，齿条支架内倾斜滑动设置有平移齿条，平移齿条

与转动齿条啮合连接，拉料气缸输出端与平移齿条下端固定连接，利用拉料气缸拉动平移

齿条，使得主转动圆盘能够在平移齿条的带动下进行转动，通过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

之间设置有同步连杆，使得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能够同步进行往复转动，通过拉料机

构的两个拉料气缸采用同一路气源并联驱动，使得固定支架两侧的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

盘能够同步相向进行转动，通过导料滤带上侧沿倾斜方向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四块平移导

板，平移导板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平移导板的滑动方向与毛纺料传送方向相

互垂直，固定支架两侧的主转动圆盘和辅转动圆盘相互交错设置，主转动圆盘与相邻的平

移导板之间设置有主拉板连杆，辅转动圆盘与相邻的平移导板之间设置有辅拉板连杆，使

得导料滤带上侧沿倾斜方向设置的四块平移导板能够同步进行平移，并且相邻的两块平移

导板能够相向进行平移，使能提高对毛纺料的滚压拉扯作用，通过压料连板倾斜设置在平

移导板下侧，压料连板上侧的多根压料导杆竖直向上穿过平移导板，压料挡板与平移导板

之间的压料导杆上套装设置有压料弹簧，压料连板下侧沿水平方向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压

料转辊，压料转辊与平移导杆相互垂直，使得平移导板能够带动压料转辊沿毛纺料传送方

向的垂直方向连续往复进行滚动，压料转辊在压料弹簧的作用下与毛纺料紧密压紧，实现

对毛纺料的连续滚压拉扯，提高毛纺料除杂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压料连板下侧的压料转辊

外侧均匀设置有多条表面为圆弧形结构的压料拉条，压料拉条倾斜贴合设置于压料转辊外

侧，确保压料转辊在往复滚动过程中能够高效的作用于导料滤带上侧的毛纺料，使得毛纺

料内的灰尘杂质能够高效去除，通过这样的结构，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在毛纺料

的传送过程中高效便捷的将毛纺拉动除杂，提高毛纺料除杂的效率和质量，满足加工使用

的需要。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拉料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平移导板和压料连板连接右视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压料转辊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0012] 图中：1.  固定支架，2.  导料滤带，3.  送料电机，4.  集杂料斗，5.  送料主辊，6. 

送料辅辊，7.  导带转辊，8.  承带转辊，9.  压带转辊，10.  主皮带轮，11.  辅皮带轮，12.  送

料皮带，13.  固定连板，14.  主转动圆盘，15.  辅转动圆盘，16.  拉料气缸，17.  平移导板，

18.  压料连板，19.  压料转辊，20.  同步连杆，21.  转动齿条，22.  齿条支架，23.  平移齿

条，24.  平移导杆，25.  主拉板连杆，26.  辅拉板连杆，27.  压料导杆，28.  压料挡板，29. 

压料弹簧，30. 排杂导管，31.  压料拉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进一步描述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

的具体实施方式，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而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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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包括固定支架1、导料滤带2、送

料电机3、拉料机构和集杂料斗4，固定支架1一侧上端水平转动连接有送料主辊5，固定支架

1一侧下端水平转动连接有送料辅辊6，送料主辊5斜下方固定支架1上水平转动连接有导带

转辊7，导带转辊7沿水平方向设置在送料辅辊6下方一侧，送料主辊5和送料辅辊6之间的固

定支架1上沿倾斜方向从上至下依次水平转动连接有承带转辊8和压带转辊9，导料滤带2设

置在固定支架1上，导料滤带2依次卷绕连接于送料主辊5、承带转辊8、压带转辊9、送料辅辊

6和导带转辊7，送料电机3水平设置在固定支架1一侧，送料电机3输出端竖直设置有主皮带

轮10，送料主辊5一侧竖直固定设置有辅皮带轮11，主皮带轮10和辅皮带轮11之间采用送料

皮带12传动连接，拉料机构倾斜设置在承带转辊8和压带转辊9之间的固定支架1上。如图2

所示，本实用新型的拉料机构设置在导料滤带2上侧，拉料机构包括固定连板13、主转动圆

盘14、辅转动圆盘15、拉料气缸16、平移导板17、压料连板18和压料转辊19，固定支架1沿毛

纺料传送方向的两侧分别倾斜固定设置有固定连板13，固定连板13上侧从上至下依次倾斜

转动连接有辅转动圆盘15和主转动圆盘14，主转动圆盘14和辅转动圆盘15与固定连板13相

互平行，主转动圆盘14和辅转动圆盘15之间设置有同步连杆20，同步连杆20两端分别铰连

接于主转动圆盘14外侧和辅转动圆盘15外侧，主转动圆盘14外侧设置有转动齿条21，主转

动圆盘14一侧的固定连板1上倾斜固定设置有齿条支架22，齿条支架22内倾斜滑动设置有

平移齿条23，平移齿条23与转动齿条21啮合连接，齿条支架22下端倾斜向上固定设置有拉

料气缸16，拉料气缸16输出端与平移齿条23下端固定连接，导料滤带2上侧沿倾斜方向从上

至下依次设置有四块平移导板17，平移导板17两侧分别水平设置有平移导杆24，平移导杆

24两端分别与固定支架1两侧固定连接，平移导板17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24，平

移导板17的滑动方向与毛纺料传送方向相互垂直，固定支架1两侧的主转动圆盘14和辅转

动圆盘14相互交错设置，主转动圆盘14与相邻的平移导板17之间设置有主拉板连杆25，主

拉板连杆25两端分别铰连接于主转动圆盘14外侧和平移导板17一端上侧中部，辅转动圆盘

15与相邻的平移导板17之间设置有辅拉板连杆26，辅拉板连杆26两端分别铰连接于辅转动

圆盘15外侧和平移导板17一端上侧中部。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压料连板18倾斜设置在

平移导板17下侧，压料连板18与平移导板17相互平行，压料连板18上侧均匀设置有多根压

料导杆27，压料导杆27竖直向上穿过平移导板17，压料导杆27上端固定设置有压料挡板28，

压料挡板28与平移导板17之间的压料导杆27上套装设置有压料弹簧29，压料连板18下侧沿

水平方向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压料转辊19，压料转辊19与平移导杆24相互垂直。本实用新

型的集杂料斗4倾斜设置在拉料机构下方，集杂料斗4设置在导料滤带2下侧，集杂料斗4下

侧连通设置有排杂导管30。

[0015] 如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压料连板18下侧的压料转辊19外侧均匀设置有多条表

面为圆弧形结构的压料拉条31，压料拉条31倾斜贴合设置于压料转辊19外侧，确保压料转

辊19在往复滚动过程中能够高效的作用于导料滤带2上侧的毛纺料，使得毛纺料内的灰尘

杂质能够高效去除。本实用新型的拉料机构的两个拉料气缸16采用同一路气源并联驱动，

使得固定支架1两侧的主转动圆盘14和辅转动圆盘15能够同步相向进行转动，导料滤带2上

侧沿倾斜方向设置的四块平移导板17能够同步进行平移，并且相邻的两块平移导板17能够

相向进行平移，使能提高对毛纺料的滚压拉扯作用。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一种毛纺料传送除杂机构在使用的时候，通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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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滤带2依次卷绕连接于送料主辊5、承带转辊8、压带转辊9、送料辅辊6和导带转辊7，送料

电机3输出端的主皮带轮10和送料主辊5一侧的辅皮带轮11之间采用送料皮带12传动连接，

利用送料电机3带动送料主辊5进行转动，使得导料滤带2能够在送料主辊5的带动下依次准

确的进行转动传送，使得毛纺料能够在导料滤带2的带动下平稳高效的进行传送，通过拉料

机构倾斜设置在承带转辊8和压带转辊9之间的固定支架1上，拉料机构设置在导料滤带2上

侧，利用拉料机构使能将导料滤带2上侧的毛纺料在传送过程中沿与传送方向相垂直方向

的连续往复滚压拉扯，使得毛纺料内的灰尘杂质能够经由导料滤带2下落，通过集杂料斗4

倾斜设置在拉料机构下方，集杂料斗4设置在导料滤带2下侧，集杂料斗4下侧连通设置有排

杂导管30，使得毛纺料内的灰尘杂质能够沿着导料滤带2下落至集杂料斗4内，排杂导管30

与外接风机相连通，使得集杂料斗4内的灰尘杂质能够便捷的经由排杂导管30排出，并且排

杂导管30在外接风机的作用下能够对整个集杂料斗4的范围的导料滤带2产生吸杂作用，使

能高效的将毛纺料的灰尘杂质快速充分的吸除，通过固定支架1两侧的固定连板13上侧从

上至下依次倾斜转动连接有辅转动圆盘15和主转动圆盘14，主转动圆盘14外侧设置有转动

齿条21，齿条支架22内倾斜滑动设置有平移齿条23，平移齿条23与转动齿条21啮合连接，拉

料气缸16输出端与平移齿条23下端固定连接，利用拉料气缸16拉动平移齿条23，使得主转

动圆盘14能够在平移齿条21的带动下进行转动，通过主转动圆盘14和辅转动圆盘15之间设

置有同步连杆20，使得主转动圆盘14和辅转动圆盘15能够同步进行往复转动，通过拉料机

构的两个拉料气缸16采用同一路气源并联驱动，使得固定支架1两侧的主转动圆盘14和辅

转动圆盘15能够同步相向进行转动，通过导料滤带2上侧沿倾斜方向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

四块平移导板17，平移导板17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24，平移导板17的滑动方向

与毛纺料传送方向相互垂直，固定支架1两侧的主转动圆盘14和辅转动圆盘15相互交错设

置，主转动圆盘14与相邻的平移导板17之间设置有主拉板连杆25，辅转动圆盘15与相邻的

平移导板17之间设置有辅拉板连杆26，使得导料滤带2上侧沿倾斜方向设置的四块平移导

板17能够同步进行平移，并且相邻的两块平移导板17能够相向进行平移，使能提高对毛纺

料的滚压拉扯作用，通过压料连板18倾斜设置在平移导板17下侧，压料连板18上侧的多根

压料导杆27竖直向上穿过平移导板17，压料挡板28与平移导板17之间的压料导杆27上套装

设置有压料弹簧29，压料连板18下侧沿水平方向依次均匀设置有多根压料转辊19，压料转

辊19与平移导杆24相互垂直，使得平移导板17能够带动压料转辊19沿毛纺料传送方向的垂

直方向连续往复进行滚动，压料转辊19在压料弹簧29的作用下与毛纺料紧密压紧，实现对

毛纺料的连续滚压拉扯，提高毛纺料除杂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压料连板18下侧的压料转辊

19外侧均匀设置有多条表面为圆弧形结构的压料拉条31，压料拉条31倾斜贴合设置于压料

转辊19外侧，确保压料转辊19在往复滚动过程中能够高效的作用于导料滤带2上侧的毛纺

料，使得毛纺料内的灰尘杂质能够高效去除。通过这样的结构，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

可以在毛纺料的传送过程中高效便捷的将毛纺拉动除杂，提高毛纺料除杂的效率和质量，

满足加工使用的需要。

[0017]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

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实用新型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

围，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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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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