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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由安装壳体（2）中的蓄电池

单体（70、80、90）的布置结构构成的蓄能器，其中

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轴线（10）的方向先

后跟随着蓄电池单体（70、80、90）的组（I、II、

III）。在每个组（I、II、III）的蓄电池单体（70、

80、90）的内部构造了用于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

（50、51、52），所述流动路径将用于冷却空气流

（5、6）的输入空气开口（35、36、46）与冷却空气出

口（20、21、23）连接。为了获得有效的冷却而规

定，为第一组（I）的蓄电池单体（70）中的第一流

动路径（50）分配有第一输入空气开口（35）和第

一冷却空气出口（20），并且为第二组（II）的蓄电

池单体（80）中的第二流动路径（51）分配有第二

输入空气开口（36）和第二冷却空气出口（21）。在

此，将所述第一流动路径（50）的冷却空气流（5）

在与所述第二流动路径（51）的冷却空气流（6）分

开的情况下引导至所述第一冷却空气出口（20）

并且将所述第二流动路径（51）的冷却空气流（6）

在与所述第一流动路径（50）的冷却空气流（5）分

开的情况下引导至所述第二冷却空气出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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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安装壳体（2）中的蓄电池单体（70、80、90）的布置结构构成的蓄能器，其中沿着所

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轴线（10）的方向先后跟随着蓄电池单体（70、80、90）的组（I、II、

III），所述蓄能器具有至少一个在蓄电池单体（70、80、90）的组（I、II、III）的内部构成的用

于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50、51、52）并且具有至少一个在所述安装壳体（2）的流入侧（4）中

构成的、用于冷却空气流（5、6）的输入空气开口（35、36、46），其中所述冷却空气流（5、6）沿

着所述流动路径（50、51、52）在所述蓄电池单体（70、80、90）之间穿流并且通过冷却空气出

口（20、21、23）流出，

其特征在于，为第一组（I）的蓄电池单体（70）中的第一流动路径（50）分配有第一输入

空气开口（35）和第一冷却空气出口（20），为第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80）中的第二流动路

径（51）分配有第二输入空气开口（36）和第二冷却空气出口（21），并且所述第一流动路径

（50）的冷却空气流（5）在与所述第二流动路径（51）的冷却空气流（6）分开的情况下被引导

至所述第一冷却空气出口（20），并且所述第二流动路径（51）的冷却空气流（6）在与所述第

一流动路径（50）的冷却空气流（5）分开的情况下被引导至所述第二冷却空气出口（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流经所述第一组（I）的蓄电池单体（70）的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50）具有

第一流动阻力，并且流经第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80）的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52）具有第

二流动阻力，其中所述第一流动阻力等于所述第二流动阻力。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布置有多个组（I、II、III）的、具

有彼此分开的流动路径（50、51、52）的蓄电池单体（70、80、90），并且所有组（I、II、III）的流

动路径（50、51、52）的流动阻力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空气流（5、6）由冷却空气通风机（55）产生，其中所述冷却空气出

口（20、21、23）与所述冷却空气通风机（55）的抽吸侧（56）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空气出口（21、22）构造为所述安装壳体（2）的排出开口并且作为

排出缝隙（22）横向于所述纵向方向（100）在大于所述安装壳体（2）的宽度（EB）的一半的范

围上延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组（I、II）的蓄电池单体（70、80）的流动路径（50、51）横向于所述安装壳体

（2）的纵向方向（100）被引导到冷却空气出口（20、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组（I、II、III）的蓄电池单体（70、80、90）的流动路径（50、51、52）通过冷却

空气通道（71、72、73、74、75、76、77；81、82、83、84、85、86、87；91、92、93、94、95、96、97）来构

成，并且所述组（I、II、III）的冷却空气通道（71、72、73、74、75、76、77；81、82、83、84、85、86、

87；91、92、93、94、95、96、97）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定向。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组（I、II、III）的流动路径（50、51、52）通过所述组（I、II、III）的蓄电池单

体（70、80、90）中的多条并排的冷却空气通道（71、72、73、74、75、76、77；81、82、83、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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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7；91、92、93、94、95、96、97）来构成。

9.根据权利要求1到8中任一项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在相邻的组（I、II、III）的蓄电池单体（70、80、90）之间构造了中间空间

（30、31），在所述中间空间中布置有引导冷却空气的间壁（32、33）。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间壁（32、33）将流入的清凉的输入空气与流出的变热的输出空气彼

此分开。

11.根据权利要求1到10中任一项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组（I、II）的流动路径（50、51）汇入到聚集空间（28）中，所述聚集空间与冷

却空气出口（20、21）连接。

12.根据权利要求1到11中任一项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在所述第一组（1）的具有第一流

动路径（50）的蓄电池单体（70）的后面至少跟随着所述第二组（II）的具有第二流动路径

（51）的蓄电池单体（80），为所述第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80）分配有输入空气通道（40、

41），并且所述输入空气通道（40、41）在所述第二流动路径（51）的上游将用于冷却空气流

（6）的输入空气开口（36）与处于所述组（I、II）之间的输入空气空间（18）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1到12中任一项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在所述第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

（80）的后面至少跟随着另一个组（III）的具有另一条流动路径（52）蓄电池单体（90），为所

述另一组（III）的蓄电池单体（90）分配有输入空气通道（40、42），并且所述输入空气通道

（40、42）在所述另一条流动路径（52）的上游将用于冷却空气流（6）的输入空气开口（46）与

处于所述组（II、III）之间的另一个输入空气空间（18）连接。

14.根据权利要求12或13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空气通道（40）的截面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从

所述流入侧（4）中的输入空气开口（36、46）朝后壁（7）的方向减小。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蓄能器，

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空气通道（40）在高度（N）中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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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壳体以及冷却空气流中的蓄能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由安装壳体中的蓄电池单体的布置结构构成的蓄能器。沿着所述

安装壳体的纵向轴线的方向先后跟随着蓄电池单体的组。在蓄电池单体的组之内构造了至

少一条用于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所述流动路径包括至少一个构造在所述安装壳体的流入

侧中的、用于冷却空气流的输入空气开口。所述冷却空气流沿着所述蓄电池单体之间的流

动路径流动并且通过冷却空气出口流出。

背景技术

[0002] 这样的蓄能器比如用作电子的机构中的USV（不间断电源），所述电子的机构可以

在不依赖于公共的电力网的情况下不间断地运行。

[0003] 布置在这样的蓄能器中的蓄电池单体不仅在放电时而且在充电时都放出热能，应

该通过冷却空气来定期排出所述热能。由于沿着安装壳体的纵向方向先后布置有多个组的

蓄电池单体，与输入空气开口直接相邻的蓄电池单体较好地得到冷却，而在冷却空气的流

动路径中处于安装壳体的端部上的蓄电池单体由于已经变热的冷却空气流而仅仅有限地

（mäßig）得到冷却。这可能导致蓄能器的提前的失灵。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任务是，如此构造一种由安装壳体中的蓄电池单体的布置结构构成的蓄

能器，从而运行可靠地对所有被容纳在安装壳体中的蓄电池单体进行冷却。

[0005] 所述任务根据权利要求1的特征得到解决。

[0006] 为第一组的蓄电池单体的第一流动路径分配有第一冷却空气出口。为第二组的蓄

电池单体的第二流动路径分配有第二冷却空气出口。所述第一流动路径的冷却空气流在与

所述第二流动路径的冷却空气流分开的情况下被引导至所述第一冷却空气出口，而所述第

二流动路径的冷却空气流则在与所述第一流动路径的冷却空气流分开的情况下被引导至

所述第二冷却空气出口。为所述第一流动路径分配有输入空气开口并且为所述第二流动路

径分配有-优选分开的-输入空气开口。在此，可能适宜的是，为所述第一流动路径分配第一

输入空气开口并且为所述第二流动路径分配第二输入空气开口。由此向每条流动路径馈送

未动用过的新鲜的冷却空气。因为冷却空气流中的每股冷却空气流都通过为其分配的冷却

空气出口来排出，所以能够避免：第一组的蓄电池单体的废热对第二组的蓄电池单体的冷

却产生不好的影响。通过多股彼此分开的冷却空气流保证了运行可靠的冷却。

[0007] 流经第一组的蓄电池单体的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具有第一流动阻力；流经第二组

的蓄电池单体的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具有第二流动阻力。根据本发明规定，所述第一流动

阻力等于所述第二流动阻力。由此实现这一点，即：在将所述第一冷却空气出口及所述第二

冷却空气出口与冷却空气通风机的共同的抽吸侧连接时流经所述第一流动路径的空气流

量刚好和流经所述第二流动路径的空气流量一样大。

[0008] 尤其规定，沿着所述安装壳体的纵向方向布置有多个组的具有彼此分开的流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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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蓄电池单体并且所有组的流动路径的流动阻力都被相同地构造。

[0009] 冷却空气流适宜地由冷却空气通风机来产生，其中所述冷却空气出口共同与所述

冷却空气通风机的抽吸侧连接。因此，能够将所述蓄能器安装在机架（比如19́ -́安装壳体）

中，其中所述冷却空气通风机在所述机架本身的壳体空间中产生负压。由于这种在所有冷

却空气出口上所存在的相同的负压而实现对于所有组的蓄电池单体的相同的冷却。

[0010] 尤其所述冷却空气出口构造为所述安装壳体的排出开口并且横向于排出缝隙的

纵向方向在壳体侧的宽度的一半以上的范围上延伸。

[0011] 一个组的蓄电池单体的流动路径-在部分区段中-横向于所述安装壳体的纵向方

向被引导至冷却空气出口。这样的冷却空气出口比如能够构造在所述安装壳体的底部中。

[0012] 一个组的蓄电池单体的流动路径通过至少一条冷却空气通道来构成，其中所有组

的冷却空气通道沿着所述安装壳体的纵向方向来定向。一个组的流动路径适宜地通过这个

组的蓄电池单体中的多条并排的冷却空气通道来构成。

[0013] 在蓄电池单体的沿着所述安装壳体的纵向方向先后布置的组之间分别构造了中

间空间。在蓄电池单体的相邻的组之间布置有引导冷却空气的间壁（Schottwand）。所述间

壁如此设置，使得该间壁将流入的清凉的（kühl）输入空气与流出的变热的输出空气彼此分

开。

[0014] 在本发明的特殊的改进方案中规定，一个组的流动路径汇入在聚集空间中，所述

聚集空间与至少一个冷却空气出口连接。所述聚集空间适宜地通过所述间壁来限定。

[0015] 在本发明的改进方案中规定，沿着所述安装壳体的纵向方向在跟随着第一组蓄电

池单体的情况下至少布置有第二组的具有第二流动路径的蓄电池单体。为所述第二组的蓄

电池单体分配有输入空气通道，其中所述第二流动路径的输入空气通道将用于冷却空气流

的输入空气开口与处于所述组之间的输入空气空间连接。

[0016] 在本发明的改进方案中，沿着所述安装壳体的纵向方向在跟随着第二组的蓄电池

单体的情况下至少设置有另一个组的具有另一条流动路径的蓄电池单体，其中为所述另一

个组的蓄电池单体分配有另一条输入空气通道。所述另一条输入空气通道在所述另一条流

动路径的上游将用于冷却空气流的输入空气开口与处于所述组之间的另一个输入空气空

间连接。

[0017] 能够适宜的是，将所述输入空气通道的横截面构造为沿着所述安装壳体的纵向方

向从流入侧中的输入空气开口朝所述安装壳体的后壁的方向减小。所述设计方案有利地如

此设置，使得所述输入空气通道在高度中减小。

附图说明

[0018] 本发明的另外的特征从另外的权利要求、说明书和附图中得出，在附图中示出了

本发明的一种接下来要详细地描述的实施例。示范性地列举了关于各张附图所说明的特征

和优点；所述特征和优点可以套用到所有示出的附图上并且/或者能够彼此组合。其中：

图1示出了安装壳体中的蓄能器的等轴视图；

图2示出了根据图1的安装壳体的流入侧的前视图；

图3示出了所述安装壳体的从上面看的俯视图；

图4示出了所述安装壳体的底部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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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示出了根据图1的安装壳体的后壁的视图；

图6示出了根据图1的蓄能器的水平剖面；

图7示出了根据图6的剖面的俯视图；

图8示出了所述蓄能器连同沿着纵向方向剖切的安装壳体的等轴图示；

图9示出了根据图8的剖面图的侧视图；

图10示出了根据图1的安装壳体中的蓄能器的侧视图；

图11示出了布置在安装壳体中的蓄能器的纵剖面；

图12示出了根据图1的多个蓄能器的布置结构的剖面；

图13示出了根据图1的多个蓄能器的布置结构的等轴视图；

图14示出了根据图13的蓄能器的布置结构的等轴的侧视图；

图15示出了所述蓄能器的后壁的、根据图13中的箭头XV的视图；

图16示出了根据图1的、多个布置在容纳柜中的蓄能器的布置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在所示出的实施例中，示出了处于安装壳体2中的蓄能器1。所述安装壳体具有前

侧面3，该前侧面构造为用于冷却空气流5、6的流入侧4。

[0020] 在所述前侧面3中，-如在图2中示出的那样-设置了流入开口35、36、46的排15、16、

26。

[0021] 所述排15的流入开口35构造为缝隙45，所述缝隙在所述前侧面3的高度H的大约

50%的范围上延伸。在所述前侧面的宽度B的范围上设置了多个作为流入开口35的缝隙45，

其中相邻的缝隙45彼此分开了间距s。

[0022] 在所述前侧面3的上面的区域  13中设置了另外的流入开口36、46，所述流入开口

构造为孔排（Lochreihe）。构造为圆形开口34的流入开口36、46彼此并排地紧密相邻，其中

所述孔排在所述前侧面3的宽度B的大约三分之二的范围上延伸。

[0023] 所述安装壳体2具有上侧面8（图1）和底部9。所述安装壳体2沿着该安装壳体2的纵

向轴线10的方向从所述前侧面3沿着纵向方向100延伸直至后壁7。

[0024] 如图3所示出的那样，所述前侧面3在侧面伸出超过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侧面11、

12。突出的边缘14用于将所述蓄能器安装到容纳柜、比如19́ -́机架中。

[0025] 如图3所示出的那样，所述安装壳体2的上侧面8是封闭的；在所述安装壳体2的下

侧面、也就是底部9中构造了冷却空气出口20、21，冷却空气通过所述冷却空气出口流出。所

述冷却空气出口20、21被设置为所述安装壳体2的排出开口、优选构造为具有长度L的排出

缝隙22，所述长度L大约相当于所述安装壳体2的宽度EB的80%到90%。排出缝隙22的宽度T大

约相当于所述安装壳体2的长度EL的3%到8%、尤其是6%。

[0026] 如可以从图1和5的图示中得知的一样，所述安装壳体2的上侧面8从所述前侧面3

沿着所述纵向轴线10的方向朝所述后壁7减小。高度差N大约为所述安装壳体2的高度H的

15%到20%。所述安装壳体2的高度H相当于所述前侧面3的高度H。

[0027] 如图6和7所示出的那样，在所述安装壳体2中布置有蓄电池单体70、80和90。所述

蓄电池单体70形成第一组I，所述第一组-如图6和7所示出的那样-紧挨着处于所述安装壳

体2的前侧面3的后面。在每两个蓄电池单体70之间设置了冷却通道71、72、73、74、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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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所述冷却通道沿着纵向方向100、也就是沿着所述纵向轴线10的方向定向。

[0028] 所述冷却通道71、72、73、74、75、76、77优选与用于冷却空气的流入开口35叠合，在

图6中示范性地示出，所述冷却空气流5如何沿着所述纵向轴线10的方向进入到所述冷却通

道74中。

[0029] 沿着所述纵向轴线10的方向、也就是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以间距z

存在着第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80。在所述蓄电池单体80之间-根据组I中的蓄电池单体70之

间的构造-构造了冷却通道81、82、83、84、85、86、87。所述冷却通道81、82、83、84、85、86、87

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定向。

[0030] 在所述第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80之后，以间距z跟随着第三组III的蓄电池单体

90，在所述蓄电池单体之间以相应的方式构造了冷却通道91、92、93、94、95、96、97。所述组

III的蓄电池单体90的冷却通道91、92、93、94、95、96、97沿着纵向方向100相对于所述安装

壳体2的纵向轴线10定向。

[0031] 如图6和7所示出的那样，所述第一组I的冷却通道71、72、73、74、75、76、77沿着纵

向方向100相对于所述第二组II的冷却通道81、82、83、84、85、86、87以及所述第三组III的

冷却通道91、92、93、94、95、96、97定向。在组I与组II之间，所述蓄电池单体70和80具有间距

z；以相同的方式，所述蓄电池单体80的组II相对于所述蓄电池单体90的相邻的组III具有

间距z。通过沿着纵向方向100在所述组I、II与III之间设置的间距z，分别形成中间空间30、

31。在所述中间空间30、31中分别设置了间壁32、33，所述间壁将所述中间空间30、31划分为

引导输出空气的聚集空间28和输送输入空气的输入空气空间18。这尤其从图8、9和11的图

示中得出。

[0032] 由间隔板构成的间壁32、33将所述组I、II和III的冷却通道71、72、73、74、75、76、

77；81、82、83、84、85、86、87以及91、92、93、94、95、96、97  根据组地彼此分开。因此，所述间

壁32覆盖所述组I的所有冷却通道71、72、73、74、75、76、77的端部79，使得所有通道端部79

汇入到所述聚集空间28中。如在图4中示出的那样，所述组I与组II之间的中间空间30中的

间隔板32覆盖所述排出开口20。流到所述中间空间30的聚集空间28中的冷却空气能够通过

所述冷却空气出口20离开所述安装壳体2。

[0033] 如在图8和9中示出的那样，至少一股冷却空气流5通过所述流入开口35流入到构

造在所述蓄电池单体70之间的冷却空气通道74中，贯穿流过所述通道74直至所述通道端部

79（图9），流到所述聚集空间28中并且通过所述冷却空气出口20从所述安装壳体2中流出。

所述第一流动路径50通过所述输入空气开口35、所述第一组I的蓄电池单体70之间的冷却

空气通道74、所述聚集空间28与所述冷却空气出口20构成。

[0034] 第二流动路径51通过所述安装壳体2的流入侧4上的输入空气开口36、将所述输入

空气开口36与所述第一中间空间30中的输入空气空间18连接的输入空气通道41、在所述第

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80之间构成的冷却通道84来构成，所述冷却通道的端部89汇入到所述

第二中间空间31的聚集空间28中，其中所述中间空间31的聚集空间28通过所述冷却空气出

口21而通到外面（austreten）。

[0035] 第三流动路径52通过所述输入空气开口46和将所述输入空气开口46与所述第二

中间空间31中的空气空间18连接的输入空气通道42来构成。通过所述组III的蓄电池单体

90之间的冷却空气通道94，所述流动路径52通往所述安装壳体2的后壁7中的排出开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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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冷却空气出口23根据所述安装壳体2的前侧面3中的输入空气开口35 的构造由多个排出

缝隙24所构成。

[0036] 所述冷却通道94的通道端部99与所述排出开口23的排出缝隙24叠合，从而保证了

冷却空气沿着所述流动路径52直接流出。

[0037] 所述输入空气开口36和46的输入空气通道41和输入空气通道42在紧接所述输入

空气侧4之后通过中间壁43彼此分开。由此保证，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51和52首先能够无干

扰地构成。所述输入空气通道41和42适宜地沿着纵向方向100汇合成一条共同的通道40。所

述共同的输入空气通道40的横截面优选沿着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从所述流入侧4

中的输入空气开口36、46朝所述安装壳体2的后壁7的方向减小。由此保证，将所述流动路径

52中的沿着纵向方向100流入的冷却空气朝所述中间空间31的空气空间18的方向排挤，其

中能够适配性地（angepasst）设计所述流动路径52的流动阻力。

[0038] 在所示出的实施例中，为第一组I的蓄电池单体70中的第一流动路径50分配有所

述第一冷却空气出口20。为第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80的第二流动路径51分配有所述第二冷

却空气出口21。所述流动路径50、51如此构成，使得所述第一流动路径50的冷却空气流5在

与所述第二流动路径51的冷却空气流6分开的情况下被引导至所述第一冷却空气出口20。

所述第二流动路径51的冷却空气流6在与所述第一流动路径50的冷却空气流5分开的情况

下被引导至所述第二冷却空气出口28。

[0039] 流经所述第一组I的蓄电池单体70的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50具有第一流动阻力。

流经所述第二组II的蓄电池单体80的冷却空气的流动路径51具有第二流动阻力。在此如此

设置所述流动路径50、51的构造，使得所述第一流动路径50的第一流动阻力等于所述第二

流动路径51的第二流动阻力。尤其如此设置所述流动路径50、51、52的设计，使得所有沿着

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向100先后布置的组I、II、III的蓄电池单体70、80、90具有彼此分开的

流动路径50、51、52并且所有组I、II、III的所有流动路径50、51、52的流动阻力相同。

[0040] 在图8到11的图示中示范性地表明了所述流动路径50、51、52。组I、II、III的蓄电

池单体70、80、90的流动路径50、51、52分别通过各自的组I、II、III的蓄电池单体70、80、90

中的多条并排的冷却空气通道71、72、73、74、75、76、77；81、82、83、84、85、86、87；91、92、93、

94、95、96、97来构成。

[0041] 所述流动路径50、51如此构成，使得所述冷却空气横向于所述安装壳体2的纵向方

向100被引导到所述安装壳体2的底部9中的相应的冷却空气出口20、21。

[0042] 在图12到16中上下叠放地布置有两个或者更多个蓄能器1、1́ 、1́ 。́如尤其图12到

15所示出的那样，所述安装壳体2的在高度中下降的上侧面8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也就是

说，如果两个蓄能器1、1́ 或者1́ （́图16）上下叠放地布置，那就在其中一个蓄能器1的安装

壳体2的底部9与另一个蓄能器1́ 的安装壳体2́ 的上侧面8́ 之间构成输出空气空间60，该输

出空气空间沿着所述流动路径50、51的流动方向加宽。所述加宽相当于安装壳体2、2́ 的上

侧面9的高度差N。

[0043] 在本发明的特殊的设计方案中设置了冷却空气通风机55，该冷却空气通风机抽吸

通过所述流动路径50、51、52流动的冷却空气。所述流入侧4上的进入的冷却空气流5和6由

此由所述冷却通风机55产生，其中每个冷却空气出口20、21、23都与所述冷却空气通风机55

的抽吸侧56连接。通过所述流动路径50、51、52的特殊的造型和具有大致相同的流动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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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来实现这一点，即：所有组I、II、III的蓄电池单体70、80、90都均匀地得到冷却。第一组

I的蓄电池单体70的废热由此不会干扰到沿着流动方向布置在后面的组II、III的蓄电池单

体80、90的有效的冷却。

[0044] 所述冷却空气通风机55能够被设置在设备柜65、比如19́ -́机架上。所述冷却空气

通风机55从所述设备柜中抽吸空气，使得空气通过所述蓄能器1、1́ 、1́ 的́前侧面来续流

（nachströ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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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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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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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3

CN 109478702 A

13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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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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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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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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