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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炒菜机，包括机架，

设于机架内部的机械臂，连接于机械臂末端的锅

具，用于给锅具提供热能的火控机构，用于给锅

具添加主料的主料添加机构，用于给锅具添加佐

料的佐料添加机构，用于给锅具添加液料的液料

添加机构，用于给锅具中菜品翻炒和焖菜的炒菜

机构，用于暂时存放菜品的中转机构，用于递盘

和传菜的递盘传送模组，用于清洗锅具的涮锅机

构，用于抽走油烟的抽油烟机，用于控制机械臂、

火控机构、主料添加机构、佐料添加机构、液料添

加机构、炒菜机构、中转机构、递盘传送模组、涮

锅机构及抽油烟机有序工作的电气控制系统及

用于人机交互的触摸屏，进而实现炒菜机炒菜的

全自动化，全程不需要人参与，为人们节省宝贵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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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设于机架内部的机械臂，连接于机械臂末

端的锅具，用于给锅具提供热能的火控机构，用于往锅具内添加主料的主料添加机构，用于

往锅具内添加佐料的佐料添加机构，用于往锅具内添加液料的液料添加机构，用于对锅具

中的菜品进行翻炒和焖菜的炒菜机构，用于暂时存放菜品的中转机构，用于递盘和传菜的

递盘传送模组，用于清洗锅具的涮锅机构，用于抽走油烟的抽油烟机，用于控制机械臂、火

控机构、主料添加机构、佐料添加机构、液料添加机构、炒菜机构、中转机构、递盘传送模组、

涮锅机构及抽油烟机有序工作的电气控制系统以及用于人机交互并与电气控制系统连接

的触摸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触摸屏设于机架上，所述

机架内部设置有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所述电气控制系统、液料添加机构均设于第一隔板

的下方；所述炒菜机构、中转机构、涮锅机构由前往后依次设置于第一隔板的右端，所述火

控机构设于第一隔板并位于炒菜机构的侧边，所述递盘传送机构设于第一隔板的左端，所

述主料添加机构设于第二隔板的底端，所述佐料添加机构设于主料添加机构上，所述抽油

烟机设于第二隔板上并位于火控机构的上方，所述机械臂穿过第二隔板位于第一隔板和第

二隔板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火控机构包括燃气灶，所

述燃气灶的手柄连接有旋转气缸，所述燃气灶固定于第一隔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料添加机构包括若干个

主料存储仓、设于主料存储仓底端出料口处的滑槽、插接于滑槽内的挡板以及用于推拉挡

板连接的第一推动气缸，所述主料存储仓机械固定于第二隔板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佐料添加机构包括佐料存

储仓、设于佐料存储仓出料口处的阀门以及用于控制阀门打开和关闭的第一电机，所述佐

料存储仓机械固定于主料存储仓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料添加机构包括若干个

液料存储桶、用于抽取液料存储桶内液料食品的液体泵，所述液体泵上连接有出料管，所述

出料管穿过第一隔板并位于燃气灶的侧边。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递盘传送模组包括第一支

架、用于竖直升降盘子的升降机构、用于夹取盘子的夹具、用于驱动夹具开合的第二推动气

缸、用于带动夹具水平运动并固定于第一支架上的第三推动气缸以及用于水平传送盘子的

皮带传送机构，所述第一支架固定于第一隔板上，所述升降机构位于夹具的下方，所述皮带

传送机构设于第二推动气缸的侧方。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炒菜机构包括第二支架、

轴连于第二支架上的锅铲和锅盖、用于驱动锅铲和锅盖向下运动和复位的第二电机以及用

于驱动锅铲旋转的第三电机，所述第二支架固定于第一隔板上。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转机构包括第三支架、

轴连于第三支架上的连接件、用于驱动连接件下来和复位的第四电机，所述连接件上设置

有第五电机，所述第五电机的旋转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中转盘，所述第三支架机械安装于

第一隔板上。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隔板上设置有洗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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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所述洗锅盆设于第三支架的侧边，所述洗锅盆的底部设置有下水口，所述涮锅机构包括

第四支架、轴连于第四支架上的连接杆、机械安装于连接杆上的第六电机、与第六电机连接

的刷子、用于驱动连接杆旋转的第七电机以及设于连接杆上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的出水

口位于刷子旁，所述第四支架固定于第一隔板上并位于洗锅盆的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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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炒菜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炒菜机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智能炒菜机。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随着科技的发展，家电的智能化、自动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炒菜机

是一款现代科技产品，新一代微电脑操控智能烹饪设备，无油烟、无辐射、省油省电、自动翻

炒。炒菜机还有自动炒、爆、炖等多功能自动炒菜机，只需轻轻一按，即可远离厨房油烟危

害，轻松享受美味，实现了做饭过程的自动化和趣味化，简单，即方便人们操作，适用于家

庭、学校食堂、企业食堂、部队食堂及熟食品加工行业。

[0003] 但目前，能带动锅具运动、能给锅具进行加热、添加主料、添加佐料、添加液料食

品、清洗以及具备递盘传送功能和抽油烟这一炒菜全过程的炒菜机，在相关技术中，还不具

备可全自动完成这一炒菜全过程的智能化炒菜机，还不能真正的做到不需要人为参与的炒

菜机。此外，在相关技术中，现有的炒菜机，不具备有中转机构，如菜品为西红柿鸡蛋，其先

烹饪完鸡蛋或西红柿后，不具备中转机构用于暂时存放鸡蛋或西红柿，而使炒菜机可烹饪

的菜品较少，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菜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和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炒菜机。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智能炒菜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设于机架

内部的机械臂，连接于机械臂末端的锅具，用于给锅具提供热能的火控机构，用于往锅具内

添加主料的主料添加机构，用于往锅具内添加佐料的佐料添加机构，用于往锅具内添加液

料的液料添加机构，用于对锅具中的菜品进行翻炒和焖菜的炒菜机构，用于暂时存放菜品

的中转机构，用于递盘和传菜的递盘传送模组，用于清洗锅具的涮锅机构，用于抽走油烟的

抽油烟机，用于控制机械臂、火控机构、主料添加机构、佐料添加机构、液料添加机构、炒菜

机构、中转机构、递盘传送模组、涮锅机构及抽油烟机有序工作的电气控制系统以及用于人

机交互并与电气控制系统连接的触摸屏。

进一步地，所述触摸屏设于机架上，所述机架内部设置有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所述电

气控制系统、液料添加机构均设于第一隔板的下方；所述炒菜机构、中转机构、涮锅机构由

前往后依次设置于第一隔板的右端，所述火控机构设于第一隔板并位于炒菜机构的侧边，

所述递盘传送机构设于第一隔板的左端，所述主料添加机构设于第二隔板的底端，所述佐

料添加机构设于主料添加机构上，所述抽油烟机设于第二隔板上并位于火控机构的上方，

所述机械臂穿过第二隔板位于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之间。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火控机构包括燃气灶，所述燃气灶的手柄连接有旋转气缸，所述燃

气灶固定于第一隔板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主料添加机构包括若干个主料存储仓、设于主料存储仓底端出料

口处的滑槽、插接于滑槽内的挡板以及用于推拉挡板连接的第一推动气缸，所述主料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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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机械固定于第二隔板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佐料添加机构包括佐料存储仓、设于佐料存储仓出料口处的阀门

以及用于控制阀门打开和关闭的第一电机，所述佐料存储仓机械固定于主料存储仓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液料添加机构包括若干个液料存储桶、用于抽取液料存储桶内液

料食品的液体泵，所述液体泵上连接有出料管，所述出料管穿过第一隔板并位于燃气灶的

侧边。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递盘传送模组包括第一支架、用于竖直升降盘子的升降机构、用于

夹取盘子的夹具、用于驱动夹具开合的第二推动气缸、用于带动夹具水平运动并固定于第

一支架上的第三推动气缸以及用于水平传送盘子的皮带传送机构，所述第一支架固定于第

一隔板上，所述升降机构位于夹具的下方，所述皮带传送机构设于第二推动气缸的侧方。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炒菜机构包括第二支架、轴连于第二支架上的锅铲和锅盖、用于驱

动锅铲和锅盖向下运动和复位的第二电机以及用于驱动锅铲旋转的第三电机，所述第二支

架固定于第一隔板上。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中转机构包括第三支架、轴连于第三支架上的连接件、用于驱动连

接件下来和复位的第四电机，所述连接件上设置有第五电机，所述第五电机的旋转轴通过

联轴器连接有中转盘，所述第三支架机械安装于第一隔板上。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隔板上设置有洗锅盆，所述洗锅盆设于第三支架的侧边，所述

洗锅盆的底部设置有下水口，所述涮锅机构包括第四支架、轴连于第四支架上的连接杆、机

械安装于连接杆上的第六电机、与第六电机连接的刷子、用于驱动连接杆旋转的第七电机

以及设于连接杆上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的出水口位于刷子旁，所述第四支架固定于第一

隔板上并位于洗锅盆的侧边。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采用本发明炒菜机，人们可通过触摸屏点菜，电气控制系统根

据人们所点的菜品控制机械臂、火控机构、主料添加机构、佐料添加机构、液料添加机构、炒

菜机构、中转机构、递盘传送模组、涮锅机构及抽油烟机有序工作，机械臂带动锅具运动，火

控机构给锅具提供热能，主料添加机构给锅具内添加主料，佐料添加机构给锅具内添加盐、

鸡精等佐料，液料添加机构给锅具内添加油、水、醋等液料食品，炒菜机构对锅具内菜品进

行翻炒和焖，中转机构暂时存放菜品，递盘传送模组给炒好的菜传递盘子和传送菜品，抽油

烟机将炒菜机内的油烟抽走，涮锅机构给锅具进行清洗，进而实现炒菜机炒菜的全自动化，

全程不需要人参与，真正做到解放人们双手，为人们节省下宝贵的时间。并且，本发明利用

中转机构暂时存放菜品，可实现本发明炒菜机菜品的多样化，而满足人们日常菜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另一视角的立体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框架内的立体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框架内另一视角的立体图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火控机构的示意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主料添加结构的示意图。

[0020]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佐料添加机构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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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液料添加机构的示意图。

[0022]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炒菜机构的示意图。

[0023]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转机构的示意图。

[0024]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递盘传送模组的示意图。

[0025]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升降盘子的升降机构的示意图。

[0026] 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递盘传送模组中的部分结构图。

[0027] 图14为本发明实施例涮锅机构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对本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晰、完整的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分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9] 请参照附图1-14,本发明实施例中的一种智能炒菜机，包括机架1，设于机架1内部

的机械臂2，连接于机械臂2末端的锅具3，用于给锅具3提供热能的火控机构100，用于往锅

具3内添加主料的主料添加机构700，用于往锅具3内添加佐料的佐料添加机构800，用于往

锅具3内添加液料的液料添加机构500，用于对锅具3中的菜品进行翻炒和焖菜的炒菜机构

200，用于暂时存放菜品的中转机构300，用于递盘和传菜的递盘传送模组，用于清洗锅具的

涮锅机构400，用于抽走油烟的抽油烟机5，用于控制机械臂2、火控机构100、主料添加机构

700、佐料添加机构800、液料添加机构500、炒菜机构200、中转机构300、递盘传送模组、涮锅

机构400及抽油烟机有序工作的电气控制系统4以及用于人机交互并与电气控制系统连接

的触摸屏12。

[0030] 人们通过触摸屏12进行点菜，电气控制系统4根据人们所点的菜控制机械臂2、火

控机构100、主料添加机构700、佐料添加机构800、液料添加机构500、炒菜机构200、中转机

构300、递盘传送模组、涮锅机构400及抽油烟机有序工作，机械臂2带动锅具3运动，火控机

构100给锅具3提供热能，主料添加机构700给锅具3内添加油麦菜、白菜、青椒等蔬菜及肉类

等主料，佐料添加机构800给锅具3内添加盐、鸡精等固态类的佐料及耗油、番茄酱等稠状类

的佐料，液料添加机构500给锅具3内添加油、水、醋等液料食品，炒菜机构200对锅具3内菜

品进行翻炒和焖，中转机构300暂时存放菜品，递盘传送模组给炒好的菜传递盘子和传送菜

品，抽油烟机5将炒菜机内的油烟抽走，涮锅机构400给锅具进行清洗，进而实现炒菜机炒菜

的全自动化，且全程炒菜不需要人参与，真正做到解放人们双手，且为人们节省下宝贵的时

间。并且，本发明具有中转机构300用于暂时存放菜品，进而可实现本发明炒菜机菜品的多

样化，而满足人们日常菜的需求。

[0031] 具体的，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触摸屏12设于机架1上，所述机架1内部设置有第

一隔板7和第二隔板8，所述电气控制系统4、液料添加机构500均设于第一隔板7的下方；所

述炒菜机构200、中转机构300、涮锅机构400由前往后依次设置于第一隔板7的右端，所述火

控机构100设于第一隔板7并位于炒菜机构200的侧边，所述递盘传送机构设于第一隔板7的

左端，所述主料添加机构700设于第二隔板8的底端，所述佐料添加机构800设于主料添加机

构700上，所述抽油烟机5设于第二隔板8上并位于火控机构100的上方，所述机械臂2穿过第

二隔板8位于第一隔板7和第二隔板8之间。并且，本发明炒菜机在未炒菜时，锅具3位于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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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100上，使得炒菜机的各个机构整齐有序设置于机架1上，使本发明炒菜时，便于机械臂

2带动锅具3的运动。

[0032] 参照附图5，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火控机构100包括燃气灶，所述燃气灶110的

手柄111连接有旋转气缸120，所述燃气灶110固定于第一隔板7上，并且，本发明炒菜机在未

炒菜时，锅具3位于燃气灶110上。将燃气灶110接入可燃气体，这样，采用旋转气缸120代替

现有技术中燃气灶110需人们手动旋转燃气灶110手柄111实现打火和调节燃气灶110火力

的操作，进而，当本发明炒菜机炒菜时，通过旋转气缸120可实现燃气灶110自动打火和自动

调节燃气灶110火力大小，即可给锅具3提供热量，进而实现炒菜机的智能化。

[0033] 参照附图6，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主料添加机构700包括若干个主料存储仓

710、设于主料存储仓710底端出料口处的滑槽740、插接于滑槽740内的挡板720以及用于推

拉挡板720连接的第一推动气缸730，所述主料存储仓710机械固定于第二隔板8上。因而，利

用第一推动气缸730可推拉挡板720可实现主料存储仓710底端出料口被关闭和打开，由此，

当本发明炒菜机炒菜需要添加油麦菜、白菜、青椒等蔬菜及肉类等主料时，机械臂2带动锅

具3运动至主料存储仓710的下方，利用第一推动气缸730拉动挡板720运动，使主料存储仓

710底端的出料口被打开，进而主料存储仓710内的主料可掉落与锅具3内，之后再利用第一

推动气缸730工作推动挡板720将出料口堵住而关闭，进而实现给锅具3内添加主料，无需人

为往锅具3内添加主料，实现炒菜机的智能化。

[0034] 参照附图7，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佐料添加机构800包括佐料存储仓810、设于

佐料存储仓810出料口处的阀门（图中未示出）以及用于控制阀门打开和关闭的第一电机

820，所述佐料存储仓810机械固定于主料存储仓710上，这样，当本发明炒菜机炒菜需要添

加盐、鸡精等固态类的佐料及耗油、番茄酱等稠状类的佐料时，机械臂2带动锅具3运动至佐

料存储仓810的下方，利用第一电机820控制阀门打开，使得佐料存储仓810内的佐料从底端

的出料口掉落至锅具3内，之后再利用第一电机820控制阀门关闭，使得佐料存储仓810内的

佐料不再掉落，进而实现给锅具3内添加佐料，无需人为往锅具3内添加佐料，实现炒菜机的

智能化。

[0035] 参照附图7，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液料添加机构500包括若干个液料存储桶

510、用于抽取液料存储桶510内液料食品的液体泵520，所述液体泵520上连接有出料管

530，所述出料管530穿过第一隔板7并位于燃气灶110的侧边，由此，当本发明炒菜机炒菜需

要添加油、醋等液料食品时，机械臂2带动锅具3运动至出料管530的管口下方，利用液体泵

520工作，使液料存储桶510内的液料食品从出料管530的管口处流出，进而实现给锅具3内

添加液料食品，无需人为往锅具3内添加液料食品，实现炒菜机的智能化。

[0036] 参照附图11-13，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递盘传送模组包括第一支架610、用于升

降盘子的升降机构630（如无杆气缸等）、用于夹取盘子的夹具670、用于驱动夹具670开合的

第二推动气缸650、用于带动夹具670水平运动并固定于第一支架610上的第三推动气缸640

以及用于水平传送盘子的皮带传送机构620，所述第一支架610固定于第一隔板7上，所述升

降机构630位于夹具670的下方，所述皮带传送机构620设于第二推动气缸650的侧方。采用

此机构，当盘子10通过无杆气缸630上升至夹具670位置时，通过第二推动气缸650工作，驱

动夹具670夹紧盘子10，利用第三推动气缸640将夹具水平传送至皮带传送机构620上，再利

用第二推动气缸650工作使夹具670松开盘子10，使得盘子10放置与皮带传送机构620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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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此时，机械臂2可将锅具3内烹饪完成的菜品倒入盘子10内，而后再利用皮带传送机构

620实现传菜功能，进而实现递盘和传菜的功能，无需人为拿取盘子10将烹饪完成的菜品盛

起，实现炒菜机的智能化。

[0037] 参照附图8，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炒菜机构200包括第二支架210、轴连于第二

支架210上的锅铲250和锅盖、用于驱动锅铲250和锅盖230向下运动和复位的第二电机220

以及用于驱动锅铲250旋转的第三电机240，所述第二支架210固定于第一隔板7上。起初，锅

铲250和锅盖230呈竖直状态，当本发明炒菜机需要炒菜时，利用第二电机220工作带动锅铲

250向下运动至位于燃气灶110上的锅具3内，再利用第三电机240带动锅铲250旋转而实现

翻炒菜功能，当炒菜机需要焖菜时，利用第二电机220工作带动锅盖230向下运动合盖于锅

具3上而实现焖菜功能，当锅盖230和锅具3使用完后，控制第三电机240停止工作，即停止锅

铲250旋转，再利用第二电机220工作使锅盖230和锅具3复位至初始状。

[0038] 参照附图9和附图14，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中转机构300包括第三支架310、轴

连于第三支架310上的连接件330、用于驱动连接件330下来和复位的第四电机350，所述连

接件330上设置有第五电机320，所述第五电机320的旋转轴通过联轴器连接有中转盘340，

所述第三支架310机械安装于第一隔板7上，且起初，中转盘340呈竖直状态，当需要使用中

转盘340时，第四电机350工作连接件330向下运动，即可联动中转盘340向下运动，并且利用

第五电机320可使中转盘340旋转。

[0039] 所述第一隔板7上设置有洗锅盆6，所述洗锅盆6设于第三支架310的侧边，所述洗

锅盆6的底部设置有下水口（图中未示出），将下水口接入出水管。

[0040] 所述涮锅机构包括第四支架410、轴连于第四支架410上的连接杆430、机械安装于

连接杆430上的第六电机440、与第六电机440连接的刷子450、用于驱动连接杆430旋转的第

七电机440以及设于连接杆430上的出水管460，所述出水管460的出水口位于刷子450旁，所

述第四支架410固定于第一隔板7上并位于洗锅盆6的侧边，将出水管460外接水源。

[0041] 这样，当炒菜机炒某些菜品时，如西红柿炒蛋，利用第四电机350工作使中转盘340

向下运动，机械臂2可先将锅具3内炒好的西红柿先倒入中转盘340，在继续炒鸡蛋，炒完鸡

蛋后，机械臂2可带动锅具3运动至中转盘340的下方，利用第五电机320工作使中转盘340旋

转，使得中转盘340内的西红柿倒入锅具3内，进而使炒菜机实现西红柿炒蛋的菜品，并且利

用中转机构300，可使炒菜机烹饪出由两个主菜先后烹饪完在添加一起起烹饪的菜品，使炒

菜机的菜品更加多样化，而不局限。还有，在中转盘340使用完成后，可利用第六电机440可

使连接杆430联动刷子450向下运动至中转盘340内，再利用第七电机440工作使刷子450旋

转并利用出水管460出水实现清洗功能，当中转盘340清洗完成后，在利用第四电机350复

位，使中转盘340呈初始的竖直状态。

[0042] 此外，当本发明炒菜机炒完菜后，利用机械臂2可将锅具3移动至洗锅盆6上，通过

第六电机350工作可使连接杆430联动刷子450向下运动至锅具3内，再利用第七电机440工

作使刷子450旋转，并利用出水管460出水实现清洗锅具3的功能，并且清洗锅具3的水可直

接流入洗锅盆6内并经下水管引出至下水道等地方。

[0043]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中转盘340的中间设置有网孔341，由此，可将倒入中转

盘340内菜品的水分过滤掉，防止炒菜机烹饪出的菜品过多水分。

[0044]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中转盘340呈漏斗状，便于中转盘340内菜品从网孔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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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

[0045] 参照附图1-4，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抽油烟机5上设置有出风口51，将出风口

51连接管道并通过管道可将抽油烟机5所抽的油烟导入人们所需的位置，防止抽油烟机5所

排出的气体污染环境。

[0046]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机架1上还设置用于观察内部情况的中间玻璃11，所述

触摸屏12设于中间玻璃11上，所述中间玻璃11位于皮带传送机构620的对应位置开设有一

用于传菜的传菜窗口13，通过传菜窗口13，人们可将炒菜机烹饪完成且放置在皮带传送机

构620皮带上的菜品取出。

[0047]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电气控制系统4内设置有无线通讯模块（图中未示出），

由此，本发明的炒菜机可配合手机APP进行点菜，从而便于人们在外实现对炒菜机进行点

菜。

[0048] 本发明的炒菜机还包括有用于给第一推动气缸730、第二推动气缸650、第三推动

气缸640、旋转气缸120工作提供动力且与电气控制系统4连接的空压机9，由此，通过电气控

制系统4可控制空压机9工作，进而可给第一推动气缸730、第二推动气缸650、第三推动气缸

640及旋转气缸120提供动力并使其工作。

[0049] 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发明

的实施方式的限定。而对于属于本发明的实质精神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属

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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