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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

肥处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

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包括：1)剥离耕作层，剥

离高度≥30cm；2)第一次碾压：第一次2～3遍压

实处理，压实度≥85％，形成犁底层，保水材料稀

释喷淋；3)保水材料覆盖：干铺保水材料；4)第二

次回填：用10～20％原土回填，覆盖土壤改良添

加料；用15～25％原土回填；5)第二次碾压：第二

次2～3遍压实处理；6)第二次回填：用55～75％

原土回填；7)旋耕：加入有机肥、微量元素原料和

保水材料，进行干旋和2次水旋，形成耕植土层；

本发明旱、沙地改造为水田处理方法，有效保持

改造水田的长效保水保肥功能，节约灌溉用水和

种植肥料成本，并促进植物根系生长，提高作物

的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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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1：剥离耕作层：对旱、沙地的表土耕作层、土石层剥离，剥离高度为≥30cm；

步骤2：第一次碾压：对剥离后的地面整平处理后，采用15～18吨压路机进行第一次2～

3遍机械压实处理，压实度为≥85％，形成≥10cm犁底层，并采用保水材料加水稀释混合后，

以喷淋的方式喷淋于犁底层表面，静置待干；所述保水材料，按照重量份数比，包括：30～50

份粉煤灰、40～60份火山石、30～50份玄武岩、25～35份石灰岩、60～80份细沙、35～55份河

沙、10～15份河塘干泥、3～8份硅藻土和3～8份凹凸棒土；经混合球磨得超细粉料；

步骤3：保水材料覆盖：在犁底层的表面干铺保水材料，使之平整均匀的覆盖犁底层表

面，形成保水层，覆盖量为2～2.5kg/m2；

步骤4：第二次回填处理：在保水层表面先采用10～20％原土进行回填，完全覆盖保水

层表面，形成第一原土层；并在第一原土层表面铺洒覆盖土壤改良添加料，所述土壤改良添

加料由植物秸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尾藻干粉和伊乐藻干粉混合而成；覆盖量

为0.2～0.5kg/m2；再采用15～25％原土进行再次回填，完全覆盖土壤改良混合料表面，形

成第二原土层；

步骤5：第二次碾压：对第二原土层平整处理后，采用13～15吨压路机进行第二次2～3

遍机械压实处理，形成保水保肥过渡层；

步骤6：第二次回填：在保水保肥过渡层的表面采用55～75％原土进行第二次回填，完

全覆盖保水保肥过渡层，形成第三原土层；保水保肥过渡层与第三原土层总厚度为≥40cm；

步骤7：旋耕处理：在第二原土层的表面加入有机肥、微量元素原料和保水材料进行1次

干旋后，加入水进行2次水旋，形成耕植土层，对其表面进行蓄水层整平处理，即可放水进行

水田作物的种植耕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2中，保水材料与水稀释混合的料液比为(1～3)：(20～50)k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保水层的覆盖量为1.8kg/m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土壤改良添加料中的作物秸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尾藻干粉和伊

乐藻干粉的混合重量份数比为(15～25):(2～4):(1～3):(1～3):(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4中，在保水层表面先采用15％原土进行回填，铺洒土壤改良添加料后，再采用

25％原土进行再次回填。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保水保肥过渡层的压实度为40～5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有机肥由禽畜干粪、沼渣、腐熟杂草、发酵豆粕、茶叶渣按照重量份数比(10～

20):(5～8):(5～8):(3～5):(3～5)混合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7中，根据实际土质肥力情况，添加有机肥和微量元素原料，每1亩土壤提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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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含量，保水材料用量为0.5～0.8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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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地治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

肥节肥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地需求矛盾表现的日益突出，尤其是对耕地资源的需求表现得更为明显，

为落实“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要求，逐步开展了耕地工程改造，以实现耕地的占补平

衡。对水资源匮乏的少雨地带及沙化严重的山坡地带改造水田是对于耕地改造的主要难点

内容。水田改造后，土壤的肥力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关键取决于施工完成后土体的构型是

否良好，良好的土体构型既有利于农作物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又能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0003] 目前对旱、沙地改造水田的工程处理方法，其往往改造后的土体构型生产力低，尤

其是在抛荒、轮种时，其保水保肥功能低，水源利用率低，极易出现犁底层水分渗漏和养分

的流失，导致土壤改良后保水保肥长效性差的问题。因此，需要寻找一种能够有效保持改造

水田的长效保水保肥功能的处理方法，以较好地保持植株在种植过程中灌溉的水不被渗

漏，提高土壤养分水分水平，保障植株在生根阶段的需要，并促进植物根系生长和水分吸

收，实现良好的节水节肥效果，节约大量的灌溉用水和种植肥料成本，减少人力物力的损

耗。

发明内容

[0004] 鉴以此，本发明提出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1：剥离耕作层：对旱、沙地的表土耕作层、土石层剥离，剥离高度为≥30cm；

[0008] 步骤2：第一次碾压：对剥离后的地面整平处理后，采用15～18吨压路机进行第一

次2～3遍机械压实处理，压实度为≥85％，形成≥10cm犁底层，并采用保水材料加水稀释混

合后，以喷淋的方式喷淋于犁底层表面，静置待干；

[0009] 步骤3：保水材料覆盖：在犁底层的表面干铺保水材料，使之平整均匀的覆盖犁底

层表面，形成保水层，覆盖量为2～2.5kg/m2；

[0010] 步骤4：第二次回填处理：在保水层表面先采用10～20％原土进行回填，完全覆盖

保水层表面，形成第一原土层；并在第一原土层表面铺洒覆盖土壤改良添加料，所述土壤改

良添加料由植物秸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尾藻干粉和伊乐藻干粉混合而成；覆

盖量为0.2～0.5kg/m2；再采用15～25％原土进行再次回填，完全覆盖土壤改良混合料表

面，形成第二原土层；

[0011] 步骤5：第二次碾压：对第二原土层平整处理后，采用13～15吨压路机进行第二次2

～3遍机械压实处理，形成保水保肥过渡层；

[0012] 步骤6：第二次回填：在保水保肥过渡层的表面采用55～75％原土进行第二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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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完全覆盖保水保肥过渡层，形成第三原土层；保水保肥过渡层与第三原土层总厚度为≥

40cm；

[0013] 步骤7：旋耕处理：在第二原土层的表面加入有机肥、微量元素原料和保水材料进

行1次干旋后，加入水进行2次水旋，形成耕植土层，对其表面进行蓄水层整平处理，即可放

水进行水田作物的种植耕作。

[0014] 进一步说明，所述保水材料，按照重量份数比，包括：30～50份粉煤灰、40～60  份

火山石、30～50份玄武岩、25～35份石灰岩、60～80份细沙、35～55份河沙、  10～15份河塘

干泥、3～8份硅藻土和3～8份凹凸棒土；经混合球磨至细度为  300～1000目以上所得的超

细粉料。本发明的保水剂属于超细颗粒，一方面其能减缓土壤上部渗水，另外一方面作为超

细粉末，并于不同土层中采取了不同方式施加，充分利用其被水润湿后，具有很大的比表面

积，且有良好的物理黏性，能够封堵下层压实土的渗漏管道，大幅度减少渗水并降低压实土

的回弹。

[0015] 进一步说明，步骤2中，保水材料与水稀释混合的料液比为(1～3)：(20～50)  kg/

l。

[0016] 进一步说明，步骤3中，所述保水层的覆盖量为1.8kg/m2。

[0017] 进一步说明，所述土壤改良添加料中的作物秸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

尾藻干粉和伊乐藻干粉的混合重量份数比为(15～25):(2～  4):(1～3):(1～3):(1～3)，

有利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性。

[0018] 进一步说明，步骤4中，在保水层表面先采用15％原土进行回填，铺洒土壤改良添

加料后，再采用25％原土进行再次回填。

[0019] 进一步说明，步骤5中，所述保水保肥过渡层的压实度为40～50％。利用土壤改良

剂添加料与一定量原土压实形成保水保肥过渡层，更好地减少犁底层的渗漏和降低原土的

回弹，提高土壤保水保肥的长效稳定性。

[0020] 进一步说明，所述有机肥由禽畜干粪、沼渣、腐熟杂草、发酵豆粕、茶叶渣按照重量

份数比(10～20):(5～8):(5～8):(3～5):(3～5)混合而成。

[0021] 进一步说明，步骤7中，根据实际土质肥力情况，添加有机肥和微量元素原料，每1

亩土壤提升1％有机质含量，保水材料用量为0.5～0.8kg/m2。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主要通过了二次碾压与二次回填

的方式进行旱、沙地的土体构型的重建。经过第一次碾压处理后，形成一定厚度的高密度度

的犁底层，并采用湿法与干施结合在犁底层表面添加保水材料，可以更好地封闭犁底层的

土壤颗粒间的缝隙，加强密实度及土壤黏合度，实现稳定的封闭保水的目的。同时，在此基

础上，本发明利用多次原土回填的方式，分别形成了保水保肥过渡层和水肥一体的耕植土

层，在保水保肥过渡层的回填过程中，添加了由植物秸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尾

藻干粉和伊乐藻干粉混合而成的土壤改良剂，以及经过第二次机械压实处理，提高犁底层

的抗渗漏性和降低压实土的回弹，有效保持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同时，与经过干旋与2次水

旋的耕植土层组合，能够较好地保持作物在种植过程中灌溉的水和养分不被渗漏流失，提

高土壤改良后的长效性，实现了良好的土壤保水保肥效果，并充分保障作物在生根阶段的

水分和养分的需要，有利于作物的根系深扎，促进底层根系的吸收养分和稳定生长，提高植

株的成活率和作物的生产量，从而实现改造水田的良好节水节肥效果，节约大量的灌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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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种植肥料成本，提高作物耕作的质量，对于水资源匮乏的少雨地带及沙化严重的山坡

地带改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附图说明

[0023] 图1本发明旱、沙地改造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4] 图2本发明实施例2的剥离耕作层的工程作业示意图；

[0025] 图3本发明实施例2的土石方开挖工程作业示意图；

[0026] 图4本发明实施例2的第一次碾压工程作业示意图；

[0027] 图5本发明实施例2的保水材料稀释喷涂工程作业示意图；

[0028] 图6本发明实施例2的保水材料覆盖工程作业示意图；

[0029] 图7本发明实施例2的第一次回填工程作业示意图；

[0030] 图8本发明实施例2的第二次碾压工程作业示意图；

[0031] 图9本发明实施例2的第二次回填工程作业示意图；

[0032] 图10本发明实施例2的干旋及二遍水旋工程作业示意图；

[0033] 图11本发明实施例2的蓄水表面平整工程作业示意图；

[0034] 图12本发明实施例2的保水观察情况示意图；

[0035] 图13本发明实施例2的验收期内的7日保水效果观察的情况示意图；

[0036] 图14本发明旱、沙地改造水田的土体层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更好理解本发明技术内容，下面提供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8] 本发明实施例所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9] 本发明实施例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40] 实施例1‑一种旱、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1] 步骤1：剥离耕作层：对旱、沙地的表土耕作层、土石层剥离，剥离平均高度为33cm；

[0042] 步骤2：第一次碾压：对剥离后的地面整平处理后，采用18吨压路机进行第一次2遍

机械压实处理，压实度为85％，形成平均11cm犁底层，并采用市售保水材料加水，以料液比

为1:20kg/l稀释混合后，以喷淋的方式喷淋于犁底层表面，静置待干；

[0043] 步骤3：保水材料覆盖：在犁底层的表面干铺保水材料，使之平整均匀的覆盖犁底

层表面，形成保水层，覆盖量为2kg/m2；

[0044] 步骤4：第二次回填处理：在保水层表面先采用10％原土进行回填，完全覆盖保水

层表面，形成第一原土层；并在第一原土层表面铺洒覆盖土壤改良添加料，所述土壤改良添

加料由植物秸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尾藻干粉和伊乐藻干粉按重量份数比为

15:2:1:1:1混合而成；覆盖量为0.2kg/m2；再采用15％原土进行再次回填，完全覆盖土壤改

良混合料表面，形成第二原土层；

[0045] 步骤5：第二次碾压：对第二原土层平整处理后，采用15吨压路机进行第二次2遍机

械压实处理，压实度为40％，形成保水保肥过渡层；

[0046] 步骤6：第二次回填：在保水保肥过渡层的表面采用75％原土进行第二次回填，完

全覆盖保水保肥过渡层，形成第三原土层；保水保肥过渡层与第三原土层平均总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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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cm；

[0047] 步骤7：旋耕处理：在第二原土层的表面加入有机肥、微量元素原料和保水材料，每

1亩土壤提升1％有机质含量，保水材料用量为0.5kg/m2，进行1次干旋后，加入水进行2次水

旋，形成耕植土层，对其表面进行蓄水层整平处理，即可放水进行水田作物的种植耕作。

[0048] 实施例2‑一种旱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9] 于海南海口市福昌村，分别随机选取相邻的未经种植作物、保水性差的4  个旱地

田块，作为试验田块1～4，面积为215平方米；

[0050] 试验田块1进行如下改造水田的处理方法，

[0051] 步骤1：剥离耕作层：对旱地田块的表土耕作层、土石层剥离，剥离平均高度为

35cm；按照先深后浅、从上到下、分层分段的原则依次进行，按照图纸对基底标高进行测量，

剥离至设计底标高后，田边修整齐、底铲平，剥离的土壤按指定地点存放，便于后续回填；

[0052] 步骤2：第一次碾压：对剥离后的地面整平处理后，采用15吨压路机进行第一次3遍

机械压实处理，压实度为85％，形成平均13cm犁底层，并采用保水材料加水，以料液比为3:

50kg/l稀释混合后，以喷淋的方式喷淋于犁底层表面，静置待干；其中，所述保水材料，按照

重量份数比，包括：30份粉煤灰、40份火山石、30份玄武岩、25份石灰岩、60份细沙、35份河

沙、10份河塘干泥、3  份硅藻土和3份凹凸棒土；经混合球磨至细度为800目以上所得的超细

粉料；

[0053] 步骤3：保水材料覆盖：在犁底层的表面干铺保水材料，使之平整均匀的覆盖犁底

层表面，形成保水层，覆盖量为1.8kg/m2；

[0054] 步骤4：第二次回填处理：在保水层表面先采用15％原土进行回填，由低到高逐层

回填，保证土方平衡，需要完全覆盖保水层表面，形成第一原土层；并在第一原土层表面铺

洒覆盖土壤改良添加料，所述土壤改良添加料由植物秸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

尾藻干粉和伊乐藻干粉按重量份数比为  25:4:3:3:3混合而成；覆盖量为0.5kg/m2；再采用

25％原土进行再次回填，完全覆盖土壤改良混合料表面，形成第二原土层；

[0055] 步骤5：第二次碾压：对第二原土层平整处理后，采用13吨压路机进行第二次3遍机

械压实处理，压实度为50％，形成保水保肥过渡层；

[0056] 步骤6：第二次回填：在保水保肥过渡层的表面采用60％原土进行第二次回填，由

低到高逐层回填，保证土方平衡，完全覆盖保水保肥过渡层，形成第三原土层；保水保肥过

渡层与第三原土层平均总厚度为48cm；

[0057] 步骤7：旋耕处理：在第二原土层的表面加入有机肥、微量元素原料和保水材料，每

1亩土壤提升1％有机质含量，保水材料用量为0.6kg/m2，进行1次干旋后，加入水进行2次水

旋，形成耕植土层，对其表面进行蓄水层整平处理，即可放水进行水田作物的种植耕作。

[0058] 试验田块2根据上述试验田块1的改造水田的处理方法，区别在于：步骤2 中，未进

行保水材料的喷淋；步骤3中，保水层的覆盖量为3kg/m2；步骤7中，保水材料用量为1kg/m2；

其余均与试验田块1的处理方法相同。

[0059] 试验田块3根据上述试验田块1的改造水田的处理方法，区别在于：步骤4  将原土

与土壤改良添加料混合后，进行单次回填，平均厚度为48cm；其余均与试验田块1的处理方

法相同。

[0060] 试验田块4根据上述试验田块1的改造水田的处理方法，区别在于：步骤4 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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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秸秆干粉作为土壤改良添加料，同样覆盖量为0.5kg/m2，其余均与试验田块1的处理方

法相同。

[0061] 将试验田块1～4后完成改造，并经过蓄水表面平整后，进行验收期内的7  日保水

效果观察，如图1所示，并在试验田块中进行水稻种植和养护，在种植过程中，对田块施用有

机肥为800kg/亩，其中，有机肥由禽畜干粪、沼渣、腐熟杂草、发酵豆粕、茶叶渣按照重量份

数比15:6:6:4:4混合而成；并在水稻收割后，进行土壤采样检测和记录土壤的有机质、PH值

的情况，以及水稻产量情况，如下表：

[0062]

[0063] 其中，水稻种植的耗水量为种植过程的补水灌溉。由上表数据表明，本发明对旱地

的水田改造的土壤结构具有长效的保水保肥功能，在水稻种植过程中，能够较好地保持作

物在种植过程中灌溉的水和养分不被渗漏流失，提高土壤改良后的长效性，实现了良好的

土壤保水保肥效果，并充分保障作物在生根阶段的水分和养分的需要，有利于作物的根系

深扎，促进底层根系的吸收养分和稳定生长，提高作物的生产量。

[0064] 根据试验田块1和实验田块2的对比可以看出，实验田块2的7日内日平均水位的下

降值基本相等，而在水稻种植过程的耗水量明显增加，同等施肥条件下，水稻总产量明显

低，表明本发明通过采用湿法与干施结合在犁底层表面添加保水材料，并控制各个步骤中

的保水材料的覆盖量，有利于作物的底层根系的吸收养分和稳定生长，提高作物的生产量。

由试验田3中可以看出，实验田块3的7日内日平均水位的下降值明显增长，且在水稻种植过

程的耗水量明显增加，同等施肥条件下，土壤有机质含量低，水稻总产量低；表明本发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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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保水材料的有效利用下，进一步通过结合多次原土回填的方式，分别形成的保水保

肥过渡层和水肥一体的耕植土层，可进一步提高犁底层的抗渗漏性和降低压实土的回弹，

有效保持土壤中的养分水分，降低犁底层的渗漏率，并充分保障作物在生根阶段的水分和

养分的需要，有利于作物的根系深扎，促进根系的吸收养分和稳定生长，保证作物的生长，

在稳定的节水节肥功能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种植过程的耗水量，节约大量的灌溉用水和

种植肥料成本，实现土壤长效的保水保肥效果。由试验田4中，还可以看出，本发明在保水保

肥过渡层的回填过程中，添加了由植物秸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尾藻干粉和伊

乐藻干粉混合而成的土壤改良剂，使其结合二次机械压实处理，能够较好地保持作物在种

植过程中灌溉的水和养分不被渗漏流失，提高促进土壤的保水保肥效果。

[0065] 实施例3‑一种沙地改造为水田的保水节水保肥节肥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6] 于海南儋州分别随机选取相邻的未经种植作物、保水性差的沙地田块，作为试验

田块3，面积268平方米；分别进行如下改造水田的处理方法：

[0067] 步骤1：剥离耕作层：对沙地田块的表土耕作层、土石层剥离，剥离平均高度为

33cm；按照先深后浅、从上到下、分层分段的原则依次进行，按照图纸对基底标高进行测量，

剥离至设计底标高后，田边修整齐、底铲平，剥离的土壤按指定地点存放，便于后续回填；

[0068] 步骤2：第一次碾压：对剥离后的地面整平处理后，采用16吨压路机进行第一次3遍

机械压实处理，压实度为85％，形成平均12cm犁底层，并采用保水材料加水，以料液比为2:

25kg/l稀释混合后，以喷淋的方式喷淋于犁底层表面，静置待干；其中，所述保水材料，按照

重量份数比，包括：50份粉煤灰、60份火山石、50份玄武岩、35份石灰岩、80份细沙、55份河

沙、15份河塘干泥、8  份硅藻土和8份凹凸棒土；经混合球磨至细度为1000目以上所得的超

细粉料；

[0069] 步骤3：保水材料覆盖：在犁底层的表面干铺保水材料，使之平整均匀的覆盖犁底

层表面，形成保水层，覆盖量为2.5kg/m2；

[0070] 步骤4：第二次回填处理：在保水层表面先采用20％原土进行回填，由低到高逐层

回填，保证土方平衡，完全覆盖保水层表面，形成第一原土层；并在第一原土层表面铺洒覆

盖土壤改良添加料，所述土壤改良添加料由植物秸秆干粉、树木皮粉、芦苇干粉、水狐尾藻

干粉和伊乐藻干粉按重量份数比为25:4:3:3:3混合而成；覆盖量为0.3kg/m2；再采用25％

原土进行再次回填，完全覆盖土壤改良混合料表面，形成第二原土层；

[0071] 步骤5：第二次碾压：对第二原土层平整处理后，采用14吨压路机进行第二次3遍机

械压实处理，压实度为50％，形成保水保肥过渡层；

[0072] 步骤6：第二次回填：在保水保肥过渡层的表面采用55％原土进行第二次回填，由

低到高逐层回填，保证土方平衡，完全覆盖保水保肥过渡层，形成第三原土层；保水保肥过

渡层与第三原土层平均总厚度为50cm；

[0073] 步骤7：旋耕处理：在第二原土层的表面加入有机肥、微量元素原料和保水材料，每

1亩土壤提升1％有机质含量，保水材料用量为0.8kg/m2，进行1次干旋后，加入水进行2次水

旋，形成耕植土层，对其表面进行蓄水层整平处理后，放水进行水稻种植。

[0074] 统计水稻收割后土壤采样检测的有机质含量为14.87g/kg、pH值为5.53，以及水稻

总产量484.23斤，亩产量1204.58斤，水稻种植140天的亩耗水量为  349.16m3,表明沙地改

造水田的土壤具有良好的节水保肥功能，长效性好，有效保持土壤的有机质和PH值，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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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产量的水稻种植。

[007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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