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347562.9

(22)申请日 2020.04.28

(71)申请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地址 100031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申请人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

电分公司

(72)发明人 李宏峰　方永毅　王立军　刘保安　

郭涛　成洪刚　李乾　张霞　谷冉　

(74)专利代理机构 石家庄新世纪专利商标事务

所有限公司 13100

代理人 张杰　徐瑞丰

(51)Int.Cl.

H02G 7/20(2006.01)

H02G 7/22(2006.01)

H02G 13/00(2006.01)

H02J 1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

台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

的柔性支撑平台，包括固定在高压电力塔的横担

上的干式支撑座，分别固定连接在干式支撑座上

的避雷器底座和监测安装座，以及位于干式支撑

座上方的高压电缆终端；所述高压电缆终端和避

雷器底座分别位于横担的两侧；所述监测安装座

位于高压电缆终端的外侧，用来安装监测高压电

缆终端状态的监测系统。本发明具有监测系统，

能够监测电缆终端的温度和实时影像，通过无线

通讯传输至后台监控中心，能够掌握电缆终端的

状态，方便及时发现电缆终端的损坏隐患，方便

排查和维护；该干式支撑装置与避雷器底座相连

为一整体，避雷器与电缆终端整体稳定性好、占

用空间小，电气性能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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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在高压电力塔

的横担（11）上的干式支撑座，分别固定连接在干式支撑座上的避雷器底座（15）和监测安装

座（45），以及位于干式支撑座上方的高压电缆终端（18）；

所述高压电缆终端（18）和避雷器底座（15）分别位于横担（11）的两侧；

所述监测安装座（45）位于高压电缆终端（18）的外侧，用来安装监测高压电缆终端（18）

状态的监测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干式支撑座包括固定在横担（11）上的第一支撑杆（12）和第二支撑杆（13），固定连接在第

二支撑杆（13）侧部的竖向固定杆（14），以及连接在竖向固定杆（14）上用来夹持高压电缆

（10）的夹具组件；

所述第一支撑杆（12）与横担（11）相垂直，所述第一支撑杆（12）与第二支撑杆（13）平行

且间隔设置；

所述竖向固定杆（14）与第二支撑杆（13）相垂直，且竖向固定杆（14）竖直向下延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监测系统包括固定安装在监测安装座（45）上的监测控制箱（41）、固定安装在监测控制箱

（41）外侧的红外测温探头（42）、固定连接在监测控制箱（41）上端的固定顶杆（43）以及固定

安装在固定顶杆（43）上的监控摄像头（44）；

所述红外测温探头（42）和监控摄像头（44）均与高压电缆终端（18）相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监测控制箱（41）内设置有控制单元和电源；所述监测控制箱（41）外侧安装有通讯模块；

所述红外测温探头（42）和监控摄像头（44）分别与控制单元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通讯

模块与控制单元的信息输出端电连接，所述控制单元将红外测温探头（42）和监控摄像头

（44）采集到的高压电缆终端（18）的温度和影像信息通过通讯模块传输到后台监控中心；

所述电源为红外测温探头（42）、监控摄像头（44）、控制单元和通讯模块提供电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监测系统还包括连接在接地电缆终端底部接地线上的接地电流监测模块，以及连接在电

缆终端底部接地线上的局部放电监测模块；

所述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的信息输出端连接控制单元的输入端；

所述控制单元将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采集到的电流信息通过通讯

模块传输到后台监控中心；

所述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均采用电流表监测电流值。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夹

具组件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在竖向固定杆（14）上的第一固定夹（21）、第二固定夹（22）和

转角夹（23）；

所述第一固定夹（21）和第二固定夹（22）均固定连接竖向固定杆（14），所述转角夹（23）

通过转动轴（24）转动连接竖向固定杆（14）；

所述第一固定夹（21）、第二固定夹（22）和转角夹（23）均采用绝缘的树脂材料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固定夹（21）包括左夹片（61）、右夹片（62）和紧固螺栓（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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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紧固螺栓（63）穿过左夹片（61）和右夹片（62）的侧部，将左夹片（61）和右夹片（62）

对接到一起；所述紧固螺栓（63）的末端固定连接在竖向固定杆（14）上；

所述左夹片（61）和右夹片（62）的对侧上均设置有半圆形槽（64），两个半圆形槽（64）对

接形成夹持高压电缆（10）的圆形夹孔；所述圆形夹孔内垫设有胶垫（65）；所述第一固定夹

（21）上的紧固螺栓（63）数量为两个；

所述第一固定夹（21）和第二固定夹（22）的结构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角夹（23）包括由螺栓紧固连接的两个夹片，设置在两个夹片对侧上的半圆槽，垫设在夹片

与高压电缆（10）之间的胶垫（65）以及固定在一个夹片外侧部的转动轴（24）；所述竖向固定

杆（14）下部固定设置有的连接耳；所述转动轴（24）套装在连接耳的孔内，形成转动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3-8任一项所述的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避雷器底座（15）包括固定连接在第一支撑杆（12）与第二支撑杆（13）上的下固定板

（151），下端固定连接在下固定板（151）上的伸缩杆（152），以及固定在伸缩杆（152）上端的

上固定板（153）；

所述上固定板（153）上固定安装避雷器本体（17）。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

高压电缆终端（18）的上端连接有电缆线芯接头（52），所述避雷器本体（17）上端连接有避雷

器本体上接头（53）；

所述电缆线芯接头（52）与避雷器本体上接头（53）之间连接有铜排（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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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属于高压电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高压电缆作为电能输送载体在输电领域应用逐年增长，高压输电线路出现了电

缆、架空混合线路，由于高压电力塔的出现时间较短，架设的电缆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高

压电力塔的电缆终端支撑结构暴露出了一些技术问题。

[0003] 电缆终端终端采用的刚性支撑缺乏热涨弹性，电缆自身重量较大，发生变形晃动

时造成电缆终端断裂、电缆终端接头漏油等问题；电缆终端刚性支撑闭环，单芯电缆形成闭

合磁路，容易产生电磁涡流，造成电缆灼伤击穿等现象的产生，不仅造成设施的损坏，而且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现有的电缆终端固定在铁塔高处，在日常不能实时的观测其工作状

态是否正常，通常需要人员攀登到铁塔上进行日常维护，不仅不方便而且在电缆终端产生

灼烧灼伤的初始阶段不能及时的排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

能够实时的监测电缆终端状态，方便及时排查和维护，并且采用柔性固定装置，降低热胀冷

缩应力对电缆终端的破坏。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包括固定在高压电力塔的横担上的干式

支撑座，分别固定连接在干式支撑座上的避雷器底座和监测安装座，以及位于干式支撑座

上方的高压电缆终端；

所述高压电缆终端和避雷器底座分别位于横担的两侧；

所述监测安装座位于高压电缆终端的外侧，用来安装监测高压电缆终端状态的监测系

统。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干式支撑座包括固定在横担上的第一支撑杆和第

二支撑杆，固定连接在第二支撑杆侧部的竖向固定杆，以及连接在竖向固定杆上用来夹持

高压电缆的夹具组件；

所述第一支撑杆与横担相垂直，所述第一支撑杆与第二支撑杆平行且间隔设置；

所述竖向固定杆与第二支撑杆相垂直，且竖向固定杆竖直向下延伸。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监测系统包括固定安装在监测安装座上的监测控

制箱、固定安装在监测控制箱外侧的红外测温探头、固定连接在监测控制箱上端的固定顶

杆以及固定安装在固定顶杆上的监控摄像头；

所述红外测温探头和监控摄像头均与高压电缆终端相对应。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监测控制箱内设置有控制单元和电源；所述监测

控制箱外侧安装有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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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红外测温探头和监控摄像头分别与控制单元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通讯模块与控

制单元的信息输出端电连接，所述控制单元将红外测温探头和监控摄像头采集到的高压电

缆终端的温度和影像信息通过通讯模块传输到后台监控中心；

所述电源为红外测温探头、监控摄像头、控制单元和通讯模块提供电能。

[0009] 所述控制单元采用PLC单片机或者微控芯片；所述电源采用干电池或蓄电池；所述

通讯模块采用4G或5G通讯模块，与后台监控中心无线通讯。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监测系统还包括连接在接地电缆终端底部接地线

上的接地电流监测模块，以及连接在电缆终端底部接地线上的局部放电监测模块；

所述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的信息输出端连接控制单元的输入端；

所述控制单元将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采集到的电流信息通过通讯

模块传输到后台监控中心；

所述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均采用电流表监测电流值。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夹具组件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在竖向固定杆上

的第一固定夹、第二固定夹和转角夹；

所述第一固定夹和第二固定夹均固定连接竖向固定杆，所述转角夹通过转动轴转动连

接竖向固定杆；

所述第一固定夹、第二固定夹和转角夹均采用绝缘的树脂材料制成。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固定夹包括左夹片、右夹片和紧固螺栓；

所述紧固螺栓穿过左夹片和右夹片的侧部，将左夹片和右夹片对接到一起；所述紧固

螺栓的末端固定连接在竖向固定杆上；

所述左夹片和右夹片的对侧上均设置有半圆形槽，两个半圆形槽对接形成夹持高压电

缆的圆形夹孔；所述圆形夹孔内垫设有胶垫。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固定夹上的紧固螺栓数量为两个；

所述第一固定夹和第二固定夹的结构相同。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转角夹包括由螺栓紧固连接的两个夹片，设置在

两个夹片对侧上的半圆槽，垫设在夹片与高压电缆之间的胶垫，以及固定在一个夹片外侧

部的转动轴；所述竖向固定杆下部固定设置有的连接耳；所述转动轴套装在连接耳的孔内，

形成转动连接。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避雷器底座包括固定连接在第一支撑杆与第二支

撑杆上的下固定板，下端固定连接在下固定板上的伸缩杆，以及固定在伸缩杆上端的上固

定板；

所述上固定板上固定安装避雷器本体。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高压电缆终端的上端连接有电缆线芯接头，所述

避雷器本体上端连接有避雷器本体上接头；

所述电缆线芯接头与避雷器本体上接头之间连接有铜排。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本发明为高压电力塔架设高压电缆提供了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

台，具有以下特点：1.该支撑装置具有监测系统，能够监测电缆终端的温度和实时影像，通

过无线通讯传输至后台监控中心，能够掌握电缆终端的状态，方便及时发现电缆终端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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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隐患，方便排查和维护；2.该坐式支撑装置与避雷器底座相连为一整体，避雷器与电缆终

端整体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电气性能更加稳定；3.该坐式支撑装置两个平形的支撑杆之

间为开放空间，即该支撑装置为非闭合刚性装置，单芯电缆不形成闭合磁路，不会造成电缆

灼伤击穿等现象产生；4.该坐式支撑装置具有柔性固定支撑高压电缆的转角夹，当高压电

缆收到热胀冷缩力的时候，柔性固定支撑可自动调解分力，降低热胀冷缩应力对电缆终端

的破坏；5.避雷器底座高度可通过伸缩杆调整，针对不同电压等级、不同型号的设备均可适

用；该装置拆卸方便，适合不同型号的电缆塔使用。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

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干式支撑座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干式支撑座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夹具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固定夹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安装避雷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避雷器底座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避雷器与电缆终端之间连接铜排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本发明监测系统的工作原理框图。

[0021] 其中：

10高压电缆、11横担、12第一支撑杆、13第二支撑杆、14竖向固定杆、15避雷器底座、16

固定螺栓、17避雷器本体、18高压电缆终端、21第一固定夹、22第二固定夹、23转角夹、24转

动轴、41监测控制箱、42红外测温探头、43固定顶杆、44监控摄像头、45监测安装座、51铜排、

52电缆线芯接头、53避雷器本体上接头、61左夹片、62右夹片、63紧固螺栓、64半圆形槽、65

胶垫、151下固定板、152伸缩杆、153上固定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以下

对至少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实际上仅仅是说明性的，决不作为对本申请及其应用或使

用的任何限制。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

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23]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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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除非另外具体说明，否则在这些实施例中阐述的部件和步骤的相对布置、数字表

达式和数值不限制本申请的范围。同时，应当明白，为了便于描述，附图中所示出的各个部

分的尺寸并不是按照实际的比例关系绘制的。对于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技术、方

法和设备可能不作详细讨论，但在适当情况下，所述技术、方法和设备应当被视为授权说明

书的一部分。在这里示出和讨论的所有示例中，任何具体值应被解释为仅仅是示例性的，而

不是作为限制。

[0025] 因此，示例性实施例的其它示例可以具有不同的值。应注意到：相似的标号和字母

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后的附图中不

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讨论。

[0026] 在本申请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方位词如“前、后、上、下、左、右”、“横向、竖向、

垂直、水平”和“顶、底”等所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通常是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

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申请和简化描述，在未作相反说明的情况下，这些方位词并不指示

和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或者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

解为对本申请保护范围的限制；方位词“内、外”是指相对于各部件本身的轮廓的内外。

[0027] 如图1-9所示，一种远程监测电缆终端状态的柔性支撑平台，包括固定在高压电力

塔的横担11上的干式支撑座，分别固定连接在干式支撑座上的避雷器底座15和监测安装座

45，以及位于干式支撑座上方的高压电缆终端18；

所述高压电缆终端18和避雷器底座15分别位于横担11的两侧；

所述监测安装座45位于高压电缆终端18的外侧，用来安装监测高压电缆终端18状态的

监测系统；所述监测安装座45为绝缘材质。

[0028] 具体的，依据电力规程规范，所述监测系统与高压电缆终端18之间的距离根据高

压电缆的电压等级和电气性能的不同进行适应性调整。

[002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干式支撑座包括固定在横担11上的第一支撑杆12

和第二支撑杆13，固定连接在第二支撑杆13侧部的竖向固定杆14，以及连接在竖向固定杆

14上用来夹持高压电缆10的夹具组件；

所述第一支撑杆12与横担11相垂直，所述第一支撑杆12与第二支撑杆13平行且间隔设

置；

所述竖向固定杆14与第二支撑杆13相垂直，且竖向固定杆14竖直向下延伸。

[003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监测系统包括固定安装在监测安装座45上的监测

控制箱41、固定安装在监测控制箱41外侧的红外测温探头42、固定连接在监测控制箱41上

端的固定顶杆43以及固定安装在固定顶杆43上的监控摄像头44；所述监测控制箱41和固定

顶杆43均侧部喷涂绝缘漆。

[0031] 所述红外测温探头42和监控摄像头44均与高压电缆终端18相对应。

[003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监测控制箱41内设置有控制单元和电源；所述监

测控制箱41外侧安装有通讯模块；

所述红外测温探头42和监控摄像头44分别与控制单元的输入端电连接，所述通讯模块

与控制单元的信息输出端电连接，所述控制单元将红外测温探头42和监控摄像头44采集到

的高压电缆终端18的温度和影像信息通过通讯模块传输到后台监控中心；

所述电源为红外测温探头42、监控摄像头44、控制单元和通讯模块提供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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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控制单元采用PLC单片机或者微控芯片；所述电源采用干电池或蓄电池；所述

通讯模块采用4G或5G通讯模块，与后台监控中心实现无线通讯。

[0034] 进一步的，所述监测系统还包括连接在接地电缆终端底部接地线上的接地电流监

测模块，以及连接在电缆终端底部接地线上的局部放电监测模块；

所述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的信息输出端连接控制单元的输入端；

所述控制单元将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采集到的电流信息通过通讯

模块传输到后台监控中心；

所述接地电流监测模块和局部放电监测模块均采用电流表监测电流值。

[0035]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支撑杆12和第二支撑杆13均采用槽钢；所述竖向固定杆14采

用角钢；

所述第一支撑杆12和第二支撑杆13通过焊接或螺栓固定连接横担11。

[0036] 进一步的，所述竖向固定杆14的上部通过固定螺栓16固定连接第二支撑杆13的侧

部。

[0037] 进一步的，所述夹具组件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在竖向固定杆14上的第一固定夹

21、第二固定夹22和转角夹23；

所述第一固定夹21和第二固定夹22均固定连接竖向固定杆14，所述转角夹23通过转动

轴24转动连接竖向固定杆14；

所述第一固定夹21、第二固定夹22和转角夹23均采用绝缘的树脂材料制成，避免单芯

电缆与金属夹形成闭合磁路，造成电缆灼伤击穿的现象。

[0038]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固定夹21包括左夹片61、右夹片62和紧固螺栓63；

所述紧固螺栓63穿过左夹片61和右夹片62的侧部，将左夹片61和右夹片62对接到一

起；所述紧固螺栓63的末端固定连接在竖向固定杆14上；

所述左夹片61和右夹片62的对侧上均设置有半圆形槽64，两个半圆形槽64对接形成夹

持高压电缆10的圆形夹孔，所述圆形夹孔内垫设有胶垫65。

[003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固定夹21上的紧固螺栓63数量为两个；

所述第一固定夹21和第二固定夹22的结构相同。

[0040] 进一步的，所述转角夹23包括由螺栓紧固连接的两个夹片，设置在两个夹片对侧

上的半圆槽，垫设在夹片与高压电缆10之间的胶垫65，以及固定在一个夹片外侧部的转动

轴24；所述竖向固定杆14下部固定设置有的连接耳；所述转动轴24套装在连接耳的孔内，形

成转动连接。

[0041] 所述第一固定夹21、第二固定夹22和转角夹23与高压电缆之间均夹持有胶垫65，

能够保护电缆外护套不被刮划损伤，避免发生电缆护套破坏而造成电缆线芯接地灼烧的情

况。

[0042] 进一步的，所述避雷器底座15包括固定连接在第一支撑杆12与第二支撑杆13上的

下固定板151，下端固定连接在下固定板151上的伸缩杆152，以及固定在伸缩杆152上端的

上固定板153；

所述上固定板153上固定安装避雷器本体17。

[0043] 进一步的，所述高压电缆终端18的上端连接有电缆线芯接头52，所述避雷器本体

17上端连接有避雷器本体上接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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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缆线芯接头52与避雷器本体上接头53之间连接有铜排51。

[0044] 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该支撑装置具有监测系统，能够监测电缆终端的温度和实

时影像，通过无线通讯传输至后台监控中心，能够掌握电缆终端的状态，方便及时发现电缆

终端的损坏隐患，方便排查和维护；该坐式支撑装置与避雷器底座相连为一整体，避雷器与

电缆终端整体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电气性能更加稳定；该坐式支撑装置两个平形的支撑

杆之间为开放空间，即该支撑装置为非闭合刚性装置，单芯电缆不形成闭合磁路，不会造成

电缆灼伤击穿等现象产生；该坐式支撑装置具有柔性固定支撑高压电缆的转角夹，当高压

电缆收到热胀冷缩力的时候，柔性固定支撑可自动调解分力，降低热胀冷缩应力对电缆终

端的破坏；避雷器底座高度可通过伸缩杆调整，针对不同电压等级、不同型号的设备均可适

用；该装置拆卸方便，适合不同型号的电缆塔使用。

[004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作

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多个技术方案进行组合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修改或者替

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1478265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0

CN 111478265 A

10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1

CN 111478265 A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2

CN 111478265 A

12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3

CN 111478265 A

13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4

CN 111478265 A

14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5

CN 111478265 A

15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6

CN 111478265 A

16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7

CN 111478265 A

1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