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820082.X

(22)申请日 2020.08.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926682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1.13

(73)专利权人 方志兰

地址 241000 安徽省芜湖市银湖北路23号

(72)发明人 方志兰　

(51)Int.Cl.

E01D 19/00(2006.01)

E01D 2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171693 U,2016.04.20

CN 205171693 U,2016.04.20

CN 202000369 U,2011.10.05

CN 104060701 A,2014.09.24

CN 205975991 U,2017.02.22

CN 209941912 U,2020.01.14

CN 110130531 A,2019.08.16

CN 201722789 U,2011.01.26

CN 110939305 A,2020.03.31

CN 210737787 U,2020.06.12

CN 107869195 A,2018.04.03

CN 206090867 U,2017.04.12

KR 101428750 B1,2014.08.08

KR 102040407 B1,2019.11.05

审查员 罗楠欣

 

(54)发明名称

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

埋件，包括支板、支撑套、支撑肋板、连接板、插接

钢筋和锁定机构，所述的支板的中部上侧面上设

置有支撑套，支撑套的外侧面上对称分布有支撑

肋板，所述的支板的下方从左往右等间距分布有

连接板，每个连接板上从前往后均匀设置有插接

钢筋，连接板的下端为弯折结构，插接钢筋与连

接板之间为滑动配合，每个连接板的内侧均设置

有一个锁定机构。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预埋件成

型时存在的：钢板与支撑肋板、锚固筋均通过焊

接的方式相连接，这种方式容易使支撑肋板、锚

固筋的安装位置发生偏斜，从而造成预埋件的支

撑效果差、锚固筋的方向无法进行自由调节，且

排列密集的锚固筋焊接难度较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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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包括支板(1)、支撑套(2)、支撑肋板(3)、连接板

(4)、插接钢筋(5)和锁定机构(6)，所述的支板(1)为正方体结构，支板(1)的中部上侧面上

设置有支撑套(2)，支撑套(2)为方框型结构，支撑套(2)的外侧面上对称分布有支撑肋板

(3)，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板(1)的下方从左往右等间距分布有连接板(4)，每个连接板(4)

上从前往后均匀设置有插接钢筋(5)，插接钢筋(5)与连接板(4)之间为滑动配合，每个连接

板(4)的内侧均设置有一个锁定机构(6)，连接板(4)左右两侧的锁定机构(6)的位置对称布

置；其中：

所述的锁定机构(6)包括锁定插板(61)、插接块(62)、插接槽(63)、限位套(64)和锁定

螺栓(65)，锁定插板(61)位于连接板(4)的内侧，锁定插板(61)的上侧面与支板(1)的下侧

面相连接，锁定插板(61)的外侧面上设置有T型结构的插接槽(63)，插接槽(63)内端的宽度

大于其外端的宽度，插接槽(63)的下端设置有方槽(66)，方槽(66)的宽度与插接槽(63)内

端的宽度相对应，插接槽(63)内设置有T型结构的插接块(62)，插接块(62)的外侧面安装在

连接板(4)的内侧面上；

连接板(4)的前后两端均分布有一个限位套(64)，支板(1)的下侧面对应每个限位套

(64)的位置处均设置有一个螺纹孔，限位套(64)内设置有锁定螺栓(65)，锁定螺栓(65)穿

过连接板(4)，锁定螺栓(65)的上端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锁定在支板(1)下侧面设置有的螺

纹孔内；

所述的连接板(4)的上侧面均匀设置有锁紧套(41)，锁紧套(41)为空心锥体结构，锁紧

套(41)的位置与插接钢筋(5)的位置一一对应，且插接钢筋(5)的上端穿过锁紧套(41)，锁

紧套(41)的外侧面设置有外螺纹，且锁紧套(41)上对称设置有纵向缺口(42)，锁紧套(41)

的上端通过螺纹配合的方式连接有内锥齿螺母(44)，内锥齿螺母(44)的上侧面抵在支板

(1)的下侧面上；

所述的锁紧套(41)的内侧面设置有螺旋形结构的卡齿(43)；

所述的支板(1)的底部上对应每个插接钢筋(5)的位置均设置有圆孔，支板(1)上设置

的圆孔的下端为扩口结构，插接钢筋(5)的上端穿插在支板(1)上设置的圆孔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板

(1)的顶部外端对称设置有四个定位板(11)，定位板(11)均分布在支撑套(2)的外侧，且定

位板(11)的位置与支撑套(2)侧面的位置一一对应，定位板(11)的顶部上等间距设置有定

位槽(12)，每个定位槽(12)的上方均分布有一个支撑肋板(3)，支撑肋板(3)的底部搭在定

位板(11)的上侧面，支撑肋板(3)的下侧面设置有与定位槽(12)向滑动配合的定位滑块

(3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

套(2)的上端外侧面上对应每个支撑肋板(3)的位置处均设置有一个限位插槽(13)，支撑肋

板(3)的上端内侧面上设置有限位插块(32)，限位插块(32)插放在限位插槽(13)内。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的

定位板(11)的外侧均分布有一个抵扣板(14)，抵扣板(14)的下端通过螺栓锁定在定位板

(11)的外侧面上，抵扣板(14)的上端内侧面上设置有L型架(15)，定位板(11)的外端顶部上

设置有稳固板(16)，L型架(15)的内端卡在稳固板(16)的上端内侧面上，抵扣板(14)的上端

内侧边上设置有橡胶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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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抵扣

板(14)的内侧面下端均匀设置有卡压槽(18)，支撑肋板(3)的外侧面下端设置有卡压体

(19)，卡压体(19)位于卡压槽(18)的上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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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钢结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

背景技术

[0002] 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主要由钢板和锚固筋构成，结构基础预埋件用来作

为后工序用的衔接件，增加梁体的抗冲击性能和增大梁体受力点的触摸面积，以便保证预

埋件上方的荷载均匀的传递。

[0003] 预埋件的钢板为支撑件，钢板的上侧面设置有方形结构的空心套，用来连接外部

的荷载，空心套的外侧面对称焊接有支撑肋板；钢板的底部设置有锚固筋，锚固筋一般为螺

纹钢，锚固筋的下端为弯折结构，且预埋件上锚固根据使用环境不同，其弯折结构的布置方

向也有不同设置，现有预埋件成型时存在的问题如下：

[0004] 1.钢板与支撑肋板、锚固筋均通过焊接的方式相连接，这种方式容易使支撑肋板、

锚固筋的安装位置发生偏斜，从而造成预埋件的支撑效果差，且焊接方式会使预埋件的加

工效率低，且支撑肋板、锚固筋的焊接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0005] 2.锚固筋的方向无法进行自由调节，且排列密集的锚固筋焊接难度较大。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包括支板、

支撑套、支撑肋板、连接板、插接钢筋和锁定机构，所述的支板为正方体结构，支板的中部上

侧面上设置有支撑套，支撑套为方框型结构，支撑套的外侧面上对称分布有支撑肋板，所述

的支板的下方从左往右等间距分布有连接板，每个连接板上从前往后均匀设置有插接钢

筋，连接板的下端为弯折结构，插接钢筋与连接板之间为滑动配合，每个连接板的内侧均设

置有一个锁定机构，连接板左右两侧的锁定机构的位置对称布置，本发明的预埋件能够通

过拼接的方式进行连接成型，避免了普通预埋件采用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支撑套外侧分

布的支撑肋板能够对其进行支撑，插接钢筋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在连接板上，使得插

接钢筋的弯折结构能够自由调节方向，以便预埋件能够预设在不同地质条件的基础内，锁

定机构能够将连接板锁定在支板上。

[0007] 所述的锁定机构包括锁定插板、插接块、插接槽、限位套和锁定螺栓，锁定插板位

于连接板的内侧，锁定插板的上侧面与支板的下侧面相连接，锁定插板的外侧面上设置有T

型结构的插接槽，插接槽内端的宽度大于其外端的宽度，插接槽的下端设置有方槽，方槽的

宽度与插接槽内端的宽度相对应，插接槽内设置有T型结构的插接块，插接块的外侧面安装

在连接板的内侧面上；

[0008] 连接板的前后两端均分布有一个限位套，支板的下侧面对应每个限位套的位置处

均设置有一个螺纹孔，限位套内设置有锁定螺栓，锁定螺栓穿过连接板，锁定螺栓的上端通

过螺纹连接的方式锁定在支板下侧面设置有的螺纹孔内，具体工作时，锁定机构能够便于

连接板进行快速插接，当连接板上的插接钢筋方位调节完成并进行锁定后，将连接板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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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置的插接块从锁定插板上的方槽内插入，之后向上抬升连接板，使得插接块能够穿插

在插接槽内，插接块与插接槽相配合能够对连接板的位置进行限位，使得锁定螺栓的位置

与支板下侧面设置的螺纹孔的位置相对应，然后人工拧动锁定螺栓能够使得连接板锁定在

支板的底部上，位于锁定螺栓外侧的限位套能够增加锁定螺栓的稳定性。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支板的顶部外端对称设置有四个定位

板，定位板均分布在支撑套的外侧，且定位板的位置与支撑套侧面的位置一一对应，定位板

的顶部上等间距设置有定位槽，每个定位槽的上方均分布有一个支撑肋板，支撑肋板的底

部搭在定位板的上侧面，支撑肋板的下侧面设置有与定位槽向滑动配合的定位滑块，支撑

肋板上的定位滑块与定位槽相配合能够对支撑肋板的前后位置进行限位。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支撑套的上端外侧面上对应每个支撑肋

板的位置处均设置有一个限位插槽，支撑肋板的上端内侧面上设置有限位插块，限位插块

插放在限位插槽内，通过将限位插块插放在限位插槽内能够对支撑肋板的内端进行限位。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每个所述的定位板的外侧均分布有一个抵扣

板，抵扣板的下端通过螺栓锁定在定位板的外侧面上，抵扣板的上端内侧面上设置有L型

架，定位板的外端顶部上设置有稳固板，L型架的内端卡在稳固板的上端内侧面上，抵扣板

的上端内侧边上设置有橡胶垫，抵扣板的下端能够通过螺栓锁定在定位板的外侧面上，使

得上端的橡胶垫能够抵在支撑肋板的外侧面上，从而支撑肋板能够得到全方位的限位，增

加支撑肋板的稳定性，L型架与稳固板相配合能够增加抵扣板上端的稳定性，防止支撑肋板

受到外部向外的压力时导致抵扣板的上端发生变形的现象。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抵扣板的内侧面下端均匀设置有卡压

槽，支撑肋板的外侧面下端设置有卡压体，卡压体位于卡压槽的上端内，通过卡压体卡在卡

压槽内能够进一步增加支撑肋板左端的稳定性。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连接板的上侧面均匀设置有锁紧套，锁

紧套为空心椎体结构，锁紧套的位置与插接钢筋的位置一一对应，且插接钢筋的上端穿过

锁紧套，锁紧套的外侧面设置有外螺纹，且锁紧套上对称设置有纵向缺口，锁紧套的上端通

过螺纹配合的方式连接有内椎齿螺母，内椎齿螺母的上侧面抵在支板的下侧面上，当插接

钢筋需要插放在锁紧套内时，首先将内椎齿螺母从锁紧套上取下，然后将插接钢筋的上端

依次穿过连接板与锁紧套，使得插接钢筋上端的高度高于锁紧套上端的高度，并对插接钢

筋下端弯折结构的方向进行调节，再通过内椎齿螺母锁定在锁紧套的上端，以便锁紧套的

内端将插接钢筋进行锁定。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锁紧套的内侧面设置有螺旋形结构的卡

齿，锁紧套内侧面的卡齿能够针对插接钢筋的结构将其进行牢固锁定。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支板的底部上对应每个插接钢筋的位置

均设置有圆孔，支板上设置的圆孔的下端为扩口结构，插接钢筋的上端穿插在支板上设置

的圆孔内，当连接板需要锁定时，将连接板将连接板内侧面设置的插接块从锁定插板上的

方槽内插入，之后向上抬升连接板，使得插接块能够穿插在插接槽内，此时插接钢筋的上端

能够穿插在支板底部设置的圆孔内，且内椎齿螺母的上侧面抵在支板的下侧面上，之后通

过拧动锁定螺栓将连接板进行锁定，以便内椎齿螺母的上端能够抵在支板的下侧面上，这

种锁定方式能够对内椎齿螺母的位置进行锁定，防止内椎齿螺母造成松动造成插接钢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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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一、本发明能够对钢结构基础预埋件采用拼接的方式进行安装，使得预埋件的安

装效率高，成型结构稳定，本发明的插接钢筋的弯折结构能够自由调节方向，增加预埋件的

适用性，且插接钢筋能够采用插接的方式进行安装能够增加其竖直度；

[0018] 二、本发明连接板上的锁紧套能够通过内椎齿螺母将其进行收紧，以便锁紧套内

侧面螺旋形结构的卡齿将插接钢筋进行牢固锁定；

[0019] 三、本发明通过锁定螺栓能够将连接板锁定在支板的底部上，以便内椎齿螺母的

上端能够抵在支板的下侧面上，这种锁定方式能够对内椎齿螺母的位置进行锁定，防止内

椎齿螺母造成松动造成插接钢筋掉落；

[0020] 四、本发明抵扣板的下端通过螺栓锁定在定位板的外侧面上，使得上端的橡胶垫

能够抵在支撑肋板的外侧面上，此时L型架的内端能够卡在稳固板的上端内侧面上，L型架

与稳固板相配合能够增加抵扣板上端的稳定性，防止支撑肋板受到外部向外的压力时导致

抵扣板的上端发生变形的现象。

附图说明

[0021] 下面接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第一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的第二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支板、支撑套与支撑肋板之间的剖视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支板与支撑套之间的剖视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支板、插接钢筋与插接块之间的剖视图；

[0027] 图6是本发明支板、连接板、插接钢与锁定机构之间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接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接合。

[0029] 如图1至图6所示，一种桥梁高架桥钢结构基础预埋件，包括支板1、支撑套2、支撑

肋板3、连接板4、插接钢筋5和锁定机构6，所述的支板1为正方体结构，支板1的中部上侧面

上设置有支撑套2，支撑套2为方框型结构，支撑套2的外侧面上对称分布有支撑肋板3，所述

的支板1的下方从左往右等间距分布有连接板4，每个连接板4上从前往后均匀设置有插接

钢筋5，连接板4的下端为弯折结构，插接钢筋5与连接板4之间为滑动配合，每个连接板4的

内侧均设置有一个锁定机构6，连接板4左右两侧的锁定机构6的位置对称布置，本发明的预

埋件能够通过拼接的方式进行连接成型，避免了普通预埋件采用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支

撑套2外侧分布的支撑肋板3能够对其进行支撑，插接钢筋5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在连

接板4上，使得插接钢筋5的弯折结构能够自由调节方向，以便预埋件能够预设在不同地质

条件的基础内，锁定机构6能够将连接板4锁定在支板1上。

[0030] 所述的支板1的顶部外端对称设置有四个定位板11，定位板11均分布在支撑套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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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且定位板11的位置与支撑套2侧面的位置一一对应，定位板11的顶部上等间距设置有

定位槽12，每个定位槽12的上方均分布有一个支撑肋板3，支撑肋板3的底部搭在定位板11

的上侧面，支撑肋板3的下侧面设置有与定位槽12向滑动配合的定位滑块31，支撑肋板3上

的定位滑块31与定位槽12相配合能够对支撑肋板3的前后位置进行限位。

[0031] 所述的支撑套2的上端外侧面上对应每个支撑肋板3的位置处均设置有一个限位

插槽13，支撑肋板3的上端内侧面上设置有限位插块32，限位插块32插放在限位插槽13内，

通过将限位插块32插放在限位插槽13内能够对支撑肋板3的内端进行限位。

[0032] 每个所述的定位板11的外侧均分布有一个抵扣板14，抵扣板14的下端通过螺栓锁

定在定位板11的外侧面上，抵扣板14的上端内侧面上设置有L型架15，定位板11的外端顶部

上设置有稳固板16，L型架15的内端卡在稳固板16的上端内侧面上，抵扣板14的上端内侧边

上设置有橡胶垫17，抵扣板14的下端能够通过螺栓锁定在定位板11的外侧面上，使得上端

的橡胶垫17能够抵在支撑肋板3的外侧面上，从而支撑肋板3能够得到全方位的限位，增加

支撑肋板3的稳定性，L型架15与稳固板16相配合能够增加抵扣板14上端的稳定性，防止支

撑肋板3受到外部向外的压力时导致抵扣板14的上端发生变形的现象。

[0033] 所述的抵扣板14的内侧面下端均匀设置有卡压槽18，支撑肋板3的外侧面下端设

置有卡压体19，卡压体19位于卡压槽18的上端内，通过卡压体19卡在卡压槽18内能够进一

步增加支撑肋板3左端的稳定性。

[0034] 所述的连接板4的上侧面均匀设置有锁紧套41，锁紧套41为空心椎体结构，锁紧套

41的位置与插接钢筋5的位置一一对应，且插接钢筋5的上端穿过锁紧套41，锁紧套41的外

侧面设置有外螺纹，且锁紧套41上对称设置有纵向缺口42，锁紧套41的上端通过螺纹配合

的方式连接有内椎齿螺母44，内椎齿螺母44的上侧面抵在支板1的下侧面上，当插接钢筋5

需要插放在锁紧套41内时，首先将内椎齿螺母44从锁紧套41上取下，然后将插接钢筋5的上

端依次穿过连接板4与锁紧套41，使得插接钢筋5上端的高度高于锁紧套41上端的高度，并

对插接钢筋5下端弯折结构的方向进行调节，再通过内椎齿螺母44锁定在锁紧套41的上端，

以便锁紧套41的内端将插接钢筋5进行锁定。

[0035] 所述的锁紧套41的内侧面设置有螺旋形结构的卡齿43，锁紧套41内侧面的卡齿43

能够针对插接钢筋5的结构将其进行牢固锁定。

[0036] 所述的锁定机构6包括锁定插板61、插接块62、插接槽63、限位套64和锁定螺栓65，

锁定插板61位于连接板4的内侧，锁定插板61的上侧面与支板1的下侧面相连接，锁定插板

61的外侧面上设置有T型结构的插接槽63，插接槽63内端的宽度大于其外端的宽度，插接槽

63的下端设置有方槽66，方槽66的宽度与插接槽63内端的宽度相对应，插接槽63内设置有T

型结构的插接块62，插接块62的外侧面安装在连接板4的内侧面上；

[0037] 连接板4的前后两端均分布有一个限位套64，支板1的下侧面对应每个限位套64的

位置处均设置有一个螺纹孔，限位套64内设置有锁定螺栓65，锁定螺栓65穿过连接板4，锁

定螺栓65的上端通过螺纹连接的方式锁定在支板1下侧面设置有的螺纹孔内，具体工作时，

锁定机构6能够便于连接板4进行快速插接，当连接板4上的插接钢筋5方位调节完成并进行

锁定后，将连接板4内侧面设置的插接块62从锁定插板61上的方槽66内插入，之后向上抬升

连接板4，使得插接块62能够穿插在插接槽63内，插接块62与插接槽63相配合能够对连接板

4的位置进行限位，使得锁定螺栓65的位置与支板1下侧面设置的螺纹孔的位置相对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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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工拧动锁定螺栓65能够使得连接板4锁定在支板1的底部上，位于锁定螺栓65外侧的限

位套64能够增加锁定螺栓65的稳定性。

[0038] 所述的支板1的底部上对应每个插接钢筋5的位置均设置有圆孔，支板1上设置的

圆孔的下端为扩口结构，插接钢筋5的上端穿插在支板1上设置的圆孔内，当连接板4需要锁

定时，将连接板4将连接板4内侧面设置的插接块62从锁定插板61上的方槽66内插入，之后

向上抬升连接板4，使得插接块62能够穿插在插接槽63内，此时插接钢筋5的上端能够穿插

在支板1底部设置的圆孔内，且内椎齿螺母44的上侧面抵在支板1的下侧面上，之后通过拧

动锁定螺栓65将连接板4进行锁定，以便内椎齿螺母44的上端能够抵在支板1的下侧面上，

这种锁定方式能够对内椎齿螺母44的位置进行锁定，防止内椎齿螺母44造成松动造成插接

钢筋5掉落。

[0039] 工作时，首先将支撑肋板3上的定位滑块31沿定位槽12向内滑动，以便限位插块32

插放在限位插槽13内，然后将抵扣板14的下端通过螺栓锁定在定位板11的外侧面上，使得

上端的橡胶垫17能够抵在支撑肋板3的外侧面上，此时L型架15的内端能够卡在稳固板16的

上端内侧面上，L型架15与稳固板16相配合能够增加抵扣板14上端的稳定性，防止支撑肋板

3受到外部向外的压力时导致抵扣板14的上端发生变形的现象，从而支撑肋板3能够得到全

方位的限位，增加支撑肋板3的稳定性；

[0040] 支撑肋板3锁定完成后，首先将内椎齿螺母44从锁紧套41上取下，然后将插接钢筋

5的上端依次穿过连接板4与锁紧套41，使得插接钢筋5上端的高度高于锁紧套41上端的高

度，并对插接钢筋5下端弯折结构的方向进行调节，再通过内椎齿螺母44锁定在锁紧套41的

上端，以便锁紧套41的内端将插接钢筋5进行锁定，锁紧套41内侧面的卡齿43能够针对插接

钢筋5的结构将其进行牢固锁定，之后将连接板4将连接板4内侧面设置的插接块62从锁定

插板61上的方槽66内插入，通过向上抬升连接板4，使得插接块62能够穿插在插接槽63内，

此时插接钢筋5的上端能够穿插在支板1底部设置的圆孔内，且内椎齿螺母44的上侧面抵在

支板1的下侧面上，最后通过拧动锁定螺栓65将连接板4进行锁定，以便内椎齿螺母44的上

端能够抵在支板1的下侧面上，这种锁定方式能够对内椎齿螺母44的位置进行锁定，防止内

椎齿螺母44造成松动造成插接钢筋5掉落。

[0041] 本发明能够对钢结构基础预埋件采用拼接的方式进行安装，使得预埋件的安装效

率高，成型结构稳定，本发明的插接钢筋的弯折结构能够自由调节方向，增加预埋件的适用

性，且插接钢筋能够采用插接的方式进行安装能够增加其竖直度。

[004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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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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