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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

殖大棚及其养殖方法，涉及胡蜂养殖技术领域。

在养蜂单间和饲料草种植区种植饲料草，控制大

棚内的温度和湿度。在蜂王羽化前，对蝗虫进行

孵化后，采用饲料草进行人工饲喂，得到蝗虫成

虫。通过人工干预使得蜂王提前从越冬状态苏

醒，在蜂王完成筑巢后，此时蝗虫已经长成至成

虫状态，将初巢分别悬挂在养蜂单间的蜂巢固定

架上，并通过人工定期采集蝗虫对其进行饲喂，

同时也收集饲料草投喂蝗虫。控制蝗虫的饲养密

度，多余蝗虫捕捉后进行售卖，在蜂群发育到2～

3层后进行售卖。通过将胡蜂与蝗虫、饲料草混合

养殖，构建大棚内食物链，饲料草用于蝗虫饲喂，

将蝗虫作为胡蜂的饲料，实现胡蜂的反季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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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其特征在于：包括立柱(1)、拱杆(2)、横梁(3)、

塑料膜(4)和卷帘(5)，立柱(1)、拱杆(2)和横梁(3)构成大棚棚架，棚架上覆盖有塑料膜

(4)，塑料膜(4)外侧壁上覆盖有卷帘(5)；整座大棚沿其宽度方向被隔离网(6)依次分隔成

蝗虫养殖区(7)、胡蜂养殖区(8)和饲料草种植区(9)，其中，胡蜂养殖区(8)沿大棚长度方向

被隔离网(6)分隔成多个养蜂单间，蝗虫养殖区(7)和胡蜂养殖区(8)之间设置有供暖装置

(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养蜂单

间均设置有蜂房门(801)，养蜂单间内设置有饲喂台(802)，饲喂台(802)上方设置有投喂口

(803)，投喂口(803)开设在蜂房门(801)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养蜂单

间设置有蜂巢固定架(80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大棚入

口处设置有工作准备区(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其特征在于：所述养蜂单

间和蝗虫养殖区(7)底部均种植有饲料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

于：所述蝗虫养殖区(7)内设置有蝗虫孵化区。

7.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蜂王越冬前进行人工饲喂补充营养，饲喂蜂蜜水、苹果汁；将进入越冬后15～20天

的蜂王置于控温室，将温度逐步升高到16～20℃；

(2)2～3天后蜂王苏醒后进行人工饲喂；当蜂王正常活动时，进行分笼，将蜂王单独放

进筑巢室，并将温度升到23～25℃；

(3)蜂王筑巢完成后，将初巢悬挂在蜂巢固定架(804)内，将养蜂单间内温度控制在18

～25℃，定期对胡蜂进行喂养；

(4)在蜂群发育到2～3层时割巢；

(5)蜂王羽化前，在蝗虫孵化区对蝗虫进行孵化，温度控制在28～35℃，湿度控制在80

～90％，孵化时间控制在9～12天；

(6)将孵化的蝗虫幼虫置于蝗虫养殖区(7)进行人工喂养，15～25天后得到蝗虫成虫用

于胡蜂喂养；

(7)在养蜂单间底部、蝗虫养殖区(7)底部和饲料草种植区(9)内种植饲料草，饲料草供

蝗虫食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胡蜂幼虫饲喂活体蝗虫，初巢幼虫每天喂食蝗虫5～8只，饲料水为蜂蜜水或糖水，同

时提供新鲜苹果悬挂于饲喂台(802)上。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筑巢室由筑巢区和活动区构成，筑巢区为中空箱体且底部设置有透明观察窗，且侧壁

上开设有通孔，通孔上连接有圆锥形塑料网。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7)中饲料草种植区(9)种植玉米，养蜂单间和蝗虫养殖区(7)底部种植小麦草、狗尾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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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种植面积为蝗虫养殖面积的2.5～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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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及其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胡蜂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及其

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昆虫因其种类丰富、食物转化率高、繁殖速度快而被熟知，其中胡蜂因其蜂毒而让

人望而却步。但近年来，随着对胡蜂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发现其除了具备药用价值外，其幼

虫、蜂蛹均含有极高的蛋白质，同时含有多种氨基酸，所以其食用价值也越来越高。但胡蜂

的生活习性有明显的季节性，以云南地区为例胡蜂在11月中旬交配后，蜂王会自行寻找树

洞、岩石缝等避光避风、湿度低且温度适宜的地方越冬，但越冬成活率极低。越冬成活后的

胡蜂在3月份出蛰，蜂蛹等产品在8-10月上市，蜂王产品上市时间集中在11月中旬。11月至

次年3月期间养殖户处于休息状态，4-7月几乎无蜂蛹产品无经济收入。

[0003] 另一种昆虫蝗虫因其破坏力强而被视为农业自然灾害，但其天然是胡蜂的食物，

而且其自身也是一种宝贵的食物资源。从研究看，蝗虫蛋白质含量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

酸，也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昆虫，且其繁殖速度极快，养殖过程中能适当消耗一部分，有

利于删选掉一些品质劣的，从而提高产品质量。

[0004] 目前对于胡蜂的养殖主要是放养模式 ，也有部分人工养殖方式 ，专利

CN109479828A中公开了一种养殖成本低的胡蜂人工规模化，通过人工建立交配大棚、越冬

室、筑巢室，干预胡蜂交配和越冬，提高蜂王越冬成活率，然后在蜂王顺利筑巢后，筑巢室移

到放养区放养，这样的养殖方式实现了胡蜂的规模化养殖，相对纯人工养殖成本低，但是食

物来源还需养殖户自行购买，而且没有反季养殖的经验供参考。

[0005] 为进一步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亟需开发一种胡蜂的反季养殖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及其养殖方法，通过胡

蜂的反季养殖，解决养殖户在冬季无经济收入的问题。

[0007]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

殖大棚，其特征在于：包括立柱、拱杆、横梁、塑料膜和卷帘构成，立柱、拱杆和横梁构成大棚

棚架，棚架上覆盖有塑料膜，塑料膜外侧壁上覆盖有卷帘；整座大棚沿其宽度方向被隔离网

依次分隔成蝗虫养殖区、胡蜂养殖区和饲料草种植区，其中，胡蜂养殖区沿大棚长度方向被

隔离网分隔成多个养蜂单间，蝗虫养殖区和胡蜂养殖区之间设置有供暖装置。

[0008]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养蜂单间均设置有蜂房门，养蜂单间内设置有饲喂

台，饲喂台上方设置有投喂口，投喂口开设在蜂房门一侧。

[0009]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养蜂单间设置有蜂巢固定架。

[0010]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大棚入口处设置有工作准备区。

[0011]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养蜂单间和蝗虫养殖区底部均种植有饲料草。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12450157 A

4



[0012]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3] (1)王越冬前进行人工饲喂补充营养，饲喂蜂蜜水、苹果汁；将进入越冬后15～20

天的蜂王置于控温室，将温度逐步升高到16～20℃；

[0014] (2)2～3天后蜂王苏醒后进行人工饲喂；当蜂王正常活动时，进行分笼，将蜂王单

独放进筑巢室，并将温度升到23～25℃；

[0015] (3)蜂王筑巢完成后，将初巢悬挂在蜂巢固定架内，将养蜂单间内温度控制在18～

25℃，定期对胡蜂进行喂养；

[0016] (4)在蜂群发育到2～3层时割巢；

[0017] (5)蜂王羽化前，在蝗虫孵化区对蝗虫进行孵化，温度控制在28～35℃，湿度控制

在80～90％，孵化时间控制在9～12天；

[0018] (6)将孵化的蝗虫幼虫置于蝗虫养殖区进行人工喂养，15～25天后得到蝗虫成虫

用于胡蜂喂养；

[0019] (7)在养蜂单间底部、蝗虫养殖区底部和饲料草种植区内种植饲料草，饲料草供蝗

虫食用。

[0020]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3)中胡蜂幼虫饲喂活体蝗虫，初巢幼虫每天喂

食蝗虫5～8只，饲料水为蜂蜜水或糖水，同时提供新鲜苹果悬挂于饲喂台上。

[0021]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2)中筑巢室由筑巢区和活动区构成，筑巢区为

中空箱体且底部设置有透明观察窗，且侧壁上开设有通孔，通孔上连接有圆锥形塑料网。

[0022]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7)中饲料草种植区种植玉米，养蜂单间和蝗虫

养殖区底部种植小麦草、狗尾巴草，总的种植面积为蝗虫养殖面积的2.5～3.5倍。

[0023] 工作原理：在蜂王羽化前，将蝗虫孵化区温度控制在28～35℃，湿度控制在80～

90％，对蝗虫进行孵化9～12天。孵化完成后，将大棚内温度调整至14～25℃，采用饲料草进

行人工饲喂，15～25天后得到蝗虫成虫。经实验验证，当温度为28±3℃，空气湿度为80～

90％时，东亚飞蝗9天的孵化率为70％，温度低于25℃蝗虫卵不孵化，温度高于35℃时，孵化

率逐渐降低，温度高于38℃时，蝗虫卵在高温下会损伤，孵化率骤降。

[0024] 蜂王羽化后，在养蜂单间和蝗虫养殖区底部种植小麦草和狗尾巴草，在饲料草种

植区种植玉米，饲料草种植期间大棚内白天温度在23～25℃，晚上温度在14～18℃，湿度控

制在10～15％。

[0025] 通过人工干预使得蜂王提前从越冬状态苏醒，在蜂王完成筑巢后，此时蝗虫已经

长成至成虫状态，将初巢分别悬挂在养蜂单间的蜂巢固定架上，并通过人工定期采集蝗虫

对其进行饲喂，同时也收集饲料草投喂蝗虫。

[0026] 控制蝗虫的饲养密度在400～500只/平方米，多余蝗虫捕捉后进行售卖，在蜂群发

育到2～3层后进行售卖。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干预使得蜂王从越冬状态提前苏醒

并进行产卵孵化，通过将胡蜂与蝗虫、饲料草混合养殖，构建大棚内食物链，通过人工将饲

料草用于蝗虫饲喂，将蝗虫作为胡蜂的饲料，这样满足在冬季环境下胡蜂、蝗虫的新鲜饲料

需求，有利于蝗虫和胡蜂的快速成长，也保证了售卖的蝗虫和胡蜂产品的质量，实现胡蜂的

反季养殖。通过一个冬季(12月中旬～次年3月中旬)的养殖发现，每窝可在冬季反季节生产

两代职蜂，且在3月中旬正常越冬胡蜂出蛰开始筑巢时，反季养殖的蜂群已达到规模，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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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数达到3层以上，进入快速发展期，填补了市场蜂蛹空缺，蜂蛹价格为正常养殖蜂蛹1.5～

2倍。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中养殖大棚一个角度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中养殖大棚另一个角度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立柱，2-拱杆，3-横梁，4-塑料膜，5-卷帘，6-隔离网，7-蝗虫养殖区，8-胡

蜂养殖区，801-蜂房门，802-饲喂台，803-投喂口，804-蜂巢固定架，9-饲料草种植区，10-供

暖装置，11-工作准备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2] 实施例1

[0033] 图1、2示出了：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大棚，包括立柱1、拱杆2、横梁3、塑料

膜4和卷帘5构成，立柱1、拱杆2和横梁3构成大棚棚架，棚架上覆盖有塑料膜4，塑料膜4外侧

壁上覆盖有卷帘5，卷帘5既可以遮阴、通风也可以用于保暖。

[0034] 整座大棚沿其宽度方向被隔离网6依次分隔成蝗虫养殖区7、胡蜂养殖区8和饲料

草种植区9，其中，胡蜂养殖区8沿大棚长度方向被隔离网6分隔成多个养蜂单间，蝗虫养殖

区7和胡蜂养殖区8之间设置有供暖装置10，供暖装置10可采用循环热水供暖也可以采用电

加热供暖，控制蝗虫养殖区7和胡蜂养殖区8的温度。

[0035] 为便于胡蜂的分区养殖，确保胡蜂的存活率，所述养蜂单间均设置有蜂房门801，

养蜂单间内设置有饲喂台802，饲喂台802上方设置有投喂口803，投喂口803开设在蜂房门

801一侧。所述养蜂单间设置有蜂巢固定架804。蜂巢固定架804由支撑柱和支撑柱顶部横梁

构成，使用时将胡蜂初巢挂在顶部横梁上就行。为方便投喂，减少饲养人员与胡蜂的接触，

在蜂房门801旁设置有投喂口803，将食物和水通过投喂口放置在饲喂台802上，再关闭投喂

口803就行，方便快捷。

[0036] 同时为方便饲养人员的工作，所述大棚入口处设置有工作准备区11，可以放置一

些防护服装以及饲养工具等。

[0037] 为满足蝗虫对食物的需求，所述养蜂单间底部种植有饲料草。为满足蝗虫附着和

进食，所述蝗虫养殖区7底部种植有饲料草。

[0038] 为便于蝗虫孵化，所述蝗虫养殖区7内设置有蝗虫孵化区，蝗虫孵化区为底部铺设

沙土的泡沫箱，沙土上铺设锯末。当温度不够时还可以人为在提供电加热对其进行加热，并

用棉被覆盖进行保温。

[0039] 实施例2

[0040] 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41] (1)蜂王越冬前进行人工饲喂补充营养，饲喂蜂蜜水、苹果汁，喂养7～10天，以增

强蜂王体质。将进入越冬后15～18天的蜂王置于控温室，将温度逐步升高到16～18℃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2450157 A

6



[0042] (2)2～3天后蜂王苏醒后用营养液进行人工饲喂，营养液用蜂蜜、维生素、矿物质

和水调制。当蜂王正常活动时，进行分笼，将蜂王单独放进筑巢室，并将温度升到23～25℃。

筑巢室由筑巢区和活动区构成，筑巢区为中空箱体且底部设置有透明观察窗，且侧壁上开

设有通孔，通孔上连接有圆锥形塑料网。胡蜂可以通过通孔到塑料网内活动。

[0043] (3)蜂王筑巢完成后，将初巢悬挂在蜂巢固定架804内，将养蜂单间内温度控制在

18～22℃，定期对胡蜂进行喂养，温度低于18℃不利于蜂王产卵。具体地，白天温度控制在

20～22℃，夜晚温度控制在18～20℃。

[0044] (4)胡蜂幼虫主要饲喂活体蝗虫，也可以加喂瘦肉。初巢幼虫每天喂食蝗虫5～8

只，蝗虫投食量随着胡蜂的成长不断增加。饲料用的水为蜂蜜水或糖水，使用蜂蜜或白糖与

水按1：1调制。为丰富胡蜂营养，还可以再饲喂台802上悬挂新鲜苹果。

[0045] (4)养殖2个月左右，在蜂群发育到2～3层时割巢。割巢时应选择蜂蛹饱满的蜂窝，

不可伤到蜂王，割巢后要重新固定蜂窝。

[0046] (5)蜂王羽化前，在蝗虫孵化区对蝗虫进行孵化，温度控制在28～30℃，空气湿度

控制在80～90％，孵化时间控制在10～12天。蝗虫孵化区为底部铺设沙土的泡沫箱，沙土上

铺设锯末，蝗虫卵撒在锯末上后覆盖锯末，在锯末上喷水。可在泡沫箱外层覆盖棉被保温，

如果温度不够使用电加热对其加热。

[0047] (6)将孵化的蝗虫幼虫置于蝗虫养殖区7进行人工喂养。幼虫喂养以单子叶植物幼

嫩叶喂养，食量为身体质量的两倍，中午为主要投喂时间段，投喂时形成斜面给蝗虫提供附

着位置。15天后得到蝗虫成虫用于胡蜂喂养，成虫养殖密度控制在400只/m2，多余蝗虫可用

于售卖。

[0048] (7)蜂王羽化后，在养蜂单间、蝗虫养殖区7底部和饲料草种植区9内种植饲料草，

饲料草供蝗虫食用。其中，饲料草种植区9种植玉米，养蜂单间底部和蝗虫养殖区7底部种植

小麦草、狗尾巴草，总的种植面积为蝗虫养殖面积的2.5倍。

[0049] 实施例3

[0050] 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51] (1)蜂王越冬前进行人工饲喂补充营养，饲喂蜂蜜水、苹果汁，喂养8天，以增强蜂

王体质。将进入越冬后17～20天的蜂王置于控温室，将温度逐步升高到18～20℃

[0052] (2)2～3天后蜂王苏醒后用营养液进行人工饲喂，营养液用蜂蜜、维生素、矿物质

和水调制。当蜂王正常活动时，进行分笼，将蜂王单独放进筑巢室，并将温度升到23～25℃。

筑巢室由筑巢区和活动区构成，筑巢区为中空箱体且底部设置有透明观察窗，且侧壁上开

设有通孔，通孔上连接有圆锥形塑料网。胡蜂可以通过通孔到塑料网内活动。

[0053] (3)蜂王筑巢完成后，将初巢悬挂在蜂巢固定架804内，将养蜂单间内温度控制在

19～24℃，定期对胡蜂进行喂养。具体地，白天温度控制在22～24℃，夜晚温度控制在19～

21℃。胡蜂幼虫主要饲喂活体蝗虫，也可以加喂瘦肉。初巢幼虫每天喂食蝗虫5～8只，蝗虫

投食量随着胡蜂的成长不断增加。饲料用的水为蜂蜜水或糖水，使用蜂蜜或白糖与水按1：1

调制。为丰富胡蜂营养，还可以再饲喂台802上悬挂新鲜苹果。

[0054] (4)养殖2个月左右，在蜂群发育到2～3层时割巢。割巢时应选择蜂蛹饱满的蜂窝，

不可伤到蜂王，割巢后要重新固定蜂窝。

[0055] (5)蜂王羽化前，在蝗虫孵化区对蝗虫进行孵化，温度控制在30～32℃，空气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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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80～90％，孵化时间控制在9～10天。蝗虫孵化区为底部铺设沙土的泡沫箱，沙土上

铺设锯末，蝗虫卵撒在锯末上后覆盖锯末，在锯末上喷水。可在泡沫箱外层覆盖棉被保温，

如果温度不够使用电加热对其加热。

[0056] (6)将孵化的蝗虫幼虫置于蝗虫养殖区7进行人工喂养。幼虫喂养以单子叶植物幼

嫩叶喂养，食量为身体质量的两倍，中午为主要投喂时间段，投喂时形成斜面给蝗虫提供附

着位置。20天后得到蝗虫成虫用于胡蜂喂养，成虫养殖密度控制在450只/m2，多余蝗虫可用

于售卖。

[0057] (7)蜂王羽化后，在养蜂单间、蝗虫养殖区7底部和饲料草种植区9内种植饲料草，

饲料草供蝗虫食用。其中，饲料草种植区9种植玉米，养蜂单间底部和蝗虫养殖区7底部种植

小麦草、狗尾巴草，总的种植面积为蝗虫养殖面积的3倍。

[0058] 实施例4

[0059] 一种胡蜂与蝗虫联合反季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60] (1)蜂王越冬前进行人工饲喂补充营养，饲喂蜂蜜水、苹果汁，喂养10天，以增强蜂

王体质。将进入越冬后15～20天的蜂王置于控温室，将温度逐步升高到18～20℃

[0061] (2)2～3天后蜂王苏醒后用营养液进行人工饲喂，营养液用蜂蜜、维生素、矿物质

和水调制。当蜂王正常活动时，进行分笼，将蜂王单独放进筑巢室，并将温度升到23～25℃。

筑巢室由筑巢区和活动区构成，筑巢区为中空箱体且底部设置有透明观察窗，且侧壁上开

设有通孔，通孔上连接有圆锥形塑料网。胡蜂可以通过通孔到塑料网内活动。

[0062] (3)蜂王筑巢完成后，将初巢悬挂在蜂巢固定架804内，将养蜂单间内温度控制在

20～25℃，定期对胡蜂进行喂养。具体地，白天温度控制在22～25℃，夜晚温度控制在20～

22℃。胡蜂幼虫主要饲喂活体蝗虫，也可以加喂瘦肉。初巢幼虫每天喂食蝗虫5～8只，蝗虫

投食量随着胡蜂的成长不断增加。饲料用的水为蜂蜜水或糖水，使用蜂蜜或白糖与水按1：1

调制。为丰富胡蜂营养，还可以再饲喂台802上悬挂新鲜苹果。

[0063] (4)养殖2个月左右，在蜂群发育到3层时割巢。割巢时应选择蜂蛹饱满的蜂窝，不

可伤到蜂王，割巢后要重新固定蜂窝。

[0064] (5)蜂王羽化前，在蝗虫孵化区对蝗虫进行孵化，温度控制在32～35℃，空气湿度

控制在80～90％，孵化时间控制在10～12天。蝗虫孵化区为底部铺设沙土的泡沫箱，沙土上

铺设锯末，蝗虫卵撒在锯末上后覆盖锯末，在锯末上喷水。可在泡沫箱外层覆盖棉被保温，

如果温度不够使用电加热对其加热。

[0065] (6)将孵化的蝗虫幼虫置于蝗虫养殖区7进行人工喂养。幼虫喂养以单子叶植物幼

嫩叶喂养，食量为身体质量的两倍，中午为主要投喂时间段，投喂时形成斜面给蝗虫提供附

着位置。25天后得到蝗虫成虫用于胡蜂喂养，成虫养殖密度控制在500只/m2，多余蝗虫可用

于售卖。

[0066] (7)蜂王羽化后，在养蜂单间、蝗虫养殖区7底部和饲料草种植区9内种植饲料草，

饲料草供蝗虫食用。其中，饲料草种植区9种植玉米，养蜂单间底部和蝗虫养殖区7底部种植

小麦草、狗尾巴草，总的种植面积为蝗虫养殖面积的3.5倍。

[0067] 尽管这里参照本发明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应该理解，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

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附图和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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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组成部件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形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或布局进行的

变形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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