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827445.0

(22)申请日 2018.05.29

(73)专利权人 江门市新邑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29000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明辉路5

号1幢首层（自编3号）

(72)发明人 符妃三　陈朝梓　陈朝发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黄华莲　郝传鑫

(51)Int.Cl.

A22C 29/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

功能的剥虾壳机，包括机架、工作台、剥壳装置和

水路系统，剥壳装置包括左压辊、右压辊、中间压

辊、左右压辊驱动机构和中间压辊驱动机构，各

个压辊的前端为低位端、后端为高位端，中间压

辊与左、右压辊围合形成导料通道，左右压辊驱

动机构能够驱动左、右压辊转动且两者的转动方

向相反，中间压辊驱动机构能够驱动中间压辊往

复地正反转动；水路系统包括润滑冷却机构和清

洗机构，润滑冷却机构用于润滑和冷却左右压辊

和中间压辊；清洗机构用于清洗左右压辊和中间

压辊；本实用新型能够解决现有手工剥虾壳、劳

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卫生状况差、虾仁完好率

差、对虾的尺寸较为敏感，影响虾仁品质等技术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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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工作台、剥壳装

置和水路系统，

所述工作台为箱体结构，所述工作台架设在所述机架的顶部，所述剥壳装置包括至少

一个由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构成的咬合挤出机构、左右压辊驱动机构和中间压辊驱

动机构，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均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台的前后两侧侧壁之

间，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互为平行且呈倾斜设置，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

辊的前端为低位端、后端为高位端，所述左压辊和右压辊相隔设置，所述中间压辊设置在所

述左压辊和右压辊的相隔区域的下方，且与所述左压辊和右压辊围合形成导料通道，所述

左右压辊驱动机构分别与每一所述左压辊和每一所述右压辊连接，所述左右压辊驱动机构

能够驱动每一所述左压辊和每一所述右压辊转动，且所述左压辊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右压辊

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中间压辊驱动机构分别与每一所述中间压辊连接，所述左右压辊驱

动机构能够驱动每一所述中间压辊往复地正反转动；当所述中间压辊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左

压辊的转动方向相反时，所述中间压辊与所述左压辊之间形成能将虾壳和虾仁分离的第一

咬合挤出部；当所述中间压辊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右压辊的转动方向相反时，所述中间压辊

与所述右压辊之间形成能将虾壳和虾仁分离的第二咬合挤出部；

所述水路系统包括润滑冷却机构和清洗机构，所述润滑冷却机构设置在与所述导料通

道相对的位置，用于润滑或冷却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所述清洗机构设置在所述

左压辊或所述右压辊相对的位置，用于清洗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

的前端设有与所述导料通道的低位端相对的出料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

的底部设有废料排出管。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压辊

的下方设有用于洗刷所述左压辊表面的左毛刷辊，所述左毛刷辊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

台的前后两侧侧壁之间，且与所述左压辊平行；所述左压辊的转轴外端设有第一上齿轮，所

述左毛刷辊的转轴外端设有与所述第一上齿轮啮合的第一下齿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右压辊

的下方设有用于洗刷所述右压辊表面的右毛刷辊，所述右毛刷辊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

台的前后两侧侧壁之间，且与所述右压辊平行；所述右压辊的转轴外端设有第二上齿轮，所

述右毛刷辊的转轴外端设有与所述第二上齿轮啮合的第二下齿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滑冷

却机构包括水箱、第一水泵和润滑冷却喷淋管件，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机架的底部，所述第

一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水箱连接，所述第一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润滑冷却喷淋管件连接，

所述润滑冷却喷淋管件设有与所述导料通道的高位端相对的第一喷头，所述润滑冷却喷淋

管件通过第一喷头喷出来的水能够由所述导料通道的高位端流向所述导料通道的低位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机

构包括水箱、第二水泵和清洗喷淋管件，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机架的底部，所述第二水泵的

进水端与所述水箱连接，所述第二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清洗喷淋管件连接，所述清洗喷淋

管件与所述左压辊或所述右压辊平行，所述清洗喷淋管件沿其长度方向等距间隔地设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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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所述左压辊或所述右压辊相对的第二喷头，所述清洗喷淋管件通过第二喷头喷出来的

水能够冲洗所述左压辊或所述右压辊的表面。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右压

辊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电机、主动链轮、左从动链轮、右从动链轮和链条，所述第一电机安装

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电机的动力输出端与所述主动链轮固定连接，所述左压辊的转轴

外端与所述左从动链轮同轴固定连接，所述右压辊的转轴外端与所述右从动链轮同轴固定

连接，所述链条绕在所述主动链轮和从动链轮之间，当所述第一电机启动时，在所述主动链

轮、左从动链轮、右从动链轮和链条的传动下，能够带动所述左压辊和所述右压辊转动，且

所述左压辊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右压辊的转动方向相反。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压

辊驱动机构包括第二电机、蜗杆、蜗轮减速器、转盘、连杆和摆杆，所述第二电机和所述减速

器均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电机的动力输出端与所述蜗杆固定连接，所述蜗轮减速

器设有多个，每一所述蜗轮减速器的动力输入端依次串接在所述蜗杆上，每一所述蜗轮减

速器的动力输入端分别固定连接有一个所述转盘，所述连杆的一端与所述转盘的圆周转动

连接，所述连杆的另一端与所述摆杆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摆杆的另一端与所述中间压辊

的转轴外端固定连接；当所述第二电机启动时，在所述蜗杆、蜗轮减速器、转盘、连杆和摆杆

的传动下，能够带动所述中间压辊往复地正反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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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食品加工设备，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

的剥虾壳机。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世界上的产虾大国，但是对虾的加工技术和加工装备落后，剥虾壳均采用

手工方式，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卫生状况差，影响虾仁品质，解决剥虾壳机械化是一个

重要的发展方向。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手工剥虾壳、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卫生状况

差、影响虾仁品质等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

壳机，其包括机架、工作台、剥壳装置、润滑冷却机构和清洗机构，

[0005] 所述工作台为箱体结构，所述工作台架设在所述机架的顶部，所述剥壳装置包括

至少一个由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构成的咬合挤出机构、左右压辊驱动机构和中间压

辊驱动机构，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均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台的前后两侧侧

壁之间，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互为平行且呈倾斜设置，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

间压辊的前端为低位端、后端为高位端，所述左压辊和右压辊相隔设置，所述中间压辊设置

在所述左压辊和右压辊的相隔区域的下方，且与所述左压辊和右压辊围合形成导料通道，

所述左右压辊驱动机构分别与每一所述左压辊和每一所述右压辊连接，所述左右压辊驱动

机构能够驱动每一所述左压辊和每一所述右压辊转动，且所述左压辊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右

压辊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中间压辊驱动机构分别与每一所述中间压辊连接，所述左右压

辊驱动机构能够驱动每一所述中间压辊往复地正反转动；当所述中间压辊的转动方向与所

述左压辊的转动方向相反时，所述中间压辊与所述左压辊之间形成能将虾壳和虾仁分离的

第一咬合挤出部；当所述中间压辊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右压辊的转动方向相反时，所述中间

压辊与所述右压辊之间形成能将虾壳和虾仁分离的第二咬合挤出部；

[0006] 所述水路系统包括润滑冷却机构和清洗机构，所述润滑冷却机构设置在与所述导

料通道相对的位置，用于润滑或冷却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所述清洗机构设置在

所述左压辊或所述右压辊相对的位置，用于清洗所述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优选的方案，所述工作台的前端设有与所述导料通道的低位端相

对的出料口。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优选的方案，所述工作台的底部设有废料排出管。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优选的方案，所述左压辊的下方设有用于洗刷所述左压辊表面的

左毛刷辊，所述左毛刷辊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台的前后两侧侧壁之间，且与所述左压

辊平行；所述左压辊的转轴外端设有第一上齿轮，所述左毛刷辊的转轴外端设有与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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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齿轮啮合的第一下齿轮。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优选的方案，所述右压辊的下方设有用于洗刷所述右压辊表面的

右毛刷辊，所述右毛刷辊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台的前后两侧侧壁之间，且与所述右压

辊平行；所述右压辊的转轴外端设有第二上齿轮，所述右毛刷辊的转轴外端设有与所述第

二上齿轮啮合的第二下齿轮。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优选的方案，所述润滑冷却机构包括水箱、第一水泵和润滑冷却

喷淋管件，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机架的底部，所述第一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水箱连接，所述

第一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润滑冷却喷淋管件连接，所述润滑冷却喷淋管件设有与所述导料

通道的高位端相对的第一喷头，所述润滑冷却喷淋管件通过第一喷头喷出来的水能够由所

述导料通道的高位端流向所述导料通道的低位端。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优选的方案，所述清洗机构包括水箱、第二水泵和清洗喷淋管件，

所述水箱设置在所述机架的底部，所述第二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水箱连接，所述第二水泵

的出水端与所述清洗喷淋管件连接，所述清洗喷淋管件与所述左压辊或所述右压辊平行，

所述清洗喷淋管件沿其长度方向等距间隔地设有多个与所述左压辊或所述右压辊相对的

第二喷头，所述清洗喷淋管件通过第二喷头喷出来的水能够冲洗所述左压辊或所述右压辊

的表面。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优选的方案，所述左右压辊驱动机构包括第一电机、主动链轮、左

从动链轮、右从动链轮和链条，所述第一电机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一电机的动力输出

端与所述主动链轮固定连接，所述左压辊的转轴外端与所述左从动链轮同轴固定连接，所

述右压辊的转轴外端与所述右从动链轮同轴固定连接，所述链条绕在所述主动链轮和从动

链轮之间，当所述第一电机启动时，在所述主动链轮、左从动链轮、右从动链轮和链条的传

动下，能够带动所述左压辊和所述右压辊转动，且所述左压辊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右压辊的

转动方向相反。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优选的方案，所述中间压辊驱动机构包括第二电机、蜗杆、蜗轮减

速器、转盘、连杆和摆杆，所述第二电机和所述减速器均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二电机

的动力输出端与所述蜗杆固定连接，所述蜗轮减速器设有多个，每一所述蜗轮减速器的动

力输入端依次串接在所述蜗杆上，每一所述蜗轮减速器的动力输入端分别固定连接有一个

所述转盘，所述连杆的一端与所述转盘的圆周转动连接，所述连杆的另一端与所述摆杆的

一端转动连接，所述摆杆的另一端与所述中间压辊的转轴外端固定连接；当所述第二电机

启动时，在所述蜗杆、蜗轮减速器、转盘、连杆和摆杆的传动下，能够带动所述中间压辊往复

地正反转动。

[0015] 实施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与现有技术相比

较，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的剥壳装置采用辊式咬合挤出方式，实现虾壳与虾仁分离处理，而且

由中间压辊、左压辊和右压辊构成呈倾斜设置的导料通道，使虾能够在自身重力下实现物

料输送，一次辊压加工虾的最大数量由导料通道的长度确定，生产效率高，工人的劳动强度

小且工作环境卫生，易于实现机械自动化；润滑冷却机构的设置能够润滑和冷却左压辊、右

压辊和中间压辊，减小虾与导料通道之间的摩擦，方便物料沿导料通道向下滑行，同时降低

各个压辊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度，防止因压辊温度升高而对虾的品质造成影响；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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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设置能够在设备启动前或停机时对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进行清洗，保证虾能够

在干净卫生的环境下生产加工；可见，本实用新型通过剥壳装置、润滑冷却机构和清洗机构

的有机结合，并由电气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其结构紧凑，操作方便、性能可靠、机械自动化程

度高，剥壳处理效率高，且出料成品质量稳定。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的附图作简单

地介绍。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的正向示意

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能的剥虾壳机的背向示意

图；

[0020] 图3是由左压辊、右压辊和中间压辊构成的咬合挤出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是带动左毛刷辊和右毛刷辊转动的齿轮传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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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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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结合参见图1至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一种具有润滑、冷却、清洗功

能的剥虾壳机，其包括机架100、工作台200、剥壳装置300和水路系统400。

[0024] 所述工作台200为箱体结构，所述工作台200架设在所述机架100的顶部。

[0025] 所述剥壳装置300包括至少一个由左压辊301、右压辊302和中间压辊303构成的咬

合挤出机构、左右压辊驱动机构和中间压辊驱动机构，所述左压辊301、右压辊302和中间压

辊303均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台200的前后两侧侧壁之间，所述左压辊301、右压辊302

和中间压辊303互为平行且呈倾斜设置，所述左压辊301、右压辊302和中间压辊303的前端

为低位端、后端为高位端，所述左压辊301和右压辊302相隔设置，所述中间压辊303设置在

所述左压辊301和右压辊302的相隔区域的下方，且与所述左压辊301和右压辊302围合形成

导料通道304，所述左右压辊驱动机构分别与每一所述左压辊301和每一所述右压辊302连

接，所述左右压辊驱动机构能够驱动每一所述左压辊301和每一所述右压辊302转动，且所

述左压辊301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右压辊302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中间压辊驱动机构分别与

每一所述中间压辊303连接，所述左右压辊驱动机构能够驱动每一所述中间压辊303往复地

正反转动；当所述中间压辊303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左压辊301的转动方向相反时，所述中间

压辊303与所述左压辊301之间形成能将虾壳和虾仁分离的第一咬合挤出部305；当所述中

间压辊303的转动方向与所述右压辊302的转动方向相反时，所述中间压辊303与所述右压

辊302之间形成能将虾壳和虾仁分离的第二咬合挤出部306。

[0026] 进行剥壳时，经过去头开背处理后的虾由导料通道304的高位端进入工作区，左右

压辊驱动机构同时带动左压辊301的正向转动和右压辊302的反向转动，中间压辊驱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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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中间压辊303往复地正反转动，当中间压辊303反向转动时，在中间压辊303和左压辊

301的摩擦力作用下，将虾带入第一咬合挤出部305中，对虾进行咬合挤出剥壳；同样地，当

中间压辊303正向转动时，在中间压辊303和右压辊302的摩擦力作用下，将虾带入第二咬合

挤出部306中，对虾进行咬合挤出剥壳。可见，本实用新型的剥壳装置300采用辊式咬合挤出

方式，实现剥壳与虾仁分离处理，而且由中间压辊303、左压辊301和右压辊302构成呈倾斜

设置的导料通道304，使虾能够在自身重力下实现物料输送，一次辊压加工虾的最大数量由

导料通道304的长度确定，生产效率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小且工作环境卫生，易于实现机械

自动化。

[0027]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左压辊301和右压辊302为钢辊筒，所述中间压辊303为橡胶辊

筒，这样的设计，增强了压辊之间的咬合力，能够更好地将虾卷入咬合挤出部中，同时由于

橡胶辊筒表面具有一定的弹性变形量，与钢辊配合使用时，能够自适应地调节中间压辊303

与左压辊301或右压辊302之间的平行度误差，保证了压辊各个位置的咬合力一致。

[0028] 本实施例中，为更好地实现左压辊301和右压辊302的转动，所述左右压辊驱动机

构包括第一电机(图中未指示)、主动链轮307、左从动链轮308、右从动链轮309和链条310，

所述第一电机安装在所述机架100上，所述第一电机的动力输出端与所述主动链轮307固定

连接，所述左压辊301的转轴外端与所述左从动链轮308同轴固定连接，所述右压辊302的转

轴外端与所述右从动链轮309同轴固定连接，所述链条310绕在所述主动链轮307和从动链

轮之间，当所述第一电机启动时，在所述主动链轮307、左从动链轮308、右从动链轮309和链

条310的传动下，能够带动所述左压辊301和所述右压辊302转动，且所述左压辊301的转动

方向与所述右压辊302的转动方向相反。此外，所述左右压辊驱动机构还包括链条张紧器，

以保证链轮、链条传动稳定。

[0029] 本实施例中，为更好地实现中间压辊303往复的正反转动，所述中间压辊驱动机构

包括第二电机311、蜗杆312、蜗轮减速器313、转盘314、连杆315和摆杆316，所述第二电机

311和所述蜗轮减速器313均安装在所述机架100上，所述第二电机311的动力输出端与所述

蜗杆312固定连接，所述蜗轮减速器313设有多个，每一所述蜗轮减速器313的动力输入端依

次串接在所述蜗杆312上，每一所述蜗轮减速器313的动力输入端分别固定连接有一个所述

转盘314，所述连杆315的一端与所述转盘314的圆周转动连接，所述连杆315的另一端与所

述摆杆316的一端转动连接，所述摆杆316的另一端与所述中间压辊303的转轴外端固定连

接；当所述第二电机311启动时，在所述蜗杆312、蜗轮减速器313、转盘314、连杆315和摆杆

316的传动下，能够带动所述中间压辊303往复地正反转动。

[0030] 所述工作台200的前端设有与所述导料通道304的低位端相对的出料口201，所述

工作台200的底部设有废料排出管202。完成剥壳后的虾仁通过出料口201落入虾仁输出装

置，虾壳落入工作台200的底部(工作台200的底部呈漏斗状)并经废料排料管排出。

[0031] 本实施例中，由于考虑到虾壳容易附在左压辊301和右压辊302上，影响到剥壳效

果，所以，所述左压辊301的下方设有用于洗刷所述左压辊301表面的左毛刷辊317，所述左

毛刷辊317可转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台200的前后两侧侧壁之间，且与所述左压辊301平行；

为了向左毛刷辊317提供动力，所述左压辊301的转轴外端设有第一上齿轮319，所述左毛刷

辊317的转轴外端设有与所述第一上齿轮319啮合的第一下齿轮320，这样当左压辊301转动

时，在第一上齿轮319和第一下齿轮320的传动作用下，能带动左毛刷辊317一起转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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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压辊302的下方设有用于洗刷所述右压辊302表面的右毛刷辊318，所述右毛刷辊318可转

动地连接在所述工作台200的前后两侧侧壁之间，且与所述右压辊302平行；为了向右毛刷

辊318提供动力，所述右压辊302的转轴外端设有第二上齿轮321，所述右毛刷辊318的转轴

外端设有与所述第二上齿轮321啮合的第二下齿轮322，这样当右压辊302转动时，在第二上

齿轮321和第二下齿轮322的传动下，能带动右毛刷辊318一起转动。

[0032] 所述水路系统400包括润滑冷却机构和清洗机构。

[0033] 所述润滑冷却机构设置在与所述导料通道304相对的位置，用于润滑和冷却所述

左压辊301、右压辊302和中间压辊303。本实施例中，所述润滑冷却机构包括水箱401、水泵

402和润滑冷却喷淋管件403，所述水箱401设置在所述机架100的底部，所述水泵402的进水

端与所述水箱401连接，所述水泵402的出水端与所述润滑冷却喷淋管件403连接，所述润滑

冷却喷淋管件403设有与所述导料通道304的高位端相对的第一喷头，所述润滑冷却喷淋管

件403通过第一喷头喷出来的水能够由所述导料通道304的高位端流向所述导料通道304的

低位端。由此，通过润滑冷却机构的设置，能够在剥壳处理过程中润滑和冷却左压辊301、右

压辊302和中间压辊303，减小虾与导料通道304之间的摩擦，方便物料沿导料通道304向下

滑行，同时降低各个压辊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度，防止因压辊温度升高而对虾的品质造

成影响。

[0034] 所述清洗机构设置在所述左压辊301或所述右压辊302相对的位置，用于清洗所述

左压辊301、右压辊302和中间压辊303。本实施例中，所述清洗机构包括水箱、水泵(与润滑

冷却机构同用一组水箱401、水泵402)和清洗喷淋管件404，所述水箱401设置在所述机架

100的底部，所述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水箱401连接，所述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清洗喷淋管

件404连接，所述清洗喷淋管件404与所述左压辊301或所述右压辊302平行，所述清洗喷淋

管件404沿其长度方向等距间隔地设有多个与所述左压辊301或所述右压辊302相对的第二

喷头，所述清洗喷淋管件404通过第二喷头喷出来的水能够冲洗所述左压辊301或所述右压

辊302的表面。由此，通过清洗机构的设置，能够在设备启动前或停机时对左压辊301、右压

辊302和中间压辊303进行清洗，保证虾能够在干净卫生的环境下生产加工。

[0035] 综上，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剥虾壳机通过剥壳装置300、润滑冷却机构和清洗机构的

有机结合，并由电气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其结构紧凑，操作方便、性能可靠、机械自动化程度

高，剥壳处理效率高，且出料成品质量稳定。

[0036]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

型之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所涵盖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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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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