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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将物质从第一容器

(10)转送到第二容器(12)中的适配器(14)，该适

配器包括：适合于容纳第一容器的周缘壁部

(47)，插管体(64)沿着该周缘壁部且以同轴地由

该周缘壁部至少部分区段地包围的方式伸延；以

及与插管体处于连接的中空圆柱形的区段(26)，

该区段可与第二容器连接，其中插管体以其纵向

轴线垂直于横向于周缘壁部伸延的壁部(24)的

一侧延伸且中空圆柱形的区段以其纵向轴线垂

直于壁部的另一侧延伸。适配器(14)具有盆状的

外部体(18)，该外部体带有外周缘壁部(32)和横

向于外部体的纵向轴线伸延的壁部(24)，该外部

体具有带有容纳容器的周缘壁部(47)的插入件

(46)。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6页

按照条约第19条修改的权利要求书2页

CN 109562022 A

2019.04.02

CN
 1
09
56
20
22
 A



1.一种用于将物质从第一容器(10)转送到第二容器(12)如注射体中的适配器(14)，该

适配器包括：适合于容纳所述第一容器的周缘壁部(47)，插管体(64)沿着该周缘壁部且以

同轴地由该周缘壁部至少部分区段地包围的方式伸延；以及与所述插管体处于连接的中空

圆柱形的区段(26)，该区段可与所述第二容器连接，其中所述插管体以其纵向轴线垂直于

横向于所述周缘壁部伸延的壁部(24)的一侧延伸且所述中空圆柱形的区段以其纵向轴线

垂直于所述壁部的另一侧延伸，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适配器(14)具有盆状的外部体(18)，该外部体带有外周缘壁部(32)和横向于所述

外部体的纵向轴线伸延的所述壁部(24)，且所述盆状的外部体具有带有容纳所述容器的所

述周缘壁部(47)的插入件(4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的尤其地同心地由所述

外部体(18)如壳体的外周缘壁部(32)包围的所述周缘壁部(47)具有径向地延伸到所述插

入件的内部中的突出部(48,50,52)以用于保持所述第一容器，其中所述周缘壁部至少在所

述突出部的区域中与所述外周缘壁部的内侧(49)间隔开地伸延。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具有底壁部(54)，该

底壁部在插入件与所述盆状的外部体(18)连接的情形中如有可能经由过滤元件(56)安放

在所述壁部(24)上。

4.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从所述插入件(46)的底

壁部(54)突出有与所述周缘壁部(47)相反地伸延的定心元件(58)，该定心元件在插入件与

中空圆柱形的所述外部体(18)连接的情形中接合到所述壁部(24)中的匹配的容纳部(60)

中或反之亦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心元件(58)为环状地伸延的桥接

元件，该桥接元件接合到环状地伸延的容纳部(60)如凹槽中。

6.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管体(64)以所述

插入件(46)的底壁部(54)为出发点且所述中空圆柱形的区段(26)以所述盆状的外部体

(16,18)的壁部(24)为出发点。

7.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的底壁

部(54)的外侧具有一定的结构，其中所述底壁部如有可能由作为过滤器(56)的面型的过滤

元件覆盖。

8.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具有在

底侧伸延的中空圆柱形的第一区段和经由阶形部(80)过渡的且形成所述周缘壁部(147)的

具有更大的外直径的第二区段，且优选地所述定心元件(58)与所述阶形部相对而置地延

伸。

9.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与所述

盆状的外部体(18)环绕地不透空气地或不透液体地连接。

10.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与所述

盆状的外部体(18)在底侧尤其借助于超声波焊接材料配合地连接。

11.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的周缘

壁部(47)在所述底壁部(54)或者所述阶形部(80)和径向向内指向的所述突出部(4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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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之间至少局部地设有凹入部。

12.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的周缘

壁部(47)至少部分区段地、优选地全部地与所述外周缘壁部(32)的内面间隔开地伸延。

13.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盆状的外部体(18)

和/或所述插入件(46)为注塑件且尤其由聚烯烃制成。

14.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体(18)具有径

向伸出超过所述外周缘壁部(32)的凸缘形的边缘(25)，该边缘优选地局部地、优选地在两

个完全相对而置的区域中被弄平。

15.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体(18)的壁部

(24)为所述适配器(24)的端侧的限制部，优选地以阴性的卢尔锁紧锥体的形式的所述中空

圆柱形的区段(26)从该限制部的中间突出。

16.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体(18)与所述

插入件(46)尤其材料配合地或通过机械的连接、如卡锁连接或螺纹连接来连接，且与所述

插入件形成单元，该单元容纳所述第一容器(10)。

17.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体(18)构造成

不可相对于所述插入件(46)在所述适配器(14)的纵向轴线方向(27)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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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将物质从第一容器转送到第二容器(如注射体)中的适配器

(Adapter，有时称为转接器或转接头)，该适配器包括：适合于容纳第一容器的周缘壁部，插

管体(Kanülenkörper，有时称为套管体)沿着该周缘壁部且以同轴地由该周缘壁部至少部

分区段地包围的方式伸延；以及与插管体处于连接的中空圆柱形的区段，该中空圆柱形的

区段可与第二容器连接，其中插管体以其纵向轴线垂直于横向于周缘壁部伸延的壁部的一

侧延伸且中空圆柱形的区段以其纵向轴线垂直于壁部的另一侧延伸。

背景技术

[0002] 从文件US-B-6,558,365中能够得出一种用于混合在容器中存在的流体的装置，该

装置由两个适配器组成，这两个适配器以螺纹连接的方式通过卢尔锁紧锥体(Luer-Lock-

Kegel)彼此连接。在此还存在如下可能性：将具有阴性的卢尔锁紧锥体的适配器与注射体

连接。

[0003] 由文件DE  10  2012  113  002  A1能够得出一种用于取出或移送流体的转移装置，

该转移装置由第一部件和可相对于该第一部件在纵向轴线方向上移动的第二部件组成。为

了使部件相互移动成为可能，所述部件中的一个必须围住容器的开口区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任务在于，如此进一步改进开头提及的类型的适配器，即该适配器能够

简单地操纵、提供足够的稳定性且尤其排除如下情形：通过在外部抓住适配器而无意地改

变由该适配器容纳的容器(还称作小瓶(Vial))的位置。如有可能还应该提供如下可能性：

利用简单的措施能够执行与具有不同的大小的容器的匹配。

[0005] 如有可能应该提供如下的可能性：过滤准备的药物。

[0006] 为了解决任务或者该任务的方面基本上设置成，适配器具有盆状的外部体，该外

部体带有外周缘壁部和横向于外部体的纵向轴线伸延的壁部，且盆状的外部体具有带有容

纳容器的周缘壁部的插入件。

[0007] 尤其地，本发明通过如下方式出众，即适配器具有盆状的外部体，该外部体带有外

周缘壁部和横向于外部体的纵向轴线伸延的壁部，且盆状的外部体具有带有容纳容器的周

缘壁部的插入件，其中插管体以插入件的底壁部为出发点且中空圆柱形的区段以盆状的外

部体的壁部为出发点。

[0008] “盆状的”意味着，外部体在周缘侧上基本上具有中空圆柱体几何形状，尽管外部

体在外侧还能够具有与中空圆柱体几何形状有偏差的几何形状。尤其地，术语盆状的外部

体还包括这样的外部体，即所述外部体的外部几何形状例如具有多边柱如长方体形状的外

部几何形状。就此而言，“盆状的”能够理解为同义词。但是，盆状的外部体尤其应该表示，即

外部体在内侧具有圆柱体几何形状。

[0009] 此外，外部体应该在周缘侧为无缝口的，即不同于现有技术以端边缘为出发点不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562022 A

4



存在在适配器的纵向轴线方向上伸延的缝口，以为了获得柔性。就此而言，外部体能够表示

为在周缘侧为闭合的。

[0010] 此外，外部体在其端侧之一处由能够称为端壁部的壁部限制。该壁部应该垂直于

外部体的纵向轴线伸延。

[0011] 不同于之前已知的结构，针对容器(小瓶)设置有分开的形成插入件的容纳件，该

容纳件位于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壳体的盆状的或中空体状的外部体之内，从而外部体能够

由相对硬的材料、尤其塑料材料制成，其在外部体被抓住时保持其几何形状。与此相对地根

据现有技术设置成，适配器在周缘侧具有通过缝口分离的区段，以为了容纳小瓶，从而适配

器部件在周缘侧为柔性的。

[0012] 外部体和插入件形成单元。外部体和插入件在轴向方向上不可相互移动。为此，外

部体和插入件尤其材料配合地相互连接。如此形成的单元被推移到小瓶上或者小瓶被引入

到单元中。不发生在外部体和插入件之间的在纵向轴线方向上的相对运动。

[0013] 由于与外部体连接的且连同该外部体形成单元的插入件设置成用于容纳小瓶，产

生模块化的结构，结果是能够在没有改变外部的部件、即盆状的外部体的几何形状的情况

下引入具有不同的横截面的插入件，以为了匹配具有不同的尺寸的小瓶，以为了因此能够

在要求的范围中固定所述小瓶。在容纳小瓶之前，不言而喻地将外部体和插入件尤其材料

配合地相互连接，尽管例如卡锁连接或其它的连接也是可行的。

[0014] 适配器的盆状的或者中空体状的外部体形成壳体，该壳体至少部分区段地在外侧

能够具有圆柱体几何形状。

[0015] 通过模块化的结构，即通过可插入到外部的盆状的或者中空体状的主体中且能够

与该主体尤其材料配合地连接的插入件的模块化的结构，此外产生如下优点，即过滤元件

能够无问题地定位且固定在插入件的底壁部和盆状的或者中空体状的外部体的形成底部

或横向限制壁部的壁部之间。该过滤元件能够事先与插入件的底壁部的外面连接如焊接，

以为了然后将插入件与盆状的或者中空体状的外部体的壁部尤其借助于超声波焊接材料

配合地如此连接，即使得底壁部与所述壁部不透液体地连接。因此确保了，在适配器与第二

容器、尤其注射体连接的情形中流动通过尤其构造为卢尔锥体的中空圆柱形的区段的液体

能够仅仅经由过滤器从小瓶流动到第二容器中。

[0016] 如果存在过滤器 ，则过滤器应该构造为面型过滤器。在此 ，过滤织物

(Filtergewebe，有时称为滤布)安放在两个面之间。为了液体的均匀的分布，整个表面(过

滤织物沿着该整个表面延伸)能够设有规则的在中心伸延的凹口。液体的导入以及导出优

选地通过四个对称地布置的在中心伸延的通道实现，所述通道将液体导引至中心的凹口。

[0017] 在表面中的突出部用作织物的支撑部且因此用作支承面。

[0018] 通过阴性的卢尔锥体可实现无问题地取出备好的药物，而金属插管不是必要的。

因此提供无针取出(Needle-Free-Entnahme)。

[0019] 为了固定容器(小瓶)尤其设置成，插入件的尤其地同心地由外部体如壳体的外周

缘壁部包围的周缘壁部具有径向地延伸到插入件的内部中的突出部以用于保持容器，其中

周缘壁部至少在突出部的区域中与外周缘壁部的内侧间隔开地伸延。周缘壁部优选地完全

地由外周缘壁部覆盖，但是至少在突出部的区域中。

[0020] 突出部尤其用作：从后部卡住小瓶的凸起形的边缘。为了可弹性地弯曲的突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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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突出部以周缘壁部的壁区段为出发点)能够在要求的范围中被调整，周缘壁部至少在

突出部的区域中与外周缘壁部间隔开。尤其设置成，周缘壁部总体与外周缘壁部间隔开地

伸延。

[0021] 为了使得简单地将插入件与适配器对准成为可能，在本发明的改进方案中设置

成，例如构造为卢尔锥体的中空圆柱形的区段以壳体的壁部为出发点。与此相对地，优选地

构造为塑料尖状部的还可称为插管体的中空针体以与中空圆柱形的区段相反指向地伸延

的方式从底壁部延伸到由壳体容纳的插入件的内部中。

[0022] 由于插管体或者尖状部以插入件的底壁部为出发点，可实现无问题地将过滤器安

放在插入件和壳体之间。

[0023] 插入件的外侧的底面(过滤器沿着该底面延伸)应该具有一定的结构，从而避免过

滤元件的面状的贴靠。

[0024] 本发明在改进方案中设置成，插入件包括在底侧伸延的圆柱状的第一区段和通过

阶形部过渡且形成周缘壁部的具有更大的外部直径的第二区段。

[0025] 不取决于此尤其地设置成，插入件与中空体状的外部体环绕地不透液体地连接，

其中尤其地存在材料配合的连接，该连接能够借助于超声波焊接建立。

[0026] 盆状的外部体和在该外部体中存在的插入件尤其地构造为注塑件。

附图说明

[0027] 本发明的另外的细节、优点和特征不仅从权利要求、可从所述权利要求中得出的

特征(单独地和/或组合地)而且从下文对可由图纸得出的实施例进行的描述中得到。

[0028] 其中：

图1以侧视图显示了适配器，

图2以透视图显示了根据图1的适配器，

图3在部分内视的情况下显示了根据图1和图2的适配器，

图4以俯视图显示了根据图1-3的适配器，

图5以纵截面显示了根据图1-4的适配器，

图6以侧视图显示了根据图1-5的适配器，且

图7显示了根据图1-6的适配器以及小瓶和注射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在图中原则上示出了适配器14，在所述图中相同的元件基本上设有相同的参考符

号。适配器14用于容纳容器或小型瓶，该小型瓶还称为小瓶10。此外，适配器14应该与第二

容器、尤其注射体12连接，以为了从由适配器14容纳的小瓶10抽出医药物质。

[0030] 适配器14具有可称为壳体的盆状的外部体18，该外部体由具有中空圆柱体几何形

状的外周缘壁部32和在端侧限制该外周缘壁部的壁部24组成。在该实施例中，外周缘壁部

32在周缘侧是闭合的且尤其由形状稳定的塑料制成。因此，如此提供形状不变性(Formbest

ändigkeit，有时称为尺寸稳定性)，即在适配器14被抓住时其大体上不可变形。不言而喻，

当周缘壁部32的外部几何形状不同于圆柱体几何形状时，没有背离本发明。但是，外部体18

的内部几何形状应该具有圆柱体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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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下文还可称为端壁部的壁部24经由阶形部24过渡到径向伸出且形成凸缘的边缘

25中，该边缘从周缘壁部32突出。边缘25在完全(diametral，有时称为在直径上)相对而置

的侧边上被弄平，如从绘制的示图中得出的那样。因此，无问题地抓住壳体即外部体18是可

行的。同时提供了滚动保护(Rollschutz)。

[0032] 中空圆柱形的区段26从端壁部24向外突起，该中空圆柱形的区段能够构造为阴性

的卢尔锁紧锥体。阴性的卢尔锁紧锥体用作与第二容器如注射体12连接。

[0033] 如从图3和图5得出的那样，插入件46引入到外部体18中，该插入件尤其材料配合

地与端壁部24且优选地环绕地与该端壁部连接。插入件46具有同轴于外周缘壁部32伸延的

周缘壁部47，该周缘壁部因此同心地绕着外部体18和由此适配器14的纵向轴线伸延。纵向

轴线通过点划线27表明。

[0034] 插入件46用作用于待固定的小瓶10的容纳件或者保持件。为此从插入件46的周缘

壁部47延伸到插入件46的内部中的突出部48,50,52伸入，所述突出部能够具有钩状的几何

形状，即能够在截面中具有三角形几何形状，以为了在按照规定引入小瓶10之后从后部卡

住该小瓶的凸起形的边缘且因此确保固定。

[0035] 为了保证突出部48,50,52的必要的可动性，一方面插入件46、更确切地说该插入

件的周缘壁部47至少在突出部48,50,52的区域中、但是优选地在整个周缘上与外部体18的

外周缘壁部32的内侧间隔开地伸延。此外，设置有凹入部49,51 ,53，所述凹入部在突出部

48,50,52和插入件46的沿着端壁部24延伸的底壁部54之间伸延。

[0036] 底壁部54在插入件46与外部体18连接的情形中沿着端壁部24的内侧伸延，其中在

端壁部24的内侧和中间壁部54的外侧之间能够设置有面型的过滤器56。过滤器在图5中画

入。在插入件46插入到外部体18中且与该外部体连接之前，过滤器56能够事先已固定在插

入件46的底壁部54的外侧上。

[0037] 底壁部54和端壁部24垂直于纵向轴线27伸延。

[0038] 为了确保插入件46的按照规定的定位，底壁部54具有伸出超过底壁部的外侧的环

绕的且位于圆上的桥接部58，该桥接部可插入到端壁部24中的相应的凹入部60中，以为了

由此实现定心。另外的定心措施同样是可行的且由本发明包括在内。相应的定心装置还包

含点状地布置的定心件。此外，插入件46在阶形部124的内侧的区域中同样具有阶形部状的

几何形状，由此附加地保证插入件46相对于外部体18的期望的同轴的取向。

[0039] 底壁部54经由阶形部80过渡到周缘壁部47中，从而插入件46大体上由两个圆柱状

的区段、即由底壁部限制的区段和具有更大的横截面的外部的中空圆柱形的区段(突出部

48,50,52从该外部的中空圆柱形的区段径向向内突出)组合而成。

[0040] 在桥接部形的突出部58的区域中，插入件46应该与端壁部24尤其借助于超声波焊

接材料配合地连接，由此保证了在插入件46和端壁部24之间的液体密封性。

[0041] 从底壁部54以与阴性的卢尔锁紧锥体26相反伸延的方式延伸有形成中空的刺入

销(Einstichdorn)的带有尖端66的塑料尖状部64，该尖端在将小瓶10插入到插入件46中时

穿过小瓶的封闭件，由此能够建立经由阴性的卢尔锁紧锥体26至未示出的且与卢尔锁紧锥

体26连接的注射体的连接。

[0042] 中空的刺入销还能够称为中空针体或插管体或以其它的释义称呼且优选地由塑

料制成。因此，构件“插管”不应强制地表示：应用金属作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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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由图5的示图可看出的是，支承面、即插入件46的底壁部54的外侧(过滤器56沿着

该支承面延伸)具有一定的结构，以便待抽出的液体分散且然后能够经由阴性的卢尔锁紧

锥体26到达至未示出的注射体。

[0044] 壳体即外部体18尤其由聚烯烃、尤其由聚丙烯制成。外周缘壁部32的壁厚能够位

于1.2mm和1.6mm之间的范围中。

[0045] 此外，由根据图5的截面图看出，外周缘壁部32的外面具有结节形的突出部和截球

形的凹口，由此使得抓住外部体18变得容易。相应的元件示例性地以参考标号132,134标

识。

[0046] 在图7中示出了适配器14，该适配器一侧与小瓶10连接且另一侧经由阴性的卢尔

锁紧锥体26与注射体12连接。阴性的卢尔锁紧锥体26以已知的方式与注射体12的阳性的卢

尔锁紧锥体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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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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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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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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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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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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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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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将物质从第一容器(10)转送到第二容器(12)如注射体中的适配器(14)，该

适配器包括：适合于容纳所述第一容器的周缘壁部(47)，插管体(64)沿着该周缘壁部且以

同轴地由该周缘壁部至少部分区段地包围的方式伸延；以及与所述插管体处于连接的中空

圆柱形的区段(26)，该区段可与所述第二容器连接，其中所述插管体以其纵向轴线垂直于

横向于所述周缘壁部伸延的壁部(24)的一侧延伸且所述中空圆柱形的区段以其纵向轴线

垂直于所述壁部的另一侧延伸，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适配器(14)具有盆状的外部体(18)，该外部体带有外周缘壁部(32)和横向于所述

外部体的纵向轴线伸延的所述壁部(24)，且所述盆状的外部体具有带有容纳所述容器的所

述周缘壁部(47)的插入件(46)，其中所述插管体以所述插入件的底壁部为出发点且所述中

空圆柱形的区段(26)以所述盆状的外部体(16,18)的壁部为出发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的尤其地同心地由所述

外部体(18)如壳体的外周缘壁部(32)包围的所述周缘壁部(47)具有径向地延伸到所述插

入件的内部中的突出部(48,50,52)以用于保持所述第一容器，其中所述周缘壁部至少在所

述突出部的区域中与所述外周缘壁部的内侧(49)间隔开地伸延。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具有底壁部(54)，该

底壁部在插入件与所述盆状的外部体(18)连接的情形中如有可能经由过滤元件(56)安放

在所述壁部(24)上。

4.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从所述插入件(46)的底

壁部(54)突出有与所述周缘壁部(47)相反地伸延的定心元件(58)，该定心元件在插入件与

中空圆柱形的所述外部体(18)连接的情形中接合到所述壁部(24)中的匹配的容纳部(60)

中或反之亦然。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心元件(58)为环状地伸延的桥接

元件，该桥接元件接合到环状地伸延的容纳部(60)如凹槽中。

6.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的底壁

部(54)的外侧具有一定的结构，其中所述底壁部如有可能由作为过滤器(56)的面型的过滤

元件覆盖。

7.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具有在

底侧伸延的中空圆柱形的第一区段和经由阶形部(80)过渡的且形成所述周缘壁部(147)的

具有更大的外直径的第二区段，且优选地所述定心元件(58)与所述阶形部相对而置地延

伸。

8.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与所述

盆状的外部体(18)环绕地不透空气地或不透液体地连接。

9.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与所述

盆状的外部体(18)在底侧尤其借助于超声波焊接材料配合地连接。

10.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的周缘

壁部(47)在所述底壁部(54)或者所述阶形部(80)和径向向内指向的所述突出部(48,50 ,

52)之间至少局部地设有凹入部。

11.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入件(46)的周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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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部(47)至少部分区段地、优选地全部地与所述外周缘壁部(32)的内面间隔开地伸延。

12.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盆状的外部体(18)

和/或所述插入件(46)为注塑件且尤其由聚烯烃制成。

13.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体(18)具有径

向伸出超过所述外周缘壁部(32)的凸缘形的边缘(25)，该边缘优选地局部地、优选地在两

个完全相对而置的区域中被弄平。

14.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体(18)的壁部

(24)为所述适配器(24)的端侧的限制部，优选地以阴性的卢尔锁紧锥体的形式的所述中空

圆柱形的区段(26)从该限制部的中间突出。

15.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体(18)与所述

插入件(46)尤其材料配合地或通过机械的连接、如卡锁连接或螺纹连接来连接，且与所述

插入件形成单元，该单元容纳所述第一容器(10)。

16.根据上述权利要求中至少一项所述的适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体(18)构造成

不可相对于所述插入件(46)在所述适配器(14)的纵向轴线方向(27)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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