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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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652426.4

(22)申请日 2016.08.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15040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1.23

(73)专利权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0007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

号

(72)发明人 李涛　孙强　刘合　李益良　

明尔扬　张绍林　韩伟业　黄守志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127

代理人 党晓林　周子轶

(51)Int.Cl.

E21B 17/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2047748 U,2011.11.23,

CN 202047748 U,2011.11.23,

CN 204457433 U,2015.07.08,

CN 201705216 U,2011.01.12,

US 4984643 A,1991.01.15,

审查员 张樱

 

(54)发明名称

柔性钻杆及其钻井设备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一种柔性钻杆及钻井设备，所述

柔性钻杆包括：第一钻杆接头、第二钻杆接头、以

及位于所述第一钻杆接头与所述第二钻杆接头

之间的多个首尾连接的钻杆短节；所述钻杆短节

包括：花键球头，所述花键球头的侧壁上设置有

第一花键；所述花键球头的一端设置有球头，所

述球头的侧壁上设置有多个第一凹槽；与所述花

键球头活动连接的球窝机构；所述球窝机构具有

容纳所述球头的球形腔体；所述球形腔体的壁上

设有多个第二凹槽；所述第一凹槽与所述第二凹

槽相配合形成多个沿所述球头周向间隔排布的

轨道；所述轨道内设有滚动球；所述滚动球与所

述第一凹槽及所述第二凹槽的壁接触；所述球窝

机构开设有能与第一花键相匹配的第二花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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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钻杆接头、第二钻杆接头、以及位于所述第一

钻杆接头与所述第二钻杆接头之间的多个首尾连接的钻杆短节；

所述钻杆短节包括：

纵长延伸的花键球头，所述花键球头的侧壁上设置有第一花键；所述花键球头的一端

设置有球头，所述球头的侧壁上设置有多个沿其周向间隔排布的第一凹槽；

与所述花键球头活动连接的球窝机构；所述球窝机构具有容纳所述球头的球形腔体；

所述球形腔体的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凹槽一一对应的第二凹槽；所述第一凹槽与所述

第二凹槽相配合形成多个沿所述球头周向间隔排布的轨道；所述轨道沿所述花键球头延伸

方向弧形延伸；所述轨道内设有滚动球；所述滚动球与所述第一凹槽及所述第二凹槽的壁

接触；所述球窝机构开设有能与第一花键相匹配的第二花键；

所述球窝机构包括外壳、球窝以及端盖；所述外壳固定连接所述球窝前端并形成所述

球形腔体；所述外壳的外壁上具有第一球面结构；所述外壳的后端连接所述端盖；所述球窝

设有所述第二花键；所述端盖的后端设有与第一球面结构相配合的第二球面结构；

所述外壳与所述球窝通过定位销钉连接，所述外壳与所述端盖螺纹连接；

所述外壳的内壁的凹槽提供部分长度的第二凹槽，所述球窝的内壁的凹槽提供另一部

分长度的第二凹槽，所述外壳上的部分长度的第二凹槽与所述球窝上的另一部分长度的第

二凹槽上下对接形成所述第二凹槽；所述端盖的前端夹设于所述外壳与所述球窝之间，所

述端盖的壁上形成有供所述外壳的后端及所述球窝的后端顶抵的台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沿所述球头的周向均匀分布。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轨道中均设有一个所述滚动

球；所有所述滚动球位于同一平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所述轨道的数量不少于4个。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花键为外花键，所述第二花键

为内花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动球与所述球形腔体的壁之间设

有密封圈，所述密封圈位于所述轨道的后方。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钻杆接头的一端设有钻杆公

扣；所述第一钻杆接头的另一端设有所述球头；所述第一钻杆接头与所述钻杆短节之间设

有所述球窝机构；所述第一钻杆接头外固定套设有背母；所述背母与所述球窝机构的外壳

球面接触。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钻杆接头的一端具有所述球窝

及所述外壳，所述第二钻杆接头与所述钻杆短节之间设有所述花键球头；所述第二钻杆接

头的另一端设有钻杆母扣。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钻杆短节的弯度度数为4度至8度。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钻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钻杆的长度为9米至10米。

11.一种钻井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钻头；

如权利要求1至10任一所述的柔性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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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钻杆及其钻井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石油开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柔性钻杆及其钻井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工业中，在同一口井中同时开采多个层系的超短半径侧钻技术是石油开采

进入现代的主要增产手段之一。

[0003] 根据曲率半径的不同径向水平井分为长半径井、中半径井、短半径井和超短半径

井。曲率半径大于500米为长半径井，曲率半径在100米至500米为中半径井，曲率半径在20

至100米为短半径井，曲率半径小于20米为超短半径井。曲率半径越短的井越难以开钻，对

钻具的要求也更高。

[0004] 在现有技术中，钻井工具主要分为射流工具和柔性钻具两大类。

[0005] 美国某公司拥有一项利用高压旋转射流破岩钻进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技术

服务支持。利用这种射流钻成的水平井井眼直径较小，且由于水流切割出来的孔道不规则，

使得其无法固井完井，孔道因为失去支撑而容易闭合。

[0006] 以这种射流喷射原理为基础，中国发明专利ZL200920012340.0公开了一种高压水

射流喷射组合工具，包括喷射主体和完井辅件，喷射主体除了喷头、高压管等之外还包括割

缝柔性筛管，该割缝柔性筛管套装在高压管的外侧，在喷射进尺至设计井深后，上提钻具，

而割缝柔性筛管及防砂筛网均保留在所喷射形成的井眼内，由此实现完井。

[0007] 但是这种割缝柔性筛管的割缝由于与井眼的钻进方向垂直，且割缝往往并不是规

整的圆弧形，因此在下井过程中割缝往往会与井壁发生大面积的刮擦，从而导致整套组合

工具无法顺利前进。

[0008] 在中国发明专利ZL96249291.4中公开了一种柔管钻具，由弹性弯外壳及其内套装

的柔性钻管构成90°造斜装置，弹性弯外壳主体为弹性钢筋串联的扇形环状空心连接片；柔

性钻管的外壳是由用销钉依次连接的管状球面连接环组成的万向柔性空心外壳。90°造斜

装置被拉伸呈直线状下入井内后，驱动造斜装置内的柔性钻管转动，将扭矩传递给钻头，钻

压通过弹性弯外壳也传递给钻头，从而实现钻进。

[0009] 由于弹性弯外壳套在柔性钻管的外侧，而弹性弯外壳容易发生偏心，而与井壁发

生碰撞，为避免在钻进过程中常见的偏心现象，该专利的主要发明人在其随后的中国发明

专利ZL00258470.0中进一步进行改进，柔性钻具由管式弹性弯外壳导向筒和带有滚动轴承

的柔性钻杆构成。这种装置的侧向动力来自于跟进导向管的侧向推力，弹性的导向筒能够

促使钻头转向，而导向筒的外壁上设有多组导向扶正条和更多的防扭限位片，确保整个导

向筒能够按设定方向弯曲；而在导向筒内侧还设有可弯曲的内外球形键，每组球形键上组

装滚珠扶正轴承，由此使柔性钻杆不与导向筒内壁直接接触，以减少可能造成导向筒偏移

的摩擦力。

[0010] 这种弹性弯外壳导向筒上设有横向的割缝，也就是说这种导向筒也是一种割缝柔

性管，同样具有如前所述由于割缝存在导致的缺陷，同时割缝还破坏了原本硬质材料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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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本身的强度。另外，扶正导向条不仅同样容易与井壁之间产生摩擦，而且其导向能力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也受到质疑，因此这类柔性钻具并不能真正为钻井行业所认可。

[0011] 另外，这种结构在柔性钻杆完成造斜后，需将先前钻进用的钻具吊出，重新接上普

通钻杆再下井至造斜段继续进行水平钻井，需要两次钻井才能完成。

[0012] 进而中国发明专利公开号CN1464170A也公开了一种钻井、完井工具及其工艺，其

中的导向跟进筛管尽管并非割缝筛管，但也是通过多段梯形管在一侧连为一体而另一侧断

开形成，在90°造斜时，多段梯形管向断开的一侧弯曲而形成弯管。但不难发现，这种形式的

筛管仍然无法避免与井壁的刮擦，由于多段梯形管在弯曲后形成一段刚性弯管，在钻进时

用于90°造斜的筛管与井壁之间会产生的巨大摩擦阻力导致这种工具几乎无法前行。

[0013] 由以上这些背景技术可见，现有的超短半径水平井钻井工具都有普遍的共性，就

是在柔性钻杆或高压喷具外侧套设割缝弯管，利用割缝弯管进行90°造斜，以期在水平井钻

井完成后提出钻具，而割缝弯管还能保留在井内起到固井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超短半径径向水平井的柔性钻杆及其

钻井设备，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套有割缝弯管的柔性钻杆均无法顺利下井的缺陷，可以打出

超短半径侧钻水平井。

[001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申请提供一种柔性钻杆，包括：第一钻杆接头、第二钻杆接头、

以及位于所述第一钻杆接头与所述第二钻杆接头之间的多个首尾连接的钻杆短节；

[0016] 所述钻杆短节包括：

[0017] 纵长延伸的花键球头，所述花键球头的侧壁上设置有第一花键；所述花键球头的

一端设置有球头，所述球头的侧壁上设置有多个沿其周向间隔排布的第一凹槽；

[0018] 与所述花键球头活动连接的球窝机构；所述球窝机构具有容纳所述球头的球形腔

体；所述球形腔体的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凹槽一一对应的第二凹槽；所述第一凹槽与

所述第二凹槽相配合形成多个沿所述球头周向间隔排布的轨道；所述轨道沿所述花键球头

延伸方向弧形延伸；所述轨道内设有滚动球；所述滚动球与所述第一凹槽及所述第二凹槽

的壁接触；所述球窝机构开设有能与第一花键相匹配的第二花键。

[0019]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球窝机构包括外壳、球窝以及端盖；所述外壳固定连接

所述球窝前端并形成所述球形腔体；所述外壳的外壁上具有第一球面结构；所述外壳的后

端连接所述端盖；所述球窝设有所述第二花键；所述端盖的后端设有与第一球面结构相配

合的第二球面结构。

[0020]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外壳与所述球窝通过定位销钉连接，所述外壳与所述

端盖螺纹连接。

[0021]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轨道沿所述球头的周向均匀分布。

[0022]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每个所述轨道中均设有一个所述滚动球；所有所述滚动球

位于同一平面。

[0023]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轨道的数量不少于4个。

[0024]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一花键为外花键，所述第二花键为内花键。

[0025]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滚动球与所述球形腔体的壁之间设有密封圈，所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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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圈位于所述轨道的后方。

[0026]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一钻杆接头的一端设有钻杆公扣；所述第一钻杆接

头的另一端设有所述球头；所述第一钻杆接头与所述钻杆短节之间设有所述球窝机构；所

述第一钻杆接头外固定套设有背母；所述背母与所述球窝机构的外壳球面接触。

[0027]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第二钻杆接头的一端具有所述球窝及所述外壳，所述

第二钻杆接头与所述钻杆短节之间设有所述花键球头；所述第二钻杆接头的另一端设有钻

杆母扣。

[0028]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钻杆短节的弯度度数为4度至8度。

[0029]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柔性钻杆的长度为9米至10米。

[0030]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申请还提供一种钻井设备，包括：

[0031] 钻头；

[0032] 如上任一实施方式所述的柔性钻杆。

[0033]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本申请柔性钻杆中的钻杆短节通过花键球头与球窝机构

的配合形成万向节构造，从而自身可以进行弯曲，多个钻杆短节形成的弯曲进行叠加从而

可以进行超短半径侧钻水平井的钻井作业。

[0034] 参照后文的说明和附图，详细公开了本发明的特定实施方式，指明了本发明的原

理可以被采用的方式。应该理解，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在范围上并不因而受到限制。在所附权

利要求的精神和条款的范围内，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包括许多改变、修改和等同。

[0035] 针对一种实施方式描述和/或示出的特征可以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在一个或更多

个其它实施方式中使用，与其它实施方式中的特征相组合，或替代其它实施方式中的特征。

[0036] 应该强调，术语“包括/包含”在本文使用时指特征、整件、步骤或组件的存在，但并

不排除一个或更多个其它特征、整件、步骤或组件的存在或附加。

附图说明

[003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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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8] 图1是本申请一种实施方式提供的柔性钻杆结构示意图；

[0039] 图2是图1中A-A处剖面图；

[0040] 图3是图1中B-B处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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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

护的范围。

[0042]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设置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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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

“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43]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

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44] 请参阅图1至图3，为本申请一种实施方式提供的柔性钻杆，该柔性钻杆应用但不

限于超短半径侧钻水平井的钻井作业。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钻杆包括：第一钻杆接头

1、第二钻杆接头9、以及位于所述第一钻杆接头1与所述第二钻杆接头9之间的多个首尾连

接的钻杆短节100。

[0045] 其中，所述钻杆短节100包括：纵长延伸的花键球头8，所述花键球头8的侧壁上设

置有第一花键；所述花键球头8的一端设置有球头，所述球头的侧壁上设置有多个沿其周向

间隔排布的第一凹槽；与所述花键球头8活动连接的球窝机构；所述球窝机构具有容纳所述

球头的球形腔体；所述球形腔体的壁上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凹槽一一对应的第二凹槽；所

述第一凹槽与所述第二凹槽相配合形成多个沿所述球头周向间隔排布的轨道10；所述轨道

10沿所述花键球头8延伸方向弧形延伸；所述轨道10内设有滚动球4；所述滚动球4与所述第

一凹槽及所述第二凹槽的壁接触；所述球窝机构开设有能与第一花键相匹配的第二花键。

[0046] 在多个钻杆短节100首尾相连形成柔性钻杆时，如图1所示，一钻杆短节100的花键

球头8由前一钻杆短节100后端伸入其球窝机构，使一钻杆短节100的第一花键与前一钻杆

短节100的第二花键配合，从而进行传动；相似地，该钻杆短节100与后一钻杆短节100连接

时，后一钻杆短节100的花键球头8由该钻杆短节100后端伸入其球窝机构，使后一钻杆短节

100的第一花键与该钻杆短节100的第二花键配合，从而进行传动。

[0047]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钻杆短节100通过花键球头8与球窝机构的配合形成万向

节构造，从而自身可以进行弯曲，多个钻杆短节100形成的弯曲进行叠加从而可以进行超短

半径侧钻水平井的钻井作业。

[0048] 通过柔性钻杆以及与柔性钻杆采用万向活动连接的钻头，形成一整条柔性链，这

种柔性链与传统的隔缝弯管，包括多个梯形管组成的导向管不同。传统的隔缝弯管只能向

一个方向弯曲成近似900弯管，且在弯曲后则不再表现柔性，而是成为一段钢性弯管，该钢

性弯管的外缘一旦与井壁内侧发生摩擦，则钢性弯管根本无法自行向内拱起而避开障碍。

[0049] 反观本实施方式的柔性钻杆，由于每段钻杆短节100之间均通过花键球头8与球窝

机构进行万向节式活动连接，因此当任意一段钻杆短节100与井壁发生碰擦时，该段钻杆短

节100都可进行适当弯曲，从而避开障碍，使钻杆钻头下行驶可畅行无阻。而对于用于固井

的柔性套管而言，相邻两段柔性套管通过铰接的伸缩管活动连接，也可保证柔性套管能顺

利地沿钻井下行到需要位置。

[0050] 需要说明的是，本申请中的前、后方向为以第一钻杆接头1为参照，两个部件中靠

近第一钻杆接头1的部件在前，远离取心钻头1的在后；比如，第一钻杆接头1至第二钻杆接

头9的方向为由前至后方向。

[0051] 请继续参阅图1，花键球头8纵长延伸，其整体为管体结构。第一花键大致设置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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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球头8长度方向的中部位置。(以读者面对图1时)球头位于第一花键的后方。

[0052] 球窝机构的球形腔体可以收容花键球头8。其中，球形腔体与球头为同心设置，以

便花键球头8可以进行万向摆动，从而形成弯曲角度。球头的外表面与球形腔体的内表面贴

合接触。

[0053] 如图1、图2所示，球头的外壁设置的第一凹槽与球形腔体的壁上设置的第二凹槽

均为沿所述花键球头8延伸方向(也可以为如图1所示的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弧形延伸，第

一凹槽与第二凹槽所沿弧形与球头或球形腔体的轮廓线相匹配。如图2所示，第一凹槽与第

二凹槽的横截面均为半圆构造，从而开口对接形成轨道10。

[0054] 具体的，所述球窝机构可以包括外壳3、球窝6以及端盖7。所述外壳3固定连接所述

球窝6前端并形成所述球形腔体。所述外壳3的外壁上具有第一球面结构。所述外壳3的后端

连接所述端盖7；所述球窝6设有所述第二花键。所述端盖7的后端设有与第一球面结构相配

合的第二球面结构。

[0055] 其中，外壳3、球窝6及端盖7均如图1所示为套式结构或管状结构，从而与花键球头

8形成的钻杆短节100具有中心流道。如图1所示外壳3、球窝6、端盖7由上至下依次排布。外

壳3与球窝6相配合形成球形腔体，外壳3的内壁的凹槽提供部分长度的第二凹槽，球窝6的

内壁的凹槽提供另一部分长度的第二凹槽，外壳3上的部分长度的第二凹槽与球窝6上的另

一部分长度的第二凹槽上下对接形成第二凹槽。

[0056] 如图1所示，端盖7的前端夹设于外壳3与球窝6之间，同时，端盖7的壁上形成有供

外壳3的后端及球窝6的后端顶抵的台阶。第二球面结构设置于端盖7的后端，为内球面。第

一球面结构设置于外壳3的外壁上，为外球面。第一球面结构与第二球面结构相贴合接触，

为花键球头8与球窝机构之间的相对摆动进行导向辅助，同时，避免脏物进入球窝6与球头

之间的活动球面。

[0057] 如图3所示，球窝6设置有第二花键，第二花键为内花键并与(下一钻杆短节100的)

第一花键相配合。其中，第二花键位于球形腔体的后方。花键球头8与球窝机构通过花键配

合，可以产生相对滑动而保持扭矩的传递，从而便于相邻两个钻杆短节100之间产生弯曲。

[0058] 进一步的，所述外壳3与所述球窝6通过定位销钉5连接，从而防止外壳3与球窝6之

间产生相对转动。所述外壳3与所述端盖7螺纹连接。所述轨道10沿所述球头的周向均匀分

布。每个所述轨道10中均设有一个所述滚动球4。所有所述滚动球4位于同一平面，从而既能

满足钻杆短节100的弯曲，同时能较好地传递扭矩。所述轨道10的数量不少于4个。如图2所

示，所述轨道10的数量为8个，滚动球4的数量同样为8个。所述第一花键为外花键，所述第二

花键为内花键。所述滚动球4与所述球形腔体的壁之间设有密封圈，所述密封圈位于所述轨

道10的后方。

[0059]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第一钻杆接头1与钻杆短节100同样为活动连接，第二钻杆接

头9与钻杆短节100也同样为活动连接。

[0060] 具体地，如图1所示，所述第一钻杆接头1的一端设有钻杆公扣。所述第一钻杆接头

1的另一端设有所述球头。所述第一钻杆接头1与所述钻杆短节100之间设有所述球窝机构。

所述第一钻杆接头1外固定套设有背母2。所述背母2与所述球窝机构的外壳3球面接触。

[0061] 进一步地，如图1所示，所述第二钻杆接头9的一端具有所述球窝6及所述外壳3，所

述第二钻杆接头9与所述钻杆短节100之间设有所述花键球头8；所述第二钻杆接头9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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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设有钻杆母扣。

[0062] 在本实施方式中钻杆短节100可以弯曲，即球窝机构与花键球头8之间产生相对摆

动。较佳的，所述钻杆短节100的弯度度数为4度至8度。如此设置，在5  1/2"(5寸半)井中可

以顺利完成造斜半径为1.5-2米的超短半径侧钻水平井或大斜度井钻井作业。具体的，所述

柔性钻杆的长度可以为9米至10米。

[0063] 本申请一种实施方式还提供一种钻井设备，包括：钻头；如上任一实施方式所述的

柔性钻杆。

[0064] 本文引用的任何数字值都包括从下限值到上限值之间以一个单位递增的下值和

上值的所有值，在任何下值和任何更高值之间存在至少两个单位的间隔即可。举例来说，如

果阐述了一个部件的数量或过程变量(例如温度、压力、时间等)的值是从1到90，优选从20

到80，更优选从30到70，则目的是为了说明该说明书中也明确地列举了诸如15到85、22到

68、43到51、30到32等值。对于小于1的值，适当地认为一个单位是0.0001、0.001、0.01、0.1。

这些仅仅是想要明确表达的示例，可以认为在最低值和最高值之间列举的数值的所有可能

组合都是以类似方式在该说明书明确地阐述了的。

[0065]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范围都包括端点以及端点之间的所有数字。与范围一起使用

的“大约”或“近似”适合于该范围的两个端点。因而，“大约20到30”旨在覆盖“大约20到大约

30”，至少包括指明的端点。

[0066] 披露的所有文章和参考资料，包括专利申请和出版物，出于各种目的通过援引结

合于此。描述组合的术语“基本由…构成”应该包括所确定的元件、成分、部件或步骤以及实

质上没有影响该组合的基本新颖特征的其他元件、成分、部件或步骤。使用术语“包含”或

“包括”来描述这里的元件、成分、部件或步骤的组合也想到了基本由这些元件、成分、部件

或步骤构成的实施方式。这里通过使用术语“可以”，旨在说明“可以”包括的所描述的任何

属性都是可选的。

[0067] 多个元件、成分、部件或步骤能够由单个集成元件、成分、部件或步骤来提供。另选

地，单个集成元件、成分、部件或步骤可以被分成分离的多个元件、成分、部件或步骤。用来

描述元件、成分、部件或步骤的公开“一”或“一个”并不说为了排除其他的元件、成分、部件

或步骤。

[0068] 应该理解，以上描述是为了进行图示说明而不是为了进行限制。通过阅读上述描

述，在所提供的示例之外的许多实施方式和许多应用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都将是显而易

见的。因此，本教导的范围不应该参照上述描述来确定，而是应该参照所附权利要求以及这

些权利要求所拥有的等价物的全部范围来确定。出于全面之目的，所有文章和参考包括专

利申请和公告的公开都通过参考结合在本文中。在前述权利要求中省略这里公开的主题的

任何方面并不是为了放弃该主体内容，也不应该认为发明人没有将该主题考虑为所公开的

发明主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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