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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包装，其包括纸箱和容纳流

动性产品的柔性袋，所述袋具有用于分配流动性

产品的分配出口，所述纸箱具有内壁，该内壁在

该纸箱的一侧限定纸箱内的第一腔以用于定位

所述袋，内壁具有开口，分配出口的主体位于该

开口内，分配出口的外端位于限定在纸箱的所述

内壁的相对侧与相邻外壁之间的第二腔内，纸箱

包括可移除区域，该可移除区域通向第二腔以暴

露分配出口并允许接近分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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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包装，包括纸箱和容纳流动性产品的柔性袋，所述袋具有用于分配流动性产品

的分配出口，所述纸箱具有内壁，该内壁在该纸箱的一侧限定纸箱内的第一腔以用于定位

所述袋，内壁具有开口，分配出口的主体位于该开口内，分配出口的外端位于限定在纸箱的

所述内壁的相对侧与相邻的外壁之间的第二腔内，纸箱包括可移除区域，该可移除区域通

向第二腔以暴露分配出口并允许接近分配出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可移除区域至少部分地位于所述相邻的外壁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可移除区域完全位于所述相邻的外壁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可移除区域部分地位于相邻的外壁内，并且部分地位于横向于所述相邻的外壁的

另一外壁内。

5.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纸箱的外壁之一具有通向所述第一腔的另一可移除区域，用于暴露所述袋并允许

接近所述袋。

6.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一个或多个可移除区域具有穿孔，以帮助移除。

7.根据权利要求5或从属权利要求6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外壁之一具有穿孔，该穿孔从所述另一可移除区域的相对侧向外延伸，以帮助移

除所述袋。

8.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内壁具有固定装置，用于将所述分配出口的主体保持在所述内壁的开口中。

9.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分配出口是喷口。

10.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分配出口通过可移除盖帽封闭。

11.根据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分配出口通过可移除阀关闭。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阀具有管状构件，所述管状构件具有开口端部分，所述开口端部分布置成连接在

所述柔性袋的分配出口上，以允许所述袋的内容物流入所述管状构件，所述管状构件的内

部具有包括柔性隔膜的横向壁、通常由柔性隔膜封闭的分配开口以及杆件，该杆件在壁的

外侧横向延伸并连接到柔性隔膜，以使隔膜在密封式关闭分配开口以防止内容物离开所述

袋的位置和从分配开口移除柔性隔膜以允许袋的内容物离开所述袋的位置之间移动，并且

其中，开口端部分布置成通过螺纹连接件连接到分配出口。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开口端部分直接连接到所述分配出口。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包装，其中，

所述开口端部分通过连接到所述管状构件的螺纹管状连接件而连接到所述分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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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种设备，用于从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中分配流动性产品，所述

设备具有冷却或加热装置，其中，

所述冷却或加热装置设置成对所述包装中的袋的内容物进行冷却或加热。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设备具有用于在其上接收所述包装的结构，并且其中，所述冷却或加热装置包括

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所述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设置成当所述结构接收了所述包装时

突出到所述包装的第一腔内，以使得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经由包装中的进入开口与所述

袋接触。

17.根据从属于权利要求5的权利要求16所述的设备，其中，

通过移除所述另一可移除区域来提供所述进入开口。

18.一种设备，用于从根据权利要求1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中分配流动性产品，所

述设备具有泵送装置，所述泵送装置经由所述包装的分配出口连接到所述包装，用于将取

出的流动性产品供给到所述设备的分配出口。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设备，具有冷却或加热装置，用于冷却或加热所述取出的流

动性产品。

20.根据权利要求18或19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设备具有外壳，所述外壳构造成容纳所述泵送装置和至少一个包装。

21.根据权利要求20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外壳具有门，所述门以可打开的方式允许移除和插入所述包装。

22.根据权利要求20或21所述的设备，其中，

所述至少一个包装容纳在所述外壳的下部，并且所述设备的分配出口位于所述设备的

上部。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设备，其能够安装在地板上。

24.一种用于分配流动性产品的系统，其具有根据权利要求15至23中任一项所述的设

备和根据权利要求1至14中任一项所述的包装。

25.一种用于分配容纳在柔性袋中的流动性产品的阀，该阀具有管状构件，所述管状构

件具有开口端部分，所述开口端部分布置成连接在所述柔性袋的分配出口上，以允许所述

袋的内容物流入所述管状构件，所述管状构件的内部具有包括柔性隔膜的横向壁、通常由

柔性隔膜封闭的分配开口以及杆件，该杆件在壁的外侧横向延伸并连接到柔性隔膜，以使

隔膜在密封式关闭分配开口以防止内容物离开所述袋的位置和从分配开口移除柔性隔膜

以允许袋的内容物离开所述袋的位置之间移动，并且其中，开口端部分布置成通过螺纹连

接件连接到分配出口。

26.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阀，其中，

所述开口端部分直接连接到所述分配出口。

27.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阀，其中，

所述开口端部分通过连接到所述管状构件的螺纹管状连接件连接到所述分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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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包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包装，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具有纸箱和带有喷口的柔性袋的包装。

背景技术

[0002] 具有高达19升容量的大型塑料水瓶用于向工作场所等供应饮用水。这些塑料瓶不

能有效地堆放，必须在大型定制货架中运输。使用之后，必须将瓶子运回回收厂进行清洁，

无论是空的还是满的，都需要几乎相同的运输成本。这些瓶子的清洁过程需要大约5升的超

热水和化学品，这增加了额外的成本、用水更多并且带来环境问题。这种瓶子很贵，瓶子有

任何损坏或放置不当，都必须付出成本来给顾客更换。此外，在与冷却系统和水分配系统一

起使用的常见情况下，当将空瓶子更换为装满水的瓶子时，瓶子很重并且难以操作。

[0003] 容纳具有喷口的柔性可折叠袋的纸板箱(非正式地称为盒中袋)也可用于存储和

分配饮用水，其存储所需的面积通常显著小于上述大塑料瓶的面积。纸箱中的穿孔区域(称

为翻盖)可以被移除以接近喷口。然而，一旦移除了喷口翻盖，用户可能会发现难以定位喷

口。

[0004] 本发明的实施例试图解决或至少改善先前的分配流动性产品(例如水等)的系统

的一个或多个缺点。

发明内容

[0005]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包装，其包括纸箱和容纳流动性产品的柔性

袋，所述袋具有用于分配流动性产品的分配出口，所述纸箱具有内壁，该内壁在该纸箱的一

侧限定纸箱内的第一腔以用于定位所述袋，内壁具有开口，分配出口的主体位于该开口内，

分配出口的外端位于限定在纸箱的所述内壁的相对侧与相邻的外壁之间的第二腔内，纸箱

包括可移除区域，该可移除区域通向第二腔以暴露分配出口并允许接近分配出口。

[0006] 根据优选实施例，所述可移除区域至少部分地位于所述相邻的外壁内。优选地，所

述可移除区域完全位于相邻的外壁内。优选地，所述可移除区域部分地位于相邻的外壁内，

并且部分地位于横向于所述相邻的外壁的另一外壁内。

[0007] 根据优选实施例，所述纸箱的外壁之一具有通向所述第一腔的另一可移除区域，

用于暴露所述袋并允许接近所述袋。

[0008] 根据优选实施例，所述可移除区域具有至少一个手指开口。优选地，另一可移除区

域具有手指开口。优选地，所述可移除区域和/或另一可移除区域具有穿孔以帮助移除过

程。优选地，外壁之一具有穿孔，该穿孔从所述另一可移除区域的相对侧向外延伸，以帮助

移除所述袋。

[0009] 根据优选实施例，纸箱具有固定装置，用于将分配出口的主体保持在内壁的开口

中。

[0010] 优选地，分配出口是喷口。更优选地，分配出口具有可移除盖帽。

[0011] 在一个实施例中，其中，分配出口可通过可移除阀关闭。该阀可以是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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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根据一个实施例，所述可移除阀具有管状构件，该管状构件具有开口端部分，该开

口端部分布置成连接在所述柔性袋的分配出口上，以允许所述袋的内容物流入所述管状构

件，所述管状构件的内部具有包括柔性隔膜的横向壁、通常由柔性隔膜封闭的分配开口以

及杆件，该杆件在壁的外侧横向延伸并连接到柔性隔膜，以使隔膜在密封式关闭分配开口

以防止内容物离开所述袋的位置和从分配开口移除柔性隔膜以允许袋的内容物离开所述

袋的位置之间移动，并且其中，开口端部分布置成可通过螺纹连接件连接到分配出口。

[0013] 根据一个实施例，开口端部分直接连接到分配出口。

[0014] 根据一个实施例，开口端部分通过连接到管状构件的螺纹管状连接件连接到分配

出口。

[0015] 分配出口可具有阀。在优选实施例中，分配出口具有可移除的盖帽，该盖帽具有集

成阀。例如，该阀可以是水龙头。

[0016]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从上述包装中分配和冷却流动性产品的

设备，该设备具有冷却或加热装置，其中，该冷却或加热装置设置成对所述包装中的袋的内

容物进行冷却或加热。

[0017] 优选地，所述设备具有用于在其上接收所述包装的结构，并且其中，所述冷却或加

热装置包括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该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设置成当所述结构接收了所

述包装时突出到所述包装的第一腔内，以使得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经由包装中的进入开

口与所述袋接触。

[0018] 优选地，可以通过移除所述另一可移除区域来提供所述进入开口。

[0019] 根据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从上述包装中分配流动性产品的设备，

该设备具有泵送装置，所述泵送装置经由所述包装的分配出口连接到所述包装，用于将取

出的流动性产品供给到所述设备的分配出口。

[0020] 根据优选实施例，该设备可具有冷却装置，用于冷却所取出的流动性产品。该设备

可具有加热装置，用于加热所取出的流动性产品。

[0021] 优选地，该装置具有外壳，该外壳构造成容纳所述泵送装置和至少一个包装。外壳

可以具有门，门可打开，以允许移除和插入一个或多个包装。

[0022] 优选地，所述至少一个包装容纳在所述外壳的下部，并且所述设备的分配出口位

于所述设备的上部。该设备可安装在地板上。该设备可以独立安放。

[0023] 根据本发明的第四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冷却流动性产品的系统，其具有如上所

述的装置和如上所述的包装。

[0024] 根据本发明的第五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分配容纳在柔性袋中的流动性产品的

阀，该阀具有管状构件，所述管状构件具有开口端部分，所述开口端部分布置成连接在所述

柔性袋的分配出口上，以允许所述袋的内容物流入所述管状构件，所述管状构件的内部具

有包括柔性隔膜的横向壁、通常由柔性隔膜封闭的分配开口以及杆件，该杆件在壁的外侧

横向延伸并连接到柔性隔膜，以使隔膜在密封式关闭分配开口以防止内容物离开所述袋的

位置和从分配开口移除柔性隔膜以允许袋的内容物离开所述袋的位置之间移动，并且其

中，开口端部分布置成通过螺纹连接件连接到分配出口。

[0025] 根据一个实施例，开口端部分直接连接到分配出口。

[0026] 根据一个实施例，开口端部分通过连接到管状构件的螺纹管状连接件连接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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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附图说明

[0027] 现在将参照附图通过非限制性示例描述本发明，在附图中：

[0028]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包装的透视图；

[0029] 图2示出了图1的包装的纸箱部分打开的透视图；

[0030] 图3示出了从纸箱内观察的图2的纸箱中的喷口的透视图；

[0031] 图4示出了从图3的喷口外端观察的纸箱的透视图；

[0032] 图5显示了用户从图1的包装中分配流动性产品的透视图；

[0033] 图6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用于从图1的包装中分配流动性产品的设

备的透视图；

[0034] 图7示出了图1的包装处于图6的设备上的透视图；

[0035] 图8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用于从图5的包装中分配流动性产品的设备

的透视图；

[0036] 图9示出了可用于形成图1至4的纸箱的示例坯料；

[0037] 图10示出了具有集成的支撑部和可移除盖帽的喷口的实施例，所述可移除盖帽具

有与图1的包装一起使用的集成的龙头；

[0038] 图11a至11c是与图1的包装一起使用的替代的可移除阀的第一实施例的透视图、

分解图和剖视图；以及

[0039] 图12a至12c是与图1的包装一起使用的替代的可移除阀的第二实施例的透视图、

分解图和横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参照图1至图5，示出了纸箱4，纸箱4构造成接收柔性袋以在其中容纳液体8。该袋

具有分配出口10，其可以被定义为喷口，用于分配液体8，使得纸箱4和袋限定了根据本发明

优选实施例的用于容纳和分配液体的包装2。

[0041] 袋可以是传统的柔性袋，其由基本上不可渗透的材料形成，适合与需要储存和分

配的流动性产品一起使用。流动性产品可包括干燥的或液体的可流动的产品，其在重力作

用下易于流动。液体流动性产品的实例包括化学品或化学基产品，例如化妆品、墨汁、漆、溶

剂、粘合剂，以及液体消费品，包括油、饮料，和调味品，如酱油、鱼露、醋等。干燥的流动性产

品的实例可包括粉末或颗粒材料，例如洗涤剂、盐、糖或谷物。本文的实施例以示例方式描

述了对液体的容纳和分配，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本文实施例可以与任何合适的流

动性产品一起使用。袋的尺寸可以根据需要容纳任何容量，但是在这些实施例中，袋可以具

有10至15升的容量。相应地，纸箱4的尺寸适于容纳这种袋。

[0042] 纸箱4具有内壁12，内壁12在壁的一侧限定纸箱4内的第一腔13以用于定位所述

袋。壁12具有开口14，喷口10的主体16位于开口14中，由此喷口10的外端18位于第二腔20

内，第二腔20限定在纸箱4的内壁12的相对侧与相邻外壁22之间。纸箱4具有可移除区域24，

该可移除区域24通向第二腔20以暴露喷口的外端18并允许接近喷口的外端。这提供了以下

优点：一旦可移除区域24被移除，使用者可以容易地将喷口外端18定位在第二腔20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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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果使用者借助于尖锐物体来移除可移除区域24，由于喷口外端18通过内壁12与袋隔

离，袋被该尖锐物体刺穿的可能性低很多。

[0043] 在所述实施例中，可移除区域24部分地位于相邻外壁22中。可移除区域24也可以

部分地位于横向于相邻外壁22的另一外壁26中。这使得可以容易地接近喷口外端18。在一

个示例中，可移除区域24可以完全处于相邻外壁22中。

[0044] 在图3和图4中，内壁12的开口14具有凹部28，喷口主体16的一部分可以适当地容

纳在凹部28中。内壁12可以具有用于将喷口主体16固定在凹部28中的固定装置。固定装置

可限定为内壁12中的支撑部分30。支撑部分30布置成在喷口主体16和内壁12的相邻边缘之

间延伸，使得凹部28和支撑部分30周向地围绕喷口主体16。支撑部分30本身可以例如通过

粘合剂固定在内壁12上。因此，喷口主体16牢固地保持在内壁12中，而与包装2的方向无关。

在优选实施例中，支撑部分30和喷口主体16可形成为一个单元31，如图10所示。因此，使用

者不需要到纸箱4中寻找喷口外端18和调整方向就可以使用。

[0045] 喷口外端18可具有可移除的盖帽32或可移除的阀34。根据图3、4和7中所示的实施

例，盖帽32可通过螺钉和螺纹装置连接，并且相应的可移除的龙头34可替换盖帽32以分配

液体8。替代地，如图5所示，液体8可以通过喷口10直接从包装2中分配而不使用龙头34。尽

管在图3和图4中，第二腔20的尺寸适于容纳盖帽32的高度，第二腔20可构造成容纳龙头34，

龙头34固定到袋上或者可从袋上取下，例如拆卸式龙头或阀(参见图7、11a至11c和12a至

12c)。在优选实施例中，喷口10可具有拆卸式龙头34、35或阀37、39，因此可通过拆下可移除

盖帽32或阀37、39而经由喷口10直接取得液体8或通过龙头/阀34、35、37、39直接分配液体

8。

[0046] 如图11a至11c和12a至12c所示，可移除阀37具有管状构件80，管状构件80具有开

放的端部82，并且还构造成连接在柔性袋(未示出)的分配出口10上，以允许柔性袋的内容

物流入管状构件80。管状构件80的内部具有横向壁84，壁84包括柔性隔膜86和通常由柔性

隔膜86封闭的分配开口88。所述壁还包括杆件90，杆件90在壁84的外侧横向延伸并连接到

柔性隔膜86，以使柔性隔膜86在以下两个位置之间移动：柔性隔膜86密封式关闭分配开口

88以防止内容物离开所述袋的位置和从分配开口88移除柔性隔膜86以允许袋的内容物离

开所述袋的位置。杆件90连接到柔性隔膜86，因此可通过操纵杆件90使柔性隔膜86在这两

个位置之间操作。管状构件80的开放端设置成可通过螺纹连接而连接到分配出口10，例如，

开放端82的内壁具有螺纹，该螺纹设置成可与分配出口10的外壁上的相应螺纹接合。

[0047] 在图11a至11c中，可移除阀37直接连接到分配出口10。然而，在图12a至12c中，可

移除阀39包括两个管状部分39a、39b。包括具有柔性隔膜86、分配开口88和杆件90的壁84的

管状部分39a可通过连接到杆件90的螺纹管状部分39b连接到分配出口10，如上所述。两个

部分39a、39b可通过扣合连接件连接。与图11a至11b中举例说明的单件式可拆卸阀37的实

施例相比，通过螺纹管状连接件39b安装阀39a使得制造部件39a、39b更容易。

[0048] 在另一实施例中，包装2可设置有至少一个把手36。把手36可由手开口38限定，手

开口38形成为纸箱4的一个外壁上的切口。纸箱如图4所示，可以在相对的外部纸箱壁上设

置一对手开口38，使得使用者可以用双手搬运包装2。附加地或替代地，把手36可由带状材

料形成，例如塑料、布或绳。把手端部可连接到相对的外壁的边缘，使得把手36的主体在包

装2的一端上延伸，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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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根据优选实施例，纸箱4的外壁26中的一个具有第二可移除区域40。第二可移除区

域40通向第一腔13，从而形成袋的进入开口以暴露出该袋并允许进入该袋以用于冷却目

的，如下所述。

[0050] 可移除区域24、40可具有穿孔42以帮助移除过程。可移除区域24、40具有手指开口

54，每个外壁22、26内有一个手指开口54，从而允许容易地抓住可移除区域24、40，从而可通

过升高可移除区域24、40并沿着穿孔42撕开而移除可移除区域24、40。

[0051] 如图4中特别示出，可移除区域24、40包括单个纸板外层，可移除区域24、40下方的

纸板内层分别具有与可移除区域24、40对应的切口25、41，其允许可移除区域24、40沿着穿

孔42容易地撕开。切口25、41布置成略小于相应的可移除区域24、40，使得纸箱4的内壁支撑

穿孔42以防止可移除区域24、40在运输或操作过程中意外被撕开或向内塌陷。

[0052] 如图1和2所示，纸板的外层可设置有附加的穿孔43，穿孔43分别在可移除区域24、

40与凹进的手部分和手指开口54之间延伸。这些穿孔43帮助使用者打破纸板外层以允许接

近袋，从而使得袋可以插入单独的分配装置(未示出)中，或者替代地袋可以被移除，使得包

装2可分离用于回收。

[0053] 如图6和7的实施例所示，包装2可构造成与用于分配液体的设备46一起使用。设备

46具有冷却或加热装置50，其布置成冷却或加热袋的内容物。设备46具有用于在其上接收

所述包装的结构48。冷却或加热装置50具有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50，其构造成当第二可

移除区域40已被移除并且包装2被接收在结构48上时突出到包装2的第一腔13中，由此，填

充有液体8的袋变形成符合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50的形状，直接接触并有效地冷却或加

热袋的内容物。在优选实施例中，凸起的冷却或加热部分50具有拱形的形状。另一相邻外壁

26下方的纸箱2内层的切口41的直径比可移除区域40的直径小，从而在包装2接触凸起的冷

却或加热部分50时帮助支撑包装2的重量。

[0054] 结构48布置成保持包装2，使得喷口10在诸如台面之类的表面上方并与该表面间

隔开，使得容器可以方便地放置在阀34下方以获取所分配的液体8。结构48可以具有倾斜的

顶表面49，由此，当包装2被接收在所述表面49上时，包装2的分配出口端低于相对端，使得

袋的内容物在分配出口端处沉降，从而帮助内容物从包装2中排出而无需另外的操作。

[0055] 在设备46的示例性使用中，使用者将手指或拇指插入第一和第二可移除区域24、

40的手指开口54中，沿着穿孔42撕开，从而暴露出第二腔20中的由可移除盖帽32封闭的喷

口外端18和第一腔13中的袋。然后可用阀34代替可移除盖帽32。如图5所示，使用者随后可

以直接从包装2分配液体8。首先通过手开口38和外壁26的边缘上的凹进的手部分44抓住包

装2，倾斜包装2，使得液体8在重力的作用下从喷口外端18流出。

[005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示出了用于分配液体8的设备56，该设备56具有经由包

装2的分配出口10连接到包装2的泵送装置(未示出)。设备56具有分配出口58和外壳60，分

配出口58用于分配由泵送装置供给的抽出的液体8，外壳60构造成容纳至少一个包装2、分

配出口58和泵送装置。外壳60可设置有门62，门62可打开和关闭以允许移除和插入一个或

多个包装2。至少一个包装2容纳在外壳60的下部并且分配出口58位于装置56的上部，以形

成直立构型。这种直立构型允许装置56可安装在地板上。在优选实施例中，设备56可以独立

安放。

[0057] 在设备56的示例性使用中，使用者通过将手指插入手指开口54，抓住并抬起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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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区域24并沿着穿孔42撕开以暴露喷口外端进入区域，从而可容易地移除可移除区域24。

泵送装置可以具有软管(未示出)，当可移除盖帽32(或具有集成阀35或可连接阀34的可移

除盖帽)被拆下时，该软管可从外壳60内延伸，以插入喷口10中，通过泵送装置将从袋抽出

的液体8送入设备56的分配出口58。然后可将包装2经由门62放入外壳60中。在分配之前，可

以根据需要加热或冷却液体8。

[0058] 图9示出了用于由纸板材料形成的纸箱4的示例性坯料64，通过沿着折叠线68弯曲

坯料64并且粘合翼片70而形成纸箱4。虚线表示穿孔42，其限定了可移除区域24、40。如图9

所示，相邻外壁22具有一对凸片72、74，每个凸片72、74从相邻外壁22的相对边缘延伸。其中

一个凸片72是可折叠的并且具有可固定在另一个凸片74的槽78中的插片76，使得凸片72的

一部分平行于相邻外壁22并与相邻外壁22间隔开，从而限定第二腔20。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这是上述纸箱4的示例性坯料，并且该坯料的许多实施例可设置成生产这种纸箱4。

[0059] 虽然上面已经描述了本发明的各种实施方式，但是应当理解，这些实施方式仅以

示例的方式呈现，而不是作为限制。对于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在形式和细节上进行各种改变。因此，本发明不应受任何上

述示例性实施例的限制。

[0060] 在整个说明书和随后的权利要求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则词语“包括”和诸

如“包含”和“含有”的变体将被理解为表示包括所述整数或步骤或整数组或步骤组但不排

除任何其他整数或步骤或整数组或步骤组。

[0061] 本说明书中对任何先前出版物(或从其获得的信息)或任何已知事项的引用不是、

也不应被视为对该先前出版物(或从中获得的信息)或已知事项构成本说明书所涉及领域

中的公知常识的一部分的承认或任何形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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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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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c

图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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