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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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0024775.4

(22)申请日 2017.04.0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6976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21

(30)优先权数据

16166417.2 2016.04.21 EP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8.10.19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EP2017/058197 2017.04.06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7/182280 EN 2017.10.26

(73)专利权人 诺和诺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丹麦鲍斯韦

(72)发明人 J.特罗斯伯格　J.C.厄格赫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

司 72001

代理人 曹凌　谭祐祥

(51)Int.Cl.

A61M 5/32(2006.01)

A61B 17/34(2006.01)

B21G 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WO 02076540 A1,2002.10.03

WO 2011033102 A1,2011.03.24

WO 2013064414 A1,2013.05.10

CN 107427299 A,2017.12.01

CN 102689871 A,2012.09.26

审查员 庄寒秋

 

(54)发明名称

通过电化学蚀刻制造具有减小的端部分的

针套管的方法

(57)摘要

一种针套管（100）和一种用于制造针套管的

方法，所述方法包括提供具有端部分（30）的针套

管管体（10）。端部分（30）包括：外表面；以及给定

类型的钢材，所述钢材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

在0.07至0.15%中的碳（C）；以质量计在0.50至

1.00%中的硅（Si）、以质量计在5.0至7.5%中的锰

（Mn）、以质量计在0至0.030%中的磷（P）、以质量

计小于或等于0.015%的硫（S）、以质量计在17.5

至19.5%中的铬（Cr）、以质量计在6.5至8.5%中的

镍（Ni）以及以质量计在0.20至0.30%中的氮（N）。

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建立电化学反应以从端部

分（30）的外表面移除材料，并由此提供具有渐缩

端部分的针套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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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制造针套管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i.) 提供针套管管体（10），其中，所述针套管管体（10）包括端部分（30），其包括：

‑  外表面，

‑ 以及钢合金，所述钢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在0.07至0.15  %中的碳（C）；以质

量计在0.50至1 .00  %中的硅（Si）、以质量计在5.0至7 .5  %中的锰（Mn）、以质量计在0至

0.030  %中的磷（P）、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15  %的硫（S）、以质量计在17.5至19.5  %中的

铬（Cr）、以质量计在6.5至8.5  %中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在0.20至0.30  %中的氮（N），

(ii.) 提供电解质，以及

(iii.)  使所述端部分（30）与所述电解质接触，

(iv .)  在所述针套管与阴极之间施加电势，并由此建立电化学反应以从所述端部分

（30）的外表面移除材料，并由此提供具有渐缩端部分（130）的针套管（1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提供的针套管比参考针套管更加强健，

其中，通过将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步骤(ii.)至(iv.)应用于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

分并由此提供参考针套管，能够获得所述参考针套管以供比较，

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的尺寸对应于所述针套管管体（10），即，使得所述针套管管

体（10）和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相同的外直径和相同的内直径，并且

其中，对于所述针套管管体（10）和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来说，步骤(ii.)至(iv.)中所

使用的过程参数是相同的，即，使得所述针套管管体（10）的端部分和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

的端部分与电解质接触的长度、所施加的电势、以及过程时间相同，

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钢合金，所述钢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小于或等

于0.07  %的碳（C）；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1.00  %的硅（Si）、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2.00  %的锰

（Mn）、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45的磷（P）、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30  %的硫（S）、以质量计

在17.5至19.5  %中的铬（Cr）、以质量计在8.0至10.5  %中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小于或等

于0.10  %的氮（N），并且

其中，所述针套管（100）的端部分包括远端，并且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的端部分包括

远端，

其中，可以通过所述针套管管体（10）的端部分和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的直径

的轮廓来确定针套管（100）与所述参考针套管之间的相对强健性，并且其中，所述针套管

（100）的尖端端部处的直径大于所述参考针套管的远端处的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

‑ 边缘（2），所述边缘具有外表面，

‑  第一外表面部分（3），所述第一外表面部分定位成与所述边缘（2）的外表面有一段纵

向距离，

其中，当建立所述电化学反应时，以第一材料移除速率从所述边缘（2）的外表面移除材

料，其中，以第二材料移除速率从所述第一外表面部分（3）移除材料，并且其中，所述第一材

料移除速率大于所述第二材料移除速率，

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

‑ 参考边缘，所述参考边缘具有外参考表面，

‑  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所述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定位成与所述参考边缘的外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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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一段纵向距离，

其中，当建立所述电化学反应时，以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率从所述参考边缘的外参考

表面移除材料，其中，以第二参考材料移除速率从所述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移除材料，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率大于所述第二参考材料移除速率，并且

其中，所述第一材料移除速率小于所述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率。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材料移除速率与所述第二参考材料移除

速率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2、3或4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针套管管体包括：

‑  初始端位置（XA），所述初始端位置被限定为在所述电化学反应已开始之前所述针套

管管体（10）的端点的纵向位置，

‑  最终端位置（X0），所述最终端位置被限定为在所述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所述针套管

管体（10）的端点的纵向位置，

其中，所述初始端位置（XA）与所述最终端位置（X0）之间的距离限定了延伸部（E），所述

延伸部由于所述电化学反应而被移除，

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

‑  初始参考端位置，所述初始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所述电化学反应已开始之前所述

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点的纵向位置，

‑  最终参考端位置，所述最终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所述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所述参

考针套管管体的端点的纵向位置，

其中，所述初始参考端位置与所述最终参考端位置之间的距离限定了参考延伸部，所

述参考延伸部由于所述电化学反应而被移除，

其中，所述参考延伸部大于所述延伸部（E）。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针套管管体（10）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

‑  第二外表面部分（4），所述第二外表面部分限定具有直径的周界，其中，所述第二外

表面部分（4）被限定在所述最终端位置（X0）处，

其中，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 提供具有初始直径的第二外表面部分（4），

‑  从所述第二外表面部分（4）移除材料，并由此形成具有更小的最终直径的第二外表

面部分（4），

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

‑  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所述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限定具有直径的周界，其中，所述第

二外参考表面部分被限定在所述最终端位置处，

其中，初始参考直径被限定为所述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的初始直径，

其中，最终参考直径被限定为在所述电化学反应已停止之后第二外参考直径的最终直

径，

其中，所述最终参考直径小于所述初始参考直径，并且

其中，所述最终直径大于所述最终参考直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二外表面部分（4）的初始直径与所述第二

外参考表面部分的初始参考直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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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2‑4以及6‑7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在

0.2  %内与所述针套管管体的尺寸的量值相同的尺寸的量值，其中，在相同的条件下并通过

使用相同的过程参数来处理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和所述针套管管体，所述相同的条件和所

述相同的过程参数在0.2  %内。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针套管（100）包括：

‑  最终端位置（X0），所述最终端位置被限定为在所述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所述针套管

管体（10）的蚀刻端点的纵向位置，

‑  第一位置（XB），所述第一位置定位成与所述最终端位置（X0）有一段纵向距离，

‑  外表面（150），所述外表面限定轮廓函数（F），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

（x）和径向轴线（r）的平面相交，

‑  其中，所述轮廓函数（F）被限定在所述最终端位置（X0）与所述第一位置（XB）之间的

区间中，

‑  所述轮廓函数（F）关于纵坐标（x）的二阶导数，并且其中，所述轮廓函数（F）的二阶导

数在所述最终端位置（X0）与所述第一位置（XB）之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FXX）或零，

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包括：

‑  最终参考端位置，所述最终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所述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所述参

考针套管管体的蚀刻端点的纵向位置，

‑  第一参考位置，所述第一参考位置与所述最终参考端位置有一段纵向距离，

‑  外表面，所述外表面限定参考轮廓函数，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和径

向轴线的平面相交，

‑  其中，所述参考轮廓函数被限定在所述最终参考端位置与所述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

区间中，

‑  所述参考轮廓函数关于所述纵坐标的二阶导数，并且其中，所述参考轮廓函数的二

阶导数在所述最终端位置与所述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并且

其中，所述轮廓函数（F）的二阶导数的量值小于所述参考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的量值，

其中，所述轮廓函数（F）的二阶导数的量值和所述参考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的量值是绝对

值。

10.一种能够通过根据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获得的针套管（100），其中，

所述渐缩端部分（130）包括远端，并且其中，渐缩表面限定沿中心纵向轴线（X）朝向所述远

端不变的角度，并且其中，所述角度被限定为所述表面的切线与垂直于所述中心纵向轴线

（X）的轴线之间的角度。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针套管，其中，所述针套管（100）包括：

‑ 最终端位置（X0），所述最终端位置被限定为所述针套管（100）的蚀刻端的纵向位置，

‑  第一位置（XB），所述第一位置与所述最终端位置（X0）有一段纵向距离，

‑  外表面（150），所述外表面限定轮廓函数（F），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

（X）和径向轴线（r）的平面相交，

‑  其中，所述轮廓函数（F）被限定在所述最终端位置（X0）与所述第一位置（XB）之间的

区间中，

‑  所述轮廓函数（F）关于纵坐标（x）的二阶导数，并且其中，所述轮廓函数（F）的二阶导

权　利　要　求　书 3/4 页

4

CN 109069761 B

4



数在所述最终端位置（X0）与所述第一位置（XB）之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FXX）。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针套管，其中，所述针套管（100）比参考针套管更加强健，

其中，通过将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步骤(ii.)至(iv.)应用于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

分并由此提供参考针套管，能够获得所述参考针套管以供比较，

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的尺寸对应于所述针套管管体（10），即，使得所述针套管管

体（10）和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在0.2%内相同的外直径和相同的内直径，并且

其中，对于所述针套管管体（10）和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来说，步骤(ii.)至(iv.)中所

使用的过程参数是相同的，即，使得所述针套管管体（10）的端部分和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

的端部分与电解质接触的长度、所施加的电势、以及过程时间相同且在0.2  %内，

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钢合金，所述钢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小于或等

于0.07  %的碳（C）；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1.00  %的硅（Si）、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2.00  %的锰

（Mn）、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45的磷（P）、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30  %的硫（S）、以质量计

在17.5至19.5  %中的铬（Cr）、以质量计在8.0至10.5  %中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小于或等

于0.10  %的氮（N），并且

其中，所述针套管（100）的端部分包括远端，并且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的端部分包括

远端，

其中，可以通过所述针套管管体（10）的端部分和所述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的直径

的轮廓来确定针套管（100）与所述参考针套管之间的相对强健性，并且其中，所述针套管

（100）的尖端端部处的直径大于所述参考针套管的远端处的直径。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针套管，其中，所述参考针套管包括：

‑ 参考端位置，所述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所述参考针套管的蚀刻端的纵向位置；

‑  第一参考位置，所述第一参考位置与所述参考端位置有一段纵向距离，

‑  外表面，所述外表面限定参考轮廓函数，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和径

向轴线的平面相交，

‑  其中，所述参考轮廓函数被限定在所述参考端位置与所述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区间

中，

‑  所述参考轮廓函数关于纵坐标的二阶导数，并且其中，所述参考轮廓函数的二阶导

数在所述端位置与所述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并且

其中，所述轮廓函数（F）的二阶导数的量值小于所述参考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的量值。

14.一种针套管（100），其中，所述针套管包括：

钢合金，所述钢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在0.07至0.15  %中的碳（C）；以质量计在

0.50至1.00  %中的硅（Si）、以质量计在5.0至7.5  %中的锰（Mn）、以质量计在0至0.030  %中

的磷（P）、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15  %的硫（S）、以质量计在17.5至19.5  %中的铬（Cr）、以

质量计在6.5至8.5  %中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在0.20至0.30  %中的氮（N），

管状主体部分（110），所述管状主体部分具有不变的外直径；以及蚀刻端部分（130），所

述蚀刻端部分包括渐缩外表面。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针套管，其中，所述蚀刻端部分（130）包括远端，并且其中，

所述渐缩外表面限定沿中心纵向轴线（X）朝向所述远端不变的角度，并且其中，所述角度被

限定为所述渐缩外表面的切线与垂直于所述中心纵向轴线（X）的轴线之间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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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化学蚀刻制造具有减小的端部分的针套管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制造针套管的方法，所述针套管包括钢合金，钢合金包括碳、硅、

锰、磷、硫、铬、镍和氮，其中，所述针套管具有通过电化学蚀刻制造而成的渐缩端部分。本发

明还涉及一种针套管，所述针套管包括钢合金和渐缩端部分。

背景技术

[0002] 期望开发出在插入期间产生低疼痛感知的针套管，并且这个问题已以不同方式得

到了解决。

[0003] 一种减少感知疼痛的方式是通过减小套管管体的外直径。然而，如果套管壁的厚

度不变，则更薄的套管可能增加流动阻力，或者如果套管壁的厚度减小，则套管可能对弯曲

具有较少的抵抗性。受套管大小和壁厚度影响的另一项品质是成钩状的趋势，而带钩的针

将增加感知疼痛。

[0004]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减小尖端直径，并由此保持相对强健的主体，所述主体将连接

到毂。为了制成减小的或圆锥形的尖端，可以使用套管的电化学蚀刻，以便减小尖端外直径

而不减小内直径。以这种方式，有可能获得一种针，所述针在插入到皮肤中时提供较少疼

痛，并且在注射期间不增加流体阻力。在EP  1331958  A1中描述了此类针。在WO  15105162 

A1中描述了另一种减小尖端直径的方式，其中通过磨削减小针尖端。

[0005] 为了履行ISO标准ISO  11608‑2:2012:E的材料选择，针应由ISO  9626/A1:2001或

ISO  15510中指定的管材料制成，并且通常使用被指定为X5CrNi18‑10的钢材，所述钢材包

括如下的钢合金，所述钢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在0至0.07  %中的碳（C）；以质量计在

0至1.00  %中的硅（Si）、以质量计在0至2.00  %中的锰（Mn）、以质量计在0至0.045中的磷

（P）、以质量计在0至0.030  %中的硫（S）、以质量计在17.5至19.5  %中的铬（Cr）、以质量计在

8.0至10.5  %中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在0.10  %中的氮（N）。

[0006] 本发明的一个目标是提供一种薄且强健的针套管。本发明的另外的目标是提供一

种对塑性变形或断裂具有充分抵制性的针套管，并且其中，所述套管仍提供良好或适度的

流动性质。本发明的另外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对成钩状具有充分抵制性的针套管。

发明内容

[0007] 在本发明的公开内容中，将描述实施例和方面，这些实施例和方面将解决以上目

标中的一者或多者，或者将解决从以下公开内容以及从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中明白的目

标。

[0008] 在第一方面中，提供了一种用于制造针套管的方法，包括：

[0009] (i.) 提供针套管管体，其中，所述针套管管体包括端部分，其包括：

[0010] ‑  外表面，

[0011] ‑ 以及钢合金，所述钢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在0.07至0.15  %中的碳（C）；

以质量计在0.50至1.00  %中的硅（Si）、以质量计在5.0至7.5  %中的锰（Mn）、以质量计在0至

说　明　书 1/12 页

6

CN 109069761 B

6



0.030  %中的磷（P）、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15  %的硫（S）、以质量计在17.5至19.5  %中的

铬（Cr）、以质量计在6.5至8.5  %中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在0.20至0.30  %中的氮（N），

[0012] (ii.) 提供电解质，以及

[0013] (iii.)  使端部分与电解质接触，

[0014] (iv.)  在针套管与阴极之间施加电势，并由此建立电化学反应以从端部分的外表

面移除材料，并由此提供具有渐缩端部分的针套管。

[0015] 据此，提供了一种用于制造针套管的方法，所述针套管在与具有电化学蚀刻的端

部分的已知套管相比较时更加强健。为了改进针的强健性，将屈服强度选为重要的参数，并

且将包括要求保护的组合物的钢合金确定为关于屈服强度给出期望性质的组合物，其中，

钢合金的屈服强度大于常规的针，且因此更加强健。为了减少疼痛感知，选择将电化学蚀刻

应用于针套管管体以便减小尖端外直径，而不减小内直径或近侧外直径，所述针套管管体

将被紧固到毂且因此需要更大的直径以抵制弯曲。所得的针套管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强劲的

尖端。包括如要求保护的新型钢合金的针套管的性质是未知的，且因此，意想不到的是看到

新型钢合金的新套管较不易受尖端处进行的蚀刻的影响，借以所获得的针尖端直径展现出

朝向尖端端部的更具吸引力的轮廓。朝向尖端端部的更具吸引力的直径轮廓的特征在于以

更加线性的方式减小的直径，即，表面沿轴线方向的曲率或二阶导数明显小于已知的电化

学蚀刻的针尖端。因此，通过以下组合获得了更加强健的套管：具有要求保护的组合物的钢

合金具有期望的机械屈服强度和期望的化学或物理性质，从而在通过电化学蚀刻进行处理

时产生了具有明显较小的轴向曲率的新颖且更加强健的尖端轮廓。当针套管的直径减小

时，或当必须移除大量材料时（即，如果初始管体直径大且过程时间长），所述作用变得更加

重要。所获得的针套管关于塑性变形是强健的，且对针尖端成钩状具有意想不到的抵抗性。

[0016] 所制造的针套管比起可比较的参考针套管更加强健，其中，通过将上文提到的步

骤(ii.)至(iv.)应用于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并由此提供参考针套管，能够获得参考针

套管以供比较。参考针套管管体的尺寸对应于针套管管体，即，使得针套管管体和参考针套

管管体包括相同的外直径和相同的内直径（优选地在0.5%内，且更优选地在0.2%内）。类似

地，对于针套管管体和参考针套管管体来说，步骤(ii.)至(iv.)中所使用的过程参数是相

同的，即，使得端部分与电解质接触的长度、所施加的电势、以及过程时间相同（优选地在1 

%内，且更优选地在0.5  %内，且甚至更优选地在0.2  %内）。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钢合金，钢

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7  %的碳（C）；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1.00  %的硅

（Si）、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2.00  %的锰、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45的磷（P）、以质量计小于

或等于0.030  %的硫（S）、以质量计在17.5至19.5  %中的铬（Cr）、以质量计在8.0至10.5  %中

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10  %的氮（N）。针套管的端部分包括远端，且参考针套

管的端部分包括远端，并且可以通过端部分的直径的轮廓来确定针套管与参考针套管之间

的相对强健性。针套管的尖端端部处的直径大于参考针套管的远端处的直径，且因此，针套

管比参考针套管更加强健。

[0017] 在另外的方面中，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边缘，所述边缘具有外表面；

第一外表面部分，所述第一外表面部分定位成与边缘的外表面有一段纵向距离。当建立电

化学反应时，以第一材料移除速率从边缘的外表面移除材料，其中，以第二材料移除速率从

第一外表面部分移除材料。第一材料移除速率大于第二材料移除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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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类似地，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参考边缘，所述参考边缘具有外参

考表面；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所述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定位成与参考边缘的外参考表面

有一段纵向距离。当建立电化学反应时，以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率从参考边缘的外参考表

面移除材料，其中，以第二参考材料移除速率从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移除材料。第一参考材

料移除速率大于第二参考材料移除速率，并且第一材料移除速率小于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

率。

[0019] 套管的端部分的更加强健的轮廓取决于套管或套管壁在套管的端部处的厚度。因

此，在极接近尖端端部（the  very  tip  end）处的相对低的材料移除速率指示更加强健的套

管。

[0020] 在另外的方面中，第二材料移除速率与第二参考材料移除速率相同（优选地在1  %

内）。

[0021] 在另外的方面中，针套管管体包括：初始端位置，所述初始端位置被限定为在电化

学反应开始之前针套管管体的端点的纵向位置；以及最终端位置，所述最终端位置被限定

为在电化学反应完成时针套管管体的端点的纵向位置。初始端位置与最终端位置之间的距

离限定了延伸部，所述延伸部由于电化学反应而被移除。

[0022] 类似地，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初始参考端位置，所述初始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

电化学反应已开始之前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点的纵向位置；以及最终参考端位置，所述最

终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参考套管管体的端点的纵向位置。初始参考

端位置与最终参考端位置之间的距离限定了参考延伸部，所述参考延伸部由于电化学反应

而被移除。所述参考延伸部大于所述延伸部。

[0023] 针套管管体的轴向减少量指示针套管的强健性，因为增加的轴向减少量指示在套

管的端部处的高材料移除速率及所得的低强健性。

[0024] 在另外的方面中，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第二外表面部分，第二外表面

部分限定具有直径的周界，其中，所述第二外表面部分被限定在最终端位置处。所述方法进

一步包括：提供具有初始直径的第二外表面部分；从第二外表面部分移除材料，并由此形成

具有更小的最终直径的第二外表面部分。

[0025] 类似地，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限定具有直径的周界的第二外参考

表面部分，其中，所述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被限定在最终端位置处。初始参考直径被限定为

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的初始直径，并且最终参考直径被限定为在电化学反应已停止之后

（即，在过程结束时）第二外参考直径的最终直径。最终参考直径小于初始参考直径，并且所

述最终直径大于所述最终参考直径。

[0026] 针套管管体的径向减少量指示针套管的强健性，因为在套管的端部处的增加的径

向减少量指示在套管的端部处的高材料移除速率。

[0027] 在另外的方面中，第二外表面部分的初始直径与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的初始参考

直径相同（优选地在0.5  %内）。

[0028] 在另外的方面中，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在0.2  %内与针套管管体的尺寸的量值相

同的尺寸的量值，其中，在相同的条件下并通过使用相同的过程参数来处理参考针套管管

体和针套管管体，所述相同的条件和所述相同的过程参数在0.2  %内。

[0029] 在另外的方面中，所提供的针套管包括：最终端位置，所述最终端位置被限定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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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针套管管体的蚀刻端点的纵向位置；以及第一位置（XB），所述第一位

置定位成与最终端位置有一段纵向距离。套管进一步限定了限定轮廓函数的外表面，其中

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和径向轴线的假想平面相交。轮廓函数被限定在最终端位

置与第一位置之间的区间中。套管进一步限定轮廓函数关于纵坐标的二阶导数，并且轮廓

函数的二阶导数在最终端位置与第一位置之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

[0030] 类似地，参考针套管包括最终参考端位置，所述最终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电化

学反应已完成时参考针套管管体的蚀刻端点的纵向位置。其进一步限定：第一参考位置，所

述第一参考位置与最终参考端位置有一段纵向距离；外表面，所述外表面限定参考轮廓函

数，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和径向轴线的平面相交。参考轮廓函数被限定在

最终参考端位置与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区间中。参考针套管进一步限定参考轮廓函数关于

纵坐标的二阶导数，并且其中，参考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在最终端位置与第一参考位置之

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的量值小于参考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的量

值。

[0031] 在另外的方面中，提供了一种能够通过根据本发明的方法获得的针套管，其中，端

部分包括远端，并且其中，渐缩表面限定沿纵向轴线朝向远端不变的角度，其中，所述角度

优选地在5  %内、且更优选地在1  %内不变，并且其中，所述角度被限定为该表面的切线与垂

直于纵向轴线的轴线之间的角度。

[0032] 基于对材料和过程参数的选择，通过电化学蚀刻成形的针套管轮廓是独特的结

果。

[0033] 在另外的方面中，提供了一种针套管，所述针套管包括：端位置，所述端位置被限

定为针套管的蚀刻端的纵向位置；第一位置，所述第一位置与端位置有一段纵向距离。套管

进一步包括限定轮廓函数的外表面，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和径向轴线的平

面相交。轮廓函数被限定在端位置与第一位置之间的区间中。套管进一步限定轮廓函数关

于纵坐标的二阶导数，并且其中，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在最终端位置与第一位置之间的区

间中为递增函数。

[0034] 在另外的方面中，针套管比参考针套管更加强健，其中，通过将如上文提到的步骤

(ii.)至(iv.)应用于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并由此提供参考针套管，能够获得参考针套

管以供比较。

[0035] 其中，参考针套管管体的尺寸对应于针套管管体，即，使得针套管管体和参考针套

管管体包括相同的外直径和相同的内直径（在0.2%内），并且

[0036] 其中，对于针套管管体（10）和参考针套管管体来说，步骤(ii.)至(iv.)中所使用

的过程参数是相同的，即，使得端部分与电解质接触的长度、所施加的电势、以及过程时间

相同（优选地在0.2  %内），

[0037] 其中，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钢合金，钢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

0.07  %的碳（C）；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1.00  %的硅（Si）、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2.00  %的锰、

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45的磷（P）、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30  %的硫（S）、以质量计在

17.5至19.5  %中的铬（Cr）、以质量计在8.0至10.5  %中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

0.10  %的氮（N），并且

[0038] 其中，针套管的端部分包括远端，并且其中，参考针套管的端部分包括远端，

说　明　书 4/12 页

9

CN 109069761 B

9



[0039] 其中，可以通过端部分的直径的轮廓来确定针套管与参考针套管之间的相对强健

性，并且其中，针套管的尖端端部处的直径大于参考针套管的远端处的直径。

[0040] 参考针套管包括：参考端位置，所述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参考针套管的蚀刻端的

纵向位置；第一参考位置，所述第一参考位置与参考端位置有一段纵向距离。参考针套管进

一步包括外表面，外表面限定参考轮廓函数，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和径向

轴线的平面相交。参考轮廓函数被限定在参考端位置与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区间中。参考

套管进一步限定参考轮廓函数关于纵坐标的二阶导数，并且参考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在端

位置与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的量值小于参考轮廓

函数的二阶导数的量值。

[0041] 在另一个方面中，针套管包括：  钢合金，所述钢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在

0.07至0.15  %中的碳（C）；以质量计在0.50至1.00  %中的硅（Si）、以质量计在5.0至7.5  %中

的锰（Mn）、以质量计在0至0.030  %中的磷（P）、以质量计小于或等于0.015  %的硫（S）、以质

量计在17.5至19.5  %中的铬（Cr）、以质量计在6.5至8.5  %中的镍（Ni）、以及以质量计在

0.20至0.30  %中的氮（N）；管状主体部分（110），所述管状主体部分具有不变的外直径；以及

蚀刻端部分（130），所述蚀刻端部分包括渐缩外表面。

[0042] 在另外的方面中，端部分包括远端，并且其中，渐缩表面限定沿纵向轴线朝向远端

不变的角度，所述角度优选地在5  %内，且更优选地在1  %内，并且其中，所述角度被限定为

该表面的切线与垂直于纵向轴线（X）的轴线之间的角度。

[0043] 在所提供的另外的方面中，其中，渐缩外表面的曲率是小的。

附图说明

[0044] 图1示出了在电化学蚀刻之前的钢管体。

[0045] 图2示出了通过电化学蚀刻制成的针套管。

[0046] 图3(a)示出了在第一过程条件下产品和参考针套管的图解比较，所述第一过程条

件的目的在于制造33G套管管体。

[0047] 图3(b)示出了在第二过程条件下产品和参考针套管的图解比较，所述第二过程条

件的目的在于制造33G套管管体。

[0048] 图3(c)示出了在第三过程条件下产品和参考针套管的图解比较，所述第三过程条

件的目的在于制造33G套管管体。

[0049] 图4(a)示出了在第一过程条件下产品和参考针套管的图解比较，所述第一过程条

件的目的在于制造34G套管管体。

[0050] 图4(b)示出了在第二过程条件下产品和参考针套管的图解比较，所述第二过程条

件的目的在于制造34G套管管体。

[0051] 图4(c)示出了在第三过程条件下产品和参考针套管的图解比较，所述第三过程条

件的目的在于制造34G套管管体。

[0052] 图5(a)示出了套管的外表面的轮廓函数。

[0053] 图5(b)图示了套管的外表面的轮廓函数的一阶导数。

[0054] 图5(c)图示了套管的外表面的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

[0055] 在附图中，相似的结构主要由相似的附图标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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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6] 当在下文中使用诸如“上”和“下”、“右”和“左”、“水平”和“竖直”或类似相对表述

的术语时，这些仅指代附图而非指代实际使用情形。所示出的附图是示意性表示，出于这个

原因，不同结构的构型以及其相对尺寸旨在仅用于说明性目的。

[0057] 根据本发明的处理金属针套管的方法是化学或电化学蚀刻。金属针套管的某个部

分（该部分的直径旨在被减小）被浸入包含金属腐蚀物质（诸如，酸）的浴（bath）中。为了提

高从针套管移除材料，可以在针套管与阴极之间施加电势，其中，针套管充当阳极。针套管

可以被浸入包含酸的浴中或者一次或者若干后续次数。为了形成期望的渐缩尖端，可以指

定其中套管被沉浸到酸中并从酸中收回的速度。所使用的酸可以是（例如）74%的磷酸。

[0058] 图1示出了在蚀刻之前的针套管管体10，而图2示出了在对套管管体10进行电化学

蚀刻之后具有圆锥形或渐缩尖端的所得的针套管100。在具有纵向轴线x和径向轴线r的坐

标系中示出了管体10和所得的针套管100，其中，纵向轴线指示套管管体的中心。套管管体

10通常在初始长度中被切断（cut  out），所述初始长度将在蚀刻之后减小到最终长度。长度

或延伸部E指示端部分20的轴向延伸部，其将在电化学蚀刻期间被移除。在蚀刻过程完成之

后，测量从非蚀刻套管的端部1到显露的尖端端部51的延伸部E的长度。虚线50指示通过从

管体10的端部1以电化学方式移除材料制造而成的针套管100的横截面的轮廓线。C指示参

考线，其中可以测量XC处的外直径（ODC）。XC被限定为距X0有1.75  mm的参考点，并且对应的

虚线C是参考线。

[0059] 图2示出了针套管100，所述针套管包括：主体部分10，所述主体部分具有不变的外

直径；以及端部分130，所述端部分具有圆锥形或渐缩表面。主体部分110和端部分130在过

渡区120中相遇。针套管进一步包括内管腔140和远端101，其中，所述远端是待插入到对象

的皮肤中的端部。然而，本申请中所描述的方法还适用于制造近端（如果期望的话）。在电化

学蚀刻之后针套管的外直径被指示为OD。还示出了参考点A，并且通过比较图1和图2，还可

以看到，延伸部E已被蚀刻掉。套管100包括外表面150。

[0060] 如图2中示意性地图示，通过根据本公开的方法所获得的针套管包括具有远端101

的端部分，并且渐缩表面150限定沿纵向轴线朝向远端101的不变的角度。所述角度优选地

不变（在5  %内，且更优选地在1%内）。所述角度更具体地被限定为该表面的切线与垂直于纵

向轴线的轴线之间的角度。由于所限定的角度几乎不变，所以沿纵向方向的曲率几乎不存

在。

[0061] 在一个方面中，可以将强健性作为对塑性变形或断裂的抵制性来定性地和定量地

估计。本发明的目标是提供一种薄且强健的针套管，所述针套管由包括类型X11CrNiMnN19‑

8‑6的钢材的针套管提供。与典型的材料选择X5CrNi18‑10相比较，X11CrNiMnN19‑8‑6具有

更高屈服强度，这改进了套管的强健性。为了对结果进行比较，包括X5CrNi18‑10的组合物

的钢合金将提供参考材料。X11CrNiMnN19‑8‑6的近似屈服强度是300‑340  Mpa，而

X5CrNi18‑10的近似屈服强度是190（从steelnumber.com  05.04.2017检索到）。

[0062] 表1中示出了参考钢合金X5CrNi18‑10的化学组合物（已被用于所公开的实验的参

考钢合金组合物的示例）以及产品钢合金X11CrNiMnN19‑8‑6。

[0063]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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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特别地，当针套管设有小的外直径（例如，对应于32G或更高（0.23  mm或更小）的针

套管）时，强健性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ISO  9626/A1:2001，32G针套管的外直径的范围在

0.229与0.241  mm之间。

[0066] 在下文中，应将包括X5CrNi18‑10的奥氏体不锈钢称为类型1（SS类型1）的不锈钢，

而将包括X11CrNiMnN19‑8‑6的钢材称为类型2（SS类型2）的不锈钢。

[0067] 在另外的方面中，可以将强健性作为对成钩状或使尖端损坏的抵制性来定性地和

定量地估计。本发明的另外的方面是提供一种针套管，所述针套管具有充分的强健性并且

仍提供适度的流动性质和低疼痛感知。这通过提供一种针套管来提供，所述针套管进一步

包括：内管腔，所述内管腔具有不变的内直径；以及电化学蚀刻的尖端部分，所述尖端部分

具有渐缩表面，即，管腔的内直径不变，但外直径朝向套管的远端减小。以这种方式，由于尖

端的直径减小，所以降低了疼痛感知，并且因为内直径未减小，所以流入不受限制。包括SS

类型2的套管包括蚀刻尖端，其中渐缩部（tapering）或减小的直径由与纵向方向的几乎不

变的角度限定，而包括钢材类型SS类型1的套管上的蚀刻尖端具有渐缩部，其中角度朝向尖

端增大。因此，包括SS类型2的套管将在远侧尖端处具有更大的壁厚度，且因此其将比包括

钢材类型SS类型1的可比较的套管更强劲。

[0068] 图3(a)至图3(c)以及图4(a)至图4(c)示出了通过对针套管管体进行电化学蚀刻

所形成的针套管的外表面的轮廓曲线。这些附图示出了三个不同的过程条件，且每张图示

出了处理或蚀刻类型1和类型2不锈钢的套管的结果。SS类型1的套管是参考针套管，因为其

由常用的钢材类型制造而成，而SS类型2的套管是由新型不锈钢制成的产品针套管，其之前

未被用于提供电化学蚀刻的圆锥形针。对于所有电化学蚀刻过程来说，所施加的电势是10 

V（伏特），并且电解质的温度是45摄氏度，时间已被改变以便获得不同量的被移除材料。用

于产生图3(a)至图3(c)中所示的结果的针套管管体具有大于用于产生图4(a)至图4(c)中

所示的结果的针套管管体的直径。用于产生图3(a)至图3(c)中所示的结果的过程以制造对

应于33G套管的标称直径的针尖端为目标，并且有时可将这些套管称为33G套管。用于产生

图4(a)至图4(c)中所示的结果的过程以制造对应于34G套管的标称直径的针尖端为目标，

并且有时可将这些套管称为34G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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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对于33G套管与34G套管两者来说，针对两种类型的钢材在三种水平下执行蚀刻过

程。这些蚀刻水平力图产生高于、低于和处于标称规格值的ODC（参考线C处的外直径）值。

[0070] 电解质温度被保持处于45摄氏度的不变值，并且所施加的电势被保持处于10  V。

过程时间被改变，以便获得期望的蚀刻水平。套管被浸入期望的深度两次。表1中示出了过

程参数和套管尺寸。在这个示例中，针以矩阵定位在蚀刻夹具中，并且夹具之间的距离是

0.5  mm。为避免来自边界效应的影响，尽可能远地从矩阵的边界对被选择用于分析的套管

进行取样。

[0071] 表2

[0072] 过程编号/图编号 钢材类型 针套管管体的平均OD（mm）过程时间（s） 平均ODC（mm）

1/图3(a) SS类型1 0.2477 67 0.2222

2/图3(b) SS类型1 0.2477 80 0.2135

3/图3(c) SS类型1 0.2477 93 0.2093

4/图3(a) SS类型2 0.2480 67 0.2200

5/图3(b) SS类型2 0.2480 80 0.2133

6/图3(c) SS类型2 0.2480 93 0.2061

7/图4(a) SS类型1 0.2328 84 0.1954

8/图4(b) SS类型1 0.2328 95 0.1881

9/图4(c) SS类型1 0.2328 107 0.1827

10/图4(a) SS类型2 0.2330 84 0.1974

11/图4(b) SS类型2 0.2330 95 0.1916

12/图4(c) SS类型2 0.2330 107 0.1856

[0073] 图3(a)示出了SS类型1和SS类型2套管的所得轮廓。在该图中，非蚀刻端被对准，并

且SS类型2套管的尖端端部定位在X=0处。管体最初具有相同长度。如所示，在蚀刻之后，类

型1针套管短于类型2针套管，并且其尖端端部并非径直到X=0。参考线C更精确地指示了距

X0有1.75  mm的数据点，X0在此处为SS类型1针套管的尖端端部。比较从非蚀刻端起和朝向

蚀刻端的轮廓，看到外直径几乎重合。在参考线C之后，这些轮廓开始偏离，并且在C与X0之

间的半路，偏离增加得甚至更多。当在相同的条件下对两个可比较的套管管体进行电化学

蚀刻时，从SS类型1套管移除更多的材料，并且可以在尖端的长度和外直径上测量到增加的

移除。图3(a)还示出了角度S，所述角度被限定为套管的外表面与垂直于径向轴线的轴线之

间的角度，其中，角度S被限定于垂直轴线的近侧上。对于SS类型1套管来说，可以看到，角度

S沿渐缩的蚀刻端部分几乎不变，而SS类型1套管的对应角度朝尖端端部减小。由于从SS类

型2套管的尖端端部移除较少的材料，所以材料厚度更大并且成钩状和使尖端损坏的趋势

得到减小。当过程时间增加时，图3(b)和图3(c)证实了相同的趋势，对于甚至更小的套管管

体来说，图4(a)至图4(c)证实了关于过程时间的相同趋势。

[0074] 表3中示出了另一种说明强健性差异的显著性的方式。针套管与参考针套管之间

的差异朝尖端端部增大，因此，已测量到外直径的减小比参考位置XC更接近尖端1  mm。用于

此估计差异的记法是（XC‑1mm处的OD  –  OD），并且针对参考套管（类型1）和所公开的针套管

（类型2）来测量此差异或减小量。由于尖端附近的材料的较少移除是强健性的测度，所以应

注意，当测量相对改进时，与参考针套管的直径的减小相比较，改进是明显的，至少为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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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注意，改进随过程时间而增加。

[0075]

[0076] 从所示的实验中清楚的是，在类型1和类型2套管的端部进行的电化学蚀刻明显不

同，并且所得的类型2套管关于尖端强健性具有期望的性质。电化学蚀刻在类型2套管上的

端部效应较不明显。

[0077] 在一个方面中，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通过提供针套管管体10来制造针套管的方

法。针套管管体10包括端部分30，所述端部分具有：外表面；以及包括钢合金的钢材，所述钢

合金包括以下各者：以质量计在0.07至0.15  %中的碳（C）；以质量计在0.50至1.00  %中的硅

（Si）、以质量计在5.0至7.5  %中的锰（Mn）、以质量计在0至0.030  %中的磷（P）、以质量计在0

至0.015  %中的硫（S）、以质量计在17.5至19.5  %中的铬（Cr）、以质量计在6.5至8.5  %中的

镍（Ni）、以及以质量计在0.20至0.30  %中的氮（N）。之后，使部分30与电解质接触，并且可以

在针套管与阴极之间施加外部电势，借以可以建立电化学反应以从端部分30的外表面移除

材料。据此提供具有渐缩端部分30的针套管100。

[0078] 为了测量或评估强健性，可以将所得的套管100与通过相同过程制成但包括另一

种类型的钢材的参考套管相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所选取的钢材是SS类型1的钢材，因为这

是用于电化学蚀刻和用于提供圆锥形针的已知的所使用的类型。因此，在一个方面中，本发

明涉及一种方法，其中，所提供的或所得的产品针套管比参考针套管更加强健。

[0079] 当套管的端部处的材料移除速率相对高时，强健性降低。对于类型2套管来说，壁

厚度沿纵坐标（x）并且朝向尖端几乎线性地减小，而类型1套管的壁厚度遵循取决于（x）且

具有不同于1的量值的阶数（order）的函数。在相同的过程条件下，类型1套管在尖端端部处

具有更小的直径，且因此较不具有强健性。因此，与在距尖端端部有一段距离的表面相比

较，尖端端部处的相对移除速率是套管的强健性的指标。

[0080] 在一个方面中，类型2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边缘2，所述边缘具有外表

面；第一外表面部分3，所述第一外表面部分定位成与边缘2的外表面有一段纵向距离。当建

立电化学反应时，以第一材料移除速率从边缘2的外表面移除材料，并且以第二材料移除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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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第一外表面部分3移除材料。第一材料移除速率大于第二材料移除速率。

[0081] 类似地，以相同方式处理参考针套管管体，并且唯一的差异是材料属于SS类型1。

参考针套管也包括：参考边缘，所述参考边缘具有外参考表面；以及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

所述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定位成与参考边缘的外参考表面有一段纵向距离。当建立电化学

反应时，以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率从参考边缘的外参考表面移除材料。此外，以第二参考材

料移除速率从第一外参考表面部分移除材料，并且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率大于第二参考材

料移除速率。

[0082] 第一材料移除速率与第二材料移除速率之间的比小于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率与

第二参考材料移除速率之间的比。此外，第一材料移除速率小于第一参考材料移除速率，并

且第二材料移除速率与第二参考材料移除速率几乎相同。

[0083] 从套管的端部的材料移除速率的量值及由此强健性的另一指示是套管的轴向减

少量。

[0084] 在一个方面中，针套管管体包括：初始端位置（XA），所述初始端位置被限定为在电

化学反应开始之前针套管管体10的端点的纵向位置；以及最终端位置（X0），所述最终端位

置被限定为在电化学反应完成时针套管管体10的端点的纵向位置。初始端位置（XA）与最终

端位置（X0）之间的距离限定延伸部E，所述延伸部由于电化学反应而从针套管管体10被移

除。

[0085] 同样地，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初始参考端位置，所述初始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

电化学反应已开始之前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点的纵向位置；以及最终参考端位置，所述最

终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参考套管管体的端点的纵向位置。初始参考

端位置与最终参考端位置（X0）之间的距离限定参考延伸部，所述参考延伸部由于电化学反

应而从参考针套管管体被移除。参考延伸部大于延伸部E，且因此，在相同的过程条件和过

程时间下，参考套管管体的轴向减少量大于套管管体10的轴向减少量。

[0086] 从套管的端部的材料移除速率及由此强健性的另一指示是在套管的端部处套管

的径向减少量。

[0087] 在一个方面中，包括SS类型2的钢合金的针套管管体10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限定

具有直径的周界的第二外表面部分4，其中，第二外表面部分4被限定在最终端位置（X0）处。

最终端位置（X0）在蚀刻前后相同，但实际上在蚀刻过程已完成之前无法确定该位置。制造

渐缩套管的方法包括：提供具有初始直径的第二外表面部分4；从第二外表面部分4移除材

料，并由此形成具有更小的最终直径的第二外表面部分4。

[0088] 同样地，包括SS类型1的钢合金的参考针套管管体的端部分进一步包括限定具有

直径的周界的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其中，所述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被限定在最终端位置

（X0）处，并且初始参考直径被限定为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的初始直径。最终参考直径被限

定为在电化学反应已停止之后第二外参考表面部分的最终直径，并且最终参考直径小于初

始参考直径。

[0089] 在SS类型2套管的初始直径与SS类型1套管的初始参考直径相同的情况下，  SS类

型2套管的最终直径大于SS类型1套管的最终参考直径，且因此，最终直径方面的差异表明

SS类型2套管更加强健。

[0090] 为了将所得的套管（即，期望的产品）与参考针比较，参考针套管管体包括对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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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套管管体的尺寸的尺寸以用于制成期望的产品，即初始套管管体的外直径必须相同，例

如在0.5  %或更小内，且优选地在0.2  %或更小内。此外，应在相同的条件下并通过使用相同

的过程参数（例如，条件和过程参数的变化率应为0.5  %或更小，且优选地为0.2  %或更小）

来处理参考针套管管体和针套管管体。

[0091] 图5(a)至图5(c)支持另一种特征化类型2套管的期望特征的方式。图5(a)至图5

(c)示出了套管的轮廓，其中类型1和类型2的套管已被对准到蚀刻端位置（X0）。图5(a)示出

了类型2套管的表面轮廓，并且所述轮廓被限定为函数F，该函数取决于X。将类型1套管称为

参考套管以说明类型2套管的期望特征，并且将这个套管的表面轮廓称为Fref。

[0092] 在本发明的一个方面中，涉及的是一种针套管（100），所述针套管包括：

[0093] ‑  SS类型2的钢合金，

[0094] ‑  最终端位置（X0），所述最终端位置被限定为在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针套管管体

（10）的蚀刻端点的纵向位置，

[0095] ‑  第一位置（XB），所述第一位置定位成与最终端位置（X0）有一段纵向距离，

[0096] ‑  外表面150，所述外表面限定轮廓函数（F），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

线（x）和径向轴线（r）的平面相交，所述轮廓函数在图5(a)中被勾勒或图示为实线，

[0097] ‑ 其中，轮廓函数（F）被限定在最终端位置（X0）与第一位置（XB）之间的区间中，

[0098] ‑  轮廓函数（F）关于纵坐标（x）的二阶导数，并且其中，轮廓函数（F）的二阶导数在

最终端位置（X0）与第一位置（XB）之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Fxx）或零。一阶导数（Fx）在图5

(b)中被图示为实线，并且二阶导数（Fxx）在图5(c)中被图示为实线。这些导数仅用于图示

趋势，而非为从轮廓函数（F）导出的精确计算结果。

[0099] 同样地，参考针套管包括：

[0100] ‑ 根据ISO标准限定的SS类型1的钢材，

[0101] ‑  最终参考端位置，所述最终参考端位置被限定为在电化学反应已完成时参考针

套管管体的蚀刻端点的纵向位置，

[0102] ‑  第一参考位置，所述第一参考位置与所述最终参考端位置有一段纵向距离，

[0103] ‑  外表面，所述外表面限定参考轮廓函数，其中所述外表面与包含中心纵向轴线

和径向轴线的平面相交，

[0104] ‑ 其中，参考轮廓函数被限定在最终参考端位置与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区间中，

[0105] ‑  参考轮廓函数关于纵坐标的二阶导数，并且其中，参考轮廓函数的二阶导数在

最终端位置与第一参考位置之间的区间中为递增函数，并且

[0106] 其中，轮廓函数（F）的二阶导数（Fxx）的量值小于参考轮廓函数（Fref）的二阶导数

的量值。此处，所述量值被限定为绝对值或与零的距离。

[0107] 本发明涉及一种针套管100，所述针套管在进行评估时比参考针套管（其中，所述

参考针套管包括SS类型1的合金，但在其他方面是以与所制造的针套管相同的方式处理的）

更加强健，即SS类型2套管尖端的曲率小于SS类型1套管尖端的曲率。

[0108] 在另外的方面中，本发明涉及一种针套管100，其中，所述针套管包括SS类型2的合

金、具有不变的外直径的管状主体部分110、以及包括渐缩外表面的蚀刻端部分130。

[0109] 在另外的方面中，本发明涉及一种针套管100，其中，渐缩表面的角度（S）不变，其

中，所述角度被限定为该表面与垂直于纵向轴线（X）的轴线之间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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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在另外的方面中，本发明涉及一种针套管，其中，渐缩外表面的曲率是小的或是

零。

[0111] 在示例性实施例的以上描述中，已描述了为不同部件提供所描述的功能性的不同

结构和构件，达到了本发明的概念将为技术人员所明白的程度。不同部件的详细构造和规

范被认为是由熟练人员按照本说明书中所陈述的思路执行的正常设计程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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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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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

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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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c)

图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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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b)

图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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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a)

图 5(b)

图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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