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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开的展示结构包括具有第一模块化子

系统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电连接器。第一模块

化子系统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可以具有互补导

向件，所述互补导向件被配置为将第一模块化子

系统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旋转地固定到预定数

量的相对旋转方位中的一个相对旋转方位，其中

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可以创

建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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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展示结构，所述展示结构包括：

第一模块化部分和第二模块化部分，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和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被配

置为相互可移除地连接，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和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中的至少一个包

括多个安装结构以及连接到所述多个安装结构的分支结构；以及

电连接器，所述电连接器包括：

第一模块化子系统，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至少部分地坐置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的

末端部分中限定的腔体中；

第二模块化子系统，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至少部分地坐置在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的

末端部分中限定的腔体中；

其中所述电连接器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包括第一销和第二销；

其中所述电连接器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包括：

本体；

设置在所述本体中的第一组导电接触体，所述第一组导电接触体包括至少一个接触

体；

穿过所述本体限定的第一组偏心孔径，所述第一组偏心孔径包括提供通向所述第一组

导电接触体的通路的至少一个偏心孔径；

设置在所述本体中的第二组导电接触体，所述第二组导电接触体包括与所述第一组导

电接触体电隔离的至少一个接触体；以及

穿过所述本体限定的第二组偏心孔径，所述第二组偏心孔径包括提供通向所述第二组

导电接触体的通路的至少一个偏心孔径；

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相互连接，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

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互补导向件被配置为将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述第二

模块化子系统旋转地固定到预定数量的相对旋转方位中的一个相对旋转方位，由此：

1)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一销：a)被接纳在所述

第二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一组偏心孔径中的一个偏心孔径中；

并且b)连接到所述第一组导电接触体中的一个导电接触体；并且

2)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二销：a)被接纳在所述

第二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二组偏心孔径中的一个偏心孔径中；

并且b)连接到所述第二组导电接触体中的一个导电接触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多个安装结构由安装支架组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包括可压低闩锁，所述可

压低闩锁被配置为与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的所述末端部分的内表面中限定的凹口区域可

释放地接合，从而使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至少部分地坐置在所述末端部分的所述腔体

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可压低闩锁包括扣合机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

统的互补导向件包括具有近端和远端的齿，每个齿的所述近端具有比每个齿的所述远端更

大的宽度。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每个齿的所述远端具有倒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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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第一组导电接触体中的所述至少一个接触

体包括细长本体部分和颈部部分，所述细长本体部分具有比所述颈部部分的宽度更大的宽

度。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细长本体部分包括纵向间隙，从而给予所述

第一组导电接触体中的所述至少一个接触体轴向灵活性。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颈部部分的宽度是基本上与所述第一销的

宽度相同的或者小于所述第一销的宽度。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互补导向件包括限定在所述第一模块化子

系统的辐射状表面上的三个辐射状地间隔的部分以及限定在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辐

射状表面上的三个辐射状地间隔的部分。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辐射状表面包

括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内表面。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互补导向件包括限定在所述第一模块化子

系统的辐射状表面上的六个辐射状地间隔的部分以及限定在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辐

射状表面上的六个辐射状地间隔的部分。

13.一种展示结构，所述展示结构包括：

第一模块化部分和第二模块化部分，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和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被配

置为相互可移除地连接，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和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中的至少一个包

括多个安装结构以及连接到所述多个安装结构的分支结构；以及

电连接器，所述电连接器包括：

第一模块化子系统，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至少部分地坐置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的

末端部分中限定的腔体中；

第二模块化子系统，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至少部分地坐置在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的

末端部分中限定的腔体中；

其中所述电连接器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包括第一销和第二销；

其中所述电连接器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包括：

本体；

设置在所述本体中的第一导电接触体；

穿过所述本体限定的第一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所述第一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暴露所

述第一导电接触体上的多个接触区域；

设置在所述本体中的第二导电接触体，所述第二导电接触体与所述第一导电接触体电

隔离；以及

穿过所述本体限定的第二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所述第二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暴露所

述第二导电接触体上的多个接触区域；

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末端部分包括互补导向

件，并且当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相互连接时，所述第一模块化

子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互补导向件被配置为将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

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旋转地固定到预定数量的相对旋转方位中的一个相对旋转方位，由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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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一销被接纳在所述第

二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一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中的一个纵向

偏心孔径中，并且连接到所述第一导电接触体上的所述多个接触区域中的一个接触区域；

并且

2)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二销被接纳在所述第

二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二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中的一个纵向

偏心孔径中，并且连接到所述第二导电接触体上的所述多个接触区域中的一个接触区域。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多个安装结构由安装支架组成。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进一步包括邻近所述

第一销和所述第二销的基底定位的弹簧，所述弹簧被配置为当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

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连接时在所述第一销和所述第二销上对相应的接触区域施力。

16.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第一导电接触体上的至少三个接触区域

由所述第一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暴露，至少三个接触区域由所述第二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

暴露。

17.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第一导电接触体上的至少六个接触区域

由所述第一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暴露，至少六个接触区域由所述第二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

暴露。

18.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包括可压低闩锁，所述可压

低闩锁被配置为与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的所述末端部分的内表面中限定的凹口区域可释

放地接合，从而使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坐置在所述末端部分的所述腔体中。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可压低闩锁包括扣合机构。

20.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

系统的互补导向件包括具有近端和远端的齿，每个齿的所述近端具有比每个齿的所述远端

更大的宽度。

21.如权利要求20所述的展示结构，其中每个齿的所述远端具有倒圆边缘。

22.一种组装展示结构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提供展示结构，所述展示结构包括：

第一模块化部分和第二模块化部分，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和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被配

置为相互可移除地连接，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和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均包括多个安装

结构以及连接到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和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的所述多个安装结构的分支

结构；

电连接器，所述电连接器包括：

第一模块化子系统，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至少部分地坐置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的

末端部分中限定的腔体中；

第二模块化子系统，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至少部分地坐置在所述第二模块化部分的

末端部分中限定的腔体中；

其中所述电连接器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包括第一销和第二销；

其中所述电连接器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包括：

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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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所述本体中的第一组导电接触体，所述第一组导电接触体包括至少一个接触

体；

穿过所述本体限定的第一组偏心孔径，所述第一组偏心孔径包括提供通向所述第一组

导电接触体的通路的至少一个偏心孔径；

设置在所述本体中的第二组导电接触体，所述第二组导电接触体包括与所述第一组导

电接触体电隔离的至少一个接触体；以及

穿过所述本体限定的第二组偏心孔径，所述第二组偏心孔径包括提供通向所述第二组

导电接触体的通路的至少一个偏心孔径；

其中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末端部分包括互补导向

件，所述互补导向件：

与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的所述末端部分纵向对齐；

用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互补导向件旋转地引导所

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的所述末端部分，以使得所述互补导向件将所述第一模块化子

系统和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旋转地固定到预定数量的相对旋转方位中的一个相对旋转

方位，由此：

1)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一销：a)被接纳在所述

第二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一组偏心孔径中的一个偏心孔径中；

并且b)连接到所述第一组导电接触体中的一个导电接触体；并且

2)在所述第一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二销：a)被接纳在所述

第二模块化部分中的所述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所述第二组偏心孔径中的一个偏心孔径中；

并且b)连接到所述第二组导电接触体中的一个导电接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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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模块化电连接器的展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展示机构，更具体地涉及具有模块化电连接器的展示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展示结构具有许多应用，比如人造树。人造树可以被配置为具有分枝出来的分支

以及设置在分支上的装饰灯。装饰灯可以由通过贯穿展示结构的长度的导线递送的电力供

电。

附图说明

[0003] 图1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展示结构的示例性实施方案的示意图；

[0004] 图2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图1的展示结构的部分的剖开视图的示意图；

[0005] 图3A和3B是图示根据本公开的图1的展示结构处于脱开方位上的示意图；

[0006] 图4是图示根据本公开的图2和3A-3B所示的电连接器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第二

模块化子系统的部分的聚焦视图的示意图；

[0007] 图5A和5B是分别图示根据本公开的图2和3A-3B所示的电连接器的第一模块化子

系统的部分剖开视图和部分立视图的示意图；

[0008] 图6A和6B是分别图示根据本公开的图2和3A-3B所示的电连接器的第二模块化子

系统的部分立视图和部分剖开视图的示意图；

[0009] 图7A和7B是图示根据本公开的正由示例性导向件引导的图1-6B的电连接器的部

分剖开视图的示意图；

[0010] 图8A-8D是分别图示根据本公开的在图1的展示结构中可以使用的模块化电连接

器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案的立视图、部分剖开视图、分解图和部分剖开分解图的示意图；

以及

[0011] 图9是图示图8A-8D的模块化电连接器处于旋转固定的连接方位上的立视图的示

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现在将在下文中参照附图来描述示例性实施方案，附图形成本说明书的一部分，

并且图示可以实施的示例实施方案。如本公开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实施方

案”、“示例实施方案”和“示例性实施方案”不一定指的是单个实施方案，尽管它们可以指单

个实施方案，并且在不脱离示例实施方案的范围或者精神的情况下，各种示例实施方案可

以被容易地组合和互换。此外，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仅仅是出于描述示例实施方案的目

的，并非意图成为限制。在这个方面，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在......中”可以包括

“在......中”和“在......上”，术语“a ,an”和“所述”可以包括单数指代物和复数指代物。

此外，如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通过”也可以意指“从”，这取决于上下文。此外，如本文中所

使用的，术语“如果”也可以意指“当......时”或者“在......时”，这取决于上下文。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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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文中所使用的，词语“和/或”可以指代并且包含相关联的列出的各项中的一个或者更

多个中的任何一个和所有的可能的组合。

[0013] 图1是示出展示结构100的示例性实施方案的示意图。展示结构100可以包括被配

置为相互可移除地连接的第一模块化部分102和第二模块化部分104。在实施方案中，第一

模块化部分102和第二模块化部分104中的至少一个包括多个安装结构106以及连接到所述

多个安装结构106的分支结构108。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如图1所示，第一模块化部分102和

第二模块化部分104都包括多个安装结构106和分支结构108。

[0014] 要意识到，安装结构106可以具有适合于安装分支结构108的各种配置。在实施方

案中，安装结构106可以包括一体地或者可移除地连接到第一模块化部分102和第二模块化

部分104的本体的安装支架106。安装结构可以按各种对齐方式辐射状地定位以当第一模块

化部分102和104相互连接时导致几个预定分支模式中的一个。

[0015] 为了美观的目的，展示结构100可以用设置在分支结构108上的灯串(未示出)装

饰。灯串可以具有延伸到第一模块化部分102和第二模块化部分104中的导线。为了易于组

装，可以将模块化电连接器110设置在展示结构100中以允许从第一模块化部分102和第二

模块化部分104电连接，以使得用于第二模块化部分104的灯串的导线无需延伸通过展示结

构100的长度。

[0016] 图2是示出图1的展示结构100的部分剖开的视图的示意图。如图2中的示例性实施

方案所示，模块化电连接器110可以包括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至少

部分地坐置(seated)在第一模块化部分102的末端部分120中限定的腔体116中。模块化电

连接器110还可以包括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至少部分地坐置在第

二模块化部分104的末端部分122中限定的腔体118中。

[0017] 图3A和3B是图示图1的展示结构100处于脱开方位上的示意图。参照图3A和3B，电

连接器110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可以包括第一销124和第二销126，这些销可操作来被接

纳在电连接器110的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中。

[0018] 图4是图示电连接器110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的部分的聚焦图的示意图。图5A

和5B是分别图示电连接器110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的部分剖开视图和部分立视图的示

意图。参照图4、5A和5B，在实施方案中，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可以包括可选的可压低闩锁

126，可压低闩锁126被配置为与第一模块化部分102的末端部分120的内表面130中限定的

凹口区域128可释放地接合。照此，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可以至少部分地可释放地坐置在

末端部分120的腔体116中。要意识到，可压低闩锁126可以按适合于将第一模块化子系统

112可释放地连接到第一模块化部分102的任何方式配置。在示例性实施方案中，为易于组

装，可压低闩锁126可以提供扣合机构。

[0019] 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的销124和126可以坐置在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的腔体132

中。在实施方案中，销124和销126(未示出)可以包括横向延伸到辐射状腔体132中的突起

134，从而防止销124和126落出纵向孔径136。

[0020] 图6A和6B是分别图示电连接器110的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的立视图和部分剖开

视图的示意图。在实施方案中，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可以包括本体124以及设置在本体124

中的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其中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可以包括至少一个接触体140。在一

个实施方案中，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可以包括2个到4个接触体140。在实施方案中，由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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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将讨论的原因，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优选地可以包括3个接触体140。第二模块化子系统

114还可以包括穿过本体124限定的第一组偏心孔径142。第一组偏心孔径142可以包括提供

通向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的通路的至少一个偏心孔径142。偏心孔径142的数量可以对应

于导电接触体140的数量。

[0021] 在实施方案中，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可以进一步包括设置在本体124中的第二组

导电接触体144。第二组导电接触体144可以包括与第一组电接触体140电隔离的至少一个

接触体144。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第二组导电接触体144可以包括2个到4个接触体144。在实

施方案中，由于下面将讨论的原因，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4优选地可以包括3个接触体144。

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和第二组导电接触体144的数量可以是相同的。

[0022] 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还可以包括穿过本体124限定的第二组偏心孔径146。第二

组偏心孔径146可以包括提供通向第二组导电接触体144的通路的至少一个偏心孔径146。

偏心孔径144的数量可以对应于导电接触体144的数量。

[0023] 参照图2至6B，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可以包括互补导向

件150。图7A和7B是图示正由互补导向件150引导以便连接的电连接器110的部分剖开视图

的示意图。为了组装第一模块化部分102和第二模块化部分104，可以使第一模块化部分102

和第二模块化部分104的末端部分120和122纵向对齐，互补导向件150可以在末端部分120

和122中旋转地引导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和114以在至少一个预定的相对旋转方位上相互

连接。在实施方案中，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的互补导向件150被配

置为将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旋转地固定到多个预定数量的相对

旋转方位中的一个相对旋转方位。

[0024] 在实施方案中，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的互补导向件150

可以包括具有近端152和远端154的齿150，每个齿150的近端152的宽度大于每个齿150的远

端154。齿150的这个配置使得当模块化子系统112和114旋转对齐时可以有一个宽的误差范

围，但仍使得当模块化子系统112和114被推向对方时可以朝向固定的预定旋转方位引导。

在实施方案中，为了进一步帮助模块化子系统112和114的引导，每个齿150的远端154可以

具有倒圆边缘。在齿150可以既纵向地、又辐射状地延伸的实施方案中，术语宽度可以被理

解为是齿的弧宽度。

[0025] 要意识到，齿150的数量可以由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和第二组导电接触体144中

的接触体的数量确定。例如，在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和第二组导电接触体144中均存在三

个导电接触体140和144的实施方案中，存在用于连接模块化子系统112和114的三个可能的

相对旋转方位。照此，模块化子系统112和114可以包括限定在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的辐射

状表面(radial  surface)160上的三个辐射状地(radially)间隔的齿150以及限定在第二

模块化子系统114的辐射状表面162上的三个辐射状地间隔的齿150。辐射状表面160和162

可以要么是内表面，要么是外表面，但是在一些实施方案中，为易于组装，前者可能是优选

的。

[0026] 要意识到，齿150的数量可以是取决于接触体140和144的数量的任何数量。在另一

个实施例中，互补导向件150可以包括限定在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的辐射状表面160上的

六个辐射状地间隔的齿150以及限定在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的辐射状表面162上的六个辐

射状地间隔的齿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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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的连接使得在第一模块化部分102

中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的第一销124可以：a)被接纳在在第二模块化部分104中的第二

模块化子系统114的第一组偏心孔径142中的一个偏心孔径中；并且b)连接到第一组导电接

触体140中的一个导电接触体。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的连接还使

得在第一模块化部分102中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112的第二销126可以：a)被接纳在在第二

模块化部分104中的第二模块化子系统114的第二组偏心孔径146中的一个偏心孔径中；并

且b)连接到第二组导电接触体144中的一个导电接触体。

[0028] 为了保持良好的电连接，第一组导电接触体140和第二组导电接触体144中的至少

一个接触体140、144可以包括细长本体部分146和颈部部分148，细长本体部分的宽度大于

颈部部分的宽度。另外，细长本体部分146可以包括纵向间隙148，从而给予接触体140、144

轴向灵活性。在实施方案中，颈部部分148的宽度可以是基本上与第一销126或第二销128的

宽度相同的或者小于第一销126或第二销128的宽度以确保当销126和128穿过颈部部分148

设置时紧密地连接。

[0029] 要意识到，可以使用互补导向件旋转地对齐的模块化电连接器对于电接触体可以

具有不同的配置。图8A-8D是分别图示在图1的展示结构100中可以使用的模块化电连接器

200的另一个示例性实施方案的立视图、部分剖开视图、分解图和部分剖开分解图的示意

图。图9是图示图8A-8D的模块化电连接器处于旋转固定的连接方位上的立视图的示意图。

[0030] 电连接器200可以包括导向件250，导向件250用于以与上面对于电连接器110讨论

的方式相同的方式旋转地对齐电连接器200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电

连接器200与电连接器110的不同之处可以在于，代替单个的接触体140和144，电连接器200

的第二模块化子系统可以包括：第一导电接触体220，其设置在本体中；第一组多个纵向偏

心孔径，其穿过本体限定，并且暴露第一导电接触体220上的多个接触区域；第二导电接触

体230，其设置在本体中，与第一导电接触体220电隔离；以及第二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其

穿过本体限定，并且暴露第二导电接触体230上的多个接触区域。导向件250可操作来将连

接器200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旋转地固定到预定数量的相对旋转方位

中的一个相对旋转方位，由此1)在第一模块化部分中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第一销被接纳

在在第二模块化部分中的第二模块化子系统的第一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中的一个纵向偏

心孔径中，并且连接到第一导电接触体220上的所述多个接触区域中的一个接触区域；并且

2)在第一模块化部分中的第一模块化子系统的第二销被接纳在在第二模块化部分中的第

二模块化子系统的第二组多个纵向偏心孔径中的一个纵向偏心孔径中，并且连接到第二导

电接触体230上的所述多个接触区域中的一个接触区域。在实施方案中，电连接器200的第

一模块化子系统进一步包括邻近第一销和第二销的基底250定位的弹簧240，弹簧240被配

置为当第一模块化子系统和第二模块化子系统连接时在第一销和第二销上对相应的接触

区域施力。第一接触体220和第二接触体230上的接触区域的数量可以变化，就像接触体140

和144的数量可以变化一样。

[0031] 虽然以上已经描述了根据所公开的原理的各种实施方案，但是它们仅仅是作为实

施例呈现的，而非限制。因此，本文中所描述的示例实施方案的广度和范围不应由上述任何

一个示例性实施方案限制，而是仅应根据本公开公布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限定。此

外，以上优点和特征在所描述的实施方案中被提供，但是不应将这样授权的权利要求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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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限于实现以上优点中的任何一个优点或者全部优点的处理和结构。

[0032] 比较、测量和定时的词语，比如“在.......时”、“等同”、“在......期间”、“完成”

等，应被理解为意指“基本上在.......时”、“基本上等同”、“基本上在......期间”、“基本

上完成”等，其中“基本上”意指这样的比较、测量和定时对于实现隐含地或者明示地陈述的

期望结果是可实行的。与部件的相对位置相关的词语，比如“围绕”、“附近”、“邻近”、

“与......相邻”应意指靠得足够近以至于当相应的系统部件交互时具有实质性的效果。

[0033] 此外，本文的段落标题是被提供来与37CFR  1 .77的建议一致，或者用于提供结构

线索。这些标题不应限制或特征化可以从该公开公布的任何权利要求中所阐述的发明(一

个或多个)。具体地并且以举例的方式，尽管标题指“技术领域”，权利要求书不应被该标题

下所选择的语言限制为描述所谓的技术领域。进一步，“背景技术”中的技术的描述不是要

被解读为承认某项技术是该公开中的任意发明(一个或多个)的现有技术。“发明内容”也不

是要被认为是在公布的权利要求书中所阐述的发明(一个或多个)的特征描述。另外，该公

开中对单数的“发明”的任何引用不应被用于证明在该公开中仅有一个新颖点。根据从该公

开公布的多个权利要求的限定，可以阐述多个发明，并且这些权利要求相应地定义了由其

保护的发明(一个或多个)以及它们的等同形式。在所有例子中，这些权利要求的范围根据

该公开按照这些权利要求本身的实质来理解，而不应被本文所陈述的标题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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