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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册发明专利集中统一公示
申请（专利权）人：济南阜丰宏发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济南阜丰宏发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510267794.2
申请号:CN201710073041.7
专利名称： 一种从淀粉生产过程尾气中回收利用 专利名称： 一种二氧化硫制亚硫酸闭路多级吸收
系统
SO2 的制酸系统
发明（设计）人：沈庆安、席学彬、席萍、沈长鹏
发明（设计）人：沈庆安、席学彬、席萍、沈长鹏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130 号 B2 号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130 号 B2 号
楼 2-106 室
楼 2-106 室
摘要：一种从淀粉生产过程尾气中回收利用 SO2- 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二氧化硫制亚硫酸闭路
多级吸收系统，
包括依次连接的燃硫装置、 冷却
的制酸系统，包括由始至终依次连接的 SO2- 气体
收集单元、净化处理单元、制酸工段、亚硫酸贮存 器、一级吸收塔、二级吸收塔和三级吸收机组。 所
及再应用单元构成。 它把浸泡工段和破碎、研磨、 述冷却器、 一级吸收塔和二级吸收塔下部设有酸
液出口并与一亚硫酸贮槽连接， 所述亚硫酸贮槽
筛分工段尾气可能有气体逸出的单元设备用管道
的出口通往用酸工段； 所述的三级吸收机组的进
连接起来，进行气体收集，接到风机的进口，通过 水口接入工艺水， 并且三级吸收机组的排水管串
风机的运转，风机出口送出的气体，通过管道送进 接一流量调节阀， 流量调节阀的分支接口分别与
符合此类工况要求的净化处理塔进行净化处理， 冷却器、一级吸收塔、二级吸收塔的进水口连接；
送进来的混合气体充分 被 工 艺 水 洗 涤 净 化 ， 吸 所述的三级吸收机组的进气口与二级吸收塔的出
收 了 SO2 的此过程水再送入制造亚硫酸的吸收塔， 气口连接。 本发明的吸收系统中二氧化硫经过三
这一工艺过程可有效完成对 SO2 的回收利用， 净化 级吸收，吸收效率高，尾气几乎不含二氧化硫，不
处理尾气中的有害成分，变废为宝节约了硫资源， 会对大气造成污染；二氧化硫吸收率高，节省了硫
为企业生产降低成本，保护环境不被污染。
磺的使用量。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航士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航士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610010588.8
申请号:CN201510950558.0
专利名称： 波浪能驱动的飞翼式海面滑翔机系统 专利名称：六自由度水中移动平台
及实施方法
发明（设计）人：王天
发明（设计）人：王天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海洋一路 333 号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海洋一路 333 号 3 号楼
3 号楼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六自由度水中移动平台，采
摘要： 一种波浪能驱动的飞翼式海面滑翔机系统 用开架式结构，使平台重量与体积减小，适应更多
及实施方法，水面浮体部分与水下滑翔翼部分，水 不同类型的作业区域， 通过线缆控制平台的各项
面浮体与水下滑翔翼之间用刚性链条链接， 所述 结构， 同时平台底部安装的焊接控制盒保证了平
的水面浮体部分包括：船体、方向舵、防水控制舱、 台的实时追踪焊接功能，提高了焊接质量。 简单地
导航模块、能源系统、通讯模块，所述的水下滑翔 通过气囊完成平台的翻转，降低了成本，简化了平
翼部分包括：滑翔翼、襟翼以及襟翼控制装置。 本 台的姿态控制，通过两台垂直推进器、四台水平推
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利用波浪能产生驱动力，同时 进器实现六自由度运动， 所述的平台运动姿态控
能源系统将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化为电 制方式结合万向轮实现的爬壁功能， 可使平台在
能，为系统提供电力，实现其超长的续航能力，而 任意作业平面上自由移动。 所述的平台结构以及
且水下滑翔翼的设计保证了系统更有效地将波浪 所实现的爬壁、实时追踪焊接功能，实现了一款新
型的、成本低的、稳定的开架式水下作业机器人。
能转化为动能，提升了海面滑翔机的机动能力。
申请（专利权）人：哈尔滨工大泰铭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山东通用玻纤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049994.X
申请号:CN201710064486.9
专利名称： 一种兼具吸收和吸附电解液能力的点
专利名称： 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有限元节点坐标
压式玻璃纤维隔板及其制备工艺
提取方法
发明（设计）人：邱轮昌、王立家、邱宗威、王嘉棨
发明（设计）人：王友善、崔志博、吴健、粟本龙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张寨乡驻地
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街副 434 号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兼具吸收和吸附电解液能
力的点压式玻璃纤维隔板及其制备工艺， 将制隔
哈工大科技园大厦 603 室
板所用的玻璃纤维 棉 材 料 经 过 两滚轮间滚压成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图像处理的有限元
型， 其中一个滚轮的滚压面有均匀分布的球缺形
节点坐标提取方法，在 CAD 软件下，手动对二维几 凸起或者滚轮外包有均匀分布着球缺形凸起的滚
何模型划分网格，截取划分好网格的模型的图片， 压层，控制两个滚轮之间的压力和滚压速度，匀速
通过处理每个像素点周围的像素点数目和位置来 滚压， 成型后的玻璃纤维隔板的一侧表面为有球
缺形凹陷相间且分布均匀的面。 用了本发明的隔
确定线段的交点，并确定各节点之间的相对位置，
板后，在隔板表面会形成凹凸相间的空间，利用这
然后通过坐标变换获得节点的真正坐标。 上述方 样的空间来吸 收 和 存 储 电 解 液 ， 使隔板整体对
法可以方便地将模型中的交点提取出， 以极大地 电解液的吸附和吸收能力全面上升， 从而提升电
池的使用寿命。
提高有限元前处理的效率。
申请（专利权）人：常宁市兴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德也篷房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510966483.5
申请号:CN201611055029.5
专利名称：一种自锁螺栓
专利名称：一种卷曲形茶加工方法
发明（设计）人：金敏、金跃其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 9818 号 1 幢 175 室 发明（设计）人：夏国华、吴辉荣、尹文逵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锁螺栓。 其包括螺栓、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宜阳镇群英西路
套筒、锁紧杆。所述螺栓包括上部设置的旋拧头和 摘要：一种卷曲形茶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采
位于旋拧头下的螺杆，所述螺杆上设有外螺纹；所 摘及鲜叶萎凋、杀青、去黄片；然后采用风选机和
述套筒内部上部设有与螺杆上的外螺纹配合的内 振动槽结合去除杀青叶中的大黄叶；初回潮；初揉
螺纹，且套筒下部沿套筒圆周方向开有纵向缝隙；
在螺杆与套筒没有相互锁紧时， 所述套筒上部至 捻；初烘干；复回潮；复揉捻。 炒干做形：将复揉捻
套筒下部的口径逐渐减小； 在所述螺杆的杆体下 叶放入解块机内进行解块， 然后进行人工炒干做
端设有豁口， 且所述螺栓由豁口至旋拧头的一侧 形；复烘干得到卷曲形茶。与传统手工制作卷曲形
开有凹槽； 该凹槽的深度从豁口处开始至旋拧头 茶相比，该加工方法的操作自动化程度高、劳动强
逐渐由深变浅； 所述锁紧杆的上端一侧设有凸出 度低；而与全自动化制造的卷曲形茶相比，其保留
块，且在锁紧杆的下端设有锁紧块；所述锁紧杆的
另一侧放置在前述凹槽内， 其中锁紧块位于螺栓 了独特的手工高档茶的外形、色泽及风味；采用特
的豁口内。 本发明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能够在极 定的流水线生产装置， 实现自动化生产， 操作简
单，生产劳动强度小，设备投资成本低。
狭小的安装空间内实现光伏组件的安装。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明特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宏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139235.2
申请号:CN201710260175.X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能源信息网关的数据请求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阴极倾斜式 X 射线装置
发明（设计）人：方跃建、陈凯、张平、杜凯莉、谢琴、
发明（设计）人：甘泉洲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九干路 243 弄 11 号 2 冯增安、陶良泽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
幢4楼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阴极倾斜式 X 射线装置， 2620 号 3 号楼
包括阳极靶盘、第一真空腔体、波纹管、第二真空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能源信息网关的数
腔体、陶瓷绝缘盘和阴极轴杆，所述第一真空腔体 据请求方法，能源网关自动 NTP 对时，使能源信息
和第二真空腔体与波纹管以及阳极靶盘的铝质外 网关的时间与数据中心一致； 能源网关运行 UDP
壳通过焊接为一体化密封结构，所述陶瓷绝缘盘 Server 功能， 接收 Wakeup 数据包； 数据包采用
与第二真空腔体以及陶瓷绝缘盘与阴极轴杆均通 ECDSA 算法进行数据签名验证， 在签名验证正确
过钎焊焊接形成一密封结构。 该阴极倾斜式 X 射 后解析 Wakeup 里的时间、ID 信息并进行验证，验
线装置，使旋转阳极靶盘的热量直接通过热传导 证通过后能源信息网关接受该数据包， 否则将拒
的方式向外侧散热， 能有效地提高 X 射线管的散 绝该数据包； 能源信息网关建立与数据中心的连
热效率， 在提高 X 射线管扫描热容量的同时可很 接。 在本方案中，数据中心按需请求数据，降低了
大程度地缩小 X 射线管的尺寸， 使 X 射线管能满 数据中心服务器的负荷， 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网络
足高端人体断层摄影扫描仪 CT、 数字 X 光机 DR、 的负载，能源信息网关避免将自己暴露在网络中，
工业断层摄影扫描仪、工业探测探伤设备及其他 不易遭受到攻击。 本方案适用于具有能源信息网
移动 X 光设备等设备的工作要求。
关的信息集抄领域。
申请（专利权）人：苏州市海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苏州市海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170668.4
申请号:CN201710260615.1
专利名称： 一种气液分离及平稳流体流速的气泡 专利名称： 一种气液分离及平稳流体流速的气泡
陷阱
陷阱
发明（设计）人：于军华
发明（设计）人：李健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东横港街 9 号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东横港街 9 号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气液分离及平稳流体流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气液分离及平稳流体流
速的气泡陷阱，包含锥形曲面的顶板、管件、液位 速的气泡陷阱，包括顶板、玻璃筒、底板、液位检测
检测器、底板、二级减速变径、一级减速变径。 使用 器、顶部阀门、二级减速变径和一级减速变径。 本
时，顶板上方的排气阀门通过 PC 或 PLC 实现自动 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该气泡陷阱能高效且平稳地
控制， 通过管件用于流体暂存以及观察流体高度 去除生物制药中流体中的气泡， 液位检测器将流
位置， 底板上设置二级减速变径与一级减速变径 体气液分界线以数字化信号，精准地传送到 PC 或
用于实现流体的平稳通过、 释放其中混有的气泡 PLC，分离的气泡排出后的液位高度调整保证了去
以及符合生物制药行业规范的自动排尽功能，有 除气泡的高精度；使用多级流体减速变径，可有效
效降低装置内部的流体流速，减少流体的搅动，使 降低装置内部的流体流速， 提高了流体输送的稳
设备中的流体流动平稳，提高流体输送的稳定性。 定性； 该装置主要用于生物制药中的流体传输过
通过液位检测器将流体在管件中的气液分界线以 程中的气液分离，实现流体输送平稳，该装置具有
数字化信号精准地传送到 PLC， 分离的气泡排出 可手动、半自动或全自动的操作方式，操作步骤简
后的液位高度调整，以免错误信号、外部物质等因 便， 可满足工艺特点的需要。 该气泡陷阱操作方
便，各构件连接灵活。
素干扰，保证了去除气泡的高精度。

公示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申请（专利权）人：济南阜丰宏发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航士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济南阜丰宏发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510912492.6
申请号:CN201620725538.3
申请号:CN201510271450.9
专利名称：智能水下工作平台及实施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数控筛板焊接机床
专利名称：一种自动燃硫炉
发明（设计）人：王天
发明（设计）人：沈庆安; 席学彬、席萍、沈长鹏
发明（设计）人：沈庆安; 席学彬、席萍、沈长鹏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130 号 B2 号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130 号 B2 号楼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海洋一路 333 号
3 号楼
楼 2-106 室
2-106 室
摘要：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智能水下工作平台及实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数控筛板焊接机床，
包括机床身、 床头箱、 数控面板及操作显示触摸 摘要：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自动燃硫炉，包括炉体， 施方法， 由外部遥控装置和水下机器人两部分组
屏、主轴驱动伺服电机及变速装置、纵向移动装置 所述炉体内设有上下设置的熔硫室和燃硫室，所 成。 水下机器人部分由艇身、照明装置、水下密封
和直线导轨； 床头箱左侧安装有主轴驱动伺服电 述熔硫室上部设有一与熔硫室连通的接料室，所 推进器、 探测传感装置、 电子控制系统耐压密封
机及变速装置， 主轴驱动伺服电机及变速装置驱 述接料室的上部设有进料口， 所述熔硫室下部设 舱、航姿监控模块、执行装置组成。 智能水下工作
动连接主轴，主轴固定连接至焊接工装胎具；纵向 有一供熔化的硫磺流入燃硫室的液硫出口， 所述 平台外部遥控装置与水下机器人通过脐带缆连
移动装置滑动连接至直线导轨； 纵向移动装置内 熔硫室内设有温度传感器座， 所述温度传感器座 接，脐带缆内含有电源电缆和数据传输光纤，脐带
设置有轴承， 轴承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筛托条压 内设有温度传感器， 所述温度传感器与一控制器 缆与水下机器人部分的连接处采用水密封插头连
紧装置和筛托条压紧操作手轮； 床头箱上侧安装 电连接，所述燃硫室内设有一燃烧盘，所述燃烧盘 接，机器人潜入水下后，水下机器人通过探测传感
装置获得水下工作环境信息， 并及时把信息传给
有伺服驱动器及高频焊接电源箱； 焊接工装胎具
固定于一由控制器控制的升降机构上并能由其带 操作者， 操作者利用外部遥控装置进行水下或海
上方设置有电极滚盘； 焊接工装胎具右侧设置有
调直扶正定位装置； 电极滚盘上侧安装有电极滚 动上下移动； 所述炉体上设有一与燃硫室连通的 洋工程的具体任务操作， 本发明中的水下机器人
盘平衡装置。 本数控筛板焊接机床结构设计合理， 出气道。 本发明的自动燃硫炉产出二氧化硫气体 可以准确地到达水下指定位置，航程大、受天气影
其问世填补了国内筛板制造设备的空白， 为企业 量稳定，节省了能耗和硫磺原料，二氧化硫产出稳 响小，可以通过在执行装置上搭载不同的工作端，
定，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
完成多种水下任务。
降低了生产成本。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嫩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四川尚好茶业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航士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277702.8
申请号:CN201611054289.0
申请号:CN201510978591.4
专利名称：一种木鱼石普洱茶的制作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桑菊花茶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陈彰;
专利名称：室内自航模操纵性实验定位系统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万众路 368 号 3 层 3021 室
发明（设计）人：刘露民、程博、刘惠民、赵庆华;
发明（设计）人：王天
摘要：一种木鱼石普洱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以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工业园再兴街 1 号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海洋一路 333 号 下 10 个步骤制得： 第一步， 将木鱼石原料用切割设备切
片；第二步，将木鱼石片清洗后放在恒温加热设备里进行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桑菊花茶及其制备方法，
3 号楼
干燥，干燥冷却后木鱼石片待用；第三步，将鲜普洱茶叶原 涉及到了茶叶加工领域。 该桑菊花茶包括重量为
摘要： 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室内自航模操纵性实验 料进行摊凉，散失鲜叶中一部分水分；第四步，将摊凉后茶 100 份的桑叶芽尖、8 份的野菊花和 5 份的薄荷
叶原料用茶叶专用炒制锅进行炒制杀青；第五步，将炒制
定位系统，在船舶设计与建造中，操纵性能始终都 杀青后茶叶原料进行揉捻；第六步，将揉捻后茶叶原料在
叶，制备方法包括：采叶、晾叶、杀青、揉捻、烘焙发
太阳光下自然晒干；第七步，将晒干后茶叶原料进行蒸汽
酵、 包装六个步骤。 采取谷雨时节的鲜嫩桑叶芽
是设计者关注和控制的一个目标， 而船模操纵实
尖，自然晾晒后进行炒锅杀青，然后用烘焙提香机
验的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目前的实验中多采 蒸焖；第八步，将蒸汽蒸焖后茶叶原料和干燥冷却后木鱼
石片进行充分混合，并搅拌均匀；第九步，将搅拌均匀后木
用传感器进行船模轨迹测量， 缺少实时性及准确 鱼石片、茶叶原料放到模具里，用茶叶生产压制设备压制 将杀青后的鲜嫩桑叶芽尖与野菊花同步混合揉
成饼状；第十步，将木鱼石片、茶叶原料压制成饼后，进行 捻， 去除桑叶芽尖和野菊花中的有机酸的苦汁和
性。 本发明的室内自航模操纵性实验定位系统包 干燥后即得木鱼石普洱茶成品。信誉时代
（xrp86.com）是上 涩味，然后配用薄荷叶同步恒温 90~110℃烘焙 2
括：航迹识别系统、船载控制器、地面控制系统、通 海嫩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股票名称：嫩桑数字，股权代
小时提炼，使桑菊花茶无异味，且发出野菊花和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MA1HL28U0P；
码：210451；
讯系统、伺服驱动系统、电源系统。 通过 WIFI 局域 注册资金 2200 万元，品牌等无形资产价值超 6 亿元。 ）旗 荷叶的清香气味。 本发明独特的制作工艺可有效
网络实现船在控制器、航迹反馈、地面控制站的联 下数字资产（含数字资产、数字货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地去除桑叶芽尖中有机酸的苦味和涩味， 且制成
该发明专利将以产品支撑和股票支撑的区块链数字货币
网， 地面控制站根据操作人员设定的参数结合航（
时间币 TCC、信誉币 CNX、普洱币 PEC）交易方式，服务广 的桑菊花茶还能发出一股清香的气味来， 制成的
桑菊花茶泡水饮用对人体具有养生保健效果。
迹识别系统对航模进行控制。
大会员和消费者。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谐云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巨野七彩贝壳电子商务有限公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微深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050789.5
申请号:CN201710029868.8
司
专利名称： 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云平台容量规划 申请号:CN201710037886.0
专利名称： 一种可处理透明和高光材质的彩色三
方法
维光学扫描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高层建筑外墙喷涂智能机器人
发明（设计）人：才振功、苌程、王翱宇、丁轶群、蔡 发明（设计）人：郭朝连、郭朝东、郭庆潇、司超超、 发明（设计）人：魏兵
亮;
张西昌、孔松艳、田品、李芳蕾、孔梦月、王建、王然 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华苑产业区物华道 2 号 A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 号天堂软 然
座 2031 室
件园 A 幢 11 楼 C、D、E 座
地址：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开发区老 327 国道西 摘要： 本发明涉及到了非接触式光学扫描技术领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云平台 城派出所对面
域， 尤其涉及到一种可处理透明和高光材质的彩
容量规划方法， 该方法为： 每发生一次虚拟机迁 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层建筑外墙喷涂智能 色三维光学扫描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
移，即根据拓扑结构，对相关节点触发一次容量评 机器人，属于高层建筑外墙喷涂设备技术领域。 本 骤：1. 针对表面镜面反射强烈或透明性较强的物
估， 响应时间或物理资源利用率最先达到阈值的 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实现调整自动喷涂机械臂手 体粘贴可复用标志点；2.在所述可复用标志点的定
节点的虚拟资源或者物理资源所能支撑的访问量 垂直方向运动，固定套 A 内镶嵌有支撑杆，而支撑 位下，完成物体的三维扫描及自动拼接；3.使用反
作为该云平台的容量值。 其中，响应时间或物理资 杆顶部铰接有转动轴 A,转动轴 A 一端部与伺服电 差增强剂喷涂物体不能采集到点云的部位， 然后
源利用率通过应用系统事务服务时间估算技术、 机 A 的输出轴连接， 转动轴 A 的另一端连接旋转 擦除覆盖在所述可复用标志点上面的所述反差增
基于序列分析的访问量预测技术等得到。 本发明 座，旋转座的固定套 B 连接伺服电机 B 输出轴，固 强剂；4.再次扫描物体，直接提取点云，并利用所述
提出的方法，针对云平台中常见的虚拟化特点，采 定套 B 末端设有气雾喷枪，伺服电机 A，伺服电机 可复用标志点拼接，扫描完整即可；5.然后完成网
用机器学习算法，实时预测平台的性能指标，结合 B 的分别带动转动轴 A 转动， 旋转座转动使得气 格面封装及网格面的补洞、平滑、简化等任意常规
虚拟化资源耗损，准确预测规划云平台容量，有效 雾喷枪能够 360 度旋转喷涂，整个装置布局合理， 处理流程，尽可能把模型修复完整。 本发明可处理
解决传统经验驱动的容量规划带来的准确度低下 动作速度快，可以连续作业，达到喷涂全方位、无 透明和高光材质的彩色数据采集，方便快捷，大大
的难题。
拓展了该技术的应用领域。
死角、平整均匀的喷涂效果。
申请（专利权）人：常宁市兴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常宁市兴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贵州上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611053946.X
申请号:CN201611053939.X
申请号:CN201611003993.3
专利名称：一种卷曲形茶清洁化生产装置
专利名称：一种大叶茶的种植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利用太阳能分散式污水处理方法
发明（设计）人：夏国华、尹文逵、吴辉荣
发明（设计）人：夏国华、吴辉荣、尹文逵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宜阳镇群英西路
发明（设计）人：陈彬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宜阳镇群英西路
摘要：一种大叶茶的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 摘要：一种卷曲形茶清洁化生产装置，安装在带有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习酒镇大湾村
茶地选择：选择土质疏松、肥沃、排水良好、光照时 洁净风机的生产室内； 鲜叶萎凋装置与滚筒杀青
间长、 土壤 pH 值为 4.5~5.5 的丘陵地带作为茶 机连接； 滚筒杀青机通过依次连接的网带输送机 摘要： 本专利公开了一种利用太阳能分散式污水
园；2.整地；3.浇灌沼液和施基肥；4.种植：选择优 和提升机的风选机连接， 其出口与第一回潮机连 处理的方法，经过调节池、初沉池、二次沉淀池、电
质的大叶茶作为插穗，采用扦插育苗方法繁殖，插 通， 第一回潮机的出料段位于提升机上方第一揉 解池以及生物膜发生器的处理，初沉池、二次沉淀
穗在基质中扦插 2~3 个月后， 根系发达， 苗高 捻机组上设有移动往复平输机； 第一揉捻机组的
30~40cm，即可定植至茶园，采用双行单株模式种 下方设有振动槽，其出口与单层解块烘干机连接； 池和电解池外壁的鳞片状玻璃钢传输带外安装烘
植，行距为 80~90cm，株距为 50~60cm，且在茶园 单层解块烘干机与第二回潮机之间设有网带冷却 干通道，该烘干通道内安装有热风机、在烘干通道
相邻的茶树丛中套种时令蔬菜， 时令蔬菜与茶树 输送机； 第二回潮机与第二揉捻机组之间设有依
内安装微波振动器， 通过热风机将玻璃钢传输带
丛的间距为 15~30cm；5.追肥；6.茶园管理：包括 次连接振动槽和提升机， 第二揉捻机组出料端依
幼年期修剪、成年投产期修剪和衰老期修剪；7.病 次与提升机、解块机、提升机和第一烘干机连接， 表面的沉淀物进行干燥， 通过微波振动器将玻璃
害防治；8. 喷洒叶面肥。 本发明大叶茶的种植方 第一烘干机后设有炒锅； 炒锅出口与第二烘干机 钢传输带表面进行脱离， 这样可以不用经常对沉
法，采用大茶叶和时令蔬菜套种，提高茶树的生长 连通。 该卷曲形茶清洁化生产装置设置合理、结构
淀池、二次沉淀池和电解池进行清淤，解决了现在
速率和茶园的经济价值， 降低了茶树的生产成本 简单、便于操作，通过在生产车间设置洁净风机，
需定期停机清淤的问题。
满足食品清洁生产标准。
及管理成本，改善了大叶茶的品质。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万通轴承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289844.6
专利名称：一种轴承涂油整列机
发明（设计）人：王涛、赵加兵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健跳镇大塘工业园区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轴承涂油整列机，其技术
方案要点是:包括上料机构、下料机构、机体，机体
内设有涂油腔、进料通道、出料通道，涂油腔内设
有涂油筒件、驱动部、雾化喷油部，涂油筒件一端
与进料通道相接，且另一端与出料通道相接，涂油
筒件整体呈倾斜设置， 涂油筒件上设有若干间隙
通道；雾化喷油部用于对涂油筒件进行雾化喷油；
上料机构位于机体的进料通道一侧且用于将待涂
油轴承运输至进料通道； 下料机构位于机体的出
料通道一侧且用于整齐排列涂油完成的轴承；本
涂油整列机的整体动作过程均为自动化涂油，不
仅涂油的效率非常高， 而且涂油的均匀度也是非
常高，能满足大批量轴承涂油的需求。 通过该涂油
整列机涂油之后的轴承，防锈性能较佳。
申请（专利权）人：苏州市海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260810.4
专利名称：一种层析柱用多功能气动阀
发明（设计）人：李健
地址：江苏省苏州 市 相 城 区 阳 澄 湖 镇 东 横 港 街
9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层析柱用多功能气动阀，
包括外六角螺钉、法兰、筛板焊接组件、多功能组
合气动阀、内六角螺钉、样品收集管、在位清洗管、
填料进出管、固定环、O 型圈 A、O 型圈 B、O 型圈 C、
O 型圈 D、O 型圈 E、O 型圈 F、O 型圈 G、O 型圈 H、卡
箍密封圈、阀芯、O 型圈 J、垫片、清洗管、O 型圈 K、
阀体、O 型圈 L、 气管接头、O 型圈 M、Y 型密封圈、
阀腔、压缩弹簧、消音器和 M 内六角螺钉。 本发明
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通过气动来控制阀体阀门
的开合，操作方便，并且阀门在打开时阀芯向下运
动，不会对填料造成再次挤压，避免对填料造成破
坏，同时清洗口与填料的装卸口是密封设计的，可
以避免填料污染清洗管。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万通轴承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柳州市德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289824.9
申请号:CN201710060181.0
专利名称：一种轴承钢珠拨散机
专利名称：一种干燥汽车零部件货架
发明（设计）人：王涛; 赵加兵
发明（设计）人：李德宗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健跳镇大塘工业园区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革新路四区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轴承钢珠拨散机，其技术 板栗园
方案要点是:包括传输支架，传输支架上设有传输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干燥汽车零部件货架，包括
滑道，传输支架的下方设有固定台、滑移驱动部， 外框架和内框架，所述内框架呈圆饼状，所述内框
固定台上滑移连接有滑移台； 滑移台上设有升降 架可旋转的置于所述外框架内， 所述外框架的下
台、升降驱动部，升降台上设有输料台组、第三输 端设置有四个万向轮， 所述内框架设置有竖直放
料台，输料台组的上端部设有起顶部，第三输料台 置的竖直架、 水平放置的多个横架和竖直放置的
上端部设有均分部；滑移台上设有支撑架，支撑架 多个活动架， 多个所述横架由上至下等距与所述
上设有与输料台组相对应的拨散组件； 轴承钢珠 竖直架固定连接， 多个活动架分别置于相邻的两
拨散机动作连贯顺畅，自动化程度较高，具有较高 个横架之间， 且多个所述活动架均可在其所处的
的工作效率、工作稳定性，经过该轴承钢珠拨散机 两个横架之间水平移动； 所述外框架的侧壁上设
拨散的轴承，内部钢珠分布较为均匀，生产出的轴 置有干燥所述内框架的干燥器。 相对于现有技术，
承噪音较低，质量较高；根据不同生产批次轴承， 本发明可改变零部件的存放空间， 使存放零部件
内部结构能发生适应性改变， 单个设备能完成不 增多，干燥器对所述内框架内进行干燥，防止零部
同批次轴承钢珠的拨散工作，适配性较高。
件的油污污染。
申请（专利权）人：石狮联益众成纺织科技有限公 申请（专利权）人：广州市蓝彩实业有限公司
司
申请号:CN201710253288.7
专利名称：一种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智能管理箱
申请号:CN201710166650.7
发明（设计）人：杨营升
专利名称：素色雨伞布隐形印花工艺
发明（设计）人：陈贤仁、蔡福顺、郑福洋、邵开强、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民生路 230 号
（厂房）
张书生
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南洋路南洋商厦 B 幢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智能
管理箱，包括灭火器放置位置提示功能、灭火器月
504 室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素色雨伞布隐形印花工艺， 检提示功能、灭火器年检提示功能、灭火器定位放
置管理功能及灭火器日常例行巡查实时签到功
它是将素色 A 级坯布经染色→预备定型→一次涂
能。 本发明的一种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智能管理箱
胶→印花→水洗→中间定型→二次涂胶→成品定
实现了对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存放位置实时提示
型工序的处理即可制得隐形印花雨伞布成品。 通 管理功能、 灭火器的月检查智能化就地 / 远程实
过本发明的隐形印花工艺制备的雨伞布在干态下 时提示管理功能、 灭火器年检查智能化就地 / 远
看不到花型，在湿态下呈现出花型，独具特色，使 程实时提示管理功能、 灭火器定点放置管理功能
得产品具备了良好的市场竞争力；另外，本发明的 及灭火器日常巡查实时签到功能， 有效解决了以
特殊印花工艺为标准化生产， 工艺流程温度使得 往单靠人工记忆的被动检查、 人为走过场的弄虚
产品的一致性很强，制得的产品品质优良、性能稳 作假现象， 从而充分发挥且保证了灭火器作用的
最大化。
定，具有三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航士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510942074.1
专利名称： 高海况下完成事故船与救援船对接的
系统
发明（设计）人：王天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海洋一路 333 号
3 号楼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套能够在高海况条件下进
行事故船与救援船对接的系统及实现方法。 系统
包括机器人、导航定位系统、放缆系统、母船控制
器。 机器人采用前后两段的设计，两段之间由防水
舵机铰接。 使用磁性履带完成船体表面的行走，由
两个水平推进器和两个垂直推进器完成水下的运
动。 导航定位系统采用两种定位模式结合的形式，
以救援船为核心， 救援船对事故船通过 AIS 雷达
进行定位，并且通过 USBL 对机器人在水下的位置
进行定位。 放缆装置由岸基放缆装置组成，放缆设
备具有单独的伺服驱动功能， 可快速释放机器人
脐带缆，减轻缆绳对机器人的影响。 该系统为高海
况下事故船的救援工作提供了足够支持。
申请（专利权）人：武汉烽火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611068083.3
专利名称：聚合支付平台及支付方法
发明（设计）人：余涛、魏强、樊松谷、赵化勇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聚合支付平台及支付方
法，涉及到移动支付领域。 该平台包括 POS 终端、
系统后台、 管理单元，POS 终端支持传统 POS 机和
智能 POS 机，管理单元包括系统管理模块、商户管
理模块、终端管理模块、报表管理模块，系统管理
模块用于管理系统中的用户、角色、菜单信息，并
通过用户→角色→菜单的方式进行权限管理；商
户管理模块用于管理商户的信息， 对商户进行维
护；终端管理模块用于管理终端信息；报表管理模
块用于管理交易、订单的报表。 本发明能为商户提
供微信、支付宝、QQ 钱包、京东支付、银行卡刷卡
支付等一站式支付解决方案。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久正精密合金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028706.2
专利名称： 一种用于 HastelloyC276 钢带的渗碳
控制方法
发明（设计）人：刘应义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同济支路 65 号 326
摘要：本发明涉及钢铁产品的冷轧、润滑、冷却、清
洗、抛光、热处理等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用
于 Hastelloy C276 钢带的渗碳控制方法。 其具体
工艺流程如下：热轧钢带修磨、第一次冷轧、第一
次清洗、第一次抛光、第一次退火、第二次冷轧、第
二次清洗、第二次抛光、第二次退火、冷轧成品、修
边、检验、包装、入库。 同现有技术相比，在传统的
工艺中增加清洗及抛光的工艺， 可以明显地降低
钢带中的碳含量，有效地清除渗碳污染源，从而实
现产品不增碳、产品合格的目的。
申请（专利权）人：武汉数字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申请号:CN201710047690.X
专利名称：一种矢量地图的水印嵌入方法、提取方
法及系统
发明（设计）人：王勇、叶承、李梦、张飞飞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62 号关南福星医药园 2 号楼 19 层 3 号
摘要：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矢量地图的水印嵌入方
法、提取方法及系统。 所述矢量地图的水印嵌入方
法为：获取第一水印，并对所述第一水印进行置乱
处理和二进制处理后生成第一二进制序列水印；
获取矢量地图中的第一面状要素表， 根据所述第
一二进制序列水印对所述第一面状要素表中的面
状要素进行排序，得到第二面状要素表；将所述第
二面状要素表嵌入到所述矢量地图中， 以实现水
印的嵌入。 本发明的矢量地图的水印嵌入方法、提
取方法实现数字水印嵌入到矢量地图， 既能对矢
量地图进行版权保护，同时没有破坏矢量地图的精度，
且具有鲁棒性高的特点，解决现有技术保护地图版权
时对矢量地图数据的破坏或鲁棒性低的问题。
申请（专利权）人：南宁市玉龙铁皮石斛种植专业
合作社
申请号:CN201710051637.7
专利名称：一种降三高 复 合 铁 皮 石 斛 药 剂 及 其
应用
发明（设计）人：黄家友、黄宁、黄峰、谭冠宁、唐琨
善、黄绍军、梁锐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西瓜
市场 113 号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三高复合铁皮石斛药
剂，按照重量比由以下组分组成：铁皮石斛 0.1～
1.0、田七 0.15～0.35、丹参 0.25～0.5、荞头 0.1～
0.2、王不留行 0.01～0.03。 本发明利用铁皮石斛、
田七、丹参、荞头、王不留行相互作用，得到一种能
够有效降血压、血脂、血糖 的 药 剂 ； 其 中 ， 采 用
冰 糖 和 米 酒 浸 泡 过 的 前 头 与 铁 皮 石 斛等作
用，通过其自身热性，能与铁皮石斛等药物相互作
用并协同，提高铁皮石斛的药效，本发明所得产品
的药效更佳。
申请（专利权）人：太仓朗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319021.3
专利名称：一种机械臂双向平衡装置
发明（设计）人：夏继文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浮桥镇富桥工业区
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机械臂双向平衡装置，包括
第一旋转装置、第二旋转装置、至少一涡卷状弹性
件、传动装置及稳定装置；所述涡卷状弹性件内端
连接至所述第一旋转装置， 其外端连接至所述第
二旋转装置； 所述传动装置一端连接至所述第一
旋转装置和 / 或所述第二旋转装置； 其另一端连
接至机械臂； 所述稳定装置用于安装所述第一旋
转装置及所述第二旋转装置。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公司
申请号:CN201621433877.0
专利名称：适用于交流电输送的低电阻
电缆
发明（设计）人：龚少伟、何敏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1700 号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公司
申请号:CN201621433863.9
专利名称：耐弯折电缆
发明（设计）人：龚兵、龚少伟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1700 号
申请（专利权）人：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
公司
申请号:CN201611250824.X
专利名称：一种生猪抗应激制剂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任守国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宋桥村十三组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公司
公司
申请号:CN201621433843.1
申请号:CN201621433866.2
专利名称：扁平状低电阻电缆
专利名称：一种耐弯折低电阻电缆
发明（设计）人：龚德良、汪芸芸
发明（设计）人：周雪江、龚兵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1700 号
1700 号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公司
公司
申请号:CN201621433835.7
申请号:CN201621433846.5
专利名称：防白蚁电缆
专利名称：耐弯曲防火电缆
发明（设计）人：朱静筠、龚梅
发明（设计）人：何敏、龚少伟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1700 号
1700 号
申请（专利权）人：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 申请（专利权）人：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
公司
公司
申请号:CN201611240557.8
申请号:CN201611240305.5
专利名称：一种生猪肉质改良复合制剂 专利名称：一种乳仔猪饲料专用抑菌型
及其制备方法
酸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任守国
发明（设计）人：任守国; 吴超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宋桥村十三组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宋桥村十三组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公司
申请号:CN201621433809.4
专利名称：设有低电阻导线的防火电力
电缆
发明（设计）人：王勇诚、徐勇敏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1700 号
申请（专利权）人：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
公司
申请号:CN201611250821.6
专利名称：一种富含生物活性小肽的发
酵麸皮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任守国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宋桥村十三组
申请（专利权）人：无锡骐泽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
申请号:CN201510661772.4
专利名称：复合材料成型工艺
发明（设计）人：孙保林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惠山经济开
发区阳山配套区胜利路

申请（专利权）人：常炳华
申请号:CN201611183596.9
专利名称： 一种用于陶瓷绘画的组合
物、其制备方法及陶瓷绘画方法
发明（设计）人：常炳华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风景路 3
栋 1 号（珠山八友馆右侧）
申请（专利权）人：雷超清
申请号:CN201610856684.4
专利名称：一种能抑制癌症转移的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雷超清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豉湖路朝阳
大厦 1 楼

申请（专利权）人：吴嵋山
申请号:CN201611245952.5
专利名称：均浆流体 SCWO 处理高浓
度难降解有机危险废物 WF 的系统
发明（设计）人：吴嵋山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芷江中路 258 弄 1
号 602 室
申请（专利权）人：河北索奇汽车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140377.0
专利名称：一种独立式 SCR 后处理系
统及方法
发明（设计）人：岳广照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迁安镇兴安
大街 5468 号

申请（专利权）人：曾建平
申请号:CN201610167458.5
专利名称：虫草枸杞含片的配制方法
发明（设计）人：曾建平
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新市区朝阳南大
街 85 号 1 栋 3 单元 401 室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申通电缆厂有限
公司
公司
申请号:CN201621433844.6
申请号:CN201621433838.0
专利名称：设有电缆间预固定机构的电 专利名称：一种防水阻燃电缆
缆
发明（设计）人：龚少伟、何敏
发明（设计）人：陆刚强、陆欢军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胡桥工业区科工路
1700 号
1700 号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研诺医药科技有 申请（专利权）人：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
限公司
公司
申请号:CN201620426021.4
申请号:CN201611240304.0
专利名称：一种连续稳定的脂质体制备 专利名称：一种围产期母猪专用配合饲
系统
料
发明（设计）人：毛文学、余音、和龙
地址： 上海市毕升路 289 弄 3 号 202 发明（设计）人：任守国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宋桥村十三组
室
申请（专利权）人：四川省旺达饲料有限 申请（专利权）人：苏州鑫康道医疗科技
公司
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611240556.3
申请号:CN201710082057.4
专利名称：一种果香型发酵米糠的制备 专利名称：持续正压留置针
方法
发明（设计）人：孙军
发明（设计）人：任守国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刘庄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三江镇宋桥村十三组 路 5 号
申请（专利权）人：王汉明
申请（专利权）人：王泽楷
申请（专利权）人：曹建林
申请号:CN201611001360.9
申请号:CN201610955057.6
申请号:CN201710028787.6
专利名称：一种口腔溃疡复方制剂及其 专利名称：一种摄像头智能识别车辆管
制备方法
理门禁系统
专利名称：透水砖组件
发明（设计）人：王汉明
发明（设计）人：王泽楷
发明（设计）人：曹建林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菱角湖路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 112
号缤纷假日豪园 C 栋 10C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越秀北苑 1 幢 404 11 号
申请（专利权）人：金华市新希西工具制 申请（专利权）人：金华市新希西工具制 申请（专利权）人：金华市新希西工具制
造有限公司
造有限公司
造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621283397.0
申请号:CN201611064326.6
申请号:CN201621296683.0
专利名称：冲击式铲刀
专利名称：冲击式铲刀
专利名称：留言框
发明（设计）人：李秀玲
发明（设计）人：李秀玲
发明（设计）人：李秀玲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秋滨工业城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秋滨工业城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秋滨工业城
双锦街 279 号
双锦街 279 号
双锦街 279 号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豪艺庭家具有限
公司
申请号:CN201710074112.5
专利名称：一种多功能拉丝机
发明（设计）人：黄劲松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中
208 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