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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焦精准扶贫 助力乡村振兴

湖南寻找茶业新“风口” 着力打造千亿茶产业
本报记者 谢作钦 刘婷婷 文/图

门、 茶农代表等 400 余人共聚一

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多年来一直关

堂，为湖南省“2020 年实现千亿茶

心湖南茶产业发展的湖南省人大

2018 湖南省茶业行业发展推

产业”寻找新“风口”，商议讨论如

常委会原副主任蔡力峰、湖南省政

进会暨茶产业提质增效促进会日

何构建茶产业、茶文化、茶旅游、茶

协原副主席武吉海、中国茶叶流通

前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湖南省涉

科普、茶养生互融共进、协同发展

协会会长王庆等出席会议，对湖南

农涉茶相关职能部门、湖南省茶业

的茶产业体系，为带动农业农村经

茶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和产业重点

协会、 湖南省茶叶主产区政府部

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乡村

提出了新的希望。

＞＞＞

小茶叶形成大产业
茶产业的发展可以充分整合和发挥农业和农村的资源要素，创造农业新的增长点，促进转变
农业增长方式，推动城乡农合发展。
“茶鼎夜烹千古雪，花影晨动

4588.7 万亩， 产量达到 261 万吨，

测算， 茶叶消费仍可以在 10 年以

九天风”“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

综合产值近 5000 亿元， 成为世界

上保持 6%-8%的增长率。

乳戏分茶”。 我国是茶文化的起源

茶叶种植面积最大、 产量最多、出

地，相传神农时代起便有茶饮，距今逾

口货值最高的茶叶大国。

茶产业的发展充分整合和发
挥了农业和农村的资源要素，创造了

4700 年。 唐代陆羽所著《茶经》是我

基于人口红利，我国的茶业市

农业新的增长点，促进转变农业增长方

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 最完整、最

场仍具有广泛的成长空间。 湖南省

式，推动城乡农合发展，对贯彻落实党

全面介绍茶的一部专著，生动斑斓

茶叶研究所所长张曙光分析，近年

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

地展现了茶文化的辉煌。

我国人均茶叶消费虽已达年 1.1 千

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潇湘绿

经过数千年的绵延，饮茶不仅

克， 但与土耳其的人均消费 3.8 千

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湖红红茶等

成为一种时尚而健康的生活方式，

克、 英国的人均消费 1.8 千克相比

这些小小的茶叶将在湖南支撑起

小小的茶叶更形成了大规模的产

差距仍很大。 如果我国人均茶叶消

千亿大格局，带领湖南近千万茶农

业，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提供

费量达到英国的水平，国内茶叶消

脱贫致富，为“精准扶贫”“乡村振

了重要的范本。 目前全国茶园面积

费市场总量将突破 240 万吨，按此

兴”战略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

湖南四大茶类占鳌头
湖南将以潇湘绿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湖红红茶为重点，推进茶产业不断发展。

湖南省五强溪库区碣滩茶场。

＞＞＞

茶产业发展新“风口”
如何在茶旅发展的大潮中抢占先机，借助茶产业和旅游、文化优势，打造茶旅新优势，将成为湖
南省今后重要的发展方向。
湖南用创新思维开拓茶叶利用

统计，2010 年法国农业旅游收入达

空间，延长产业链，提升茶业价值空

到了 200 多亿欧元， 占到全国旅游

间，茶产业带动了包装、物流、运输、

总收入的 20%。

旅游、设计、广告、餐饮业等关联产
业的发展。

变运动，茶山变金山”的美好愿景。
“借 力 ‘
2018 中 华 茶 祖 节 ’
‘
2018 第十届湖南茶博会’ 等茶文

经过 20 年的发展，我国农业旅

化展会活动及“
2018 湖南茶叶‘三

游已经发展到了大旅游时代。 中国

十’评选、宣传、展示”等创新品牌示

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 于去年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湖南多茶类优势， 大力推进一二三

与会代表认为， 茶旅结合将是

社科院发布的 2016 年 《中 国 乡 村

范建设活动， 湖南将继续深化品牌

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涉

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产业融合发展，到 2020 年实现千亿

湖南茶产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旅 游 发 展 指 数 报 告》 显 示 ，2016

发展战略， 做大做强一批标志性茶

农涉茶相关职能部门的重点力推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湖南茶产业和茶文化资源丰厚，茶

年 我 国 乡 村 旅 游 达 13.6 亿 人

叶龙头企业。 ”周重旺介绍，湖南将

下，积极对标福建、浙江、云南、安徽

发展理念，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一带

目前，湖南茶产业来势喜人，得

园多分布在山水秀丽的山区和旅游

次 ， 收 入 超 过 4500 亿 元 ， 农 业 旅

重点打造一两家年销售过 100 亿

等其他产茶大省，使该省茶叶产业取得

“
精准扶贫”
“
健康中国” 建设
一路”

益于茶叶资源加快整合步伐， 打造

景点周边，又是茶祖文化、禅茶文化

游有望发展成为万亿级产业。 预

元、5 家过 50 亿元、10 家过 10 亿

强势发展，加速向千亿挺进。 湖南省茶

的战略机遇，认真落实湖南省委、省

“安化黑茶”
“岳阳黄
了“潇湘绿茶”

的发祥地，故而，在茶旅发展的大潮

计 到 20 25 年， 国内乡村旅游人次

元、30 家过 1 亿元的企业集群，努

叶园面积达到 243 万亩， 产茶 25.1

政府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重

茶”
“湖红红茶”四大省级公共品牌，发

中抢占先机，借助茶产业和旅游、文

将达到 30 亿人次。

力实现湖南省茶园面积由 2017 年

茶产业目标。

万吨，出口 4.7 万吨（含边贸出口），

点发展茶叶、 油茶两个千亿产业的

展壮大怀化碣滩茶、武陵红茶、新化红

化优势， 打造湖南茶旅新优势将成

创汇 1.6 亿美元，实现茶业综合产值

决策部署，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茶、宜章红茶、桑植白茶等区域公共

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713 亿元， 分别比 2016 年增长 13%、

主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生态、

品牌。 与此同时， 龙头企业不断壮

33.5%、12%、23%和 10%， 其增长幅

安全、优质、高效”为目标，以潇湘绿

大，目前湖南茶叶龙头企业总数已发

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茶、安化黑茶、湖红红茶、岳阳黄茶

展到 159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已增

湖南省茶业协会会长周重旺表

为重点，以壮大品牌、市场营销为突

示，发展湖南茶产业，要坚持以习近

破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充分发挥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认

的 243 万亩稳步发展到 2020 年的

为， 茶产业 是 最 适 合 发 展 观 光 农

300 万亩， 产量由 25.1 万吨增加到

湖南省茶叶学会理事长萧力争

业的领域，产业链条长，涉及面

45 万吨， 年出口由 4.7 万吨增加至

介绍，20 世纪中后期， 农业旅游开

广， 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利益所

8 万吨以上，创汇由 1.6 亿美元增加

始在世界范围兴起。 目前农业旅游

在。通过业态创新，茶旅特色打造，

到 4 亿美元的目标， 让茶农来自茶

加至 3 家， 省级龙头企业发展至 49

在瑞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日本

跨界合作，品牌延伸，将实现农业价

产业的人均收入翻一番， 实现湖南

家，市级龙头企业扩大至 107 家。

等国已经发展成熟， 据法国农业部

值倍增，实现把“茶园变公园，劳动

省茶业综合产值 1000 亿元以上。

新注册发明专利集中统一公示

公示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申请（专利权）人：海南卓宸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甘肃德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东莞市凯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930837.X
申请号:CN201720519957.6
申请号:CN201710693259.2
专利名称：一种雏鸡光照断喙机构
发明（设计）人：李志强、班新勇、黄富 专利名称：一种无化工抗螨虫床垫
专利名称：一种制备碰碰香精油蒸馏装置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荣鑫综合商业城 1 号楼三楼 A336 室
发明（设计）人：张新刚
发明（设计）人：南卫军
联系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柏洲边工业区莞龙路 45 号 3 楼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 0812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国际金融中心 B-5 层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制备碰碰香精油蒸馏装置，包括甑，所述甑包括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雏鸡光照断喙机构，包括光照外壳、发光元件固定 摘要：本发明涉及床上用品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化工抗螨虫床垫。 包括由
座、发光元件、聚光罩、压紧件底座、压紧件安装座、压紧件气缸、压紧块、限
甑盖、甑身和甑釜，其中，甑身中盛放碰碰叶，所述甑身和甑釜之间安装不锈 位块和销轴组成，所述发光元件固定座与光照外壳内部连接，所述发光元件与
钢网，所述甑釜底部安装电加热板，所述甑釜中盛放有水。 本实用新型包括 发光元件固定座连接，所述聚光罩套在发光元件上，且与光照外壳内部固定 上至下依次连接的第一面料区、支撑区和第二面料区，所述第一面料区由第
甑釜、甑身和甑盖。 甑身和甑盖通过法兰密封链接，甑釜上有隔于水面的不 连接，所述压紧件底座与光照外壳上端固定连接，所述压紧件安装座与压紧 一抗螨材料制成，所述支撑区由第二抗螨材料制成，所述第二面料区由第三
锈钢网。 甑盖上有不锈钢管接通冷却管,调节电热板的温度，至水至沸腾，水 件底座上端固定连接，压紧件气缸与压紧件安装座内部连接，压紧块上端与 抗螨材料制成。由于第一面料区由第一抗螨材料制成、支撑区由第二抗螨材
蒸气通过甑身内的碰碰叶，碰碰香的油质化成气体，混合水蒸气流入冷却器 压紧件气缸的活塞杆端部铰接， 压紧块中间与压紧件安装座前端通过销轴 料制成及第二面料区由第三抗螨材料制成，整个床垫均由抗螨材料制成，抗
中的管里，经充分冷却后,变成水和油，再流入分油器，利用精油轻于水而浮 铰接，限位块与压紧件安装座上端连接，提高雏鸡断喙操作的自动化程度， 螨材料不会滋生螨虫，有效避免人类皮肤系统和呼吸系统不受螨虫侵害，提
保证断喙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避免人为断喙的效率低，且易死亡情况的发生。 供健康、舒适的睡眠环境。
于水面的原理，分离出油和水。
申请（专利权）人：江西赣大材料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吉威克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玉环博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 CN201710747512.8
申请号:CN201710818214.3
发明（设计）人：何春风、陈丽琴
申请号:CN201720420952.8
专利名称：一种纳米铜 - 环氧树脂复合抑菌固溶胶的制备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汽车方向机的低扭矩高密封齿轮输入轴
专利名称：一种曲轴打孔机
发明（设计）人：张萌、刘欣、张杰群、肖宇群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江盛社区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临空经济区儒乐湖大街 399 号
摘要：本发明涉公开了一种用于汽车方向机的低扭矩高密封齿轮输入轴，包括齿 发明（设计）人：张茂法
摘要：一种纳米铜 - 环氧树脂复合抑菌固溶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为，将氧 轮轴、半球形密封橡胶、方向机箱、圆形连接盘、立柱、连接轴、内齿轮圆槽、过度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清港镇望江路 34 号
化铜粉混合在无水乙醇中，依次加入聚乙烯吡咯烷酮、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齿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半球密封橡胶固定安装在齿轮轴上，并且半球形密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曲轴打孔机，属于机械技术领域。 它解决了现
铵，溶解均匀后，滴入水合肼溶液进行还原反应；之后去除上清液，将纳米铜 封橡胶的下底面安装在方向机箱上的凹槽中； 所述齿轮轴的下顶端通过第 有的钻床加工稳定性低的问题。 本曲轴打孔机包括机架以及设置于机架上
粉洗涤真空干燥后保存；再将制得的纳米铜粉加入至环氧树脂中，使纳米铜 三轴承安装在内齿轮圆槽中央孔上，在内齿轮圆槽内设有滑轨；所述滑轮安 的装夹台，装夹台上设有夹具，在装夹台的上方设有能够相对于装夹台上下
粉与环氧树脂混合，加入聚酰胺制得纳米铜抑菌胶体。 本发明采用水合肼 装在滑轨内，其中滑轮固定安装在滑轴上，其中滑轴通过轴承安装在过度齿 移动的钻头组件，装夹台上设有靠山，靠山包括靠山块以及连接于靠山块上
还原氧化铜制备纳米尺度的纯铜颗粒，纯度高、工艺简单、成本低、稳定性 轮上；所述连接轴的一端穿过方向机箱下底面中的第二轴承，并且固定安装
好，采用环氧树脂为纳米铜粉的粘结剂、聚酰胺为固化剂，得到分布均匀、性 在内齿轮圆槽下底面中央处，在连接轴的另一端固定安装着圆形连接盘，并 的止挡件，靠山块连接在装夹台上，靠山块与止挡件之间设有能够使止挡件
能稳定的复合胶体，该胶体可以多种形式附着在诸如玻璃、薄膜等固态表面， 且在圆形连接盘的下底面对称固定安装着立柱。 本发明涉密封性好，不会导 相对于靠山块上下移动并在移动后保持定位的调节结构。 它具有能够进行
适用于生活中常见的菌类腐蚀和大众公共场所细菌较多场合物品的表面抑菌。 致杂物进入方向机内部，提高其使用寿命；在运动传动时稳定性好且不存在间隙。 各种角度钻孔、加工稳定性高等优点。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宇钻精密元件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仁玺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宇钻精密元件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610571203.5
申请号:CN201710889596.9
申请号:CN201710889598.8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 FFC 补强板的胶带及其制作方法
专利名称：电磁阀制动器的生产系统
专利名称：电磁阀制动器的输送装置
发明（设计）人：金仁周
发明（设计）人：萧祥涂
发明（设计）人：萧祥涂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崇南路 6 号 F 区 3 号厂房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洪福东路 69 号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洪福东路 69 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工业区洞舟路 550 号
摘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磁阀制动器的输送装置，属于机械技术领域。 它 摘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磁阀制动器的生产系统，属于机械技术领域。 它
摘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 FFC 补强板的胶带的制作方法，其包括如下步 解决了现有技术存在着稳定性不高的问题。本电磁阀制动器的输送装置，包 解决了现有技术存在着稳定性不高的问题。 本电磁阀制动器的生产系统，
骤：将色漆涂覆于树脂膜的整个表面，形成色漆层；将溶胶涂覆于所述色漆
包括若干条电磁阀制动器生产线，还包括底架、输送机构、定向掉头机构、
层的表面中部，形成熔胶涂层；将 FFC 线材的一端压合于所述熔胶涂层的表 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轴向固连有导向辊和丝杆，上述导向辊的数量为两根且
面，采用 FFC 压合机，在 180℃的温度、0.5~0.8Pa 的压力下进行热压定型， 平行设置，上述丝杆位于两根导向辊之间且丝杆与上述导向辊平行设置，上 暂储机构和检测机构，上述输送机构、暂存机构和检测机构均连接在底架
得到所述用于补强板的胶带。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如下的有益效 述机架端部具有驱动件一和驱动件二， 上述驱动件一与导向辊相联且能带 上，上述生产线均匀排列设置且在生产线的出料端均同向设置，上述每条
果：1.表面区部涂胶，经过加热贴合在 FFC 软排线产品端口时不需使用透明 动导向辊转动，上述驱动件二与丝杆相联且能带动丝杆转动，上述丝杆和两 生产线的出料端均与输送机构相联，上述定向掉头机构位于输送机构与生
胶带隔离部分尺寸，方可满足 FFC 软排线成型后的拉手部位，节约了 FFC 软 根导向辊之间形成用于放置电磁阀制动器的输送通道。 本电磁阀制动器的 产线之间且定向掉头机构能将生产线处的电磁阀制动器方向一致的输送
至输送机构处。 本电磁阀制动器的生产系统稳定性高。
排线生产成本；2.节约人力成本，节约原材料成本，有效的提高产品生产效率。 输送装置稳定性高。
申请（专利权）人：宁波申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宁波申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品宅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 CN201720516218.1
申请号: CN201720516169.1
申请号: CN201711077982.4
发明（设计）人：马红军、尹承龙
专利名称：一种移动型脚手架
专利名称：一种升降型脚手架
专利名称：一种装配式纯干法地暖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发明（设计）人：潘阳
发明（设计）人：潘阳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沪宜公路 3818 号 2 幢 2123 室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金星工业区金星路 7 号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金星工业区金星路 7 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402 号 76 幢 310 室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移动型脚手架，包括底板、支撑杆、支杆以及站台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升降型脚手架，包括支撑杆以及设置于支撑杆 摘要：一种装配式纯干法地暖系统及其施工方法，包括：支撑件和地暖模块。
组成的长方体架体结构，底板两侧设置有第一滚轮，架体结构的一端设置有 上的搭接扣，相邻的支撑杆之间设置有垂直于支撑杆的支杆，所述支杆与 其中，支撑件包括：可调螺栓支脚、圆形限位钢支架。 其中，地暖模块包括：
动力机构，站台一端设置有固定凸块，固定凸块设置有第一通孔，动力机构 搭接扣搭接，所述支撑杆的一端设置有插孔，所述插孔中插设有一升降杆， EPS 保温板、塑料支撑挂件、地暖水管。 其中连接件包括：面板和大扁头螺
包括穿过第一通孔的方向杆， 方向杆靠近第一滚轮的一端设置有第一安装 所述升降杆靠近支撑杆一端外环面设置有一凹腔，所述凹腔底部设置有电 丝。支撑件的圆形限位钢支架以圆心为中心，以固定间距对称排布四个垂直
座，方向杆远离第一滚轮的一端设置有第二安装座，第一安装座上设置有一 磁铁，所述凹腔上设置有凸起，所述支撑杆内壁沿支撑杆长度方向间隔设 向上的小螺母柱，圆心处有一个垂直向下铆焊的大螺母柱。 地暖模块的 EPS
转轴，转轴垂直方向杆，转轴上固定设置有从动齿轮和第二滚轮，第二安装 置有与所述凸起配合的凹槽， 所述凸起和所述电磁铁之间设置有弹簧，所 保温板与塑料支撑挂件复合之后置于圆形限位钢支架之上， 进而铺设地暖水
座上转动设置有手踏板， 手踏板垂直方向杆， 手踏板上固定设置有主动齿 述电磁铁的得电或失电受控于开关电路中的控制模块， 当电磁铁失电时， 管。面板开孔圆心位置与支撑件的圆形限位钢支架开孔的圆心位置相同，置
轮，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通过链条连接，主动齿轮上设置有制动机构，该移 弹簧将凸起顶出与所述凹槽卡合；当电磁铁得电时，电磁铁将凸起吸入凹 于地暖模块之上，并用大扁头螺丝与支撑件连接。本发明适用其整个过程没
动型脚手架可实现前进、后退、方向把控以及制动，设置简单、操作容易、安全性高。 腔中，该升降型脚手架设置简单、升降稳定、操作简便、搭建迅速。
有湿作业，工厂预制，施工现场无废料产生、可重复利用、高效环保，产品一致性好。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宏联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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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众汽配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宁波明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号: CN201710867674.5
申请号:CN201721157892.1
申请号:CN201711195299.0
申请号: CN201710990415.1
专利名称：一种基于汽车项目和产品动态车型库的方法及系统
专利名称：一种吸尘器电机转轴的散热装置
专利名称：基坑支护
专利名称：一种灌溉施肥用的茶叶种植大棚
发明（设计）人：董长乐、韩雪、贺翔、胡宏志、许兴华、丁秀梅
发明（设计）人：赵明全
发明（设计）人：叶定飞、张碧丽、郑建伟、张汝演、曾志芬
发明（设计）人：夏国华、吴辉荣、尹文逵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 88 号南部创业园 2 栋楼 406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金达路 388 号
地址：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宜阳镇群英西路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汽车项目和产品动态车型库的方法，在服务器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吸尘器电机转轴的散热装置,包括壳体，所述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大门镇东浦巷 28 号（仅限办公使用）
摘要：一种灌溉施肥用的茶叶种植大棚，包括若干个排列的骨架和覆盖在各 端建立统一的车型数据库，维护汽车所有完整型号信息；在服务器端建立项 壳体为空腔结构，所述壳体的两侧固定设有水平方向安装板，所述安装板的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坑支护，其优势在于基坑侧壁不容易坍塌。 一种
骨架上的薄膜布，骨架由倒 U 形管和埋藏在土壤内的施肥管组成，倒 U 形管 目和产品类型管理模块，将支撑的项目和产品类型信息进行分类管理；建立 一侧设有竖直方向的支撑杆，所述支撑杆的一端连接有竖直方向的伸缩杆， 基坑支护，包括带空腔的支护板，所述支护板的上侧连通有真空泵，所述支
的顶部朝下设有灌溉喷嘴，施肥管上设有施肥喷嘴，倒 U 形管和施肥管直接 对车型信息的业务规则，每项业务规则包含对于车型信息的要求；依据业务 所述伸缩杆的一端延伸至支撑杆内，且伸缩杆与支撑杆的内壁滑动连接，所 护板的侧面设有插入土壤内的支护管，所述支护管与空腔相连通且支护管
或者间接与输送总管相连通，输送总管与灌溉喷嘴之间设有灌溉阀，输送总 规则信息在统一的车型数据库模块中检索、 合并车型数据， 生成动态车型 述伸缩杆的一端安装有水平方向的压板，在壳体的两侧设有透气层，在壳体 的管壁上设有吸水孔。 支护板用于支护基坑侧壁，通过支护管来加强支护
库；所述新的数据模型是程序动态创建的模型表。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动态 的内部两侧对应设有气缸，在气缸的一侧设有密封板，密封板与透气层是对
管与施肥喷嘴之间设有施肥阀。 本发明提供的灌溉施肥用的茶叶种植大棚， 车型库系统。 本发明提高了系统扩展能力，降低了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以低 应使用的，在平时密封板挡住透气层，防止灰尘由透气层进入设备，当设备 结构，支护管插入土壤中后，通过真空泵抽气，使得土壤内的水在负压下流
将灌溉、施肥用的管路直接用作大棚的骨架，安装工序简单，通过灌溉阀和 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支撑企业扩大业务的范围。 并且动态车型库的数据量相 内部温度过高时， 可通过气缸移开密封板， 从而通过透气层进行热量的散 入支护管内，支护管内的水进入支护板的空腔内，降低土壤对支护板的压
力，使得基坑侧壁不容易坍塌。
施肥阀对灌溉、施肥的过程进行操作，具备灌溉和土壤酸碱度调节两种功能。
发，防止设备内部温度过高，降低设备的使用寿命。
对较小，与该项目密切匹配，提高了数据查询的效率与准确性。
申请（专利权）人：株洲长河电力机车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兰溪市顶红振汇橡塑五金厂
申请（专利权）人：赣州市秋田微电子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南京阔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900293.2
申请号: CN201710960944.7
申请号: CN201710974762.5
申请号: CN201711235790.1
专利名称：灯具防水装置
专利名称：一种应用于光电器件中的含卟啉的有机半导体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电动汽车增程器发电机试验系统
专利名称：一种取向膜制造方法及其生产设备
发明（设计）人：张桂生
发明（设计）人：张仕明、许翔飞、宋云、孙丽雅、张阳黔
发明（设计）人：吴双青、黎玉恒
发明（设计）人：吴梓荣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经济开发区秋菱路 48 号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5 号南工大科技创新路 B816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仙月环路 899 号中国动力谷 C 区 D1 栋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灯具防水装置，包括灯座体，灯座体上设有容置槽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西有色冶金基地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用于光电器件中的含卟啉的有机半导体材料及
摘要：本发明涉及发电机测试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动汽车增程器发电机
及穿线孔；穿线孔内设有保护密封圈及用于接触保护密封圈的限位体，灯座 摘要：一种取向膜制造方法，将平行光束的 UV 光转换为偏振状态的 UV 光，
其制备方法。
所述的含卟啉的有机半导体材料是通过将溴代芳香醛与吡咯
体上设有旋压螺钉，旋压螺钉上设有螺钉线孔；所述旋压螺钉包括螺钉头部 将 UV 光照射于包含氮苯类材料的 ITO 基板上制成取向膜； 所述 UV 光的偏
试验系统；该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电源(1)、第一整流单元(2)、逆变单元(3)
反应合成溴代芳基的卟啉，再向卟啉的中心插入金属离子，通过
Suzuki
反
及螺钉螺纹段，螺钉螺纹段伸入穿线孔内且与穿线孔螺纹配合，保护密封圈 振方向与取向膜需要的液晶分子的扭曲方向相同，所述 UV 光的光束方向与
以及拖动电机(4)，该系统还包括与所述第一整流单元(2)输出端连接的直流
应连接含醛基的芳香基团，
最后通过
Knoevenenagel
反应在醛基的位置共
处在限位体与旋压螺钉之间， 螺钉头部处在容置槽外。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所述 ITO 基板平面的夹角为 30°至 60°， 所述 UV 光的曝光能量为 500 至
电子负载(5)、与所述直流电子负载(5)输出端连接的第二整流单元(6)、与所
轭连接吸电性的染料端基。
采用本发明的含卟啉的有机半导体材料制备的
是：结构合理，能实现车灯光源的容置及电线的穿孔，且电线与线孔之间能
有效密封，可保障车灯内部不会进水、进尘；保护密封圈是“内厚外薄”的形 1000mJ。本发明的用于电焊弧光的取向膜制造方法及其生产设备，能够满足 有机光伏器件可以同时具有宽吸收和高开路电压， 即可具有较小的能量损 述第二整流单元(6)输出端连接的测量单元(7)、与所述测量单元(7)输出端连
式，在压力作用下，密封圈内部变形量相对更大，可以更好地与穿过密封圈 PMVA 显示效果满足产品要求，相同批次间性能更稳定和一致，良率比摩擦 失值(带隙与开路电压的数值差)；本发明的含卟啉的有机半导体材料具有良 接的被试发电机(8)；本发明采用直流电子负载进行能量回馈，同时结合发
电机控制器的整流功能，能够有效的解决传统方案的弊端。
方法提高了 10％，效率提高 20％。
好的加工性能，成膜性优越。
的电线进行密封接触，具备极为良好的密封效果。

申请（专利权）人：江门市冠球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20015950.0
专利名称：一种易拆座厕板铰链
发明（设计）人：陈富荣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葵盛路 2 号之 8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易拆座厕板铰链，由面盖铰链座、铰链座套、铰链
螺栓和铰链螺帽构成。 它将所述铰链螺栓，安装在马桶螺栓孔中，从下方用
所述铰链螺帽锁紧所述铰链螺栓，并将所述面盖铰链座锁与马桶座厕板盖
安装连接，从马桶厕体上部将所述面盖铰链座套入所述铰链螺栓的圆孔内。
该产品结构科学合理、紧凑，使用非常方便、简单，免除用户拆装、清洗马桶
座厕板盖的麻烦，可广泛应用于所有家庭和办公室的马桶之改良。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霄岳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 CN201720880633.5
专利名称：一种具有潜望式结构的耐辐照广角镜头装置
发明（设计）人：陈航、景弋、曹迪、范韬、黄飞飞、费非、望超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 2080 弄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潜望式结构的耐辐照广角镜头装置，设置
在包括摄像机本体、摄像机视窗和屏蔽壳的摄像机内，其特征在于，包括：一
次成像镜组，包括近所述摄像机视窗的广角镜组和聚焦镜片；第一反射镜，
呈第一角度斜向设置在所述一次成像镜组的光路后；二次成像镜组，设置在
所述第一反射镜经第一次弯折的光路后，包括第一组二次成像镜组。本实用
新型通过在潜望式镜头的前部设计和增加广角镜组， 增大潜望式镜头的视
角，从而使得整个装置最终实现了 60 度～180 度的广视角观察。
申请（专利权）人：青岛三皆益喷码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1030893.4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喷码机的内外部自动清洗装置
发明（设计）人：刘风森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人民路 292 号 1 号楼 5 单元 1503 室
联系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双元路 18 号蔚蓝群岛 23 号楼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喷码机的内外部自动清洗装置，由清洗装置主
架体、墨水喷嘴装置、外循环清洗剂输入端口、内循环清洗剂输入端口、外
循环清洗剂输出端口、外循环清洗剂输入管路、内循环清洗剂输入管路、外
循环清洗剂输出管路、外循环清洗剂输入接口、内循环清洗剂回收管路、内
循环清洗剂回收端口一、内循环清洗剂回收端口二组成。 本发明可以对墨
水喷嘴装置的喷嘴口进行内清洗循环和外清洗循环， 使清洗更加彻底，消
除了喷嘴口被堵塞的情况。
申请（专利权）人：南京芜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1090660.3
专利名称：一种超高压水切割机水箱污泥排砂设备
发明（设计）人：袁兵华、徐春、袁晟华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开发区油泵工业园龙井路 20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高压水切割机水箱污泥排砂设备，其特征在于：
包括控制器（1），绞龙送砂器（3），循环拖链装置（2）和集砂袋（8）；所述集砂
袋（8）设置于所述超高压水切割机的水箱（4）的外部一侧，所述绞龙送砂器
（3）设置于所述水箱（4）内，用于输送所述水箱（4）底部的泥砂（7）；所述循
环拖链装置（2）设置于所述水箱（4）内并位于所述绞龙送砂器（3）一个端部
的下方，用于将泥砂（7）输送出所述水箱（4）外的所述集砂袋（8）中；所述控
制器（1）与所述绞龙送砂器（3）和所述循环拖链装置（2）电联接。 本发明具
有的有益效果：能够在无须停机拆卸的情况下实现自动高效地清理水箱泥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