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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出击”获新生

上海老字号品牌华丽转身 再创昔日辉煌
本报记者 张仲超
上海有着 200 多个“老字号”品
牌， 这些品牌代表着昔日上海制造
的最高水平， 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

忆， 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代需求， 脱胎 换 骨 般 地 回 到 公 众

往。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老字号发

视线，再创 昔 日 辉 煌 ， 其 间 都 经

展得不尽如人意， 有的还消失在了

历 了 些 什 么 ？ 中 国 商报记者探

历史的洪流之中。

究 了 一 番 老 字 号 华 丽转身背后的

但这些年， 老字号又立足新时

故事。

＞＞＞

食品老字号“抱团出击”
老字号品牌汇聚在一起
“抱团出击”，或许会让老字号产生新的生命力和商机。
老字号维系着几代人难以忘怀

门店， 马路对面正好就是华山医院。

的情结， 传承着上海优秀的商业文

经向上级九百集团汇报，集团领导充

台设置一个品牌灯箱。 ”
除了专卖店的整体包装设计以

化， 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和记

分肯定了这个方案，腾出该门店作为

外，品牌的形象对于产品的传播推广

忆。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销售

开设第一家经营上海名特食品的专

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以
“新长发”糖炒

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老字号”

卖店。

栗子为例，关鸿在原来产品外面简陋

企业屡屡受挫，不是被淘汰，就是企

诸多老字号品牌汇聚一堂，店堂

的牛皮纸基础上加上了简洁美观的

业易主。便利店星罗棋布地开在居民

的形象至关重要，资深广告设计师关

配图和文字，还从传统抽绳布袋中获

家门口， 而社区大型超市规模大、品

鸿被委以店堂设计的重任。 关鸿认

取灵感， 在纸带上也增加了红绳元

种多，但掏不出进场费、广告费、促销

为，以往的老字号门店装潢通常风格

素，不仅可以保温透气，还能套在手

费的老字号们只能守着小马路上的

古朴， 以显示百年老店的文化沉淀，

腕上拎着，且作为馈赠礼品也毫不逊

零星门店，孤军作战，经营日渐窘困。

却搞得像个中药铺似的。 而今，店里

色，上海特产远销海外，大受欢迎。

新长发公司为这家名特食品专卖店投资了数十万元，除了提供店面、柜台外，还提供清洁、安保、仓储等配套服务。 图为上

CNSPHOTO 提供

海市民在老字号门店前购买食品。

业内人士认为，老字号食品的优

卖的是休闲食品，顾客群不应仅仅是

势在于有着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良

六七十岁的老人， 应该老少皆宜，而

好口碑，有着长期定点的供货渠道和

且中青年人群应该是专卖店未来的

成熟的传统工艺，恪守诚信的经营理

销售目标。因此，老字号虽老，但不能

念。 但同时，老字号品牌却存在着产

“
旧”，而是应与时俱进、焕发青春。在

品品种单一、经营模式老套、势单力

设计上， 关鸿采用的是简洁现代风，

薄成不了气候等问题。如果让老字号

突出室内的明亮与时尚，配色方面以

2009 年 7 月 18 日，上海滩部

为了不影响医院的安静环境，其开

售额就达 1200 万元， 这几年保持

新长发公司为这家名特食品

品牌汇聚到一起，会不会像每年一次

暖色调为主；店招上采用简练的色块

分老字号在“新长发名特食品”吹

张时未举行任何仪式， 也不放鞭

在 1600 万元左右。 后来，新长发公

专卖店投资了数十万元，除了提供

的
“
老字号博览会”那样火红呢？兴许

和线条，突出“新长发、名特食品”字

响了集结号。

炮。 上午 10 时 18 分，卷帘门一拉

司又如法炮制，在西康路上也开了

店面、柜台外，还提供清洁、安保、

抱团出击”，会让老字号产生新的生
“

样，同时还专门为该店设计了一个可

开，顾客纷纷涌进店堂，许多柜台

一家门店，马路对面是静安区中心

仓储等配套服务，那么，它靠什么

医院，生意同样红火。

盈利呢？ 原来，入驻的老字号品牌

命力和商机。
这个“抱团出击”的计划汇集了

＞＞＞

新机制推动积极性
卖店为了吸纳老字号品牌入驻采取了零进场费的方式，还推出“末位淘汰制”以增加品牌的流动性。

据了解，早在门店装修期间就

爱的卡通吉祥物，以吸引更多的年轻

有不少
“老上海”前来打探，得知这

前迅速排起了队。 看到店堂里人头

消费人群。

里即将开设老字号食品专卖店都

攒动、热闹非凡，关鸿在商店外与

关鸿还透露了一些新长发名

虽没有进场费，但每卖出一件商品

九百集团旗下的一批著名老字号，如

对于店堂的布局， 团队煞费苦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一位老先生

一位老阿姨攀谈了起来。 老阿姨

特食品营销的细节。 比如，在吸纳

就要向新长发公司交付一定比例

新长发、立丰食品、三阳盛南北货、西

心。 他们走访了众多食品店铺，现场

深情地表示：“我是老上海、 老吃

说：
“
我本来就住在这里，后来动迁

老字号品牌入驻时采取零门槛方

的销售额。 为了促进各品牌的积极

区老大房、泰昌食品等，店址尽可能

观察顾客流量，拿出皮尺丈量柜台间

客，几十年早已经习惯了这些老字

搬到静安新城去了，我是坐了一个

式，也就是不收取进场费；对于老

性，增加品牌的流动性，商店采取

设在上海本地人出没较多的地方，而

“
柜台间的距离其
的距离。关鸿表示：

号食品，但现在要找这些门店很吃

多小时车子赶来的！”“想买点啥？”

字号的货品， 要求突出各家特色，

“末位淘汰制”，以便不断补充老字

店铺不用太大，门店租金应尽可能低

实很有学问。 太挤，顾客会觉得行走

力， 到了一家也只能买上一两样。

“
都想买点， 现在可以一次就买个

避免同质化竞争；店堂内剩余的空

号或知名品牌。 在这样的机制下，

廉。郭家忠在电脑里查询了九百集团

不便；太宽敞，一是浪费寸土寸金的

如果许多老品牌集聚一堂，那就十

间，可用于邀请外区的著名老字号

各个商家都使出浑身解数期望在

的全部网点布局，相中了乌鲁木齐路

店铺，二是显得人气不足。最终，柜台

分方便。 ”

品牌加盟， 如国际饭店的蝴蝶酥、

立足新时代的需求中重新焕发生

华山路口的四开间约 200 平方米的

间的通道被定为 1.5 米宽，每两个柜

万有全腌腊制品、哈尔滨西点等。

机。

由于商店就在华山医院对面，

综合大礼包了！ ”
商场开张后，生意火爆。 开张
当年，不到 200 平方米的门店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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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微诺乐器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宁波建新华谊铝业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宁波市舜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田渡浜五金仪器厂
申请号:CN201610814225.X
申请号:CN201720794843.2
申请号:CN201720694177.5
申请号:CN201721241573.9
专利名称：压铸自动化生产设备
专利名称：一种医疗用滴眼药泵瓶
专利名称：一种架子鼓消音器
专利名称：一种加工大圆弧风筒的翻边机
发明（设计）人：张邡泰
发明（设计）人：许如龙
发明（设计）人：赵正兰
发明（设计）人：何伟东 周雷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梅林街道梅林南路 142 号宁波建新华谊铝业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丰杨河村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兴宁南路 385 号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建设河路 1438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压铸自动化生产设备，包括动力装置、机器人手臂、压铸 摘要：本实用新型属于乐器配套设施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架子鼓消音器，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风筒加工设备，具体涉及一种加工大圆弧风筒的翻边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医疗用滴眼药泵瓶，包括瓶体，所述瓶体顶端
模、风冷机、去边料组件以及切除组件，压铸模、风冷机、去边料组件、切除组 它包括底座支架、支撑骨架、调节螺杆、静音托盘和消音垫；所述支撑骨架呈 机，用于对异形的风筒加工或者风筒的椭圆弧的翻边加工，包括竖立设置的 活动连接有滴帽，所述滴帽上套设有瓶盖，所述瓶体为空腔结构，且所述瓶
件均围绕在机器人手臂的外周， 机器人手臂包括基座以及安装在基座上的
体内设有储液容器，所述储液容器上设有通孔，所述瓶体上安装有旋转把
支架组件，支架组件由多根支架铰接而成且底部活动安装在基座上，支架组 平行四边形，下面通过底部转轴与底座支架转动连接，上面通过转轴与静音 机架，机架上设有第一导轨机构、第一驱动装置、第二导轨机构、拉伸模具组 手，所述旋转把手一侧设有螺纹，所述旋转把手的另一侧贯穿所述瓶体固
件、第二驱动装置和成型模具组件。
第二固定板和成型模具的位置固定，第
托盘转动连接，中间分别通过固定轴和调节轴转动连接；所述调节螺杆设在
件可绕基座的垂直轴线旋转，支架组件的顶部设置有机械爪，机械爪包括爪
定安装有第一链条。有效效果：通过瓶体上旋转把手的第一链条和第二链条
柄与设置在爪柄一端的两片爪片， 爪柄另一端为圆台结构与支架组件活动 支撑骨架的中间；所述消音垫设在静音托盘的上面。 本实用新型设计合理， 一固定板往上移动，同时，拉伸模具座往后移动，使得拉伸模具同时往上和 联动下的齿轮，有效地使得拉动杆通过支撑杆联动顶杆，使得盖板在活动杆
连接， 爪柄可绕其轴向旋转， 两片爪片开合且围成的结构与料柄结构相适 结构坚固，架子鼓练习者在练习时，消音效果及抗击打性显著增强，从而达 往后移动，拉伸模具就会紧贴风筒内壁，将风筒的筒壁一点一点压到成型模 和弹簧配合下向上升起， 从而使得液体从储液容器流入至滴帽配合使用者
应。 针对压铸件设置了压铸模、风冷机、去边料组件以及切除组件去完成压 到更大静音效果，并且调节方便，有效地解决了现有技术的架子鼓消音器存 具的圆弧上而线接触成型，加工而成的风筒的筒壁呈椭圆弧状，能够有效减 的使用， 反之盖板在支撑环和弹簧配合下， 可有效地对储液容器口进行封
少风机运转过程中风和风筒之间摩擦产生的噪音。
在稳定性差抗击打能力弱的技术问题。
铸件中的各道加工工序，能够实现低成本化和高效率化。
闭，便于对药物的隔绝保护，降低了药泵瓶的使用的局限性。
申请（专利权）人：佛山市顺德区耀永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南京普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兰溪市克莱森助剂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厦门德馨尚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21246435.X
申请号:CN201721171439.6
申请号:CN201711141509.8
申请号:CN201710959211.1
专利名称：橡胶粘合剂的冷却装置
专利名称：一种低能耗玻璃烧圆炉
专利名称：一种口腔拭子 DNA 保存液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含有载脂蛋白 J 的试剂盒及其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发明
（
设计）人：彭建平
发明（设计）人：蓝伟权
发明（设计）人：徐朋朋 李爽 许银平
发明（设计）人：宇文镐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女埠工业园 B 区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坤洲工业区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古平岗 44 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低能耗玻璃烧圆炉，包括喂料机构、炉体、转动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口腔拭子 DNA 保存液， 包括以下重量体积比的原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橡胶粘合剂的冷却装置，属于化工设备技术领 地址：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 120 号技术服务中心 402 单元
域。它解决了现有冷却设备大多结构复杂且消耗大量能量等问题。本实用新
连接于炉体内的滚筒以及带动滚筒转动的滚筒驱动机构， 其中所述喂料机
摘要：本发明属于生物技术领域，涉及到一种载脂蛋白 J 的应用，特别是在
料：三羟甲基氨基甲烷、褐藻酸钠、磷酸三钾、葡萄糖酸锌、乙二胺四乙酸二 型包括架体及冷却盘，架体包括平行设置的顶板和底架，顶板和底架均呈方
构布置于滚筒的进料端，所述的滚筒为金属材质，并且在其两端分别电连接
形且两者尺寸一致，顶板和底架通过四根支撑杆固定连接，四根支撑杆的下 制备心血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诊断试剂中的应用， 本发明还包括心血
钠、左旋肉碱、缬氨酸、天然防腐剂、维生素
e、生理盐水、甜菊糖、聚苯乙烯
有低压电极。 两端的低压电极通过低压电阻的滚筒连接后短路并使连接在
端对应地与底架的四个角固定连接，四根支撑杆平行且倾斜相同的角度，底 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诊断的载脂蛋白 J 含量的检测试剂盒。 本发明的
两低压电阻之间的滚筒发热， 利用其短路时产生的热量对玻璃珠母粒加热 磺酸钠、磷酸二氢钠；其溶剂为去离子水。 本发明的 DNA 保存液是一种针对 架的两组平行边分别对应地为第一边组和第二边组， 四根支撑杆分别与第
方法是通过检测血浆中载脂蛋白 J 的含量变化情况， 预警心血管疾病和神
口腔拭子保存的保存液，其可以较好地保存口腔细胞；其更加卫生，不易滋
至熔融状态，同时配合滚筒转动带动滚筒内的玻璃珠母粒不断翻滚，使玻璃
一边组垂直设置，与第二边组倾斜一定的角度，角度为 20°至 80°，冷却盘
珠母粒整圆。 与传统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滚筒自身短路发热，不依靠其 生细菌；且保存时间比信封要长 3-5 倍；制备方法简单，具有较好的社会价 位于搁置架上，冷却盘的宽度小于第一边组的长度，冷却盘的长度大于第二 经退行性疾病。 并且检测方法具有高度灵敏性、稳定性、准确性，同时线性范
围较广。
他外置的加热设备加热，其热传导的路径更短，热损失更少，能耗更低。
值。
边组的长度。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冷却效果好。
申请（专利权）人：山东太平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深圳市星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大井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扬中市锋利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1449078.1
申请号:CN201711153916.0
申请号:CN201711452911.8
申请号:CN201721005973.X
专利名称：一种田间轨道运输机
专利名称：一种高效生物脱氮反应器和高氨氮废水处理方法
专利名称：一种实时显示全息人像的方法、装置、系统及存储介质
专利名称：玻璃纤维复合钢纸
发明（设计）人：颜文兵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黄琅盐场
发明（设计）人：朱杰高 刘帅 张在旺
发明（设计）人：张婷
发明（设计）人：郭成祥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济南市高新区正丰路 554 号环保科技园 8 号楼正丰大厦 532 室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南区高新南环路29号留学生创业大厦1203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田间轨道运输机，包括牵引车、拖车与轨道，牵引车包括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扬子东路 68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生物脱氮反应器和高氨氮废水处理方法，反应
机架、动力机构与轨道自润滑机构，轨道自润滑机构包括油壶、设置在油壶上的出油口 摘要：本发明提供的玻璃纤维复合钢纸，包括钢纸本体，其中，所述钢纸本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3
座
506C
室
器，包括第一反应器和第二反应器，第一反应器内设置有曝气装置，用于提
供氨氮废水的短程反硝化过程； 第二反应器内设置从下往上依次设置有布 摘要：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实时显示全息人像的方法、装置、系统及存 以及连接在出油口上的第一油管，第一油管的另一端连接自润滑接头的进口，自润滑 体外表面设有玻璃纤维层，所述玻璃纤维层由至少两层玻璃纤维片叠加而
水帽层、组合填料层、三相分离器和布水器，布水器上均布有若干个接头；布 储介质，用于降低时延实现实时显示。 本申请实施例方法包括：通过体感设 接头的出口连接第二油管，第二油管匹配轨道；自润滑接头包括接头本体，接头本体中 成，相邻的所述玻璃纤维片错位设置，使相邻所述玻璃纤维片的第一纤维
水帽层均布若干个布水帽，每个布水帽包括连接段和缩径段，连接段的一端 备采集人物的人像数据；获取预设范围内的人像数据作为有效人像数据；对 心设有进油通道，在进油通道内活动穿设有柔性锥形弹簧，柔性锥形弹簧直径较大的 之间形成夹角 α，所述夹角 α 为 60°，所述玻璃纤维片外包覆强化层；所
与缩径段的一端连接，连接段的另一端固定在第二反应器的底部，缩径段的 所述有效人像数据进行模糊处理并存储； 将模糊处理后的有效人像数据按
述玻璃纤维片由第一纤维及第二纤维交叉编织而成的网格状构件，所述第
另一端构成废水出口； 布水器上的接头数量与布水帽层的布水帽的数量相 照先入先出原则一帧一帧发送给全息显示设备， 以使人物的有效人像数据 一端支撑在接头本体的顶端，直径较小的一端连接有钢球，钢球匹配处于接头本体的 一纤维与所述第二纤维之间倾斜相交以形成夹角 β，所述夹角 β 为 35°，
同，且每个接头与一个布水帽之间连接有布水管，布水管与布水帽的连接段 实时显示在全息显示设备的全息投影之上，实现了实时显示全息人像，具有 底端。 本实用新型的田间轨道运输机能够对轨道进行自润滑，从而延长运行寿命，而且 该玻璃纤维复合钢纸强度高，以避免打磨时钢纸出现卷曲，提高了工件打磨
连通；组合填料层上附着有氨氧化细菌。
较低时延性，提高了用户体验。
的平整度，且不容易吸水，避免起翘，从而延长了使用寿命。
还能够提高果实转移的工作效率。
申请（专利权）人：兴化市荣宝油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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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钧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贵州独秀峰药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1123916.6
申请号:CN201711324237.5
专利名称：一种米糠油的制备工艺
申请号:CN201721333791.5
申请号:CN201810053007.8
专利名称：一种支持多种接入协议的新型智能家居网关
发明（设计）人：蔡炳康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昌荣镇富民工业集中区
专利名称：一种电机对施装置
发明（设计）人：张启飞 赵斌 杜良刚 汪映兰 王煜
摘要：本发明属于植物油生产提取应用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米糠油的 专利名称：一种铁皮石斛饮料的制作方法
发明（设计）人：吴双青 黎玉恒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创苑路 750 号 003 幢 7 楼 797 室
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步骤 1.原料过筛、过金属检测仪。 步骤 2.蒸汽煮 发明（设计）人：倪石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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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互联网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支持多种接入协议的新型
熟。步骤 3.制粒机制粒，其中，米糠颗粒的粒径为 5mm*15mm。 步骤 4.平板烘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机安装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机对施装置；该电机 智能家居网关，包括：接入层，适配层，通信层，接口数据处理层，业务逻辑
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现代农业示范区
干。 步骤 5.浸泡。 步骤 6.工业用蒸汽锅炉进行蒸汽处理，浸泡后的米糠颗粒
对施装置包括平台(1)、基座(2)、轨道(3)、电机安装座(4)以及连轴器(5)，所述 处理层。 本发明的支持多种接入协议的新型智能家居网关在内部家庭网络
变成气体，其中，蒸汽锅炉内温度为 200 摄氏度至 210 摄氏度。 步骤 7.将步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铁皮石斛饮料的制作方法， 所述饮料主要由核桃 基座(2)安装在所述平台(1)两端，所述轨道(3)安装在所述基座(2)上，所述电 上，实现了对内网中各种终端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采集和自动化任务的
骤 6 冷凝。 步骤 8.将步骤 7 得到的米糠油液体检测、过滤、杀菌，再通过金属 仁、黄豆、铁皮石斛、黑豆、柠檬、安赛蜜和纯化水组成，本发明方法将铁皮石 机安装座(4)安装在所述轨道(3)上，所述连轴器(5)安装在所述电机安装座(4) 无线监控和执行，同时，将数据上传到消息代理本地服务器。 外网用户可通
过客户端 APP 和 Web 端还可与智能家居网关经过消息代理本地服务器进行
侧面，所述平台(1)、所述基座(2)与所述轨道(3)为一整体结构，所述电机安装 间接交互，这种访问是通过在内网和外网之间建立安全通道实现的，这增强
检测仪检测、包装入库，正己烷或环乙烷过金属检测仪检测并入库储藏，米
斛制成饮料，促进了对铁皮石斛的开发利用。 且制成的饮料具有生津止渴、
座(4)与所述连轴器(5)为一整体结构；该装置采用了不同的工装设计工艺， 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智能家居网关分别预留了 RS232、RS485 和
糠铺渣子烘干储藏或沤肥。 本发明的一种米糠油的制备工艺的有益效果在
清热解暑、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且液体清澈、口感好、绿色健康、无副作用。 能够有效降低振动值及噪声值。
于：其生产工艺设计结构合理，且米糠油生产效率高、质量稳定。
CAN 总线接口，提高可扩展性，方便开发人员进行调试。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雷标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宏联建设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宏联建设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宏联建设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1192444.X
专利名称：房屋支撑柱
申请号:CN201711194177.X
申请号:CN201711192455.8
申请号:CN201610963230.7
专利名称：一种人工挖孔灌注桩及其施工方法
发明（设计）人：郑建伟 张汝演 应征宇 叶定飞
专利名称：装饰窗
发明（设计）人：应征宇 叶定飞 郑建伟 张碧丽 曾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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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名称：一体式网状结构无气轮胎
发明（设计）人：叶定飞 应征宇郑 建伟 张汝演 曾志芬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房屋支撑柱，其优势在于具有较好的抗横向载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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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设计）人：陆强强 聂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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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人工挖孔灌注桩，包括护壁与桩体，护壁包括若干
力。 一种房屋支撑柱，包括和地面相连的预制水泥柱，预制水泥柱上套设有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装饰窗，其优势在于窗扇在强风天气下不会不断撞 底柱， 底柱的内壁和预制水泥柱外壁贴合， 预制水泥柱的侧面设有多个底 块围成圆筒形的弧形板，弧形板外侧设置有与弧形板固定的橡皮布，相邻的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新源路 155 弄 16 号 1407 室
弧形板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隙，弧形板上开设有贯穿橡皮布与弧形板的连通
击窗框。 一种装饰窗，包括窗框和铰接在窗框上的两扇窗扇，所述窗扇上还 孔，底柱的侧面设有第一连接孔，底柱设有穿过第一连接孔和底孔配合固定 孔，连通孔中设置有与桩体侧壁具有一定夹角的灌浆管，灌浆管上连接有连
摘要：本发明涉及到一种一体式网状结构无气轮胎；所述无气轮胎包括内部
设有在窗扇闭合时锁定窗扇的锁定装置。 在窗扇闭合的时候锁定装置会自 底柱的膨胀螺栓，底柱上套设有套柱，底柱中部靠近上端的位置设有第二连 通灌浆管内部的出桨管，灌浆管的灌浆口外侧设置有外径大于连通孔直径
动配合锁定窗扇。 这样在大风天气下窗扇在风力作用下闭合撞击在窗扇上 接孔，套柱的下端设有第三连接孔，套柱上设有穿过第二连接孔和第三连接 的限位环，本发明具有向下开挖形成一段桩孔时，在桩孔中放入护壁，然后 网状结构和外部包覆层； 所述网状结构为 X 形状的基本形状按圆周阵列形
孔将套柱和底柱固定连接的连接件。 由于底柱的内壁和预制水泥柱的外壁
的时候，锁定装置就会直接配合锁定窗扇，窗扇也就不会在风力的作用下不 贴合在一起，因此在承受横向载荷的时候，整个预制水泥柱都能起到加强抗 通过向插入孔中插入灌浆管，可以将弧形板快速的固定在桩孔侧壁上，然后 成；所述外部包覆层侧面留有风道；本无气轮胎设计新颖、合理，一体成型，
通过向灌浆管中灌入速凝水泥浆， 等到速凝混凝土浆固结后能够进一步将
断撞击窗框发生噪音，也可以避免窗扇和窗框撞击受损。
载荷能力的效果，支撑柱整体的抗横向载荷能力也就更好。
制作成本低，运行安全可靠。
弧形板固定在桩孔的侧壁上，使得能更快速地开挖下一段桩孔。
申请（专利权）人：台州市路桥豪达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台州市路桥豪达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青岛顺强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申请（专利权）人：高邮市恒昌泡沫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21221722.5
申请号: CN201711371799.5
申请号: CN201721238687.8
申请号: CN201721235700.4
专利名称：一种自动上料不锈钢激光切割机
发明（设计）人：薛启放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围油栏的浮球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汽车线束的保险丝盒
专利名称：一种汽车线束加工用端子压接设备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南寨村
发明（设计）人：许爱存
发明（设计）人：金英男 张永庆 于广和
发明（设计）人：刘吉昌 张永庆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上料不锈钢激光切割机， 包括激光发生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甘垛工业园区沿河路 5 号
器，激光发生器左侧安装有滑动支架，横梁的下端安装有激光管，激光管的 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围油栏的浮球，属于水面清理技术领域，包括浮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财富大道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财富大道
下端安装有激光喷嘴，激光管与激光喷嘴之间设置有切割监测装置，滑动支 球本体和设于所述浮球本体表面的充气罩体， 所述浮球本体的中央为圆柱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汽车线束加工用端子压接设备， 包括压接主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汽车线束的保险丝盒，包括保险丝盒主体
架的底端固定在机架上，机架两侧均放有支架，支架上安装有转轴，转轴上 形、两端为半球形；所述浮球本体内设有一圆柱形储物腔，所述储物腔内设
套装有输送带，输送带上放置有工作台，工作台上均匀设置有吸盘，滑动支 有压块，所述储物腔的开口处设有盖板，所述储物腔的横截面圆形直径小于 体、 设置在压接本体上的供端子本体放置的压接部以及驱动所述压接部进 和用于保险丝盒主体安装的连接组件，所述的连接组件为多个，包括定位结
架的左端通过第一连杆和第二连杆转动连接有自动上料吸盘架， 机架外侧 所述浮球本体的横截面圆形半径， 所述储物腔和所述浮球本体的横截面圆 行压接端子的驱动机构，还包括用于对端子端部进行定位的定位机构，所述 构和连接结构，所述的定位结构设置在保险丝盒主体的侧壁上，所述的连接
设置有控制系统和智能控制器，本实用新型涉及不锈钢加工机械技术领域。 为非同心圆；所述充气罩体设有充气孔，所述充气罩体的一端设有第一拉链 的定位机构与压接部的轴心位于同一直线上。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汽车线 结构选择性插接于定位结构上并与定位结构为可拆卸连接。 本实用新型提
该自动上料不锈钢激光切割机，达到了自动上料、自动送料、实时监测切割 部，另一端设有留边，所述留边的内侧设有与所述第一拉链部相配合的第二
质量的目的，消除了人工分板的隐患，提高了不锈钢切割质量和切割效率， 拉链部。 本发明受外界影响小、使用稳定性高，可适应不同尺寸的围油栏表 束加工用端子压接设备，结构简单，对端子端部进行定位，保证压接端子放 供一种用于汽车线束的保险丝盒，安装位置可以进行选择，且元器件能够进
行扩展。
置位置的准确性，压接后的端子统一性好，不易变形。
降低了废品率。
皮，使用寿命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