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稳中有进

上半年全国供销系统运行平稳
本报记者 冉隆楠

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公
布了 2019 年上半年系统运行情

况。
从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

供销合作社系统继续深入推进综合
改革，坚持稳中求进、创新引领，大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风险防范，
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 为完成全年经济发展任务
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销售方面， 全国供销合作社
系统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上半
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销售总额实
现 22165.2 亿元， 按照同口径计算
同比增长 6.6%， 实现平稳较快增
长。

从全国范围来看，24 个省份销
售实现较快增长，其中，中西部地区
增长趋快。 从各地情况看，天津、辽
宁、江西等 13 个省份销售同比增长
10%以上，其中，山西、广西、青海等
五个省份销售同比增长 20%以上。
中、 西部地区销售同比增长 7.7%、
6.9%， 分别高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
统平均增速 1.1 和 0.3 个百分点。与
此同时， 县及县以下继续保持快速
发展态势，基层综合服务发展迅速。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上下加快推进
基层社组织体系、服务机制、管理体
制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多措并举强
本固基， 引导基层社抓住乡村振兴
发展契机， 多方筹措资金， 整合资
源，加快项目开发，因地制宜建设乡
镇综合体、发展田园综合体，推动产
业融合发展，创新经营业态，基层综
合服务发展迅速； 基层社销售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13.8%，比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平均增速高出

7.2 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实现销售
16170.2 亿元，同比增长 9.1%，占全
国供销合作社系统销售比重为
73%。

此外，非棉农产品经营活跃，农
产品销售实现持续较快增长。 全国
供销合作社系统推进农产品现代流
通成效明显， 上半年实现农产品销
售 8009.3 亿元，同比增长 16.8%，保
持高速增长态势， 农产品销售占全
国供销合作社系统销售的比重达到
36.1%；剔除棉花后，全国供销合作
社系统农产品销售增长 21%，茶叶、
食用菌、 粮油等农产品增速保持在
20%以上。

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额也较快
增长，达到 3492.1 亿元，同比增长
7.5%。 农资经营规模稳定，钾肥、有
机肥、农药等销售势头良好。全国供
销合作社系统农业生产资料销售
3920.5 亿元，同比增长 5.6%，其中，
肥料销售 12603.6 万吨， 同比增长
3.4%；钾肥、复合肥、有机肥、农药、
农用机械销售分别增长 11.9% 、
6.3%、22.7%、7.7%和 28.2%。 全国供
销合作社系统还优化网络布局、调
整商品结构， 日用消费品业务实现
较快增长。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消

费品企业通过创新经营理念和经
营模式， 不断完善网络布局，优
化经营结构，经营规模稳中有升，
日用消费品零售额实现 7846.9 亿
元，同比增长 7.8%。 其中农村消费
品零售额 2903.7 亿元， 同比增长
10.2%。

销售实现较快增长
＞＞＞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消费品企业通过创新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不断完善网络布局，优化经营
结构，使经营规模稳中有升。

P072019年 7月 3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蔡佳文商事·市场

与此同时，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
统多措并举推进消费扶贫， 脱贫攻
坚成效明显。在今年上半年，积极发
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优势， 开展
消费扶贫， 推进全国供销合作社系
统商贸连锁企业设立消费专区或专
柜，开展形式多样的产销对接活动，
帮助贫困县与市场主体建立稳定的
产销对接关系， 从贫困地区购进农
产品 808.2 亿元， 通过贫困地区农
产品批发市场交易农产品 299.1 亿
元。围绕贫困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加
强为农服务资源整合，加大人才、资
金、 项目等扶持力度， 通过劳动合

作、 资本合作、 土地合作等多种途
径，领办农民合作社 5 万多家，培育
引进扶贫企业 3290 个，吸引入社贫
困户 11.6 万个， 带动农户 20.8 万
户。

除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销售
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以外， 全国供销
合作社系统企业经营效益也保持了
平稳增长。 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国
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业汇总利润达
183.1 亿元，同比增长 3.1%；资产总
额为 15062.5 亿元，同比增长 1.9%；
所有者权益为 4336.3 亿元，同比增
长 6.9%。 其中，22 个省份企业汇总

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农资、 农产品
（除棉花外）、 日用消费品行业企业
汇总利润平稳增长； 基层社利润实
现较快增长；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企业总体资产负债率稳步下降。

对于今年下半年的工作重点，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称， 将要围绕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按照高质
量发展要求， 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进一步细化实化任务落实。坚
持稳中求进，不断加强网络建设、提
升经营服务功能，着力提升农资、农
产品、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等重点业
务板块的经营规模和效益， 巩固传

统业务基本盘；坚持创新引领，全面
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工程，加
快推进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业转
型升级，加强风险防控，不断提高全
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经济运行质量和
为农服务成效。 在下半年的工作中，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主要抓好以
下重点工作： 继续加强流通网络建
设， 不断提升农产品和日用消费品
经营服务能力； 推广农资精准化服
务，促进农资主营业务发展；加强市
场研判分析， 稳妥应对中美贸易战
对棉花行业的影响； 加快创新转型
步伐，拓展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空间。

继续推动乡村振兴
＞＞＞

下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要围绕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在下半年的工作
中， 全国供销合作社
系统将不断提高全国
供销合作社系统经济
运行质量和为农服务
成效。 图为瓜农在嫁
接西瓜苗。

CNSPHOT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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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金鼎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 CN201821713860.X
专利名称：一种分料传送设备
发明（设计）人：金志刚、冯伟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岩峰村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分料存储领域，其中公开了一种分料传送设备，包括
横置输送机构以及转送输送机构，转送输送机构包括转送架、输送带以及下
料组件， 下料组件包括用于引导物料的引料板以及用于支撑引料板的支撑
单元，支撑单元包括与转送架相对固定的支撑架、滑移座以及连接件；支撑
架包括固定连接于转送架上的固定杆以及用于支撑引料板的支撑板， 所述
支撑板上沿引料板长度方向开设有限位槽，所述固定杆嵌设于限位槽中；移
动支撑板至引料板一端位于引导滑道上方， 而后引料板转动至一端抵接引
料滑道，使得物料稳定沿引料板进入引导滑道中。

申请（专利权）人：青岛瑞利杰金属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593631.9
专利名称：一种冲压件的分料装置 发明（设计）人：李辉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春城路 606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冲压件的分料装置，包括冲压模具，所述冲压
模具上开设有多个冲压孔，所述冲压模具的下方设有收料箱，且收料箱中设
有多个收料腔，每个所述收料腔的上端侧壁均连通有落料管，且每个落料管
均与一个冲压孔相对应，所述收料箱的一侧开设有开口，且开口的下端侧壁
固定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通过转轴转动连接有与开口匹配的盖板，且盖板
远离固定块的一端固定有插块， 所述收料箱的侧壁开设有与插块匹配的插
槽。本实用新型通过在连续冲压模具的下方设置收料箱，以对冲压下来的落
料进行回收， 而且收料箱上分设有多个收料腔， 每个收料腔对应一个冲压
孔，这样可进行分料回收，省去了后期人工分料的麻烦。

申请（专利权）人：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11404409.4
专利名称：一种瓷砖表面去水装置
发明（设计）人：周良林、丁友义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恩平横陂镇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园区 2号和 3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瓷砖表面去水装置，包括用于传输瓷砖的传输带、
用于将瓷砖表面积水刮去的毛刷、吸水滚轴、热烘干器和动力源；所述毛
刷、吸水滚轴和热烘干器依次安装在传输带上；动力源分别与传输带、热烘
干器连接；流程有序，逐步干燥，简单有效地使瓷砖表面生产过程中残留的
积水清除得一干二净。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南星桥分公司
申请号:CN201910313524.9� �专利名称：移动式脉冲除尘器
发明（设计）人：朱国华、潘卓华、万小进、郑宇峰、汤凯凯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皇山路 66号
摘要：本发明涉及除尘装置领域，公开了移动式脉冲除尘器，包括箱体(1)、
离心风机(3)、滤筒(25)、进风管(17)和出风管(8)，箱体(1)上设有进风管(17)
和出风管(8)，箱体(1)内设有上腔体(2)和下腔体(7)，上腔体(2)与出风管(8)相
通，下腔体(7)与进风管(17)相通，上腔体(2)内设有离心风机(3)，下腔体(7)内
设有滤筒(25)，离心风机(3)位于滤筒(25)的上方。 本发明能有效除掉室内的
粉尘，保护室内人员的身体健康，同时能大大降低室内人员清理粉尘的时
间，并且本发明通过脉冲将滤筒上的粉尘收集到集尘抽屉，方便工人收集
粉尘，在机器连续工作时能有效提升滤筒的除尘效果。

申请（专利权）人：恩平市新安马陶瓷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11404429.1
专利名称：一种瓷砖检测装置
发明（设计）人：周良林、丁友义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恩平横陂镇临港新型建材产业园区 2号和 3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瓷砖检测装置，包括传输带、平整检测模块、裂缝
检测模块和控制器； 所述平整检测模块和裂缝检测模块分别与控制器连
接；所述平整检测模块装在传输带的两侧；所述裂缝检测模块安装在传输
带的上方。 其通过平整检测模块检测瓷砖表面平整度；通过裂缝检测模块
检测瓷砖裂缝，把控瓷砖质量，避免有质量问题的瓷砖流出生产线。

申请（专利权）人：青岛瑞利杰金属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593622.X
专利名称：一种自动定位冲压件
发明（设计）人：李辉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春城路 606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定位冲压件，包括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
顶部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板，两个所述固定板之间设有两个第一挡板，所
述第一挡板与固定板垂直设置， 所述第一挡板的端部通过两个固定螺丝与
固定板固定连接。 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固定板、第一挡板、第二挡板、伸缩杆、
弹簧、固定螺丝和固定环配合作用，达到了两个第一挡板之间的距离可以调
节和固定板与第二挡板之间的距离可以调节的效果， 实现了可以针对不同
型号的冲压件进行定位的功能；通过电机、螺纹杆、固定块、支杆和第二挡板
的配合作用，达到了电机转动可以调节第二挡板与固定板之间距离的效果，
实现了快速对第二挡板和固定板之间的冲压件定位的功能。

申请（专利权）人：青岛瑞利杰金属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593620.0
专利名称：一种冲压件自动出料装置 发明（设计）人：李辉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春城路 606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冲压件自动出料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
上端对称设有两个支撑板， 两个所述支撑板的上端共同固定连接有第一固
定板，所述第一固定板的底部侧壁固定连接有冲压机，两个所述支撑板相对
的侧壁固定连接有连接板， 所述连接板的侧壁贯穿设有与其侧壁固定连接
的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上端设有放置槽，所述固定块的底部侧壁贯穿设有
与放置槽相互连通的下料口，所述固定块的底部侧壁设有动力机构，所述动
力机构远离下料口，所述放置槽的底部侧壁对称设有两个支撑机构，两个所
述支撑机构均与动力机构相互连通。 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能够实现自
动出料工作，保证使用者的工作效率不会受到影响。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源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188900.6
专利名称：一种基于计算机网络开发运营意见反馈收集系统
发明（设计）人：周新华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 288号 22B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计算机网络开发运营意见反馈收集系统，包括
用户端子系统和运营商子系统，所述用户端子系统包括注册登录模块、上传
模块、意见接受模块和服务评分模块，所述运营商子系统包括收集模块、意
见分析模块、数据库、意见反馈模块、后台客服操作模块和服务评分模块，所
述意见收集模块包括图片采集子模块、文字采集子模块、语音采集子模块和
图像采集子模块。本发明能够快速地查找并向用户发送解决方案，提高反馈
速度， 能够随时补充数据库的解决方案， 提高用户对网络运营产品的满意
度，提升用户对运营商的认可度。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华丝夏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910349633.6
专利名称：一种二醋酯纤维交织面料的印花方法
发明（设计）人：徐立威、王剑标、宋秋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18号大街 919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二醋酯纤维交织面料的印花方法，包括：一前处理
(1、面料前处理 2、调制色浆：①制备原浆；②色浆调制：将染料、水、渗透剂、
尿素与原浆搅拌混合，得到色浆；)二、印花：将前处理后的面料、花版、色浆
在平网或圆网自动印花机上印花，得到印花后的面料；三、蒸化：将印花后的
面料蒸化，得到蒸化后的面料；四、水洗：将蒸化后的面料水洗，得到水洗后
的面料；五、拉幅定型：将水洗后的面料拉幅整理定型。 本发明前处理中，采
用色乐洗和纯碱的水溶液，结合具体的处理条件，使得二醋酯纤维交织面料
表面增加极性基团，提高染料印花质量，使染色后的面料具有优异的耐水牢
度、耐碱牢度、耐酸牢度、耐干摩擦牢度。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金鼎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 CN201821713472.1
专利名称：一种塌落度筒 发明（设计）人：金志刚、冯伟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岩峰村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塌落度筒，包括塌落度筒本体，所述塌落度筒本
体下方设置有用于供塌落度筒本体放置的底座， 所述底座上位于塌落度筒
本体一侧设置有垂直于底座的立柱， 所述底座上位于塌落度筒本体另一侧
且正对立柱处设置有立板，所述立板上沿着立板长度方向滑动设置有齿条，
所述底座上设置有用于驱动齿条在立板上滑动的驱动机构， 所述塌落度本
体上靠近立柱与立板处均设置有滑杆， 靠近所述立板的滑杆与齿条可拆卸
连接，靠近所述立柱的滑杆与立柱滑动连接。 启动驱动机构，塌落度筒就能
竖直向上提升，使得塌落度筒本体内壁对混凝土产生的影响较小，使得混凝
土能够顺利产生塌落现象，达到让塌落度测量的结果更为准确的效果。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331360.2
专利名称：节能水平旋转栏杆机
发明（设计）人：柳小毛、杜国宪、马震洪、潘舒畅、白龙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瓯路 1118号
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节能水平旋转栏杆机，它包括有箱壳，所述箱壳上装
配有竖直向可以自轴旋转的主轴，所述主轴与电机传动连接，所述主轴的
上部伸出所述箱壳，所述主轴顶部装配有水平的栏杆臂，所述栏杆臂的前
端向外悬臂伸出，所述箱壳内装配有控制所述电机的无线接收模块，所述
无线接收模块通过无线电与遥控器相连；所述电机在接电时，带动所述主轴
上部的栏杆臂水平旋转运动，所述栏杆臂设置有3个以上通过所述无线接收模块
控制的放置位置。该节能水平旋转栏杆机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可控制栏杆臂在
3个或者更多的位置停留，从而实现对两条以上道路的控制。

申请（专利权）人：常州新美水务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271759.6
专利名称：预制箱梁底腹板钢筋骨架的安装装置及安装方法
发明（设计）人：张浩亮、杨唯一、杨建伟、朱文华、陆云松、卢国华、庄耀海、
史健、徐鹏、张志伟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 6号楼 107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预制箱梁底腹板钢筋骨架的安装装置及安装方法，
其要点是：包括安装模具和波纹管定位装置。 安装模具包括支撑地台、腹板
钢筋支撑组件和底板钢筋定位组件。腹板钢筋支撑组件设置在支撑地台上，
用于对腹板钢筋骨架进行定位和支撑。 底板钢筋定位组件设置在支撑地台
上，底板钢筋定位组件用于对底板钢筋骨架进行定位。波纹管定位装置用于
对波纹管的安装位置进行快速定位。 本发明结构简单、定位准确，解决了预
制箱梁骨架钢筋安装中普遍存在的钢筋间距合格率偏低的问题。 本安装方
法的施工人员在安装过程中不需要对准标线、测量间距，施工效率得到很大
提高，能将箱梁钢筋骨架的安装速度提高 2 倍。

申请（专利权）人：大连炳林重工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562272.0
专利名称：一种镗床外圆车刀杆
发明（设计）人：尚庆芳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毛茔子村
摘要：一种镗床外圆车刀杆，刀杆前端垂直安装连接杆，连接杆前端安装车
刀杆，车刀杆中心孔内与连接杆垂直安装车刀，车刀通过车刀杆上方的调节
螺杆固定。本实用新型的镗床外圆车刀杆，可以根据产品外圆尺寸和角度等
适时调整车刀位置，从而提高了加工产品的质量，扩大了车刀的适用范围，
降低了成本。

申请（专利权）人：大连炳林重工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579843.1
专利名称：一种粗磨精磨一体化砂轮
发明（设计）人：宋清慧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毛茔子村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粗磨精磨一体化砂轮，包括磨料层、砂轮基体、外
圆沟槽、轴孔和端面沟槽组成；磨料层由粗磨料层和细磨料层组成；砂轮基
体嵌入在磨料层的粗磨料层中，所述细磨料层设置在粗磨料层的上方，在磨
料层上均匀分布着斜状的外圆沟槽， 在细磨料层的端面上均匀分布着放射
状的端面沟槽。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加强型砂轮在普通砂轮的磨料层和基体
层中间添加了加强层，采用粘胶固定磨料层，这样的构成在结构强度上大大
提升，使用寿命也得到了大幅的延长，极大地提高了砂轮磨削的安全系数和
加工工件的质量，同时也提高了砂轮机的工作效率。

申请（专利权）人：大连炳林重工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562287.7
专利名称：一种焊接齿轮
发明（设计）人：孙玉生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毛茔子村
摘要：一种焊接齿轮，中心的轮毂外侧连接齿圈辐板，齿圈辐板外侧连接
齿圈，齿圈辐板内间隔安装支撑管和支撑筋板，齿圈与齿圈辐板之间、齿
圈辐板与轮毂之间设有焊接衬垫。 本实用新型的焊接齿轮，在轮毂、齿圈
辐板和齿圈之间设有焊接衬垫， 并且在齿圈辐板上设有支撑管和支撑筋
板，从而使得齿轮结构坚固，大大延长了齿轮的使用寿命。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鼎兴橡塑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242058.X
专利名称：一种跑道卷材的挤压式铺装方法 发明（设计）人：郑凌云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经济开发区西区立达街
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跑道卷材的挤压式铺装方法，首先对跑道的基础层进
行打磨找平，然后涂抹补积水材料，补积水材料一方面具有防水性能，防止
雨水对跑道的破坏；另一面补积水材料具有一定的粘度，能够与粘结层进行
良好的粘接，保证跑道与基础层之间的粘接强度；然后铺设粘接层，在粘接
层上铺贴卷材，粘接层的粘接剂具有较高的粘度强度，能够与补积水材料、
卷材实现良好的粘接，不易出现空鼓、脱胶的现象；在粘接过程中卷材拼接
处横向和纵向接口处均预设重叠部分，通过裁边的方式，预留较小的重叠，
然后通过挤压、压制重物的方式实现拼接缝处无缝隙。本发明提供的铺装方
法操作简单，跑道不易出现起泡、空鼓的现象，各层之间粘接强度高，使用寿
命长。

申请（专利权）人：池州市修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710959313.3
专利名称：一种锂电容负极电极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胥建华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第 16号厂房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电容负极电极，所述电极由能嵌出锂的炭、粘结
剂和溶剂形成的固态炭膜和涂有导电层的铜箔复合而成，所述固态炭膜由
能嵌出锂的炭、粘结剂和溶剂经均匀搅拌混合、高速旋转粉碎、高温滚轧形
成；通过预先向铜箔表面喷涂导电胶形成的具有导电涂层的铜箔，将固态
炭膜粘贴在导电涂层上，高温滚压复合，最终得到成卷的锂电容负电极片。
本发明的储能电极的制作方法，可获得具有高材料密度和高能量密度的高
性能锂电容负电极片，广泛推广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备用电源、电动工
具等领域，市场潜力巨大。

申请（专利权）人：黄山张氏曲轴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314157.4
专利名称：一种超精密曲轴短轴磨抛一体系统
发明（设计）人：张盛龙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经济开发区 1幢
摘要：本发明属于机械加工设备领域，具体来说是一种超精密曲轴短轴磨抛
一体系统，包括主框体、转动辊、调整机构、曲轴、打磨机构和抛光机构，所述
主框体右端外表面固定安装有控制面板； 所述转动辊转动安装在主框体的
左侧内壁上，转动辊外端固定安装有调整机构；所述调整机构前方设有抛光
机构，调整机构后方设有打磨机构，调整机构包括安装盘、电动推杆、气缸、
橡胶气囊、固定管、固定块、橡胶块、滑槽和聚气槽；本发明主要用于解决现
有技术中对曲轴短轴磨抛不易， 曲轴短轴容易与打磨砂轮和抛光轮产生撞
击，对曲轴短轴加工过程中无法对铁屑进行清理，打磨砂轮和抛光轮使用寿
命不高的问题。

申请（专利权）人：建平碧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344442.0
专利名称：一种蒙脱石天然矿物质浓缩洗衣乳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郭密林、王学林、宋青龙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经济开发区家居产业园 52号
摘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蒙脱石天然矿物质浓缩洗衣乳及其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组分及其质量比：蒙脱石抑菌剂 8％，发泡剂 16％，去污清洗剂 12％，
表面去油乳化剂 17％，增稠剂 8％，丙烯酸乳液 0.5％，JFC 渗透剂 0.5％，聚
乙二醇 0.5％，改性季铵盐柔顺剂 1.5％，过碳酸钠 0.5％，液体蛋白脂肪酶
2％，聚乙烯吡咯烷酮 0.8％，DMDMH 乙内酰脲 0.2％，香精 0.1％以及去离子
水 32.4％，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利用蒙脱石、硅酸镁铝和膨润土在液体、
膏体、乳状洗涤剂上的抑菌除螨性与阳离子交换增溶性，降低有机表面活性
剂在净洗衣物后对皮肤的刺激， 解决阳离子季铵盐类产品同阴离子体系的
融合，高效分解衣物皮脂等蛋白脂肪污渍。

申请（专利权）人：昆宇蓝程（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号:CN201910305586.5
专利名称：一种基于数字基带空间无线网络信道模拟器 发明（设计）人：董华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9号院29号楼1502、1503
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数字基带空间无线网络信道模拟器，包括控制系
统和仿真系统；其中仿真系统包括仿真机箱和交换机箱；仿真机箱包括信道
仿真子板和交换子板； 交换机箱与控制系统以及各仿真机箱中的交换子板
连接；仿真机箱内的各信道仿真子板与交换子板连接，交换子板与交换机箱
连接； 仿真机箱内的各信道仿真子板通过交换子板实现各信道仿真子板之
间的相互连接， 各信道仿真子板通过交换子板连接到交换机箱后实现与仿
真系统或其他仿真机箱的连接； 控制系统用于建立供仿真系统接入的仿真
服务器，以及动态仿真卫星网络的拓扑连接、延时及误码信息并将其下发到
仿真系统；仿真系统根据下发的信息改变链路参数和网络拓扑结构。本发明
结构简单，成本低。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飞燕石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298820.6
专利名称：一种脱液增强型紧凑式烟气脱白装置及其脱白方法
发明（设计）人：徐传海、安杉、夏洪岩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燕房路 22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脱液增强型紧凑式烟气脱白装置，具体涉及一种可
对烟气中的尘粒进行吸附分离，起到一次脱白的效果，再由空气对一次脱白
后的烟气进行稀释后二次脱白的装置，通过旋流离心力场促进了气、液两相
的分离，且增强了烟气中微米级液滴的碰撞效率，从而提高了烟气的脱液效
率，大幅降低烟气脱白装置的占地面积，烟气脱白效率高，具有低能耗、高效
率。包括壳体、旋流脱液器和节流雾化器，所述壳体上方设置有烟气通道，烟
气通道进口连通并固定节流雾化器，节流雾化器出口导通旋流脱液器，旋流
脱液器固定安装在壳体中。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金鼎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 CN201821714785.9
专利名称：一种运输系统的转料输送机构 发明（设计）人：金志刚、冯伟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岩峰村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运输系统的转料输送机构，涉及分料存储技术
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转料架、转动连接在转料架上的转料输送带，
转料输送带倾斜向上设置，且转料输送带位于上方的一端为出料端,转料输
送带的出料端下方设置有下料通道，下料通道倾斜向下延伸，转料架靠近转料输
送带的出料端处设置有清洁组件，清洁组件包括固定连接于转料架靠近出料端处的安
装架、设置于安装架上的刮板，刮板朝远离转料输送带的一端倾斜向下延伸，
刮板靠近转料输送带的一端抵触于转料输送带的弯曲部分。 通过清洁组件
对转料输送带进行清洁，减少了物料在转料输送带上残留的情况，从而减少
在先运送的物料混入到在后运送的物料中的情况，使得分料效果更好。

申请（专利权）人：绵阳锐洋新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910409617.1
专利名称：一种橡胶粉破碎装置及破碎工艺 发明（设计）人：王多孝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三江路 1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橡胶粉破碎装置，包括机体，机体上部设置有橡胶
粗加工机构，橡胶粗加工机构的下方连接于有橡胶冷冻装置，所述橡胶冷冻
装置连接有橡胶精加工机构，橡胶冷冻装置连接有冷气循环机构；所述机体
包括外壳，外壳内设置有均匀分布的水冷循环通道，水冷循环通道通过连通
管连接有水冷循环机构。橡胶粗加工机构可以将橡胶切割成 50 目规格的碎
屑，并通过粗料进入通道进入螺旋冷却流道中。 在螺旋冷却流道中，通过冷
气对橡胶颗粒进行冷却，将橡胶颗粒冷冻到零下 80°左右，橡胶颗粒转变
为玻璃态。 然后， 橡胶颗粒进入到橡胶精加工机构中， 将橡胶颗粒粉碎成
200 目的颗粒，实现了橡胶的二次使用。

申请（专利权）人：江苏宏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371511.7
专利名称：一种烟囱流量计及其制造工艺
发明（设计）人：何建平、何龙、华正伟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临港街道镇澄路 1059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烟囱流量计及其制造工艺，烟囱流量计包括一根一
体成型的实心管体，管体的长度方向开设两条相互平行的通孔，每条通孔的
两端均密封设置， 实心管体的端部设有一个连接头， 连接头与两个通孔连
通，该烟囱流量计及其制造工艺中，该实心管体一体成型，而且通孔贯穿整
个管体，使得数据采集能够稳定可靠，而且，加上连接法兰和连接法兰盖实
现了装置的可靠固定，本发明设计合理，适合推广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