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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专利权）人：浙江亚铭威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87125.3
专利名称：药品包装盒涂胶面破面装置
发明（设计）人：张国涛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凤凰山村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药品包装盒涂胶面破面装置，包括工作台、相对工作
台上下布置的压轮和破面轮，压轮和破面轮的转动轴线相平行，破面轮的外
周上设置有破面齿，压轮的外周的中间位置设置有一圈凹槽，破面轮正对凹
槽，破面轮的破面齿伸入到凹槽内。破面轮的破面齿在纸件覆膜面上切割出
破缝，该破缝将纸件表面的覆膜层给切破，在后续的涂胶过程中，粘胶可以
渗入到覆膜层下并浸入到纸体内， 这样涂胶后粘结时可以将包装盒纸体粘
结一起，粘结效果好，不容易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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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朗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778327.X
专利名称：一种便捷式插卡取电控制结构 发明（设计）人：李子广、谭来斌、胡建峰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区工业大道中 8 号 A 栋首层之四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便捷式插卡取电控制结构，包括：活动盖体，内侧边缘设
有第一卡扣结构；第一卡扣结构包括一卡合部以及与卡合部一体成型且位于卡
合部下端的一卡块；卡合部顶面设有一导斜面；固定盖体，两侧外边缘设有
第二卡扣结构；第二卡扣结构包括一下凸的弹性头和一设置于弹性头下端的第一卡
槽；弹性头底面形成与导斜面相配合的导向面；活动盖体，连接固定盖体且沿
固定盖体进行上下运动，当卡合部的导斜面抵接至弹性头的导向面时，第一
卡扣结构扣合于第二卡扣结构，活动盖体锁定于固定盖体上。本实用新型通
过新型卡扣结构的灵活锁定设计，使活动面盖可快速高效拆装于固定盖体，
解除了硬性拆盖的牵制，提高效率，使用便捷，拆装方式简单。

申请（专利权）人：昆山市广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82047.8
专利名称：一种安全工作平台 发明（设计）人：代永宣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张浦镇欣宏路 8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安全工作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
置的底板、连接板及工作面板，所述底板的底部设有四组支撑脚轮；所述工
作面板的底面四个角上分别设有一支撑杆，每组所述支撑杆的底部移动穿
过所述底部设置于所述底板的底面下方；所述连接板的顶部经立板与所述
工作面板的底面相连；每组支撑脚轮上方的底板上分别设有一导杆，每组
导杆的顶部移动穿过所述连接板设置于所述连接板与所述工作面板之间；
每组所述导杆外部套设有一弹簧，所述弹簧的顶部抵于所述连接板的底面
上，所述弹簧的底部抵于所述底板的顶面上，所述导杆的顶部螺接有一限
位螺母，所述限位螺母设置于所述连接板的上方。 本发明提高了使用的便
利性及安全性。

申请（专利权）人：深圳市锐芯晟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853462.6
专利名称：一种集成电路自动切筋成型模具 发明（设计）人： 王杰、马涛
地址：广东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沙河西路 3011 号白沙新兴产业园 2 栋 A208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集成电路自动切筋成型模具，包括上模架、下模
架、切筋上模、切筋下模、成型上模、成型下模、分离上模和分离下模，还包括
上固定导轨、下固定导轨和固定挡片，切筋上模、成型上模和分离上模滑入
上固定导轨内，并被固定挡片固定；切筋下模、成型下模和分离下模滑入下固定导
轨内，并被固定挡片固定。模具采用侧面滑动安装的方式解决上下左右方向的
限位，采用固定挡片的方式解决前后方向的限位，可以实现完全固定。 在换
型时，松开固定挡片，把模具从上下模架侧面抽拉出来，然后换上新的模具，
再固定好固定挡片，就完成了所有换型工作，安全不需要拆卸上下模架，操
作步骤少，拆卸零件少，节省大量的时间，尤其适合小批量试新模具。
申请（专利权）人：苏州升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10534647.0
专利名称：一种高转移率水性热升华喷墨墨水配制
发明（设计）人：李若欣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金澄路 88 号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温转移印花用的水性分散染料喷墨配方及制备
方法。该产品与现有市场产品比较具有转移率高和颜色鲜艳等特点。本发明
采用超分散剂以减小纳米分散染料粒子粒径，提高热穿透性能。双子表面活
性剂的使用可以有效增加墨水对各种环境适应程度， 例如在墨水储存过程
中的酸碱度变化或环境温度变化对打印性能和转印性能的影响， 增加分散
染料粒子的稳定性及打印性能。

申请（专利权）人：常州新美水务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461236.3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预制箱梁底腹板钢筋骨架的安装装置
发明（设计）人：张浩亮、朱文华、杨唯一、杨建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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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预制箱梁底腹板钢筋骨架的安装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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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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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人员安装过程中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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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消除人为因素产生的施工误差，施工质量有保证。

申请（专利权）人：江苏金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55022.1
专利名称：轻质吸声套墙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发明（设计）人：束永生、任世功、张光、周植、周兴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迎宾北路 1 号
摘要：本发明涉及建筑声学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轻质吸声套墙结构，包括
固定于墙面上的隔声层龙骨，隔声层龙骨外侧固定有双层石膏板，所述隔声
层龙骨外侧设有吸声层龙骨，双层石膏板与吸声层龙骨之间留有间隙，间隙
内设有两层伸缩格栅，伸缩格栅水平方向的一侧端与墙体固定连接、另一侧
端活动，两层伸缩格栅分别与墙体的相对两端固定连接，两层伸缩格栅均可
覆盖整片平直的墙面，每层伸缩格栅上均等距地竖直固定有若干瓦楞纸板，
瓦楞纸板垂直于墙面。 本发明通过提高伸缩格栅上瓦楞纸板的密度而提高
吸声效果，使混响时间变短。

申请（专利权）人：哈尔滨庆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920433685.7
专利名称：工业废水处理站撬体耦合一体化废气等离子除臭器
发明（设计）人：于峰、崔童、付振赫、王猛、李琨、韩洪军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军民街 136号
摘要：工业废水处理站撬体耦合一体化废气等离子除臭器，它涉及一种除臭器。 本
实用新型解决现有的废气处理技术存在处理废气效能低， 适用范围窄的问题。
配风室内设置有进风配风板，进风配风室的上端与进风管连通设置，进风管
的下端设置有进风配风板， 配风室和初级过滤室之间竖直设置有第一布风
板；初级过滤室内设置有多个初级过滤器；光催化氧化室内设置有多个光催
化发生器，初级过滤室和光催化氧化室之间设置有第二布风板；等离子电离
室内设置有多个高能离子发生器， 出风配风室内设置有出风配风板和多个中级
过滤器，两个光催化发生器均通过导线与电控柜电连接，两个高能离子发生器均
通过导线与电控柜电连接。 本实用新型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站废气除臭处理。

申请（专利权）人：河北沃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10518741.7
专利名称：循环生态电机 发明（设计）人：张玉华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留村华源小区 9-4-101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循环生态电机。 它由发电系统、多功能用户系统及电
脑控制系统组成。发电系统使钠与水的化学反应产生氢离子和氢氧化钠。氢
离子经磁流体导气管通过多个磁场，切割磁力线发电；在温度降低形成氢气
后进入氢气罐。氢气罐内的氢气达到贮存线后，电脑控制系统启动氢气发电
机发电。 如氢气贮存量超出时， 电脑控制系统会自动停止钠水反应釜的工
作。如钠水反应釜内的钠接近用完时，电脑控制系统会启动另一套钠水反应
釜工作，并启动充电器为停止工作的钠水反应釜内的氢氧化钠充电，使之还
原为钠。多功能用户系统可以排放纯净水、热水、氢气。电脑控制系统控制发
电系统、多功能用户系统，还可以网络遥控。只要补充水，本装置会循环持续
发电。

申请（专利权）人：佛山市顺德区矗泰金属热处理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65729.8
专利名称：一种瓦楞辊热处理生产工艺 发明（设计）人：陈永智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红岗樟岗工业区一街
摘要： 本发明涉及瓦楞辊加工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瓦楞辊热处理生产工
艺，包括以下步骤：瓦楞辊装进专用氮化炉中，按比例通入氨气、二氧化碳和
氮气三种气体进行软氮化，在规定温度下保温一定时间，之后出炉空冷；将
瓦楞辊装在中频机上进行感应加热淬火，淬火后即时装炉回火；将回火后的
瓦楞辊装进深冷炉中通入液氮，在 -200°C下进行深冷处理，保温一定时间
后出炉，待瓦楞辊温度回升到室温后，装进回火炉中进行回火。 对氮化这道
工艺进行改进，由原来的纯氮化改做软氮化，通过软氮化改变了瓦楞辊齿顶
表面的脆性组织，避免了瓦楞辊在使用中出现崩齿现象，从而把瓦楞辊的产
品质量上升了一个台阶。

申请（专利权）人：深圳市锐芯晟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852130.6
专利名称：一种小批量试新芯片封装模具 发明（设计）人：王杰、马涛
地址： 广东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沙河西路 3011 号白沙新兴产业园 2 栋
A208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小批量试新芯片封装模具，包括上模架、下模架、
上模板和下模板，还包括上模芯、下模芯和定位装置，所述上模板侧面设有
安装槽，所述上模芯滑入所述安装槽内并被定位装置固定；所述下模板侧面
也设有安装槽，所述下模芯滑入所述安装槽内并被另一定位装置固定。所述
上模板和上模芯采用分体结构，这样在产品换型时，不需要把整个上模板拆
卸下来，只需要把上模芯单独抽出来，换上新的上模芯就可以了。 上模芯体
积和重量相比原来的上模板小很多，容易操作，抽拉出来即可，而且操作步
骤少，拆卸的零件更少，工作量大幅减少，更换下模芯的原理跟上模芯是一
致的，极大地节省了操作时间，所以换型速度相比现有技术会更快。

申请（专利权）人：桐乡市都灵织造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号：CN201610892574.3
专利名称：一种平纹组织真丝面膜布
发明（设计）人：朱利容、龙雨霞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崇福镇上莫村竹节坝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平纹组织真丝面膜布，所述真丝面膜布是由采用天
然蚕丝为原料织的经线和纬线一上一下交错设置形成的平纹组织结构，所
述真丝面膜布的克重为 8～16m/m，真丝面膜布的幅宽 115cm，经密
为 50 根 /cm，纬密为 44 根 /cm。 由于无纺布、棉布与蚕丝之间的吸水度不
同，因而吸水后膨胀的系数也不相同，因而，本发明通过面膜布基层上经线
和纬线的姆米和密度的优化设置，满足面膜透气性的要求，有利于增加面膜
布的保湿性能，能更好地保证皮肤的吸收效果，效果更加显著；整个制作过
程未添加任何防腐剂，对皮肤友好无刺激。

申请（专利权）人：襄汾县宏泽石膏粉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33959.6
专利名称：一种利用化学石膏生产α高强石膏粉的工艺
发明（设计）人：段跃进、段连平、舒新成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襄陵镇东院村
摘要：本发明公开一种利用化学石膏生产 α 高强石膏粉的工艺，属于石膏
粉生产领域。 本发明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a、将含有 8％-15％水分的化学
石膏通过压力机压成生石膏块，压制时间 10s-30s；b、将生石膏块码放在蒸
压釜料车上；c、将料车推进蒸压釜内进行蒸压，得到 α 高强石膏；d、打开
釜门后，立即将 α 高强石膏，牵引至烘干窑进行烘干；e、将烘干的 α 高强
石膏，进行粉碎，即得所述α高强石膏粉。 本发明完全以化学石膏为原料，
经快速压制成型 - 烘干 - 粉碎， 制得标准稠度低于 55％的 α 高强石膏
粉，上述工艺具有成本低廉、工艺简单、生产效率高的有益效果。

申请（专利权）人：莘县益农育苗基质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38186.0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蔬菜育苗的有机基质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李少龙、苗继忠、王泽奇、孙洪录、赵时峰、李少恒、孙申强、
王胜娜、刘芳、王凤军、王晓红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张鲁回族镇北街西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蔬菜育苗的有机基质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
有机基质包括：泥炭、发酵料、蛭石和珍珠岩，所述的泥炭、发酵料、蛭石和
珍珠岩的质量比为 30:30:10:30。 所述的发酵料按照质量百分数包括：玉米
须 16％、玉米皮 40％、玉米芯 42％、玉米混合物 2％。 本发明以木糖醇生产
的废弃物为原料，制备得到了经济实用的有机基质，解决了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植物废弃物。 同时本发明发酵产物有机质含量 55％、 氮磷钾含量
2.3％、容重 0.2-0.35，重金属不超标，不含其他有害物质。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天骄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43771.2
专利名称：一种剧场钢丝引导装置
发明（设计）人：张后胜、刘威、杨晓卿、孙明超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虹路 735 号 6幢东楼 708 室
摘要：本发明提供一种剧场钢丝引导装置，涉及舞台设备技术领域，包括固
定部和活动部，固定部包括导线筒和设置于导线筒上的引线架，导线筒内设
置有用于钢丝通过的通孔，引线架端部设置有引线轮，活动部包括收线盘和
用于连接收线盘和导线筒的转轴，收线盘绕转轴转动。本发明一种剧场钢丝
引导装置结构简单，安全稳定，可以有效防止钢丝折断，且收起方便，引导效
率高。

申请（专利权）人：青岛睿轩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088682.9
专利名称：铁塔塔基施工工艺及应用于该施工工艺的打桩机
发明（设计）人：韩江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胶州湾工业园云泰路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铁塔塔基施工工艺及应用于该施工工艺的打桩
机，其技术方案要点是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a．整修地面；b．设置引导
环；c．起吊塔基管；d．树立打桩机；e．打桩机打桩；f．焊接塔基板；打桩
机包括车板、固定连接在车板顶部一端的驾驶室、设置在车板和驾驶室底
部的车轮、转动连接在车板顶部的支撑架、两转动连接在车板顶部的顶升
液压缸、设置在支撑架上的打桩液压缸、设置在支撑架上用于带动液压缸
进行上下运动的动力机构以及固定连接在打桩液压缸的活塞杆上的打桩
锤，将塔基管通过打桩机打入的地面之下，通过塔基管和塔基管顶面上的
塔基板作为铁塔的塔基，使得塔基安装方便快捷，大大地节省了施工时间。

申请（专利权）人：青岛海森林发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87859.1
专利名称：一种假发产品及其制作工艺
发明（设计）人：孙鲁正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李哥庄镇李哥庄村
摘要：本发明公开一种假发产品及其制作工艺，包括发丝层、单面热熔胶膜、
双面热熔胶膜和支撑层，单面热熔胶膜设置于发丝层的一侧，双面热熔胶膜
设置于发丝层的另一侧，双面热熔胶膜设置于支撑层外表面，且支撑层内侧
可拆卸地安装于人体头部。 本发明通过单面热熔胶膜加发丝层加双面热熔
胶膜加支撑层的设计，不仅增加了发丝层固定的稳定性，同时采用全新的生
产材料和工艺，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让消费者以较低廉
的价格获得舒适的佩戴体验，本发明涉及的生产材料为环保无毒材料，对环
境和操作工人无害。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华源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54124.9
专利名称：一种立体式烘箱循环系统
发明（设计）人：陆峰、徐海飞、马国栋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6085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立体式烘箱循环系统，沿烘箱箱体沿轴向均分为若
干个烘干区域，相邻的烘干区域之间通过带格栅的过滤网进行分隔，对于每
个烘干区域在其顶部设有顶部循环风系统，在其侧面设有侧方循环风系统，
该两套循环风系统使得对于任意一个烘干区域内的空气均有纵向和横向的
双重空气流通循环， 同时在烘箱箱体的两端设有与外循环系统连接的补气
口和出口，形成沿着烘箱箱体轴向的流通贯穿全部烘干区域的外流通循环，
从而大大提升了复合板的烘干效率，提升了产品生产效率。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翰晖新材料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694328.0
专利名称：一种 PET 包装用高阻光母粒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史修臣、郭洪江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 9138 号 1 幢 3 层 X 区 352 室
摘要：本发明提出一种 PET 包装用高阻光母粒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以 PET
树脂为基础载体树脂， 确保了阻光母粒与 PET 成品树脂的良好的相容性，
又加入了一定量的 PP 树脂，提高了成品瓶中钛白粉含量偏高而导致的 PET
瓶胚及 PET 成品瓶偏脆的问题，钛白粉主要起到阻隔光线的效果，钛白粉
具有很好的阻隔性， 且纯白色的外观正好契合奶制品白色包装的需求，铝
粉起到增亮效果，同时可以适度提高遮盖性和阻光性，食品接触级炭黑也
起到一定的阻光性能，且能有效提高瓶胚的吸热性能，更容易吹瓶，并且可
以在较低的温度下吹瓶，更节能更环保。

申请（专利权）人：湖南航硕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017929.4
专利名称：一种丝印机
发明（设计）人：舒芬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工业集中区红花园工业园
摘要：本发明涉及丝印机技术领域，尤其为一种丝印机，包括丝印机、输送装
置、清理装置和印刷装置，所述丝印机内侧前端设有输送装置，所述输送装
置包括输送机、齿条、第一电机、第一齿轮、限位槽、定位板和加热板，所述丝
印机内侧前端固定连接有输送机， 所述输送机的输送带内侧固定连接有齿
条，所述输送机的输送带外侧开设有限位槽，所述输送装置与丝印机固定连
接，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输送机，这种设置配合输送机与丝印机的固定连
接、输送机与齿条的固定连接、第一齿轮与齿条的啮合连接和第一电机对第
一齿轮的带动，在控制器的控制下可以对平整的面层布料进行上料，保证了
工作人员的安全，避免了员工在上料时出现夹伤的现象。

申请（专利权）人：深圳市锐芯晟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865366.3
专利名称：一种芯片封装模具模芯的固定结构 发明（设计）人：王杰、马涛
地址：广东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沙河西路 3011 号白沙新兴产业园 2 栋 A208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芯片封装模具模芯的固定结构，包括模架、模芯、
模芯固定板和定位装置，模芯固定板固定在模架上，模芯固定板上设有安装
槽，所述模芯滑入所述安装槽内并被定位装置固定，所述定位装置包括定位
销、复位弹簧和螺母，模芯上设有阶梯孔，定位销插入所述固定孔内，另一端
被螺母锁紧，复位弹簧套设在定位销上，模架上设有固定孔，定位销尾端伸
入所述固定孔内，以使模芯和模架相对定位。 在固定模式时，模芯上的定位
销尾端伸入模架上的固定孔内， 使模芯和模架相对定位； 在插入新的模芯
时，需要先提起定位销，模芯才能滑入安装槽，安装到位后，松开定位销，几
乎可以做到不拆卸零件，不需要使用工具，手动完成产品模芯换型工作，非
常高效。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金鼎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713767.9
专利名称：砂石下料用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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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下料用料仓，包括仓体，仓体的顶部设有进
料口、底部设有出料口，仓体的外侧壁上设有滑移板，滑移板上设有第一电
机，第一电机的输出轴穿设至仓体内且输出轴的端部设有搅拌器，搅拌器
靠近于出料口，滑移板下方的仓体外侧壁上还设有用于驱动滑移板朝向或
远离仓体运动的驱动组件。 本实用新型通过搅拌器在出料口的转动搅拌，
以避免过多的砂石一次性挤压至出料口，以减少出料口的阻塞几率，有利
于加快砂石的下料速度，提高砂石的下料效率。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市顺嘉塑料厂 申请号：CN201910652255.9
专利名称：一种过滤器端盖注塑工艺 发明（设计）人：吴喜谦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镇西柏店村东路 18 号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过滤器端盖注塑工艺，其包括注塑成型机和模具以
下步骤：a、所述注塑成型机包括料筒，先将聚甲醛树脂加入到料筒中熔融，
料筒温度分为四段进行控制：第一段温度为 150℃-180℃，第二段温度为
170℃-190℃，第三段温度为 180℃-200℃，喷嘴温度为 190℃-210℃；b、
所述模具连接有温度控制装置，模具温度控制在 115℃-125℃；c、向模具
中注射熔融的聚甲醛树脂 ， 注射速度为 5 - 50mm/s， 注射压力为
1.25Mpa-1.5Mpa； 当模具填充度达到 95%后进行保压， 保压的压力为
1.2Mpa-1.25Mpa；保压时间为大于 45s 后进行脱膜。 本发明具有提高产品
的密实度，从而提高产品质量的效果。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嘉洁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978506.2
专利名称：碳纤维供热节能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发明（设计）人：石松林、易华勇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二街
25 号 23 号楼
摘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碳纤维供热节能系统，包括与当地气象网站连接的
服务器、碳纤维采集器、室外温度传感器、碳纤维供热节能单元，其中，所述
服务器与所述碳纤维采集器连接， 所述碳纤维采集器分别与所述室外温度
传感器、碳纤维供热节能单元连接，所述碳纤维供热节能单元包括碳纤维控
制器和碳纤维发热线，所述碳纤维采集器与所述碳纤维控制器连接，所述碳
纤维控制器与所述碳纤维发热线连接， 所述碳纤维发热线包括从下至上层
叠设置的绝热层、反射层、接地网、碳纤维发热线主体、蓄热层和面层。 本发
明还提供了一种碳纤维供热节能系统的控制方法。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可
较好的实现节能供暖。

申请（专利权）人：常州市康迪克至精电机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920543381.6
专利名称：清洗机用单相电机机轴装配结构 发明（设计）人：王珍超、刘超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卧路 3 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清洗机用单相电机机轴装配结构，包括机轴和
连接在机轴一端外圆面上的端盖，端盖与机轴之间具有间隙，端盖与机轴外
圆面之间通过轴承配合连接，轴承包括轴承外圈、轴承内圈和轴承滚珠，轴
承外圈与端盖固定，轴承内圈与机轴间隙配合，机轴外圆面与轴承内圈配合
位置处内凹具有环形的卡槽，卡槽内配合嵌入有 O 型圈，O 型圈内圆面与卡
槽的底面过盈配合，O 型圈的外圆面与轴承内圈过盈配合；卡槽沿机轴轴向
长度小于轴承的轴向长度。 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O型圈与机轴和轴承
内圈均形成过盈配合，有效降低轴承与机轴的相对滑动和震动，改造简单可
行，成本低廉，可有效降低电机噪音，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申请（专利权）人：广西梧州华锋电子铝箔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532589.8
专利名称：电极装置及系统
发明（设计）人：成顽强、谭惠忠、张泽权、陈乾钧、区永全、曹宏杰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龙圩镇建兴南路 1 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极装置及系统，该电极装置包括：电极框架
和水平固定在所述电极框架两侧的多根金属棒， 每根所述金属棒上均穿套
有多颗绝缘珠；其中，每颗所述绝缘珠上均设置有多个导电单元，用于流通
化成液体。本实用新型有助于化成液体的循环，还可以有效缓解电能浪费和
阳极铝箔外观受损的问题。

申请（专利权）人：东平中联美景水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平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1381781.3
专利名称：水泥窑燃烧器智能往复调整装置及应用该装置的水泥窑
发明（设计）人：张传行、梁广勤、孔祥滨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梯门镇西芦泉村西首
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泥窑燃烧器智能往复调整装置及应用该装置的水
泥窑，适于新型干法水泥窑各种窑型。所述燃烧器包括设置在导轨上的移动
小车，移动小车上面支撑喷煤管，喷煤管的前端为火焰口，直达窑内，后端部
分别设有煤粉入口、静风入口、内风入口，在移动小车前端和窑门罩外壁之
间设有智能往复调整装置，以控制移动小车在工作状态下能往复均匀移动。
有益效果：可实现水泥窑燃烧器喷火区在窑内连续均匀地往复移动，使窑内
高温带保持稳定的长度范围， 窑皮挂地有合理的厚度和长度， 避免结圈现
象，大大提高耐火砖使用寿命，还减少了现场岗位人员的工作量。

申请（专利权）人：常州市康迪克至精电机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543263.5
专利名称：立式风机用单相电机自排水型端盖 发明（设计）人：史登昌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卧路 3 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立式风机用单相电机自排水型端盖，包括端盖
本体，端盖本体中心位置处开有轴孔，端盖本体上表面上具有至少两块安装
用平面，安装用平面沿端盖径向截面为等腰梯形，且等腰梯形的上底为以轴
孔中心为圆心的弧形、等腰梯形的下底为位于端盖本体上端面外圆上的弧形段；安
装用平面上具有安装凸缘止口， 安装用平面对应安装凸缘止口的外侧开有安
装孔；相邻安装用平面的两条腰之间的端盖本体表面为导向斜面；导向斜面
表面开有泄水槽，泄水槽的槽口到槽底深度从中心向外圆逐渐增大。 本实用
新型结构设计合理， 轴伸处产生的冷凝水可从导向斜面和泄水槽处引导向外排出，
排水顺畅、不易堆积，有效保护电机正常运行，保证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申请（专利权）人：中建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29355.4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电子表格填写的文件处理方法
发明（设计）人：方圣翕、向志瑞、江开元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贝森北路 5 号 1 栋 13 层 1306号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电子表格填写的文件处理方法， 其包括建立
Word 源文件，将 Word 源文件中所需填写的格子均进行代码化处理，生成相
应的格子集合数据；将生成格子集合数据反馈至客户端，并按照其中相应的
文字、数字、图片和 / 或选项数据生成不同的填写框；根据所述填写框，生成
对应表单，并在客户端完成数据的填写与保存；对所填写的数据进行转换，
替换至 Word 源文件对应格子中，生成目标文件。 该用于电子表格填写的文
件处理方法实现了一种轻量的 Word 填写方式，可于移动端直接在施工现场
进行电子表格的填写，具有高效、快捷等优势。

申请（专利权）人：常州市康迪克至精电机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500511.8
专利名称：永磁直流电机控制器整流滤波电路
发明（设计）人：高超、朱科学、郑辉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卧路 3 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永磁直流电机控制器整流滤波电路，包括 MCU、
显示电路、 整流桥 BR1、 继电器、 电解电容 C1、C2、 开关 S1 和热敏电阻
NTC1、NTC2， 电源输入端口输入不同电压供电， 电解电容 C1、C2 与整流桥
BR1 构成整流电路，通过 MCU 检测母线电压，实现在上错电时自行检测母
线电压当电压过高时不吸合 NTC 旁路继电器从而实现对后置电路如电解
电容、整流桥等的保护，防止电解电容、整流桥因过压损坏，可以避免电解
电容爆炸，并能及时提醒使用者解除错误上电。

申请（专利权）人：杭州传感器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989940.0
专利名称：一种平面承载力检测装置及球型支座
发明（设计）人：何志峰、蔡萍、韩烈、黄鸿波、何浩田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六部桥直街 18 号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平面承载力检测装置及球型支座，涉及建筑结构健康监测承
载力检测技术领域。 现有球型支座内压力传感器一旦损坏，难以更换，导致监测失效。
本方案包括金属本体，金属本体内开有油腔且油腔内注满油，金属本体包括
外周部、上腔壁、下腔壁，上腔壁的上、下表面均呈水平设置，上腔壁的上表
面固定有承载部；外周部上开有第一安装孔和注油孔，第一安装孔内安装有
第一压力传感器且第一压力传感器封闭住第一安装孔， 注油孔内安装有单
向阀且单向阀封闭住注油孔。本方案通过将承载力传递至油压上，再通过安
装于金属本体外周壁的压力传感器对油压进行监测， 从而实现承载力实时
监测。 由于传感器安装于金属本体外周壁，方便对该传感器进行更换。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必安必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25700.X
专利名称：一种心音分类模型构建、分类方法及装置
发明（设计）人：尹学良、尹学梅、刘云生、聂涛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阳光上东 11-3-701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心音分类模型构建、分类方法及装置，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与现有技术完全不同的心音分类模型构架， 考虑到对象特点以及心
音特点，设置了预分类网络对频域特征进行预分类，将频域特征预分类后的
结果再与时域特征以及待检测对象的个体特征进行融合后再输入至再分类
网络中，获得准确的分类结果，从而提高了心音分类模型构建的准确性，提
高了心音分类的准确率。

申请（专利权）人：晋江兆亿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836972.7
专利名称：一种面膜自动包装机及自动包装方法 发明（设计）人：王东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灵山路 8 号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面膜自动包装机及自动包装方法， 包括自动备袋装
置、转移开袋装置、折叠入袋装置，自动备袋装置用于存储包装袋并向转移
开袋装置供应包装袋， 转移开袋装置用于从自动备袋装置获取包装袋并将
包装袋转移至装袋位置并将袋口打开， 折叠入袋装置用于将面膜折叠并送
入袋口打开的包装袋中，所述转移开袋装置包括固定竖直布置的轴套、可转
动设置在轴套中的转轴、驱动转轴做间歇式旋转的驱动件、固定套设在轴套
上的圆柱凸轮、可转动设置在轴套上并与转轴连接的回转架、圆周等间距设
置在回转架上的多个开袋机构， 开袋机构用于从自动备袋装置上取出并打
开包装袋送至装袋位置。

申请（专利权）人：淮南东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号：CN201910576434.9
专利名称：一种煤矸石陶粒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设计）人：李懋、于卫东、张斌、何宏俊、姚军、李荣怀、侯振海、杨春利、
王长江、王景田、陈瑞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洞山会战路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煤矸石陶粒及其制备方法，陶粒原料中各组分的重
量百分比配比为：煤矸石 70%-97%，碳酸钙粉 3%-30%，石英尾泥 0%-15%，造
纸白泥 0%-10%；煅烧时的预热温度为 200-1100℃，预热时间为 30-40min，
焙烧温度为 1100-1380℃，焙烧时间为 2-8min。利用该配方和工艺，煤矸石
掺量可高于 90%，有效解决煤矸石对地表和大气的污染问题以及对土地资源
占用较大的问题；同时，配方简单，避免使用对环境负担较大及限制开采的
原料，获取更为便捷，配合组建的先进高效的流程生产线，制备出的陶粒强
度优于前人成果，堆积密度为 921.3Kg/m3，筒压强度最高可达到 16.8MPa。

申请（专利权）人：湖南星图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申请号：CN201811256085.4
专利名称：解决路网数据飞点、点密度问题一体化检测及修复方法
发明（设计）人：匡澍、尹伶、彭红兰、刘维、唐鹏、张超、游维、彭柯、单志威、周毅
地址：湖南长沙天心暮云经济开发区伊莱克斯大道 18 号 C 栋 102 房
摘要：本发明涉及公路信息化技术领域，公开了解决路网数据飞点、点密度
问题一体化检测及修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数据准备，统一数据格式，对数
据进行初步检测，将数据清洗、入库；长直线检测及修复；短直线、飞点检测
及初步处理，分别计算路段中所有相邻节点间的距离，以及所有相邻三个节
点所形成夹角的角度，距离小于阈值则判定为短直线，若距离为 0 则只保留
前一个点，角度小于阈值则判定为飞点，若角度太小则直接删除飞点；短直
线、飞点一体化处理，短直线需要与飞点综合起来解决，对于不能兼顾的情
况，优先解决短直线问题；残余飞点问题的消除。 本发明显著提高了公路路
网数据线形检测和修复的效率，具备较高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鼎兴橡塑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822268062.7
专利名称：跑道封边条及塑胶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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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跑道封边条及塑胶跑道，涉及塑胶跑道技术领
域，解决了塑胶跑道外沿容易绊倒用户以及渗入雨水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
型提供的跑道封边条，包括长条状的封边条本体，所述封边条本体的横截面
为直角梯形，所述封边条本体横截面的直角腰一侧粘合在塑胶跑道的外沿,
所述封边条本体的下边沿一侧粘合在地面上。

新 注 册 商 标 统 一 公 示 刊登热线：010-83126800
传 真：010-83126803

注册号：32914412
商标名称：诺堔
类别：28

申请人：永康市有米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奇峰
联系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五金城五
金五街 20 号三楼
使用商品：锻炼用固定自行车；锻炼身体肌
肉器械；锻炼用固定自行车滚轴；健身摇摆
机；悬挂式滑行器；滑板；蹦床；跳跃器；击
球手用手套（运动器件）；健美器

注册号：34345664
商标名称：锦茗
类别：20

申请人：东阳市南马合家欢红木家具厂
联系人：郭剑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南马镇花
园村花园大道 131 号
使用商品：家具；办公家具；床；椅子（座
椅）；茶几；陈列柜（家具）；沙发；家具门；
竹木工艺品；画框

注册号：34201658
商标名称： 初美幼家 JOO-
MAY�EDUCATION�类别：45

申请人：杭州朵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明明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
闲湖城红树湾 4—5 室
使用商品：社交陪伴；社交护送（陪伴）；夜
间护卫服务；临时照料宠物；临时照看婴
孩；临时看管房子；交友服务；诉讼服务；
家务服务；领养代理

注册号：34269959
商标名称：安理创 类别：40

申请人：上海安理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黎明 舒珍珍
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 898 号 2
号楼 3楼
使用商品：焊接服务；焊接；电镀；金属电
镀；定做材料装配（替他人）；金属加工；化
学试剂加工和处理；材料处理信息；锡焊；
印刷

注册号：35107861
商标名称：WK� �类别：6
申请人： 安徽万凯电力器材
有限公司

联系人：卫之来 谈业银
联系地址：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双河镇工
业集中区
使用商品：金属法兰盘；非电气缆绳用金属
接头

注册号：33301848
商标名称：扉雅门窗 FEIYAMENCHUANG� �类别：6
申请人：湖南扉雅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瑾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星城镇珠江东方明珠二期 10 栋
使用商品：金属门；金属窗；铝合金；五金器具；小五金器具；普通金属合金；金属建筑
材料；窗用金属附件；金属片和金属板；铝塑板；金属门把手

注册号：30634064
商标名称：滨湖德福楼
类别：43
申请人：滨湖区德福楼饭店
联系人：周敏华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梁青路 608 号二楼
使用商品：快餐馆；会议室出租；备办宴席；自助餐厅；饭店；流动饮食供应；茶馆；假
日野营住宿服务；提供野营场地设施；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

注册号：33824878
商标名称：安烈虎 ANLIEHU� 类别：2
申请人：金华市毛毛涂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毛倍军马彩霞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琅琊工业小区
使用商品：涂料（油漆）；油漆；刷墙粉；稀料；颜料；染料；树脂胶泥；松香；印刷油
墨；食用色素

注册号：30106427
商标名称：HYSERVO
类别：7
申请人：台州弘一液压伺服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洪继 丁敏丰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经济开发区白塔区块唐灯路 48 号
使用商品：阀(机器部件)；离心泵；压缩机(机器)；压力阀(机器部件)；液压泵；液压
阀；调压阀；汽车油泵；汽车发动机用机油泵；轴流泵

注册号：37876832
商标名称：艺质 类别：37
申请人：广州煜鑫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海云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 488 号 201(仅限办公)
使用商品：建筑；拆除建筑物；仓库建筑和修理；工厂建造；

管道铺设和维护；砌砖；商业摊位及商店的建筑；搭脚手架；电缆铺设；安装
门窗

注册号：30552272
商标名称：鑫尧 类别：31
申请人： 陇县鑫尧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宁小军
联系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陇县东风镇尧场
村
使用商品：动物栖息用干草；动物垫窝用
干稻草

注册号：32622014� 商标名
称：PARTNERGYM�类别：41

申请人：杭州宝威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曦予 朱凯琪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
丹枫路 676 号香溢大厦 202 室
使用商品：提供娱乐设施；提供体育设施；健身
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体育设备出租（车
辆除外）；私人健身教练服务；健身指导课程；
提供在线音乐（非下载）；实际培训（示范）；组
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安排和组织大会

注册号：34096140
商标名称：太行永和
类别：43

申请人：辉县市太行商务会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鹏翔 王忠松
联系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共城大道
中段路南
使用商品：咖啡馆；餐厅；饭店；餐馆；旅馆
预订；酒吧服务；提供野营场地设施；动物
寄养；日间托儿所（看孩子）；住所代理（旅
馆、供膳寄宿处）

注册号：31939602
商标名称：鑫润恒
类别：31

申请人：浙江润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建义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云山街道
赤松路 36 号
使用商品：活动物；活家禽；植物种子；动
物食品；饲料；菌种；动物食用酵母；牲畜
强壮饲料；新鲜蔬菜

注册号：23750045
商标名称：森园果香
类别：31

申请人：歙县华琥家庭农场
联系人：张华
联系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森村乡逢村
使用商品：植物；新鲜蔬菜；植物种子

注册号：35603324
商标名称：齐昊森 QIHAOSEN 类别：39
申请人：张家港齐昊森箱包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平覃秋庆
联系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后塍镇澄杨路 41 号

使用商品：商品包装；码头装卸；汽车运输；商品打包；礼品包装；收集可回收物品（运
输）；贮藏；仓库贮存；包裹投递；管道运输

注册号：35100375 �商标名称：YU� LI� 类别：19、35、40
申请人：东莞市宇力木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峰 彭艳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和社区横滘村电化路
使用商品：19 类：木材；人造石；石膏板；水泥；混凝土建筑构件；非金

属墙砖；非金属耐火建筑材料；建筑用非金属制墙包层；非金属建筑物；防水卷材
35 类：计算机网络上的在线广告；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替他人推销；演员的商业管
理；商业企业迁移；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系统化；会计；寻找赞助；药用、兽医用、卫生
用制剂和医疗用品的批发服务；自动售货机出租
40 类：织物漂白；雕刻；艺术品装框；剥制加工；染鞋；化学试剂加工和处理

注册号：31498907
商标名称：MLS� 类别：37
申请人：广州贝林万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万里 黄彩弟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200 号 1850 创意园
66-2 栋 2 幢
使用商品：维修电力线路；保险库的保养和修理；防锈；家具保养

注册号：34787853
商标名称：宝剑 类别：7
申请人：东台市宝剑砂轮有限公司
联系人：乐仁富

联系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梁垛镇如意村
使用商品：农业机械；木材加工机；上浆机；纸板机；冲洗机；冲床（工业用机器）；铸
造机械；砂轮（机器部件）；磨刀轮（机器部件）；电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