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一些消费维权问题时有发生，其中消费者反映
较为集中的就是“七天无理由退货”。 CNSPHOTO提供

“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

网购跨境商品维权困境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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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解过程中， 商家打电话给
李艾，称“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条款已经在商品的下拉菜单中进
行标明， 是李艾自己没有看见这一
条款。

李艾称，“在商品界面首页和图
片页等消费者必看的页面， 看不到

‘不退不换’的标识，商家反而在强
调‘包邮、正品、假一罚十’这些吸引
消费者购买的词汇。 ”

最终， 该电商平台的协调结果
仍旧是不支持李艾的退货申请，理
由是“海外商家不支持七天无理由
退货”。 此后，平台和商家再未联系
过李艾。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她将

此事投诉给了该平台所在的上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目前事件正在处
理过程中。

中国商报记者发现，与“NIX 运
动户外海外专营店” 产生纠纷的不
只是李艾一人， 今年 4 月 21 日，有
消费者在新浪旗下的黑猫投诉平台
也曾投诉过这家店铺。据悉，这名消
费者在该商家购买了三双鞋， 总价
将近 1000 元，其中两双鞋存在质量
问题，包括开胶和严重氧化等，但是
该商家客服表示， 鞋子仅仅是轻微
瑕疵，不同意退换货。

如果说李艾行使的是消费者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权利，那么

上述消费者实则是“有理由” 的退
货， 然而这两名消费者的诉求都没
能得到妥善解决。

记者浏览该店铺网页发现，在
商品详情页面不仅设置了“不支持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条款，还设置
了规避自身责任的条款， 比如小划
痕、线头、胶水等不影响商品质量、
性能和使用的轻微瑕疵不属于质量
问题等。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定义质量
问题完全由商家说了算， 对于消费
者而言极不公平， 且这些条款并未
放置在商品首页， 消费者在购买时
很难注意到，后期很容易发生纠纷。

退货难让消费者很头疼
＞＞＞

本报记者 朱梦秋

近期，网购达人李艾（化名）在
某电商平台一家名叫“NIX 运动户

外海外专营店” 的商家下单了一双
鬼冢虎（Onitsuka Tiger）的鞋子，收
货试穿后发现尺码不合适便立即申
请了退货。 正当她联系快递进行寄

送时，商家却将她的退货申请驳回，
理由是“跨境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
由退货”。对此，李艾表示不能接受，
于是联系平台进行调解。

事实上， 除了李艾购买鞋子的
平台商家外， 还有许多跨境电商平
台包括商家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
货， 他们大多会在商品详情中列出
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条款，这
些条款要么位置隐蔽， 要么位于消
费者非必须阅读的页面， 甚至有的
商家还会设置条款规避自己对于商
品瑕疵的责任， 消费者往往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下了单。那么，我国法律
对于网购商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的具体规定是怎样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2013 修正）》（以下简称消

费者保护法） 规定： 经营者采用网
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
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
列商品除外：（一） 消费者定做的；
（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
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
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 交付的报
纸、期刊。

2017 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也公布了《网络购买商品七日
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网
购退货暂行办法），其中明确了消费
者保护法中提到的四种不适用于七

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商品， 此外还规
定了其他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换
货的例外情况。

记者发现， 无论是消费者保护
法还是网购退货暂行办法， 都没有
将“跨境商品” 与普通网购商品分
开。因此，部分平台商家以跨境商品
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说法站
不住脚。

据了解， 对于跨境商品不支持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已有平台被处
罚。去年，电商平台小红书就因平台
销售的保健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
货而被上海监管部门罚款 3万元。

跨境商品没有法律特殊性
＞＞＞

答疑解惑 〉〉〉

有商家扬言自己是海外商
家，不受中国法律管辖。那么，在国
内平台购买的商品，因为商家是海
外的，消费者就无法维权了吗？

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黄伟： 海外商家不受中国法
律管辖，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去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关于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
关监管事宜的公告》第七条规定，
在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模式
下， 允许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
代理人或其委托的报关企业申请
退货， 退回的商品应当符合二次
销售要求并在海关放行之日起 30
日内以原状运抵原监管作业场
所，相应税款不予征收，并调整个
人年度交易累计金额。 在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出口模式下， 退回的
商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
续。 对超过保质期或有效期、商品
或包装损毁、 不符合我国有关监
管政策等不适合境内销售的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以及海
关责令退运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商品， 按照有关规定退运出
境或销毁。

这意味着， 平台内企业必须
提供退换货服务， 并且退换货应
由平台内企业委托其境内代理人
或报关企业申请和办理。 因此，即
使境外商家以不适用中国法律法
规为由，不进行退货，作为境内代
理人或者报关企业仍要负责退换
货。 在实践中，大部分正规的跨境
电商平台均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
情况的七日无理由退货政策。 也
就是说， 在我国从事零售的跨境
电商业务， 必须要有人去承担七
日无理由退货的责任。

消费者保护法中还明确，除之
前提到的四种不适用于七天无理
由退货的产品外，“其他根据商品
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
宜退货的商品， 不适用无理由退
货。 ”

网购退货暂行办法对消费者
保护法这一条款进行了细化，明确
了商家在出售特定的商品时经过
消费者确认，可以不适用七天无理
由退货，这些商品包括：一是拆封
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
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
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二是一经激活
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三是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
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根据上述规定，李艾和网友的
鞋子均不属于不支持无理由退货

的情形，也就是说，商家不支持退
货的说法是不合法的。

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黄伟表示，法律对于网购退货
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后三类产品不
适用无理退货有明确的限制，即对
该类产品应当在商品销售必经流
程中设置显著的确认程序供消费
者对单次购买行为进行确认，如
无确认则不得适用七日无理由退
货。

“现在很多电商卖家为了提升
销量， 会把一些提示做得很不显
眼，消费者难以注意到。 我认为，在
这种情况下，商家的告知义务是没
有到位的，不符合消费者最终确认
的原则。 显然，针对这些商品，商家
仍然要承担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责
任。 ”黄伟表示。

不支持退货需消费者确认
＞＞＞

申请（专利权）人：萍乡市方兴石化填料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449595.1
专利名称：一种蜂窝网组合填料 发明（设计）人：徐哲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经济开发区东壁管理处 319 国道边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蜂窝网组合填料，其技术方案要点包括多个等间距
排列的凸道以及多个分别位于相邻两个凸道之间的凹道， 所述凸道和凹道
上分别设置有至少一个插柱部和与插柱部匹配的插接部， 且所述插柱部和
插接部均设置有用于相互连接并连接凸道与凹道的多根支脚， 所述凸道的
下侧和凹道的上侧分别形成有相互匹配的凸道底腔和凹道顶腔。 本发明具
有在叠加多个该蜂窝网组合填料时， 凸道上的插柱部插入凹道上相应的插
接部内而达到匹配固定的目的；与此同时，通过多根支脚连接凸道与凹道，
并在上下两个蜂窝网组合填料之间形成由相应的凸道底腔和凹道顶腔组成
的空腔后， 在显著降低该蜂窝网组合填料的阻力时达到显著提升效率的目
的，使用效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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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辰玫瑰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319645.0
专利名称：一种霜冻地区百香果露天越冬种植方法
发明（设计）人：容静东、王玉丰、何燕、唐卫国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闸岗镇前途村委会巷一地块（土名：鸡婆仔）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霜冻地区百香果露天越冬种植方法，包括以下操作
步骤：步骤一：在日平均气温持续 7 天低于 18℃时，对百香果植株进行修
剪，仅保留主蔓，修剪后停止淋水和施肥；步骤二：10 天后，在百香果植株主
蔓的外皮上贴附温度检测探头，在百香果植株主蔓的外部形成有缓冲层，再
形成石墨纤维层；然后形成保温层；步骤三：霜冻期时，通过温度检测探头检
测百香果植株主蔓的温度，当温度低于 2℃时，可控电源对石墨纤维层进行
通电，当所述温度检测探头检测到温度高于 15℃时，关闭可控电源。 该霜冻
地区百香果露天越冬种植方法能够有效提高百香果植株主蔓在霜冻天气下
的存活率。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精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327304.8
专利名称：一种数控车床夹具
发明（设计）人：刘志超、卢斌、刘宗魁、刘玉军、韩宝宏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宝源路 16号
摘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数控车床夹具，属于机械加工工装技术领域，包括
夹具体、定位盘、夹紧装置和对刀装置。夹具体呈柱体，夹具体一端固定插设
在卡盘上，卡盘另一端与定位盘端面的中心区域固定，定位盘另一端面上固
定设置有两套夹紧装置，且两套夹紧装置沿定位盘中心点对称设置，定位盘
上设置有对刀装置。 其使用时，将夹具体固定到卡盘内，通过定位盘确定工
件的加工位置，并利用夹紧装置夹紧工件，在启动加工之前，利用对刀装置
确定加工零点。 本发明机构简单，易于操作，通过夹持夹具体从而带动工件
主运动， 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由于采用通用夹具而导致在成品工件表面形成
压痕和划痕的问题。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盛聚达机械刀具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407766.0
专利名称：一种便于组装的乳化效果好的斩拌装置 发明（设计）人：得云盛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 7号 1 号楼 540-13
摘要：本发明公开一种便于组装的乳化效果好的斩拌装置，包括机体、密封
垫、限位块、连接块和连接口，所述机体内部设置有加工层，所述加工层底部
设置有卡块，其中，所述卡块表面设置有卡槽，所述密封垫连接有机盖，所述
第一挤压块一侧设置有第二挤压块，所述第二挤压块表面设置有第二螺纹杆。该便
于组装的乳化效果好的斩拌装置， 通过第一螺纹杆和第二螺纹杆垂直受力在
第一挤压块和第二挤压块，将机盖固定在机体开口处，另外当连接杆带动斩
拌刀转动， 在转动杆两侧对称设置有六组斩拌刀会使整体的斩拌速度会更
快、产品的乳化效果更好，将卡块对准卡槽，顺时针旋转加工层，使卡块卡在
卡槽内，装置顺时针转动时，加工层会牢牢的与机体卡合在一起。
申请（专利权）人：永和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737324.6
专利名称：一种不形成油膜残留的卸妆油
发明（设计）人：王牧云、邱二桥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 3255 号 9 楼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不形成油膜残留的卸妆油。 合理搭配各组分，具有
轻柔丝滑、不油腻的肤感。 山梨坦三油酸酯、山梨醇聚醚 -30 四油酸酯的独
特组合，解决了卸妆油“糊眼睛”的问题，产品使用中全程视野清晰。 本发明
实施例所制得的卸妆油不仅能够清洁难以卸掉的防水性彩妆， 对于毛孔内
的污垢、老废角质也能轻松溶解，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彩妆大量使用后带
来的毛孔堵塞问题。

申请（专利权）人：南京闽绣菌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124993.2
专利名称：绣球菌工厂化栽培基质及生产工艺
发明（设计）人：林榜华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沛桥村蘑菇产业园
摘要：一种绣球菌工厂化栽培基质及生产工艺。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市场对于
绣球菌的需求也在慢慢变大的情况下， 因为绣球菌种植条件与一般的种植
条件不同， 目前国内对于绣球菌的种植基质以及一系列的种植条件并未优
化到较为成熟。其特征在于：栽培基质配方按照干重百分比为：其优点在于：
主要培养料来源广泛且廉价，配方合理，工厂化生产效益好，同时对于生长
条件的调整可以满足绣球菌不同阶段的生长要求，缩短生长周期，同时精密
的生长环境条件设置具有成品率高、产品质量和产量得到保证。

申请（专利权）人：温州迪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1157292.4
专利名称：一种汽车发动机的冷却水管
发明（设计）人：陈贵隆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国际汽摩配工业园区(塘下镇罗凤北工业园区)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发动机的冷却水管，包括管体，管体内侧设
置有一级冷却流道，管体设置有一级进水口与一级出水口，管体包括第一直
管与第二螺旋管，一级进水口设置于第一直管，一级出水口设置于第二螺旋
管，第二螺旋管外周沿螺旋方向设置有二级冷却螺旋管，二级冷却螺旋管的
内壁与第二螺旋管的外壁之间设置有二级冷却流道， 二级冷却螺旋管位于
螺旋轴向两端设置有与二级冷却流道连通的二级进水口及二级出水口。 采
用上述方案， 提供一种通过采用第二螺旋管的螺旋设置使得在较短长度内
实现较大长度的散热面积且配合二级冷却螺旋管进行高效快速降温的一种
汽车发动机的冷却水管。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盛聚达机械刀具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407811.2
专利名称：一种组合式切片刀具高精度固定机构 发明（设计）人：得云盛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 7号 1 号楼 540-13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组合式切片刀具高精度固定机构，包括转轴、固定
杆、上垫板、螺帽、轴承、刀座、压紧套、下垫板、螺栓、切断刀、螺压杆和车刀，
所述转轴上设置有上垫板和下垫板，所述刀座中间设置有轴承，所述轴承内
壁为圆孔，所述轴承两侧对称开有两小圆口，所述刀座两端设置有压紧套两
个，该组合式切片刀具高精度固定机构，将开设圆孔的工具刀设置安装于压
紧套内，且提前定好圆孔角度为 2°，刀具可直接嵌入定好角度的圆孔内，通
过螺栓定位后，一个刀座上设置有两个压紧套连接，两个压紧套通过焊接的
方式紧固于刀座的两端，同时每个压紧套安装两把刀，可实现同时两把刀转
换工作，取缔了以前单独一把刀的结构，加快了机器生产的工作效率。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精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329322.X
专利名称：一种自动上料车床
发明（设计）人：卢斌、刘志超、刘宗魁、韩宝宏、刘玉军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宝源路 16号
摘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动上料车床，属于机床改造技术领域包括移动支
撑架、横向送料装置、竖向送料装置、机床床身、动力装置、刀架装置和尾座
装置，竖向送料装置与横向送料装置传动连接，横向送料装置固定设置在移
动支撑架顶端，移动支撑架底端固定设置有机床床身，机床床身前端固定安
装有动力装置，机床床身上端活动设置有刀架装置和尾座装置，刀架装置位
于动力装置与尾座装置之间。 其使用时，利用横向送料装置与竖向送料装置
将工件移动到机床床身内，之后将工件在机床床身内夹紧，从而实现自动上
料。 本发明，结构简单，易于维护，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由于数控车装不能自动
上料而导致的降低生产效率的问题。

申请（专利权）人：深圳市华耀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1791157.5
专利名称：一种多线自动转子卷绕机
发明（设计）人：郑知广、李东坡、郑道杰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后亭社区茅洲山工业园厂房 1 栋 3 层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多线自动转子卷绕机，包括：基座、转动轴、若干
出线机构，以及挡板机构，出线机构及挡板机构均匀围绕在转动轴周围，挡
板机构设置在相邻的出线机构之间，挡板机构包括：第一线性电机、挡板支
架、以及挡板，出线机构包括：第二线性电机、绕线座、以及出线头，绕线座驱
动出线头进行转动。 本实用新型通过采用第一线性电机以及第二线性电机，
可以控制挡板机构及出线机构的行程位置， 从而调整挡板以及出线头的工
作面，以适应不同直径转子的绕线位置，使得卷绕机可以适应不同型号转子
的绕线需求，增强卷绕机的通用性。

申请（专利权）人：天津玺腾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314766.6
专利名称：计算公路路段尘负荷等级的方法
发明（设计）人：马春顺、姜斌、张鑫、蒋勇、樊海春、左永超、张金永、张涛、李龙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新科路新科园 22-2
摘要： 本公开提供了一种计算公路路段尘负荷等级的方法， 包括： 步骤
S100：基于创建的数据库，用户选择车辆基本信息、需要查询的线路及固定
时间间隔；步骤 S200：根据选择的固定时间间隔，将选择的完整批次路段分隔成多
个固定时间间隔的小路段；步骤 S300：根据固定时间间隔进行递推计算，得到
每个固定时间间隔对应的小路段中的采样数据的平均值和起始经纬度；步
骤 S400：通过查表，确定每个固定时间间隔对应的小路段的污染级别及该污
染级别对应的标识颜色；步骤S500：绘制图形动态。 本公开提高了可移植性、执行速
度快，便于进行应急预案以及污染因素分析处理，将有效降低人力成本。

申请（专利权）人：宝鸡地通汽车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825134.5
专利名称:�一种前悬架下控制臂水冷夹具装置
发明（设计）人：罗宝珊;石文文;李恒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 195 号院 5 号楼 C 座 3 层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前悬架下控制臂水冷夹具装置，包括座板，所
述座板的上侧竖直设置有柱筒导轨， 所述柱筒导轨的侧壁上开设有以其轴
线为中心均匀分布的两个以上通槽，所述柱筒导轨上滑动设置有滑套，所述
柱筒导轨的内部中间位置设置有用于驱动滑套沿着柱筒导轨轴线方向移动
的丝杠，所述丝杠与所述驱动滑套螺纹连接，所述丝杠的端部由电机驱动转
动，所述座板内开设有嵌槽，所述嵌槽内设置有空心通水板；通过滑套、弹性
拉杆、 滑块和装夹柱头配合可以实现对不规则的前悬架控制臂的快速精准
的三点装夹定位， 座板内设有的空心通水板进行水液冷循环可以解决由于
前悬架控制臂导热导致夹具温度过高的问题。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光古电子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394453.6
专利名称：无人机卫星全自动勘察设备 发明（设计）人：钟世龙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杜家浜路 89 号 10 幢 -19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无人机卫星全自动勘察设备，主要包括固定板。 固
定板固定在无人机机身上，固定板上设置有固定卡合槽、固定卡合板，且卡合槽一
端通过端板封闭，端板上设置有感应孔，感应孔内安装有感应组件的纽扣开关；固定卡
合槽与云台卡合板卡合装配，云台卡合板设置在云台外壳上，云台外壳上设
置有云台卡合槽，云台卡合槽与固定卡合板卡合装配；云台外壳属于云台组
件；固定卡合板远离端板一端上设置有引导槽、锁紧孔、引导斜面，锁紧孔与
锁杆一端卡合装配，锁杆另一端穿过云台隔板后与限位电磁铁装配，锁杆、
限位电磁铁均属于限位组件。本发明通过在无人机上固定固定板，然后将云
台组件与固定板设计为可拆卸结构，从而使得云台组件便于拆卸。

申请（专利权）人：宁波伍特工具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218846.1
专利名称：一种多功能钉枪
发明（设计）人：任锋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翻石渡工业区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功能钉枪，包括壳体以及设置于壳体一侧的调节装
置， 所述调节装置包括设置于所述壳体内的卡接片以及安装于卡接片上的
调节板，所述卡接片轴向滑移安装于所述壳体上，所述卡接片与所述壳体之
间设置有调节件。本发明具有简化了调节装置的安装步骤，降低了调节装置
的生产成本，达到使用寿命更长的效果。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中恒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1886927.4
专利名称：一种耐震压力表
发明（设计）人：周济浩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石柱镇姓傅村富民路 61 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耐震压力表，包括六角接头，所述六角接头内
设有护塞，所述护塞内安装护塞保护器，所述护塞保护器的底部与固定安装
在六角接头内的卡簧连接。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设计合理，能够增强密封
性，阻止护塞倒吸，同时可阻止气体充入表内。

申请（专利权）人：浙江中恒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1886724.5
专利名称：一种膨胀量测定仪
发明（设计）人：周济浩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石柱镇姓傅村富民路 61 号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膨胀量测定仪，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后侧固
定连接伸缩装置，所述伸缩装置的顶端通过螺栓转动连接横梁的一端，所述
横梁与伸缩装置垂直，所述横梁的另一端设有百分表安装孔，所述百分表安
装孔内安装百分表， 并通过第一锁紧手柄穿过横梁与百分表的探测杆固定连接，
所述探测杆垂向地面方向；所述底座上放置盛液杯，所述盛液杯内安装移动杆，
所述移动杆与探测杆的轴线方向一致。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设计合理，测
量精度高，操作方便，可避免测量过程中压力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

申请（专利权）人：上海光古电子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394493.0
专利名称：高精度定位采集设备
发明（设计）人：钟世龙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杜家浜路 89 号 10 幢 -19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精度定位采集设备，包括，外壳，外壳内壁与第一
内箱外壁之间设置有气囊，箱盖上也安装有气囊，各个气囊之间依次通过气
管连通，且位于箱盖上的气囊与气嘴连通；位于气管最后一个的气囊通过连
接气管与气缸的内缸连通， 内缸与活塞密封装配， 活塞与锁杆一端装配固
定，气杆另一端穿过外壳后伸出外壳顶部；锁杆上设置有锁槽；第一内箱内
侧与第二内箱外侧之间通过缓冲弹簧连接，第二内箱内侧固定有泡沫层，泡
沫层内侧为安装槽；泡沫层顶部、第二内箱内侧安装有泡沫顶板；泡沫顶板
上方，第二内筒内部安装有第二顶板，第二顶板顶部、第二内箱内侧安装有
第一顶板，第一顶板与第二顶板之间通过缓冲弹簧连接。

申请（专利权）人：宝鸡地通汽车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0825132.6
专利名称:�一种自动化生产压机左右料片翻料装置
发明（设计）人：和党锋、刘宇国、汪文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 195 号院 5 号楼 C 座 3层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化生产压机左右料片翻料装置， 包括底
座、翻转部、翻料组件和定位组件，所述底座上方竖直设置有支柱，所述定位
组件固定于该支柱顶部，且定位组件与支柱共同组成 T 形结构，所述翻转部
转动设置于所述定位组件上，所述翻料组件设置于该翻转部远离支柱一侧。
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通过步进电机带动驱动齿轮旋转，从而带动支撑
板转动 180°， 通过电磁吸盘吸取冲压料片反面一侧并将其放回到冲压区
域，实现料片的翻转过程，提高冲压件双面冲压效率，改善现有设备人工操
作的弊端，提高冲压件定位精度，实用性强。

申请（专利权）人：山西辰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0495195.4
专利名称：花键轴、键槽加工设备 发明（设计）人：郭勇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汇通产业园园区中央大道
摘要：本发明涉及机加工行业，具体是一种花键轴、键槽加工设备，包括车床
总成、定位机构总成和铣削机构总成，所述的定位机构总成固定在车床导轨
上面，其定位机构卡盘和车床卡盘在同一中心，并可根据需要调整伸缩传动
轴的长度确定安装位置，定位销在定位机箱的侧面，用于对定位盘的固定、
定位盘和定位机构卡盘连接。 定位机构总成主要用于铣削作业时工件的角
度定位，在车削作业时也可当中心架使用，铣削机构总成固定在车床总成给
刀机构上面，在铣削机构齿轮箱上面装有电机，给铣削机构提供动力，铣刀
轴可以根据工件要求安装不同规格型号的刀具， 铣削机构总成利用车床总
成给刀机构丝杆进行运动。 本发明所述的花键、键槽加工设备，结构新颖，大
大减小了设备投入。

申请（专利权）人：北京志华伟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21038181.1
专利名称：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通风管道
发明（设计）人：杨永生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上纸寨村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除尘功能的通风管道，包括内部相连通的进
风管、排风管以及位于进风管和排风管之间的除尘装置，除尘装置包括带有
进风口和出风口的安装盒，进风管通过进风口与安装盒内部相连通，排风管
通过出风口与安装盒内部相连通， 安装盒的内部设置有将进风口和出风口
隔断的固定板，固定板上开设有连通孔，固定板背离进风口的一侧设置有过
滤布袋，过滤布袋的袋口朝向固定板并与连通孔相对，过滤布袋的袋口将连
通孔围在内部，过滤布袋与固定板之间可拆卸相连。 本实用新型具有通过内
置于管道内的除尘装置进行除尘，以使处理后的气体达到排放标准。

申请（专利权）人：温州锐邦鞋业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11158551.X
专利名称：一种新型鞋底制作工艺及鞋底
发明（设计）人：黄瑞宝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仙岩工业区勤丰路 43 号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鞋底制作工艺及鞋底，包括如下步骤：先将整
块的烫底布蒙于模具上，然后注入鞋底原料，注塑形成鞋底层，将飞机板，垫
片或海绵层等功能层与烫底布预连接后蒙于模具上，所述鞋底层包括外底，
或防水台与外底，所述防水台和外底一体成型。本发明将整个鞋底的制作在
注塑阶段一次成型，免去后续胶水粘合的步骤，避免了脱胶，开胶等各种问
题，与车线缝合相比，更加简约美观。

申请（专利权）人：高旗绝缘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30320808.1
专利名称:螺丝刀
发明（设计）人：季建峰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大新镇新创路 8号
摘要：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螺丝刀。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紧固或
拆卸螺丝的螺丝刀。 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与图案的结
合。 4.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立体图。 5.左视图无设计要点，省略
左视图;俯仰视图无设计要点，省略俯仰视图。

申请（专利权）人：哈尔滨市翘楚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1930605214.5

专利名称:有机肥发酵箱

发明（设计）人：宋小涛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东长林村

摘要：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有机肥发酵箱。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

用于有机肥发酵。 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与图案的结合。

4.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立体图。

申请（专利权）人：绍兴上虞锦坤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申请号:CN202010081501.2
专利名称：多点位同步收缩式伞杆连接件组件、伞骨、雨伞
发明（设计）人：王华妹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谢塘工业区（民兴村）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点位同步收缩式伞杆连接件组件、伞骨、雨伞。包
括内连接件、端连接件；内连接件包括第一固定端、第一铰接座、第一弯曲
端、第二铰接座、第二固定端；第一铰接座布置在第一固定端与第一弯曲端
之间，第一弯曲端通过第二铰接座与第二固定端铰接配合。本发明可解决如
何简化伞杆结构同时达到多个点位同步收缩效果的技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