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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胶带封箱机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胶带封箱机，包括机
架，下机芯，缓冲托辊，普通托辊，回转式平行
调心托辊，侧面工作台，手柄。所述下机芯安
装在机架的下部；缓冲托辊安装在封箱机工作
台的装载点，托辊管体的外部加装了一层橡胶
圈；普通托辊均匀安置在机架工作面上；回转
式平行调心托辊有两组，分别布置在下机芯的
前、后部，其托辊架上安装有立辊和转动轴；侧
面工作台上分别安装带有齿纹的传动带；手柄
安装在机架工作台尾端。本实用新型的目的
是提供一种可以对纸箱起到缓冲、自动调偏作
用的胶带封箱机，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稳定
可靠，
工作效率高。
专利权人：山东科技大学
发明人：高敏 宋瑾瑾 张哲维 孙树志 张晶
伟 栾宁
地址：
（266590）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
港路 579 号山东科技大学 S3 实验楼 211 室

一种计算机设备的电源分配器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计算机设备的电
源分配器，包括外壳以及设置在所述外壳内部
的电源防雷单元，所述电源防雷单元一侧设置
过载保护器；所述过载保护器背面设置主电源
开关，且所述主电源开关一侧设置数字电源电
压显示屏；所述外壳的外侧设置电源输出开
关，且所述电源输出开关与所述数字电源电压
显示屏之间设置电源指示灯；所述外壳外侧设
置电源输出插座，且所述电源输出插座一侧通
过散热器设置电源转接插座；所述电源转接插
座一端设置五芯电源输出插座；该计算机设备
的电源分配器结构简单，电源转接插座可输入
电压到另一个电源分配器，红色电源指示灯亮
时表示电源分配器接通电源可直观发现，且防
雷自动散热安全可靠。
专利权人：董浩然 发明人：
董浩然
地址：
（271104）山东省莱芜市高新区汶水
大街 29 号莱芜第一中学

环保的电池拆分机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池拆分机，名称是环保
的电池拆分机，包括拆分机本体，在拆分机本
体下面有工作面板，在工作面板上有拆分装
置；其特征是还有一个护罩铰接在工作面板
上，护罩可以将拆分装置盖着，还有排气装置
连接护罩，在护罩上有透明视窗，所述的排气
装置连接废气反应槽，还有送风管道接通在工
作面板上，这样的电池拆分机具有保护操作者
身体健康的优点；所述的排气装置连接废气反
应槽，可以减少有害气体的排出、具有减少环
境污染的优点；送风管道接通在工作面板上，
还具有保持工作环境更好的优点。
专利权人：河南宝润机械有限公司
发明人：
朱占中 李志强 朱玉龙
地址：
（461500）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钟繇
大道南段东辛庄社区宝润机械有限公司

E-mail:yuki851214@163.com
所述底板和所述上盖通过卡箍连接成一体，所
述上盖配合所述底板形成密闭的空间用于保
护所述零部件，所述底板连接有保护装置，所
述保护装置内设置有通道，所述通道上设置有
若干锯齿状的凸起部，所述保护装置上设置有
螺纹部，所述保护装置包括圆台部和圆柱部，
所述保护装置外设置有压环，所述压环在所述
圆台部上滑动，所述圆台部外表面设置有若干
挡圈，所述挡圈限制所述压环的移动，所述圆
柱部连接有挡环。本实用新型具有较好的密
封性能，能够防水防潮，还能够防止细小的虫
类进入盒内，并且能够防止光缆被扯离接头盒
内的零部件，结构简单易于拆装。
专利权人：浙江宏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发明人：张伟 魏建峰 何万军 马少军
地址：
（31235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五夫
工业区

竖井液压爬升模板旋转装置
竖井液压爬升模板旋转装置，包括通过销
柱连接的两块铰接模板，每一块铰接模板通过
卡扣与其相邻的大模板连接，调节套筒通过圆
销与相邻两个大模板连接并固定。本实用新
型提供竖井液压爬升模板旋转装置，解决了竖
井四方模板脱模时，空间位置相互制约的问
题，同时缩短了模板施工时间，且构造简单、加
工方便、易于操作、保证了施工质量，施工工艺
便于快速推广。
专利权人：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发明人：宋倩倩 刘晓华 覃春安 甯佳明 王
伟玲 路佳欣 张新宇
地址：
（443000）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11号

焊锡夹具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焊锡夹具，包括底
座和工装，底座上设有便于工装固定的定位
销；工装包括 L 型支板和支撑柱，L 型支板一侧
设有大孔柱、活动侧盖、限位块和上盖，大孔柱
固定在 L 型支板上，活动侧盖铰接在 L 型支板
底侧，限位块紧压大孔柱固定在 L 型支板上端，
上盖铰接在 L 型支板上侧；支撑柱固定在 L 型
支板的另一侧支端。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且
操作方便，可以提升焊接效率。
专利权人：肯发精密零部件制造（无锡）有
限公司
发明人：周必骞
地址：
（214000）江苏省无锡市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B 区 17 号

一种具有倒杯检测功能
的灌装喷码机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倒杯检测功能
的灌装喷码机，
包括横向设置的主传送带、纵向
设置于主传送带一侧的灌装通道、灌装器、加盖
器和喷码器。在灌装通道上沿灌装传送方向的
前后顺序分别设置推板、灌装器、加盖器和第一
光电检测仪，
推板能沿灌装传送方向做向前推送
和向后回缩动作，
在主传送带上沿主传送方向的
前后顺序分别设置第一挡板和喷码器，
第一挡板
横向设置于主传送带一侧并与主传送带另一侧
的灌装通道相对。本实用新型能有效阻止倒杯
产品到达喷码处，
防止倒杯产品被喷码器将生产
一种微型核磁共振陀螺仪气室 日期等信息打印到杯身上，提高了生产效率，避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微型核磁共振陀 免了包装材料和打印材料的浪费。
螺仪气室，所述的核磁共振陀螺仪气室中的微
专利权人：昆明市海子乳业有限公司
型气室由下封装玻璃、气室基板、上封装玻璃、
发明人：吴克波 李昆
工作介质组成；微型反射器由四块外形和尺寸
地址：
（650000）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阿拉
均相同的微型反射镜组成。本实用新型通过 街道办事处海子村委会旁
微细加工方法可以实现毫米级或者亚毫米级
一种板块复合工具
尺度的微型气室；采用微型反射器能够引导探
测光线，实现核磁共振陀螺仪中泵浦光源与光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板块复合工具，包括
电探测器在气室同侧布置，以利于整个仪器的 压力装置及底座。底座包括框架操作台及基
小型化。本实用新型的微型核磁共振陀螺仪 座，基座上设置限位条及板块定位机构，框架
气室具有体积微小、结构紧凑，不存在内壁镀 操作台上表面长度方向两边对称设置多对固
膜困难和膜层材料选择受限的问题，气室制备 定轴；压力装置与固定轴对数相匹配，压力装
方法与工艺简单的特点。
置包括固定横梁及压力调节机构，压力调节机
专利权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 构与固定横梁活动连接，固定横梁两端固定在
研究所
对称的一对固定轴上。本实用新型将得到的
发明人：
汪宝旭 朱明智 苏瑞峰 陈刚
复合工具用于使瓷砖与塑木板等基层板的复
地址：
（621999）四 川 省 绵 阳 市 919 信 箱 合，能使板块与定位框架充分接触，达到最佳
409 分箱
的限位效果，再调节压力调节机构，使压力平
板与基层板充分接触，并挤压产生一定的压
一种射灯
力，使瓷砖与塑木板复合完全得到复合板块，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射灯，包括固定 移走压力调节机构，取出复合板块，完成复合，
座、电机、摆动机构、发光体和控制箱。所述电 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得到的复合板材质量
机固定设置在所述固定座上，所述摆动机构活 可靠。
动设置在所述固定座上，其特征在于，所述摆
专利权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动机构包括小齿轮和大齿轮盘，所述电机的输
发明人：郑晓峰 周东珊 王金泉 潘清
出轴与所述小齿轮固定连接，所述小齿轮与所
地址：
（31236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章镇
述大齿轮盘啮合，所述发光体可拆卸地设置在 工业新区
所述大齿轮盘的外周上，所述发光体与所述控
一种水下相机
制箱固定连接为一体。由于采用齿轮传动和
卡合连接，使得本实用新型方便控制摆动角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水下相机，包括成像
度，结构简单、运行平稳，便于模块化安装、更 机构，由白板、校正透镜、防水外壳、成像透镜、
换、维修。
测距仪、成像处理及控制系统、端盖、防水连接
专利权人：杨加旭
器、信道及入水检测装置组成。其中成像机构
发明人：
杨加旭
由成像透镜和成像处理及控制系统组成，所述
地址：
（362300）福建省南安市霞美镇张坑 校正透镜、防水外壳、端盖、防水连接器、及入
村敬长 97 号
水检测装置组成一个封闭腔，成像机构和测距
仪位于封闭腔内部，白板置于防水外壳外部并
新型便于移动的计算机主机 位于成像机构的可视位置。本实用新型具有
新型便于移动的计算机主机，包括计算机 结构紧凑、故障率低、安全性好的特点，能实时
主机、移动底座、减震支撑装置，所述计算机主 测量水面及水下物体的尺寸以及被测物体与
机通过减震支撑装置连接移动底座，所述减震 其它物体间相对位置、能自动更换水面及水下
支撑装置包括减震支撑块、固定座，所述移动 拍摄模式，适用在各种水下工程、水下作业和
底座内部具有计算机主机固定槽，所述计算机 水下探测使用。
主机固定槽两侧具有固定座安装槽，所述固定
专利权人：王岩卿
座安装槽内部连接固定座，所述固定座前端具
发明人：王岩卿
有减震块锁紧板，所述减震块锁紧板具有减震
地址：
（110000）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
块锁紧槽，所述减震块锁紧槽内部具有减震支 街 64 号-4
撑块，所述计算机主机下部两侧具有减震块固
一种幼儿陪伴机器人
定板，所述减震块固定板中部具有减震块插
槽，所述减震块插槽连接减震支撑块，所述减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幼儿陪伴机器人，
震块固定板两端连接减震块防护网一端，所述 包括底座，其下部设置有滚轮；所述底座上方
减震块防护网另一端连接减震块锁紧板。
固定有机器人本体，所述机器人本体上方连接
专利权人：哈尔滨理工大学
有可旋转头部，所述机器人本体左右两侧设置
发明人：
翟继强 季晔 任秉嘉
有可旋转手臂；所述头部上部设置有盖体，所
地址：
（150000）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述盖体与设置于头部内的伸缩杆连接，所述盖
学府路 52 号
体下表面上设置有多个 LDE 光源，所述多个
LDE 光源呈圆周排列，所述头部上还设置有光
一种光缆接头盒
线传感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幼儿陪伴机器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光缆接头盒，包括 人，能够自动检测幼儿的位置，从而移动到幼
底板和上盖。所述底板上设置有若干零部件， 儿附近。顶部设置有照明灯，降低幼儿对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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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惧感。同时电池和扩展卡均难以取出，防
止幼儿吞咽造成危险。
专利权人：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发明人：
赵忠华
地址：
（518000）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
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一期 A 座 1204

地址：
（311700）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
湖镇明珠路 135 号三楼

一种电力用远程输送支撑柱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力用远程输送
支撑柱，包括避雷针、柱杆、电缆放置室、液压
伸缩杆、固定筒、支撑杆、液压缸和底座；所述
避雷针设置在柱杆的顶端中央位置，且避雷针
硅片切割砂浆回收装置
竖直焊接固定在柱杆上；所述柱杆设置在电缆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硅片切割砂浆回 放置室的顶部正上方，且柱杆竖直焊接固定在
收装置，涉及硅片切割机辅助设备技术领域,包 电缆放置室上；所述电缆放置室设置在液压伸
括旧砂浆收集罐、加热罐、砂浆泵、离心机和回 缩杆的正上方；所述电缆放置室设置有隔板、
收缸。旧砂浆收集罐与硅片切割机相连，所述 陶瓷板、输电缆、空腔、橡胶层和照明灯具。本
旧砂浆收集罐、加热罐、砂浆泵和离心机依次 实用新型电力用远程输送支撑柱结构简单，支
通过砂浆管相连，离心机出口端连接回收缸。 撑结构稳固，能够将照明灯具和输电杆集中到
将旧砂浆收集罐内的砂浆通过加热罐进行加 一起，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能够根
热，借助旧砂浆切割液中聚乙二醇随温度升高 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环境调节液压伸缩杆的高
粘度随之降低的特性，利用加热罐将旧砂浆的 度，从而满足不同地区的要求。
粘度降低，再利用砂浆泵将旧砂浆输送至离心
专利权人：杨灿彬
机，旧砂浆在离心机内完成硅粉和碳化硅的分
发明人：杨灿彬
离。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砂浆回收率高
地址：
（362302）福建省南安市霞美镇张坑
的优点，利用加热罐来降低旧砂浆内切割液的 村敬长 97 号
粘度，通过改善硅粉的分离效果来提高旧砂浆
一种汽车用消音垫
的回收质量。
专利权人：邢台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汽车用消音垫涉
发明人：王会敏 何京辉 李立伟 张立涛 菅 及一种汽车用消音垫，主要是为解决现有装在
书勇 李会刚
汽车两片弹簧端部之间的消音垫橡胶块底部
地址：
（054001）河北省邢台市开发区南三 直接与弹簧片接触易磨损，使用寿命短，工作
环广通路 516 号
时噪音大的问题而设计。它包括橡胶块，橡胶
块顶部固定有上钢板，上钢板上有固定凸块；
风力发电机循环水冷却装置 橡胶块的底部固定有下钢板，所述下钢板的两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风力发电机循环水 端向下弯折 90°，下钢板两端向下弯折部分卡
冷却装置，属于风力发电机的冷却装置，包括 在 其 下 方 的 弹 簧 片 上 后 与 弹 簧 片 焊 接 在 一
水箱。水箱上部安装支架和控制装置，支架的 起。优点是橡胶块不易磨损，使用寿命长，弹
上部水平安装固定架，固定架的两侧竖直安装 簧工作时，橡胶块不直接与弹簧片接触，而是
支撑架，两个支撑架分别与风力发电机本体的 利用橡胶自身的弹性达到减振、减磨和减噪的
发电机两侧连接，风力发电机本体的发电机外 效果。
部安装螺旋铜管和温度传感器。本实用新型
专利权人：富奥辽宁汽车弹簧有限公司
的温度传感器能够感应风力发电机本体上的
发明人：
周梅 郭云生 王福岩 张德顺 宋贺男
温度，并且将温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递给控
地址：
（111000）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干
制装置，当温度过高时，控制装置控制水泵将 渠路 82 号
水箱中的水通过螺旋铜管循环为风力发电机
一种智能空气制水机
本体降温，从而避免了高温使发电机内部线路
电阻增加，
提高了风力发电机的发电效率。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空气制水机，
专利权人：吉林省泽源能效工程有限公司 包括外壳、空气压缩机、冷凝器、供电系统和信
发明人：
于莹 袁萍 刘晓龙
号处理器。所述外壳与内壳之间安装有隔音
地址：
（130000）吉林省长春市净月高新技 介质，所述空气压缩机与进风口之间通过管道
术产业开发区复地净月国际
密封连接，且进风口上安装有过滤网，所述空
气压缩机与空气加热机之间通过管道密封连
一种包装落料架
接，所述冷凝器与过滤室之间安装有杀菌室，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包装落料架，包括支 所述过滤室与储水箱之间通过管道密封连接，
架、料槽、工作台和下料槽。所述工作台固定 所述供电系统的输出端与温度传感器和水位
设置在支架的一侧，所述支架上部设置有料 监测器的输入端电性连接，所述信号处理器与
槽，所述料槽一端两侧外部的支架上相对设置 自动断电装置之间通过控制器连接，且温度传
有两个光栅传感器，所述光栅传感器的高度高 感器和水位监测器的输出端与信号处理器的
于料槽的高度，还包括与光栅传感器配套连接 输入端电性连接。本实用新型通过温度传感
的控制柜和显示器，所述控制柜设置在料槽下 器和水位监测器配合使用，可根据反馈的情况
方的支架上，所述显示器设置在支架的上端， 做出相应的反应。
所述下料槽固定设置在工作台末端的支架
专利权人：郭爱华
上。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包装落料架，操作使用
发明人：郭爱华
方便，
大大提高了包装效率。
地址：
（518000）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竹子
专利权人：嘉兴诺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林光大银行大厦 31 楼
发明人：
孟祥虎
一种马铃薯种薯育苗装置
地址：
（314300）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盐北
路科创园 211 号西区 2 幢 302 室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马铃薯种薯育苗
装置，包括底盘、育苗罩、育苗盘以及喷淋装
一种自旋式建筑用
置，底盘呈“U”形结构，育苗罩设置在底盘的上
混凝土混料装置
端，且育苗罩中心设有透明薄膜，透明薄膜的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旋式建筑用混凝 两侧均匀设有多个透气口，育苗盘固定设置在
土混料装置，
包括本体。所述本体包括进料口、 底盘底部，育苗盘内设有育苗基，育苗盘底部
第一电机、
主轴和内筒。所述本体上方设置有第 设有出水口，且在出水口内侧设有过滤网，喷
一电机；
所述第一电机输出部分连接的主轴和本 淋装置包括水泵、水管以及多个喷头，多个喷
体内部设置的内筒相连接；
所述本体顶部设置有 头均连通水管，且设置在育苗盘上方，水管连
多个进料口；
所述内筒下方设置一层粉碎层；
所 接外部的水泵，在育苗盘的两侧还开有多个通
述本体内部设置一层加热层；
所述加热层和本体 风口。本实用新型结构原理简单，操作方便、
内壁之间设置一层真空层；
所述粉碎层和本体底 成本低，能够提高马铃薯种薯的育苗成活率，
部纵向设置有隔板；
所述本体外壁对称设置有液 在育苗盘上端设置喷头，能够对薯苗进行均匀
压缸；
所述液压缸通过伸缩杆和本体底部设置的 喷水，防止局部水过多造成烂根现象。
多个推板相连接；
所述本体下方设置有底座；
所
专利权人：甘肃鼎丰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
述底座和本体之间设置有第二电机；
所述第二电
发明人：王春福 陆海宁 马丙红 谢海军 薛
机输出部分连接的旋转轴和本体底部相连接。 贵民
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设计合理、搅拌效果好、使
地址：
（734502）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生态
用方便等优点。
工业园区
专利权人：冯环
一种 LED 灯聚光灯罩
发明人：
冯环
地址：
（230000）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丰乐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 LED 灯聚光灯罩，
南路 64 号
包括外反光杯和位于外反光杯进光口处的内
反光杯。本实用新型通过采用双重反光杯设
钻井平台监控用远距离热像仪 计，达到了改善聚光效果增加有效投射面积的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钻井平台监控用远 目的，并且反光杯的设计不局限于传统的抛物
距 离 热 像 仪 ，可 调 节 镜 头 前 后 位 置 、密 封 性 线反光杯，为改善产品外观带来了积极影响，
好。下壳体的顶部固定有连接板；上壳体的内 尤其应用在面状光源和大投射面积灯具上具
壁上开有侧面密封槽；侧面密封槽上固定设置 有进步意义。
有侧面密封条；密封板插入底面密封槽中；密
专利权人：邹凤强
封板的顶部开有底面密封圈安装槽；底面密封
发明人：邹凤强
圈本体安装在底面密封圈安装槽中；底面密封
地址：
（528437）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圈外环和底面密封条接触；连接板开有侧面密 大岭江陵西路正大工业园 C 幢 3 层
封圈安装槽；侧面密封圈包括侧面密封圈本体
一种导光板组
和侧面密封圈外环；侧面密封圈本体安装在侧
面密封圈安装槽中；侧面密封圈外环和侧面密
本实用新型涉及光学技术领域，具体公开
封条接触；固定架为倒 L 形，其底部固定在固定 了一种导光板组，包括导光板、第一连接层、第
板上；丝杆转动安装在固定架上；丝杆螺母安 一反射层、第二连接层和第二反射层。其中，
装在丝杆上；移动架滑动安装在固定架上，并 所述导光板设有一入光面、一出光面、一底面
与丝杆螺母固定；
壳体安装在移动架上。
和三个出光侧，所述出光面和所述底面相对设
专利权人：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置，且所述出光面和所述底面均与所述入光面
发明人：郭延海 陈守文 张淳奕 黄欣 焦红 和所述出光侧相连，在所述出光侧上，依次层
艳 王爱民 张海波 车桂璠
叠设置有第一连接层、第一反射层、第二连接
地址：
（518067）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 层和第二反射层，其中，所述第一反射层为镀
工业二路海洋石油大厦 A 座 501
银反射层。
专利权人：
深圳市天诺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一种果树修剪果实套袋用
发明人：赵旭 庄瑞睦
的活动梯子
地址：
（518000）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果树修剪果实套袋 澜观光路 1301 号银星大厦 11 楼
用的活动梯子，可解决地势不平或斜坡地段枇
衣物烘干机
杷、杨梅等果树登高作业所需要的工具问题，
包括具有两条平行立脚的直梯。其特征是在
本实用新型涉及空气能热泵烘干设备制
直梯的顶部固定一件顶板，在直梯的一边设有 造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衣物烘干机，包括箱
与顶板铰接的斜梯，斜梯的下端设有斜伸缩 体及烘干室。所述烘干室设置于所述箱体内，
脚，斜伸缩脚的底端设有内置式锥锭；顶板的 所述箱体内设置有回风管，所述回风管与烘干
边部设有防撞胶层。稳定性高，可适应斜坡、 室连接，所述烘干室内设置有冷媒循环系统、
不平整的地势登高作业。
风机及集水器，所述冷媒循环系统包括压缩
专利权人：
杭州千岛湖兴邦果业专业合作社 机、冷凝器、蒸发器及膨胀阀，所述集水器设置
发明人：姜路花 陈俊伟 姜名花 陈健敏 江 于所述冷凝器下方，所述膨胀阀通过铜管分别
雪芳 刘灵敏
与冷凝器及蒸发器连接，所述压缩机通过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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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冷凝器及蒸发器连接，从而形成闭合的
冷媒循环系统。本实用新型有实现热能回收、
能将系统风能循环利用、没有噪音污染及节能
高效的优点。
专利权人：都匀市暖冬水暖地板有限责任
公司
发明人：罗毅 罗登宏
地址：
（556000）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都匀市小围寨世纪广场十七、十八号

涂布烘箱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涂布烘箱，包括收
容烘干物的烘箱腔体；设置于烘箱腔体中且位
于烘干物上方的上腔体，上腔体包括彼此独立
设置的朝向烘干物上表面的吹风腔和可将烘
干物发出的气体排出烘箱腔体的抽风腔；以及
设置于烘箱腔体中且位于烘干物下方的下腔
体，下腔体朝向烘干物的下表面。本实用新型
涂布烘箱通过烘箱腔体的上、下内循环，可加
快烘干物表面空气流动和温度稳定，通过抽风
腔将烘干物上表面蒸发出来的高浓度溶剂蒸
汽快速抽走，加大烘干物上表面溶剂蒸汽的浓
度差，提高干燥效率。
专利权人：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发明人：邓明能 周立卫
地址：
（352100）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
镇新港路 1 号

专刊

隙内填充有弹性填充条，内衬层包覆在缆芯外
周，第二编织层包覆在内衬层外周，第二编织
层采用芳纶丝编织而成，外护套包覆在第二编
织层外部。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抗拖拽耐磨耐
泥浆盾构机用电缆，电缆抗拖拽性能高，并且
电缆的耐卷曲性能和抗扭性能优异，在低温环
境下仍旧具有较高的柔软性能。
专利权人：安徽龙庵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发明人：王海岭 何夕松 张红艳 胡光辉 余
宗明 周美彪 范小树
地址：
（238300）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高新
大道蒋家湾大桥

一种键盘模具
本实用新型一种键盘模具，包括模板本
体。在所述模板本体上设有键盘底板成型区；
在所述键盘底板成型区的周围设有多个导柱
孔；在所述模板本体的边缘还设有紧固孔；在
所述键盘底板成型区内还设有键位支撑槽；所
述键位支撑槽分为字母键槽和功能键槽；相邻
的字母键槽之间的间隔相等；且同一行的字母
键槽按弧形排列；所述功能键槽的截面呈直角
形状；所述键位支撑槽的底部均设有圆形定位
凸起。
专利权人：苏州同佳精密五金厂
发明人：李加玉
地址：
（215000）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
镇项路村机场路 38 号

自动弹簧生产组装设备

一种双手协调性训练仪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弹簧生产组
装设备，包括机架以及设置在机架上的组装检
测设备总成，组装检测设备总成包括转盘机
构，圆盘上沿圆周方向设置有多个工装，组装
检测设备总成还包括依次设置在圆盘外侧的
内弹簧上料机构、外弹簧上料机构、旋转纠偏
机构、泡棉上料压装机构、内弹簧压装机构、弹
簧组旋转机构、弹簧组测力机构、移印清洗机
构、CCD 相机检测机构以及下料机构；圆盘驱
动机构驱动圆盘旋转，各个工装依次经过内弹
簧上料机构、外弹簧上料机构、旋转纠偏机构、
泡棉上料机构、内弹簧压装机构、弹簧组旋转
机构、弹簧组测力机构、移印清洗机构、检测机
构以及下料机构，实现了弹簧组的自动化组装
以及检测，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专利权人：苏州科技学院
发明人：任坤
地址：
（215000）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滨河
路 298 号

一种双手协调性训练仪，包括面板。面板
中部设置有凹槽，指针的底部针尖位于凹槽
内，指针的上部和第三连杆、第四连杆的一端
活动连接，第三连杆的另一端和第一手柄活动
连接，第一手柄和第一连杆的一端活动连接；
第四连杆的另一端和第二手柄活动连接，第二
手柄和第二连杆的一端活动连接，第二连杆的
另一端、第一连杆的另一端固定连接在支柱
上，支柱底部连接在面板上，通过双手操作第
一手柄、第二手柄，眼睛观察凹槽内的指针的
移动，完成双手协调性训练。本实用新型实体
操作，结构简单。
专利权人：西京学院
发明人：王永富 蔺国民
地址：
（710123）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京
路1号

一种叉车控制总成
快速安装结构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叉车控制总成快
速安装结构，包括控制器安装板、控制总成和
固定组件。所述控制器安装板的上方两侧均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牧草捡拾机的导 开设有螺纹孔，下方两侧均设置有卡爪，所述
向分流机构。所述牧草捡拾机包括一级平台、 控制总成的电控铝板的上方两侧对称开设有
二级平台、集载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分 通孔，下端面上两侧对称开设有卡槽，所述通
流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二级平台表面的多条 孔及螺纹孔与固定组件配合连接，卡槽与卡爪
导向板；所述多条导向板以所述二级平台沿草 嵌接，实现控制总成与控制器安装板固定连
捆输送方向的轴线为对称轴对称分布；位于所 接，所述固定组件包括平垫圈、弹簧垫圈和内
述对称轴一侧的多条所述导向板相互平行，且 六角圆柱头螺钉。本实用新型通过卡爪与卡
所述导向板靠近所述一级平台的一端靠近所 槽嵌合，实现快速定位，且控制总成的电控铝
述对称轴，所述导向板靠近所述集载平台的一 板上方为通孔，下方为卡槽，方便安装人员辨
端远离所述对称轴；本实用新型通过二级平台 别安装方向，安装时只需将卡槽对准卡爪按
上设置的与草捆输送方向成一定角度的导向 下，最后通过固定组件完全约束，方便安装位
板，实现草捆早二级平台上的导向、分流，进而 置较为狭窄的情况，安装效率提高，安装时不
在翻转置于集载平台时，草捆堆垛呈梯形，两 会出现颠倒现象。
侧草捆不会向外侧倾倒，提高草捆堆垛的效果
专利权人：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效率。
发明人：步江峰 姜海平
专利权人：航天新长征电动汽车技术有限
地址：
（314300）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元通
公司
街道盐嘉公路 99 号
发明人：田松 金小佳 王亚男 赵伟 宋东明
一种压力测量脚垫
地址：
（100076）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永昌南路 17 号院 2 幢 4003 房间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压力测量脚垫。
该压力测量脚垫上的压力传感器采用模块化
一种自动化木板加工设备
设计，每个压力传感器模块包括称重式压力传
本实用新型主要公开了一种自动化木板 感器和膜片式压力传感器，所述称重式压力传
加工设备，其技术方案包括机架、工作台、第一 感器为压力应变片，所述膜片式压力传感器为
加工台钻、第二加工台钻、切割装置和夹料装 集成了多个膜片压力测点的压力膜片。本实
置。机架横向设置，工作台纵向设置在机架的 用新型提供的压力测量脚垫，同时利用了称重
上侧，第一加工台钻、第二加工台钻、切割装置 式压力传感器和膜片式压力传感器，称重式压
和夹料装置分别从前往后依次设置在机架的 力传感器用于测量脚部压力绝对大小，膜片式
一侧，机架上设有第一推动装置，工作台上设 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双脚与地面接触轮廓和
有定位装置和第二推动装置，切割装置包括固 相对压力分布，通过将压力传感器模块化设
定架、上切割器、下切割器和挡尘装置，上切割 计，使得压力垫易于被拆分运输以及易于扩展
器和下切割器相对且交错设置，夹料装置包括 压力垫的测量区域大小。
安装架、工作槽、气缸和固定板，气缸和固定板
专利权人：上海英诗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分别位于工作槽的上下两侧。本实用新型操
发明人：陈燕 陈进
作简单，能够自动化连续生产，人工劳动强度
地址：
（200030）上海市徐汇区文定路 200
低，安全性高，根据需求快速加工出符合要求 号 801 室
的材料，并能保持车间环境干净、卫生。
一种吸管带剪齿装置
专利权人：朱正华
发明人：朱正华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吸管带剪齿装置，包
地址：
（314006）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 括吸管带的烘干装置、传送装置以及设置在传
镇八里村杨和宜浜 6 号
送装置中部剪切吸管带的剪切装置。所述传
送装置包括第一循环导轨和第二循环导轨；所
一种合金蠕变性能
述第一循环导轨和第二循环导轨位于同一平
简易测试装置
面内且对称设置；多个第一吸管卡柱和多个第
一种合金蠕变性能简易测试装置，由恒温 二吸管卡柱分别竖直套设在第一循环导轨和
干燥箱和设置在恒温干燥箱内的测试机构组 第二循环导轨上并分别沿第一循环导轨和第
成，所述测试机构包括支撑框架，被测试的数 二循环导轨步进式循环运动；所述第一吸管卡
个合金样件分别悬置在支撑框架处，各合金样 柱与第二吸管卡柱沿吸管传送方向，从一端开
件下部悬挂重力块。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将按 始相互抵靠并夹住吸管带，从另一端结束相互
照要求制作的合金样件悬置在测试机构的支 抵靠并使吸管带脱出；所述剪切装置包括锯齿
撑杆处，合金样件下部悬挂重力块，然后设定 剪和驱动锯齿剪剪切的驱动装置。
好温度，关闭恒温干燥箱门，经过一定的时间，
专利权人：福州西城食品有限公司
测量合金样件垂直方向的延伸长度，根据合金
发明人：余兆洋
样件横截面积、重力块重量确定合金蠕变性
地址：
（350803）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潭口
能。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容易操作、投资少， 工业区
易于加工。经现场试用表明，利用本实用新型
可对不同的铅基合金样件进行蠕变性能测试，
得出科学、准确的试验数据，对研究、改善蓄电
如果您的企业在技术研
池性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中遇到瓶颈，
发中遇到瓶颈
，或者手握资源
专利权人：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不知投向何方，
不知投向何方
，请联系本报
请联系本报，
，
发明人：牛义生 段喜春 杨占欣 赵弟
地址：
（071057）河北省保定市富昌路 8 号
我们会将您的需求告知天下，
我们会将您的需求告知天下
，

一种牧草捡拾机的
导向分流机构

一种抗拖拽耐磨耐泥浆
盾构机用电缆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抗拖拽耐磨耐泥
浆盾构机用电缆，缆芯包括多根导线和多根地
线，每根导线由内而外依次包括第一导体、第
一半导电带、导体屏蔽层、绝缘层、绝缘屏蔽
层、第二半导电带、第一编织层，每根地线包括
第二导体和第三半导电带，多根导线绞合，多
根地线设置在全部导线外周形成缆芯，缆芯间

集思广益。
集思广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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