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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广，
智能化程度高，
使用成本低。
专利权人：杨文霞
一种无管探针加工装置
发明人：
杨文霞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无管探针加工装置，
地址：(262700)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金光
包括加工板。加工板上固定设置有加工台；
加工 街 1299 号潍坊科技学院
一种喷塑电力钢管杆
板还滑动设置有顶料台和与加工台配合进行装
一种定深不混合水样采集器
吊装工具
配的滑块；
加工台上设置有加工槽和凸台，
凸台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喷塑电力钢管杆 设置有与加工槽连通的通孔；
顶料台上设置有与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定深不混合水样
的吊装工具，包括吊车、吊臂、挂钩、尼龙吊带 通孔配合的顶料针；
进行加工时，
顶料针一端封 采集器，包括采水控制装置、升降装置、储水装
和四个拉线。所述吊臂设置在所述吊车上；所 闭通孔，
将两针头与弹簧排列后放入加工槽上， 置和载重装置。采水控制装置包括无底的箱
述挂钩通过绳索固定在所述吊臂的顶端；所述 移动滑块使两针头端部卡入弹簧内，
完成组装， 体、内嵌体、弹性垫片和控制单元；箱体的侧壁
尼龙吊带的中部固定在所述挂钩上，所述尼龙 而后滑块移开，
由顶料台滑动通过顶料针进行下 设有一组进水孔；内嵌体嵌固在箱体内侧；弹
吊带的两端一一对应地固定在所述喷塑电力 料，
加工效率高，
整体结构简单，
成本低。
性垫片设于内嵌体顶部；内嵌体和弹性垫片中
钢管杆的顶端的径向两侧；所述四个拉线的顶
专利权人：深圳市美锐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部均设有连接孔；控制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普
端对应地固定在四个拉线板上，且每个所述拉
发明人：龚坚
通缆线、上连接杆、上坠板、下连接杆和下坠
线与地面的夹角不小于 45°。本实用新型的喷
地址：(518000)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 板，上连接杆穿过箱体顶部，上坠板上设有一
塑电力钢管杆的吊装工具，能够减少安装过程 街道南岭村社区龙山工业区 11 号 A 栋 2 楼
组排水孔，下坠板上设有一组进水孔，下连接
中发生碰撞损坏以及吊装钢索等对钢管杆造
杆穿过连接孔，上坠板和下坠板分别设于内嵌
一种药盒锁定装置
成的擦伤。
体上下两侧；箱体穿过储水装置顶部，且进水
专利权人：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上海久隆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药盒锁定装置，包括 孔位于储水装置外，箱体顶部与升降装置连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药盒插装板和锁紧机构。所述药盒插装板上 接，载重装置设于储水装置底部。该采集器构
发明人：
施海斌 刁军 吴荣 范冲伟 陈懿麟 至少设置一个锁紧机构，所述药盒插装板上对 造简单，
可操作性强，
功能完备。
地 址 ：(200122)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源 深 路 应锁紧机构处设置有控制机构，所述锁紧机构
专利权人：武汉科技大学
1122 号
发明人：袁白银 胡继盛 张瑞瑞 张晓宇 王
由内向外依次包括锁芯、拉钩和插装轨道，所
述拉钩的一端位于插装轨道内部，其另一端与 琼 廖兴华 张同存
一种安全高效转速可调
控制机构连接。本实用新型操作简便，药盒管
地址：(430081)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和平大
双行星硅胶搅拌机
制安全性高，成本低，占用空间少，可降低运行 道 947 号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安全高效转速可 噪音。
一种多级污水过滤装置
调双行星硅胶搅拌机，包括机头、控制箱和行
专利权人：青岛三维海容机电有限公司
星盘。所述机头的前表面上设置有控制面板，
发明人：钟国胜 阿忠华 冯光辉 朱江伟 孙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级污水过滤装
且机头的内部设置有电机，所述电机的下方设 平 李海刚 邱彩月
置，污水过滤箱的左侧设置污水输送动力筒，
置有转轴，所述转轴的下方设置有变速箱，所
地址：(266555)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齐长 污水输送动力轴安装在污水输送动力筒内，污
述行星盘安装在机头的下方，所述行星盘的内 城路 611 号 1 栋综合楼、3 栋厂房
水排入口安装在污水过滤箱的顶部，排水口安
部上方设置有安全感应装置，所述安全感应装
装在污水过滤箱的底部，上污水进管安装在污
吸入式麻醉箱
置的下方设置有齿轮组。本实用新型能够通
水排入口上，上污水过滤轴安装在污水过滤箱
过控制面板改变行星搅拌轴的转速和转动方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吸入式麻醉箱，包 内的顶部，上污水过滤轴设置在上污水进管的
向，从而使搅拌桶内的硅胶搅拌更加充分和均 括箱体。箱体上设有供麻醉气体进入箱体的进 下方，下污水过滤轴安装在污水过滤箱内的底
匀。当操作人员接近搅拌机时，安全感应装置 气口和供废气排出的排气口，
还包括麻醉气体浓 部，上污水过滤轴的左安装上驱动马达，下污
感应到人体信息，使搅拌机停止运转，避免了 度监测装置，麻醉气体浓度监测装置与箱体相 水过滤轴的左端安装下驱动马达，上污水过滤
被高速旋转中的行星搅拌轴搅伤，降低了安全 连。工作人员往箱体内注入麻醉气体时，
通过观 筒和下污水过滤筒固定安装在污水过滤箱内
隐患。
察麻醉气体浓度监测装置能够实时了解箱体内 的中央，污水输送动力筒通过连接管与上污水
专利权人：
广州市瑞合硅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的麻醉气体浓度，
当达到箱体内所需麻醉气体浓 过滤筒和下污水过滤筒连通，污水过滤层安装
发明人：
王岩
度时，
及时停止麻醉气体的注入。麻醉气体浓度 在上污水过滤筒和下污水过滤筒内。本实用
地址：(510800)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监测装置的设置使得箱体内麻醉气体浓度能够 新型其设计科学合理，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镇三东大道山下安置区荣阳路
更精确地达到试验所需值，
一方面对箱体内的小
专利权人：洪忠常
动物起到最佳的麻醉效果，
临床试验后小动物能
发明人：
洪忠常
具有弹奏指导功能的数码钢琴 够在预期时间内醒过来，以便工作人员观察其生
地址：(362302)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霞美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弹奏指导功 命体征，
另一方面避免了箱体内麻醉气体浓度过 镇杏埔村杏埔新村 787 号
能的数码钢琴，包括主控制器、钢琴主体、指示 高而使小动物处于深度麻醉状态甚至死亡，
保护
一种超大单晶体生长炉
装置及乐曲信息读取装置。所述主控制器设 了小动物，
使其不受伤害。
置在钢琴主体内，所述钢琴主体上设有键盘，
专利权人：苏州科技城医院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超大单晶体生长
所述键盘具有多个琴键，所述指示装置设置在
炉，包括炉体、炉内晶体加热系统。所述炉体
发明人：乔世刚 王琛
钢琴主体上，所述指示装置包括支撑架及设置
地址：(215000)江苏省苏州市苏州高新技 包括炉架、炉壳，所述炉架下部为支腿，上部为
在支撑架上的多个指示灯，多个指示灯分别与 术产业开发区 230 省道东青城山路南
炉底铁板平台，所述炉底铁板平台上放置有中
多个琴键对应设置，所述指示装置及乐曲信息
空的炉壳，所述炉底铁板平台上设置有开口通
一种折叠式笼门及笼子
读取装置分别与主控制器电性连接。本实用
过所述的敞口连通所述炉壳的内部；所述升降
新型通过指示灯直观地提示学习者要弹奏的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折叠式笼门及笼 系统顶部设置有升降平台，所述升降平台上竖
琴键，使演奏者更好地掌握乐曲的节奏感，同 子，涉及养殖生产技术领域。所述笼门包括上 直设置耐火管，所述耐火管内竖直放置矩形长
时解决了演奏者自主练习困难的问题，达到更 笼门和下笼门，所述上笼门和下笼门通过笼门 条的中空薄壁铂坩埚，底部并排排列晶种，所
好的学习效果。
连接件活动链接，所述笼门连接件位于上笼门 述铂坩埚与所述耐火管之间放置陶瓷夹板支
专利权人：广州艾茉森电子有限公司
的底端以及下笼门外侧的上部，使所述上笼门 撑坩埚，设置有热电偶，所述耐火管的内部空
发明人：
卢毅明 刘春清
和所述下笼门的上部构成重叠部分并可使上 间填充氧化铝粉；所述氧化铝空心球刚玉炉膛
地址：(511338)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 笼门和下笼门通过笼门连接件向内折叠。本 内设置有硅钼棒。
镇香山大道 38 号珠江钢琴广州艾茉森电子有 实用新型的笼门在笼门加大后易于推开，不易
专利权人：吉林省隆华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受内部养殖动物阻挡，且不易刮伤动物。方便
发明人：孙桂平 吕宝林 韩承峪 孙立东 孙
抓取养殖动物，提高动物出笼速度。
宪峰 周玟岐
一种高强度纸箱
地址：(130117)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
专利权人：日照方圆笼具有限公司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强度纸箱，属于
金城街 1677 号
发明人：厉凯召 范永刚 姚福令
纸箱领域，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占用空间
地址：(276826)山东省日照市丹阳路北段
一种护理床垫
小、能够有效增强纸箱强度，且无需在另行放 日照方圆笼具有限公司
置其余支撑物的高强度纸箱。多个支撑隔板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护理床垫，包括固
可调节升降机导轮机构
均横向或纵向设置在箱体内，并将箱体分隔成
定框架、支撑板、透气孔、支撑网、固定夹、医用
多个腔室；每个腔室内设置至少有一个所述 L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调节升降机导轮 棉布、进气孔、风扇、药熏管、阀门。该护理床
形加强筋，每个 L 形加强筋的立筋外立面与对 机构，包括安装支架、导轮安装座与导轮。在 垫可将医用棉布平摊在支撑网上，并用固定夹
应的支撑隔板侧面固定连接，每个 L 形加强筋 导轮安装座上转动安装有导轮；所述安装支架 夹紧，可实现医用棉布随时更换，当医用棉布
的水平筋与箱体内的底面固定连接，所述四个 具有相互垂直的两个安装板面，在安装支架的 固定在支撑网上时，患者可躺在该床垫上，起
直角加强筋均一一对应固定在箱体内的四角 两个安装板面上均固定有调节座，在调节座内 到风扇，通过进气孔可不断给固定框架输入空
处。本实用新型能够全方位、有效地增强箱体 螺接有调节螺杆，在安装支架的安装板面上开 气，再由透气孔使得支撑网内部形成对流空
的强度，且占用空间小，无需在另行放置其余 设有调节腰型孔，导轮安装座通过穿过调节腰 气，从而实现给患者与该床垫接触位置透气。
支撑物，
结构设计合理、成本低，
使用效果好。 型孔的紧固螺栓固定在安装支架的对应安装 有效防止湿疹，当需要给患者药熏时，将药熏
专利权人：
哈尔滨泰盛昌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板面上，所述调节螺杆的长度方向与对应调节 设备与阀门连接，并打开阀门，药熏设备中的
发明人：杨仕杰 殷洪玉 于代涛 王新强 吴 腰型孔的长度方向一致，且调节螺杆的另一端 药蒸汽通过药熏管进入到固定框架中，再通过
晶晶
与导轮安装座相抵。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实 透气孔使得药蒸汽进入到支撑网中，再由支撑
地址：(151800)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 用性较好，可以方便地调整与立柱贴合面配 网将药蒸汽吸附在患者表面，从而实现给患者
工业园区
合，
且对升降机立柱安装垂直度要求不高。
药熏治疗。
专利权人：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沥青路面加热耙松机
发明人：熊福祥 徐琛蕾 王珏
发明人：朱丽 高广勋 戚晓华 王润 冯蓉蓉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沥青路面加热耙
地址：(214187)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 常晓莎 张小莉 江文秀
松机，包括车身。在车身上安装有加热装置和 镇洛藕路 288 号
地址：
(710032)陕西省西安市长乐西路127号
耙松装置，加热装置包括加热板和加热燃料
一种用于大型户外机柜
一种分离式五金模具
室，加热板安装在车身的中下部，耙松装置设
的吊环装置
置在加热板的后方，耙松装置包括第一转轴与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分离式五金模具，
第二转轴，第一转轴与第二转轴均固定在转轴 包括模具壁、模具固定座、模具卡箍、连接块、螺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大型户外机
支架上，在第一转轴上设置有第一螺旋叶片， 栓、
转动轴、
注塑口、
排气孔、
分离式顶板、
子模具 柜的吊环装置，包括机柜及设置在机柜上的顶
在第二转轴上设置有第二螺旋叶片，在第一螺 板、
封板、
注塑腔、
卡死结构、
卡死槽、
夹板和扇形 盖及固定在顶盖上的吊环。所述吊环的下端
旋叶片和第二螺旋叶片上均设置有耙松刀，所 板。所述模具壁的底部螺纹连接模具固定座，
所 连接有螺柱，所述螺柱的上端穿过顶盖与机柜
述第一转轴与第二转轴位于同一直线上，第一 述模具壁的一侧设有模具卡箍，
所述模具壁的内 相连，螺柱的下端通过螺母与机柜固定，所述
螺旋叶片与第二螺旋叶片呈对称分布。本实 侧设有注塑腔，
所述模具壁包括四个子模具板， 吊环与螺柱通过螺纹连接。该吊环装置结构
用新型可明显提高加热效率，使得再生路面受 所述子模具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扇形板，
所述子模 简单，加工简便，采用全金属的材料，坚固耐
热均匀，节省了加热燃料，而且所采取的耙松 具板的顶部一侧固定安装卡死结构，
所述卡死结 用，防腐蚀性强，使用寿命长，有效解决了由于
装置耙松效果较好，并可根据路面宽度及凹凸 构的一侧设有卡死槽，
所述卡死槽的一侧设有分 普通大型机柜在室内或室外安装时，需要预先
情况等进行自由调整，适用范围广。
离式顶板，
所述分离式顶板的一侧设有注塑口。 设置吊架进行吊装或进行人工搬运，及安装完
专利权人：吉林省嘉鹏集团有限公司
该分离式五金模具可以将模具分离成为不同小 成与安装前的箱体在位置上无法方便调整的
发明人：
王志山 姜军
件，
便于完成注塑零件的脱模工作，
防止零件在 问题。
地址：(130000)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市西环 脱模过程中损坏。
专利权人：
江西山水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路 65-18 号
专利权人：东莞市卓强五金模具有限公司
发明人：
罗良 李国彬
发明人：吕金钻
地址：(332900)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生态
可翻转灯头手电
地址：(523000)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 工业城安平路 1010 号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翻转灯头的手电， 陈屋兴五路 73 号
多功能拼接平台
包括手电本体。手电本体内设有电池，
手电本体
农业温室温度监测系统
前端连接有灯头，
灯头内安装有灯泡，
手电本体的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功能拼接平台，
侧壁安装有开关，
开关与灯泡和电池电连接，
手电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农业温室温度监测系 包括座板、折叠支撑腿、桌面板以及将座板与
本体与灯头通过连接件铰接相连，
灯泡与电池通 统，
包括摄像机、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光电 桌面板连接的支撑构件。折叠支撑腿通过第
过软导线相连接，
灯头的底壁固定连接有与连接 传感器、
土质检测仪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所 一转动轴与座板的下表面转动连接，并且折叠
件相对设置的滑轨，
滑轨内活动连接有销杆，
销杆 述摄像机、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光电传感 支撑腿通过限位钢丝绳与座板的下表面连接，
固定连接有支撑杆，
支撑杆下端固定连接有防脱 器、
土质检测仪和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的输出端 座板的一端通过第二转动轴与支撑构件的下
杆，
支撑杆与销杆、
防脱杆组成的形状为
“工”
型， 均分别电连接现场控制器，
所述现场控制器的输 端连接，支撑构件的上端通过第三转动轴与桌
滑轨后侧的手电本体侧壁固定连接有滑架，
滑架 出端分别电连接存储器、
现场显示器、
控温装置、 面板的一端连接，支撑构件包括主支撑臂和斜
的正面投影为
“L”
型，
滑架的自由端向后伸展，
滑 加湿装置、
照明灯、
二氧化碳添加装置、
现场操作 支撑臂，斜支撑臂的下端的两侧通过弹簧销钉
架的侧壁上开设有通透设置的滑槽，
滑槽的形状 面板和现场 Wifi 收发器，所述现场 Wifi 收发器 与形成在主支撑臂上的定位孔连接，斜支撑臂
也为
“L”
型，
支撑杆从滑槽内穿过。
的输出端信号连接管理 Wifi 收发器，所述管理 上端的两侧通过引导头与形成在桌面板下表
专利权人：白霞萍
Wifi 收发器的输出端电连接管理控制器，
所述管 面上的导槽以及形成在导槽中的齿槽连接，在
发明人：
白霞萍
理控制器的输出端分别电连接管理显示器和管 主支撑臂的下端形成有挡止凸起，在座板上形
地址：(362432)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龙门 理操作面板。该农业温室温度监测系统监测范 成有对挡止凸起进行挡止的挡止条，将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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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限制为在竖直方向上延伸。
专利权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
发明人：汪子盛 毕启亮 严天培
地址：(300361)天津市河东区东局子 1 号

一种蝗虫饲养观察箱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蝗虫饲养观察箱，
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底部设置有转动轮，所
述箱体的内部设置有漏板，所述箱体的左侧面
分别设置有收集袋固定座和推板，所述收集袋
固定座贯穿箱体并延伸至箱体的内部，所述收
集袋固定座位于箱体内部的一侧设置有收集
袋，所述推板贯穿收集袋固定座并延伸至箱体
的内部右侧，收集袋套接在推板上并与箱体内
部设置的固定板接触，收集袋固定座和推板均
位于漏板的下方，箱体上开设有两个固定槽，
收集袋固定座的内部分别开设有两个工作
槽。该蝗虫饲养观察箱，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避免了蝗虫的排泄物直接与插板接触，增加了
插板使用的寿命，并且在更换时更加方便快
捷，提高了养殖员的清理速度。
专利权人：天津市英新养殖专业合作社
发明人：李洪新
地址：(300000)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崔
胡营村

一种高效环保垃圾燃烧室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环保的垃圾
燃烧室，包括外壳、燃烧仓、支腿、排渣口、助燃
气管、顶盖、排气口、输送管、连接管、破碎装
置、压辊、进料斗、推料器、阶梯式固定炉排、点
火装置、点火针、燃气管和感应针。所述外壳
内侧设置有燃烧仓，且外壳下侧设置有支腿，
所述外壳右下侧设置有排渣口，所述排渣口左
侧设置有助燃气管，所述外壳上侧安装有顶
盖，所述顶盖右侧设置有排气口，所述外壳左
上侧安装有输送管。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
作方便，焚烧过程扬尘少，带有破碎装置，可有
效地将垃圾简单分解，有利于燃烧更彻底。阶
梯式固定炉排，实现多次燃烧，通有助燃气体，
有利于垃圾的充分燃烧，使工作效率较高，且
对环境污染少。
专利权人：新昌县林昱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求才军
地址：(312500)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人民
东路 127 号佳艺广场 6 楼 6A-3 室

一种计算机显示器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计算机显示器，包
括底座。所述底座内为空心装置，所述底座内
设有微型吹风机，所述吹风机连接出风管，所
述底座后表面设有通孔，所述底座上表面设有
方形立筒，所述立筒内中心位置设有隔板，所
述立筒后表面隔板上下两侧各设有通风孔，所
述出风管穿过通孔连接有三通阀门，所述三通
阀门分别连接有两个进气管，两个进气管分别
连接通风孔。所述隔板上设有防蚊虫香囊，所
述隔板下底座表面设有中药香囊。所述立筒
前表面设有多个透气孔。所述立筒顶端设有
显示器本体。本实用新型能够为电脑工作者
驱赶蚊虫，给电脑工作者提供一个较好的工作
环境。
专利权人：重庆宝立通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林胜风
地址：(401220)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向
阳路 2 号 4-B2

一种高强度电梯地坎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高强度电梯地坎，包括地坎本体。地坎本体
内设置有由地坎本体中部凹陷形成的主槽，
主槽内沿地坎本体长度方向固定设有截面呈
倒 U 形的支撑座，支撑座底部两侧向外翻折
延伸形成与主槽槽底面贴合连接的连接段，
支撑座的两侧壁和主槽的两侧槽壁之间形成
两个导向槽，连接段外侧沿向上翻折延伸形
成与主槽的槽壁贴合连接的加强限位折，加
强限位折上部朝向支撑座的一侧设置有限位
钩。本实用新型制造成本低，强度好，不易变
形和磨损，使用寿命长。地坎不仅强度高，各
部件之间组装后稳定好，同时可在电梯层门
上设置与限位钩的钩体结构，可有效增强层
门的抗撞击能力，有效防止层门从地坎脱出，
使用更安全。
专利权人：苏州捷菱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发明人：朱根弟 吴明华 朱根九
地址：(215000)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
镇桃花庄村

一种气体精确分装装置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气体精确分装装
置，包括相互并联且均与主管路连通的真空
抽气设备、Ⅰ号容器、Ⅱ号容器、Ⅲ号容器、气
体容器、压强计和分装容器，且上述设备及容
器与主管路之间均设置有截止阀。本实用新
型根据实际的气体新材料所需分装量选择不
同体积的容器并联，使装置内所需压强在一
个容易控制的范围；通过真空接口可以对装
置进行真空处理，减少杂质混入；由于分装过
程需要压强数据，通过压强检测口可以对装
置压强进行监控；体积的精确标定可以降低
实际分装过程中的体积误差，使分装量更准
确；高真空抽气设备可以进一步降低分装过
程中的杂质混入量；精度高于 0.2%的压强计
可以降低实际分装过程中的压强误差，使分
装量更准确。
专利权人：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
发明人：丛艺坤 谢全新 孙志杰 牟宏 耿冰
霜 于滨 李强 杨坤 苏亮 张宏志 钟军
地址：
(300180)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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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巨鑫机床有限公司
发明人：冯文波
地址：(317500)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大溪
镇站前东路 240 号

一种可沉降钉子

本实用新型涉及五金部件，名称是一种可
沉降的钉子，
包括上面的钉盖和下面的钉杆。钉
杆下端是钉尖，
所述钉盖上面具有向下的凹窝形
一种钢桥面专用清洗机
结构，
所述的钉盖周围是小面朝下的圆台或棱台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钢桥面专用清洗机， 形结构，
所述的凹窝形结构的底部是配合钉尖的
包括清洗机车架。清洗机车架的前端安装有 凹窝形结构，
所述的钉盖是铝合金制成的盖体，
清洗辊支撑架，清洗辊支撑架的顶端连接有平 盖体下面具有凹槽，
所述的钉盖卡在凹槽中。本
面清洗辊 A 和平面清洗辊 B，清洗机车架的后 实用新型具有容易沉降到所钉物体表面以下的
端安装有轴向清洗辊，清洗机车架安装有驱动 优点，
所述的凹窝形结构是配合钉尖的凹窝形结
桥，驱动桥连接有轮胎，清洗机车架安装有发 构，
在连续钉钉子时可以使用相同的下一个钉子
动机，发动机连接有变速箱，变速箱连接有分 对上一个钉子沉降，
使工作更加方便。
动箱，分动箱连接有差速器和液压泵，液压泵
专利权人：长葛市吉庆机械厂
连接有液压马达，清洗机车架的上部设置有驾
发明人：杨卫国
驶室、集污箱和局部清洗小刷头，集污箱连接
地址：(461500)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彭化
有自吸泵。本实用新型设计合理，结构简单， 路蒋庄工业区（吉庆机械厂）
使用方便，生产成本低，工作效率高，劳动强度
一种止水铜片加工装置
低，安全可靠，清洗速度快，用水量少，使用寿
命长，实用性强。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利建设技术领域，具体
专利权人：郑州市市政维护工程有限公司 涉及一种止水铜片加工装置，包括供料机构和
发明人：郭蔚虹 张保雷 许志勇 高希敏 张 加工机构。加工机构包括支架，支架上部设有
顺利 郭浩鹏 张浩华 徐永安 郭新奇 黄伟东 申 顶托梁，下部设有母压板；顶托梁下方设有千
鹏飞 夏兵昌 孟松伟 宋宽 马磊磊 郑磊明 李运 斤顶，千斤顶下方设有与母压板相配的公压
佳 杨洋
板；所述母压板包括主板，主板上开设有成型
地址：
(450053)河南省郑州市二环道71号院 槽，主板上部两侧均设有限位板；公压板包括
板体，板体底部设有与成型槽相配的 U 形凸；
一种多功能升降茶几
供料机构包括支座和设于支座上作绕轴转动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多功能升降茶几 的滚筒，滚筒上设有摇柄。本实用新型不仅能
的技术方案，包括主茶几和副茶几。所述主茶 够保证止水铜片的精度及质量要求，而且结构
几包括主茶几体和主茶几面，所述副茶几包括 简单，操作方便。
副茶几体和副茶几面，所述主茶几体上端设置
专利权人：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
有水平滑道，所述副茶几体设置有与所述水平 有限公司
滑道相匹配的滑块；所述主茶几面包括矩形桌
发明人：杨小山 应江龙 王明 徐挺 刘红掌
面和嵌入矩形桌面内的圆形桌面，所述圆形桌
地址：(310052)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聚才
面由升降机构驱动上升和下降，所述升降机构 路 500 号华星创业大厦 11 楼
位于所述工作柜内。根据需要可以选择性地
双螺杆挤出系统
使用主茶几和/或副茶几，主茶几的圆形桌面可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双螺杆挤出系统，包
以做升降运动，方便客人夹取所需菜品，增加
了实用性。
括底座、固定底座上的旋转电机及双螺杆挤出
专利权人：山东立方木业科技有限公司
结构。所述双螺杆挤出机构包括挤出外壳及
双螺杆，所述挤出外壳上开设的与双螺杆相适
发明人：吕佃朋
地址：(251700)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 配的通孔，所述双螺杆横向置于前述通孔内并
镇大朱村北
相互啮合，所述通孔一端为进料端、另一端为
出料端，所述通孔的出料端设置有用于方便出
一种均匀快速的鞋用烘干机 料的开口结构。本实用新型将现有直角形的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均匀快速的鞋用 挤出外壳对应端改进为斜向开口，增加挤出外
烘干机，包括烘干机壳体。所述烘干机壳体的 壳对应端与双螺杆尾端之间的间隙，从而扩大
内腔中安装有抽风机，所述抽风机电连接控制 物料挤出口，进而达到避免出料挤出口处的物
器，且抽风机的出风口接通有排气管，所述进 料堆积、堵塞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结构简
气管穿通安装板并延伸至加热装置壳体内，所 单，效果明显，具有实用性。
述安装板和加热装置壳体均位于烘干机壳体
专利权人：贝克兰(厦门)新材料有限公司
内腔中。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将该烘干机放
发明人：廖乾明 周辉 刘刚 吴诗元 王世军
地址：(361000)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
入鞋内，通过抽风机的设置，使得鞋内的空气
通过抽风机的进气管抽入抽风机内，且鞋内的 街道阳明路 29 号东侧 B 区
空气通过抽风机的排气管输送出，达到使鞋内
一种格宾石笼投放用滑板箱
的空气循环流通的效果。通过烘干机壳体内
本实用新型涉及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
加热装置壳体的设置，使得在加热电阻丝的工
作下，鞋内的布料能得到有效的烘干的效果， 一种格宾石笼投放用滑板箱，包括框架。框架
使得烘干的效率增高，达到快速、均匀地烘干 分上下两层，框架的下层设有滚轮组，框架的
的效果。
上层设有支撑板，框架上层两侧设有挡板，框
专利权人：温州巨纳鞋业有限公司
架的上部设有挂钩，挂钩处设有吊绳。本实用
新型能够辅助机械自动化对格宾石笼进行施
发明人：宛家勇
地址：(325007)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仰义 工投放，节省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街道沿达路 2 号 3 幢
专利权人：
重庆恒瑞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发明人：
方玉洪 陈登凤 王建中 李达明 黎亮
一种塔盘板连接件
地址：(409000)重庆市黔江区河滨西路西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塔盘板连接件，用 段 131
于连接第一塔盘板和第二塔盘板，第一塔盘板
一种节能环保水面清污装置
的一端设有搭接部，搭接部平面高度低于第一
塔盘板平面高度且搭接部平面与第一塔盘板
一种节能环保的水面清污装置，包括筛分
平面平行，塔盘板连接件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 底座。所述筛分底座包括连接板，所述连接板
端和第二端，第一端固定在第一塔盘板上，第 的内侧设有连接件，所述连接板通过连接件与
二端沿垂直于第一塔盘板平面的方向延伸得 第一隔板相连，所述第一隔板的内侧设有第一
到一突出体，第二塔盘板包括相对设置的第一 过滤筒，且第一过滤筒贯穿第一隔板，所述第
表面和第二表面，使第二表面与搭接部贴合， 一隔板通过第一底板与第二隔板相连，且第二
相对突出体朝向或远离第一塔盘板方向滑动 隔板通过连接件与连接板相连，所述第一底板
第二塔盘板，使突出体与第一表面固定或脱 的表面设有通水孔。该节能环保的水面清污
离。该塔盘板连接件结构简单，不需要螺栓或 装置在第一过滤筒、第二过滤筒、第三过滤筒
螺丝等连接，不容易生锈、卡死，即使长期使用 和第四过滤筒的作用下，可以使水面清理得更
后也容易拆卸，减少了工作量。
加彻底，使水面更加透彻，在悬浮块和吸油垫
专利权人：深圳市诚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作用下，可以彻底清理水表面的油，通过第
发明人：廖海文 陈克奉 陈超
一隔板、第二隔板、第三隔板和第四隔板可以
地址：(518000)广东省深圳市高新北区新 使水面垃圾分类处理，可以在娱乐的同时进行
西路 2 号东方信息港 1 栋 301
水面清理，保护环境。
专利权人：施阿丹 发明人：施阿丹
移动车载充电设备
地址：(325612)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芙蓉
及其电池组结构
镇西岙村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移动车载充电设备
可变透视节电冰箱
及其电池组结构，
其中移动车载充电设备包括电
池组结构。所述电池组结构包括电池组和电池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可变透视节电冰
组固定支架，
电池组固定支架包括竖直支撑架和 箱，包括箱体、箱门和压缩机。所述压缩机安
至少两个电池组支撑架，
电池组支撑架沿着竖直 置于箱体下部，所述箱门活动连接于箱体上，
支撑架的长度延伸方向分布；
电池组托盘，
电池 所述箱门上设有观察窗，所述观察窗内镶嵌有
组安装于电池组托盘上；
电池组托盘的底部设置 可变透视玻璃，所述可变透视玻璃由透明玻璃
有装配滑轨，
电池组支撑架设置有与装配滑轨相 和调光膜层叠构成，所述调光膜和灯具电连接
配合的滑槽，
装配滑轨能够沿着滑槽的延伸方向 有电源驱动装置，所述电源驱动装置电连接有
滑动。通过利用装配滑轨和滑槽的相互配合，
可 触发控制器。本实用新型采用调光膜与玻璃
以保证电池组托盘能够与电池组支撑架相连接， 覆合构成可控的可变透视玻璃，既能够人工操
在对电池组进行检修或拆除时，
只需要拖拽相应 作，也可以自动感应人体动作，自动显示冰箱
的电池组托盘即可保证将对应的电池组从电池 内物品，能够在不打开箱门的情况下清楚的查
组固定支架上拆卸下来，
降低了工作难度，
提高 看冰箱内物品，大大减少了冰箱开门次数，从
了工作效率。
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专利权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
专利权人：怡通科技有限公司
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发明人：孟凡杰
发明人：令狐昌伟 贺刚 袁昌荣 蒋顺业 任
地址：(261041)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新城
树强
街道玉清社区东方路 726 号
地址：
(400023)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

防盗螺丝组件

本实用新型涉及防盗螺丝组件，包括螺栓
和螺母。所述的螺栓上端中间有竖直的第一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易排屑的机床底 空芯，第一空芯下面是弧形第二空芯，第一空
座，
属于机械加工辅助装置领域，
它解决了现有 芯和第二空芯顺滑连通，在第二空芯内部有
排屑槽结构复杂、
生产成本高等问题。该易排屑 过盈配合的圆弧形销钉，所述的销钉下端具
的机床底座包括主体和滑轨，
滑轨固定连接在主 有尖端，所述的螺母内壁侧面具有配合尖端
体上表面的中间部位上，
滑轨上安装有可沿滑轨 的凹槽，所述的第二空芯下端开口在螺栓的
纵向滑动的滑台，
主体两侧开设有两个相互对称 左侧，第一空芯偏向螺栓中心的右侧。本实
且倾斜的排屑槽一，
主体后壁上开设有排屑口， 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防盗效果好、安装容易
排屑口与排屑槽一相互配合且排屑口的底面与 的优点。
排屑槽一的底面共面，
主体中间部位的顶面上开
专利权人：长葛市吉庆机械厂
设有倾斜的排屑槽二，排屑槽一位于滑轨的两
发明人：杨卫国
侧，
排屑槽二位于滑轨的内侧。本实用新型具有
地址：(461500)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彭化
结构简单、
生产成本低等优点。
路蒋庄工业区（吉庆机械厂）

一种易排屑机床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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