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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将可燃冰研究技术推向世界领先水平

60 后+80 后=50 余项专利
记者见到了天然气水合物创新团队主要负责
人刘昌岭研究员。据刘昌岭介绍，实验室制作
据《半岛都市报》报道 在日前举行的青岛 可燃冰现在已不是难事，但如何模拟海底真实
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情景并非易事，海底压力、温度、气体运移方式
天然气水合物创新团队获得了“2017 青岛科技 等，都会对可燃冰的勘探产生影响。由于野外
进步奖”
(创新团队项目)一等奖。
勘探可燃冰成本太高，通过实验室模拟海域可
记者来到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探访该团 燃冰形成场景活动数据，才是最经济的手段。
队时发现，团队中除两位负责人是 60 后外，其 刘昌岭说，实验室要通过越来越接近真实地模
余 10 位成员全部是 80 后，正是这个“60 后+80 拟海域场景获得数据，才能为野外勘探提供更
后”的组合，已拥有可燃冰研究 50 余项专利，并 准确的参数，
这还需要不断努力。
将中国的可燃冰研究技术推向世界领先水平。
据了解，可燃冰深藏于具有高压、低温环
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内， 境的海底或者陆地上的高纬度冻土带内，开采

难度大、成本高。目前，我国已于 2017 年对南
海可燃冰实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规模试
采，
并获得成功。
据刘昌岭介绍，2012 年，以该团队为核心
的实验室被正式批准建设国土资源部(现自然
资源部)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青岛海地所
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团队已成为我国天然气水
合物科技创新的核心团队，拥有 50 余项专利，
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此前，该团队创
新提出的水合物试采适度防砂理念，集成创新
水合物试采技术，为 2017 年南海北部天然气水
合物试采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占地约 500 平方米装置年处理污泥能力可达 3 万吨

重庆盎瑞悦专利利用率100%
据《重庆日报》报道 将含水率 80%以上的
生活污泥放入专门的装置焚烧，产生的残渣经
过无害化处理，不仅可以作为建筑材料轻质墙
板的原材料，
还能成为有机肥料的成分。
整个淤泥焚烧过程，
闻不到臭气，
也看不到
排烟。记者近日在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的重庆
水务集团大九污水厂内，
见到了这套占地约 500
平方米的装置，
其年处理污泥能力可达3万吨。
提供装置的重庆盎瑞悦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盎瑞悦”
）是一家“小而富”的高成长性

环保企业。这家企业去年的销售收入只有几
千万元，但今年上半年，初步预计其销售收入
就能增长 10 倍以上。
说盎瑞悦是家小公司，是因为这家公司的
办公楼只有几百平方米，而公司员工也不足
200 人。
说它富，是因为公司依托不到 70 人的研发
团队，在特殊固废处置领域持续创新，突破世
界级难题，
赢得了广泛市场。
“我们公司拥有专利 42 项，其中发明专利

天津知产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确定
据天津市知识产权局消息 日前，天津市知
识产权局组织开展 2018 年度知识产权专项资
金重点资助项目申报相关工作，经企业申报、
各区审核推荐、形式初审、专家评审、局长办公
会审定、公示等工作程序，从 177 项申报遴选确
定 87 项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围绕
大力培育高价值核心专利、完善专利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发展决策和发展规划提

供专利导航引导服务、完善京津冀区域知识产
权保护协调机制、增强企业专利保护预警分析
能力等工作目标，进一步增强该市知识产权创
造、保护、运用和管理能力，夯实知识产权强市
基础，助力企业家津门创新创业，进一步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好的服务天津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
周平

就有 32 项，还有两项是国际发明专利。”盎瑞悦
负 责 人 李 一 说 ，公 司 专 利 的 利 用 率 达 到 了
100%！
“ 与一些科研机构和企业将许多专利束
之高阁不一样，我们申请的专利都是用在产品
里的，不用的我们就不申请。”说这话时，李一
脸上写满了自豪。
目前，盎瑞悦研发制造的同等处理能力的
装备与国外设备相比，投资量不到 1/10，运营
成本不到 1/3，
占地面积不到 1/5。
“由于实现了低成本和集约化，我们的设

在该团队中，李彦龙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这位 1989 年出生的小伙子，目前也是该团队 80
后成员中唯一获评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地质
人才”的成员，也是 80 后成员中唯一跟随蓝鲸
一号赴南海进行可燃冰试采工作的成员。
李彦龙在团队中主要负责海洋粉砂质天
然气水合物开采储层出砂与防砂管控方面的
研究，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 2017 年我国首次海
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所以，2017 年 5 月 8
日，他跟随蓝鲸一号到了南海，参与了我国首
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
李彦龙介绍，由于海底天然气水合物主要

藏于海底砂质地层，所以开采出来的可燃气体
中会混合水、泥土等，如果泥土直径过大、浓度
过大，就会对勘探仪器产生磨损，所以他主要
起到观测监督的作用。
作为团队带头人、首批“李四光学者”称号
获得者，青岛海地所所长吴能友说，本次团队
能从 20 多个候选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青岛科
技进步奖(创新团队项目)一等奖，实属不易。
据吴能友介绍，本次科技进步奖的评奖要
求不但看重科技创新成果，还需要对经济社会
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
挥重要作用。所以，他对手下的这 10 位年轻人

备甚至可以缩小到一辆中型货车上，成为车载
移动设备。”
李一举例说。
由于技术特点远优于国外设备，老技术几
乎失去了市场和发展空间。李一说，
“我们目前
正在 5 个国家申请国际专利，
这其中就包括制造
业强国德国和日本，
一方面是自我保护，
另一方
面也为将来拓展海外市场做好技术储备。
”
李一这样总结盎瑞悦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拥有环保行业里，技术门槛较高的特
殊固废处理能力；
二是拥有核心的产品；
三是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把内功练扎
实，不断提升，才能不被对手追上。
不过，
“酒”好，如何让市场了解和验证？
通过专业的“吆喝”，盎瑞悦在短短 1 年时
间内就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韩梦霖

高科技软件锁被仿冒贱卖
专利公司半年亏损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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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予厚望。
据吴能友介绍，可燃冰还只是潜在能源，
离产业化生产还很远。目前只是通过技术攻
关确定能把可燃冰开采出来，但要实现产业
化应用还需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投入产出之
间能否达到平衡，能否产生经济价值。二是
必须有足够的储存量保证开采工作。吴能友
告诉记者，虽然目前估算其资源量相当于全
球已探明传统化石燃料碳总量的两倍，但资
源量包含该地已经发现的、未发现的、能开采
的、不能开采的总和，能开采的部分是储量，
储量才是我们能利用的。吴能友说从资源量
到储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产业化生产至少
还需要 10 年。
“未来还需要科学、技术、工程等各方协调
努力。”吴能友说，下一步该团队将会更多地从
技术、方法上进行研究，如采取何种方法提高
产量、如何提高储量的预测、从微观看开采渗
流的变化等。
王丽平

新建江湛铁路江茂段获 25 项专利

本报综合消息，在江湛铁路试运营前，世界最先进的高铁综合检测车以时速 220 公里检测
新建江湛铁路江茂段，其轨道质量指数（TQI）值为 2.6、优良率达到 100％，达到全世界同类高
铁线路的最高水平。在建设管理过程中，广铁集团与参建单位一起积极研究，探索运用最新
技术建设江茂段，努力改善旅客乘车体验。截至目前，新建江茂段共计创新运用新技术 50 项，
创新工艺工法 78 项，
获专利 25 项。
曾勇 威马灿

据《法制晚报》报道 高科技专利软件锁被 案组再次兵分两路，一组继续深入调查此案的
仿冒后，在网上低价贱卖，专利公司半年亏损 “漏网之鱼”——该团伙的主犯、剩余投资人、
上百万。近日，北京市警方与河南警方合作抓 交易链的上家、网店的发货人及该网店仓库的
获 10 名涉案嫌疑人。
具体位置，另一组则负责剩下 3 家网店的取证
据了解，这个侵犯着作权犯罪团伙，涉案 调查工作。
据《中国知识产权报》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 特色专利信息服务产品，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和
金额达 100 万余元。
目前，张某超等 10 名嫌疑人因涉嫌侵犯着
在民警起获的电脑中，显示该团伙并不只 作权罪已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 局近日印发 2018 年度全国专利信息传播利用 市场竞争。
工作计划，明确三项工作重点，提出十项具体任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了一系列积
经营一家网店，还有另外 3 家网店，只不过销量 步侦办当中。
务，扎实推动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深入开展。 极措施，加大对西部省份的专利信息帮扶工作，
并不高，在网上搜索时排名比较靠后。于是专
周蔚 孙玢
计划明确，不断完善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 试点开展了地方专利信息传播利用能力培育工
会议。
作体系建设和协调发展，促进和深化体系作用； 作、探索行业基地建设的新思路；不断推进专利
近年来，我国专利代理行业规模稳步扩
多方位开展信息利用引导，增强创新主体专利 信息人才的科学发展，加大专利信息人才队伍
大，服务领域多元化拓展态势日益明显。截至
信息利用能力；优化专利信息人才培养，促进专 建设力度；扎实做好专利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
2018 年 5 月，有 42049 人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
利信息人才作用发挥。
加大对专利基础数据的开放力度，免费向社会
执业专利代理人达到 17792 人，专利代理
计划强调，加大对基地、站点和网点人员能 提供国内外最新专利基础数据；会同有关部委、
机 构 达 到 1937 家 ，分 支 机 构 为 1326 家 。 与
力素质的培养，提升专利文献服务网点服务能 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积极推进专利信息公共
2015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53%、29%、54%，分支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在珠海召开的第四 向，进展很顺利”，一家参会以色列企业负责人 力，促进企业提升专利信息利用能力；立足于西 服务平台建设，依托专利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
机构数量翻了一番。
彭国威
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会上，来自以色列高校 告诉记者，来珠海参加大会之前，有同事曾对 部省区发展特点和具体需求，以点带面，发挥帮 积极组织开展专利分析预警和专利导航产业发
的 4 项高价值专利技术首次在我国拍卖，其中 该公司将最新技术引入中国，知识产权是否会 扶工作成果的辐射效应，开发适合小微企业的 展等工作，受到普遍欢迎。 王宇 张晓东
一项名为“检测神经病变的方法和系统”的发 受到充分保护心存疑虑，但这次在中以大会的
明专利以 33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
所见所闻逐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就在一天前，中以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交易
以色列以其技术创新著称于世，高科技在
必要专利，并且只支持 5G 的手机，将会收取
2.275%（按照整机售价）的专利费用；使用高通 平台正式上线，致力于为中国、以色列两国提 其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该国积极的创新
据《贵阳日报》报道 近日，记者从贵州省科
此次共有 28 名专家受聘入选“专家库”。
标准必要专利，并且支持 3G/4G/5G 的手机，将 供知识产权跨境资产交易、服务交易，以及知 政策、世界领先的研究机构、高科技创业公司
都源于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中以建交以来经 学技术厅获悉，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 “专家库”的主要职责是为贵州各级知识产权
会收取 3.25%的专利费用；
使用高通标准必要专 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国际运营服务。
“这次大会为我们敲开中国市场大门提供 贸合作快速发展，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 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该省组建“贵州省 管理部门、知识产权保护重点联系机制成员单
利加非标准必要专利，并且只支持 5G 的手机，
专利侵权判定咨询专家库”，为行政保护专利 位提供专利侵权判定、涉外诉讼的咨询意见。
将会收取 4%的专利费用；使用高通标准必要专 了很好的平台，我们做完路演后，立即有多家 热点。
权提供专利侵权判定咨询服务。
龙震宇
李洁琼 杨亮
利加非标准必要专利，并且支持 3G/4G/5G 的 中国企业和投资者预约，目前正在洽谈合作意
手机，将会收取 5%的专利费用。此外，高通还
表示，智能手机 5G 许可费的整机销售价上限
介活动、规范“桥头地瓜”产品包装、扶持桥头
为 400 美元。
地瓜原种苗扩繁项目等措施，切实加强“桥头
柳溪权
地瓜”品牌保护，不断提升品牌价值和影响
力。今年初，
“桥头地瓜”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桥头镇沙土村是“桥头地瓜”的主要种植
地。沙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文克告诉记者，
机的外形设计到系统功能，牵扯面非常多。苹
本报综合消息“2006 年，我创办这家公司
据了解，自 2015 年以来，卓越生物已被授 入 241.95 万元，占研发投入 46.96%。2017 年产 沙土村种植“桥头地瓜”年产量可达 3 万吨，年
果反复向美国加州地方法院强调，三星旗下多
的时候，当月就申请注册了‘卓越’商标，并对 权 10 项外观专利、1 项软件著作权、合作研发 品销售收入为 14310 万元，专利产品销售收入 产值约 3.3 亿元。借助“桥头地瓜”的品牌效
款智能手机不但抄袭了 iPhone 的设计，还在系
商标设计申请了著作权保护。”海南卓越生物 申报 1 项发明专利，今年将准备申报 4 项国家 为 10160.01 万元，
占销售收入比例为 71%。
应，其市场售价最高可达 26 元/斤。
统上借鉴 iOS 的滑动解锁、捏合缩放等功能，对
有限公司(下称卓越生物)董事长谢维宣日前告 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晨海水产设置了专利部，建立各项企业知
王文克说，为了防止“桥头地瓜”品牌被滥
此，法庭 2012 年裁定，三星侵犯苹果专利，要求
诉记者。历经十余年发展，卓越生物已成为国
谢维宣说：
“ 我们每年的自主创新产品推 识产权运营机制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加 用，当地正在着手建立农产品溯源系统，将对
三星向苹果赔偿 10.5 亿美元。
叶伟
内动物保健行业中知名度较高的企业。
向市场后，都受到养殖户的高度认可。下一 强企业知识产权预警及纠纷应对。目前企业 “桥头地瓜”
实行“一箱一码”
，贴上防伪标签。
记者近日随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的“知识 步，我们打算申报省级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专利实施率达到 100%，无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据海南省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产权竞争未来”主题活动，探访了解海南企业 建立行业知识产权联盟，以进一步提高创新能 发生。
南目前已培育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企业 5 家、3
如何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并以此助推企业自身 力、提高知识产权转化效率。
”
黄春仁说，公司申请专利年增长率达 50% 家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 14 家国家级知
本报综合消息，华为近日披露手表的
转型发展。
位于三亚的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下称 以上。专利部现已有 9 项自主研发的技术申 识产权优势企业，专利助推企业转型成效明
最新专利。据悉，该设备可以收纳蓝牙耳
谢维宣向记者介绍，卓越生物与多家科研 晨海水产)同样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为 请国家发明专利保护(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并 显。目前已成立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南药
机，拥有两个位置，分别是腕带和附在表带
机构合作建设研发实验室，自主研发用于对 主营海水鱼类原良种保种、育种和新品种的研 与中山大学、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同申请 产业、食品产业、医疗健康产业、旅游业、互联
的机壳中。这样的做法可以让蓝牙耳机更
虾 、河 蟹 和 小 龙 虾 等 的 60 多 种 动 物 保 健 产 发、鱼卵和种苗繁育等业务的民营企业，晨海 的发明专利两项，于 2017 年起向菲律宾推广 网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等 6 家知识产权联盟。
容易方便携带，而且华为已经申请了几种
品。
“为了帮助养殖户更好地掌握养殖技术，我 水产连年加大知识产权研发费用投入。
养殖技术和所研发的新品种。
此外，海南还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
充电方式的专利，或许能够为配套的蓝牙
们公司编著了《卓越养虾技术》等多本技术专
晨海水产董事长秘书黄春仁介绍，晨海水
澄迈县桥头镇近年来积极落实“商标富 为，净化海南知识产权市场环境。
耳机提供充电。
魏令其
刊，
并申请了著作权人。
”
产 2017 年研发投入费用 515.23 万元，专利投 农”战略，通过打造特色产业小镇、举办地瓜推
洪坚鹏

专利信息传播利用工作明确三项重点

去年全国89名专利代理人被注销执业证
据人民网报道 2018 年全国专利代理管理
工作会日前在重庆召开。国家知识产权局副
局长贺化透露，去年，全国有 89 名专利代理人
被注销执业证。
来自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知识
产权局、国防知识产权局、中华全国专利代理
人协会的负责人，以及专利代理惩戒委员会、
专利代理人考核委员会的代表约 100 人参加了

以色列高校 4 项高价值专利技术首次在我国拍卖

检测神经病变系统拍出33万元

高通：5G专利授权模式不变
本报综合消息 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全球移
动大会上，美国芯片巨头高通总裁克里斯蒂安
诺·阿蒙表示，高通预计在一些市场 5G 数据终
端将在今年 12 月发布，与高通合作的 OEM（代
工厂商）将在明年 3-4 月份推出具备完全 5G 功
能的智能手机。
阿蒙称，高通在 5G 时代专利授权模式和
收费标准与 3G/4G 时代保持一致，与中国国家
发改委达成的专利协议也会继续遵守。根据
高通早前发布的有关 5G 相关专利授权框架。
这次高通的 5G 收费标准为：使用高通的标准

贵州组建专利侵权判定咨询专家库

海南企业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专利助推转型成效明显

苹果三星七年专利大战以和解告终
据《北京商报》报道 持续七年的苹果三星
专利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美国加州地方法院
日前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苹果与三星电子已
经达成和解，不过法律文件中没有提到具体和
解内容。
苹果与三星的专利大战始于 2011 年，从手

华为手表新专利可收纳蓝牙耳机

专利信息速报
采编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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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多功能保温充气体位垫
一种多功能保温充气体位垫，设置有气垫
层、加热层和悬浮助移层。加热层位于气垫层
上方，悬浮助移层位于气垫层下方。加热层设
置有密封腔体，密封腔体连接有用于与热量提
供装置连接的输入管和排出密封腔体内热量
载体的输出管。气垫层设置有基体、多个气囊
以及控制气囊充放气的充放气控制机构。悬
浮助移层设置有悬浮气囊，悬浮气囊的上方设
置有主进气口，悬浮气囊对应主进气口的下方
位置设置有多个排气孔。该多功能保温充气
体位垫，能同时进行体温和体位调节，并在需
要移动患者时可借助悬浮助移层方便移动。
专利权人：广州涞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发明人：
黑子清 李备成
地址：
（510400）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西
槎路 827 号 13 号楼 5 楼

手动自带光源痔疮套扎器

带光源，
使用方便、可靠。
专利权人：贡山县人民医院
发明人：
吴小平
地址：
（650000）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治
州贡山县茨开路 262 号

设有两个与柜体的侧壁平行的内支撑壁。隔音
罩与内支撑壁滑动连接。隔音罩包括滑动在内
支撑壁顶部作为顶壁的顶部隔音板，设置在内
支撑壁与柜体侧壁之间作为侧壁的侧部隔音
板，以及顶部固定在顶部隔音板上作为前壁的
隔音帘。柜体内设有固定在两个相对的内支撑
微电脑腰椎治疗机
壁之间的书桌。书桌下方两侧设有抽屉，书桌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微电脑腰椎治疗 的上方设有固定在柜体后壁上的书架，书架的
机，包括上床板、下床板、床身、底座、牵引电动 底部设有照明灯和空气净化器。内支撑壁上设
机、微电脑控制器。床身固定设置于底座上， 有呈环状的茶杯固定架。当学生学习时，拉出
上床板固定设置于床身，上床板与下床板活动 隔音罩，
隔音罩与柜体形成密闭的隔音空间，
练
连接。牵引电动机作用于下床板，使下床板能 琴者进入其中练琴，
不会干扰到他人。
够水平前后移动。微电脑控制盒连接电动机，
专利权人：四川农业大学
向牵引电动机发送驱动信号。
发明人：蒲天村 钟月萍 余俊皞
专利权人：吉林省亮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地址：
（611130）四川省成都市温江惠民
发明人：
董亮 王宝山
路 211 号
地址：
（130000）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
区超群街 666E 号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手动自带光源痔
疮套扎器，包括吸管和握持手柄。吸管的自由
端呈 90°弯折形成弯折部，弯折部上设置有膨
胀球头，吸管靠近膨胀球头一端内安装有照明
装置，握持手柄内安装有与照明装置连接的锂
电池，握持手柄与吸管之间还设置有与吸管连
通的活塞杆，活塞杆外壁设置有控制照明装置
的开关。握持手柄与吸管之间设置有活塞杆，
吸管内设置有第一单向阀，活塞杆靠近吸管的
家用学习柜
一端设置有第二单向阀。本实用新型通过增
加活塞杆替代了现有的通过气管连接负压设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家用学习柜，包括
备对痔疮体进行吸取，压力可以随意调整且自 柜体，以及设置在柜体内侧的隔音罩。柜体内

家居

模具

耐高温 XPS 保温板挤塑成型模头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耐高温 XPS 保温
板的挤塑成型模头，解决了高温会使 XPS 板融
化甚至着火的问题。其特征在于：XPS 板的外
层包裹有耐高温层，XPS 板与耐高温层通过挤

塑成型。本实用新型在 XPS 板的外层包裹有
耐高温层，由于耐高温层具有耐高热性、难燃
的特点，增强了 XPS 板的耐高温性。
专利权人：舟山金佳环保再生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
发明人：徐明良
地址：
（316000）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金
塘镇西堠工业园吉祥路 8 号

理段，两小罐为污水好氧处理段，经两环节处
理后的水由出水管排出。
专利权人：张瀚 张炜
发明人：张瀚
地址：
（100191）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院 304 楼 108

设备

环保

汽车举升机台面以及汽车维修辅助设备

模块式生物集装箱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汽车举升机台面
以及汽车维修辅助设备，包括主举升台面主
体、第一阻挡组件、第二阻挡组件和提示组
件。主举升台面主体设置有限位槽。主举升
台面主体上分别设置有第一阻挡组件和第二
阻挡组件。提示组件包括浮球、连接线、控制
线以及剪切件，连接线连接主举升台面主体和
浮球，剪切件转动连接主举升台面主体，控制
线连接主举升台面主体和浮球，控制线位于剪
切件的刀口与主举升台面主体之间。
专利权人：盐城工学院
发明人：耿龙伟 赵振秀 林鑫焱
地址：
（224000）江苏省盐城市世纪大道
1166 号研创大厦

模块式生物集装箱一体化污水处理装
置可减少设备现场安装的工作量时间，解决施
工驻场长带来的问题。生物处理根据微生物
种类，分厌氧法和好氧法。通常为取得更好效
果，会厌氧好氧法联用。而过去生物处理且无
电支持的设备，呈两种形式，需安装中整合，不
免工作量人力时间上过分付出。把厌氧好氧
两功效组进集装箱成一体，从旧箱入手，使制
造节约钢材和减少能耗。集装箱运抵现场即
可埋设使用，施工更便捷。依集装箱内形，按
定额污水处理量比例，分割集装箱为大小矩形
腔罐，罐壁由玻璃钢制作。大罐为污水厌氧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