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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或 DC 模块连接 LED 灯管内的发光模组，灯
头外端具有第一接口；该灯座一端提供第二接
口与灯头外端的第一接口电性插拔连接；灯座
另一端连接有可弯曲的连杆，连杆中空而供灯
座的外接导线穿设延伸；外接导线外伸连接交
一种新型环保垃圾桶
流电或直流电。本实用新型实现 LED 灯管快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环保垃圾桶， 速插拔使用，并依据 LED 灯管内设置的 AC 或
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上表面两侧均固定连接 DC 模块，选择将灯座的外接导线连接交流电
有板框，所述板框的内侧上端固定连接有过滤 或直流电，满足室内、室外均可使用。本实用
网，
所述过滤网的下端固定连接有漏斗，
所述底 新型插拔连接，方便拆装，方便携带。
专利权人：东莞市松高实业有限公司
座的内部两侧均嵌入有管道，
所述板框的上端紧
发明人：
陈金霞
贴有护筒，
所述板框的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
地址：
（523000）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龙见
块，
所述第一固定块的内部设有螺纹槽，
所述护
筒的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块，
所述第二固定 田村茨地二路
块的内部设有螺纹孔，
所述螺纹孔的内部螺纹连
防震式 LED 面板灯
接有螺纹旋钮，
所述螺纹旋钮的另一端螺纹连接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防震式 LED 面板
螺纹槽。本实用新型能够拆卸和安装，
能够有效
保证周围的环境卫生，
便于环卫工能够对护筒进 灯，包括 LED 面板灯。所述 LED 面板灯的背面
行清洗和打扫，
使垃圾桶内部能够得到定期的清 设有至少两个防震扣，所述防震扣由安装板、
第一连接板、第二连接板和挂钩构成，第一连
理，
不会滋生细菌。
接板的一端与安装板端部垂直连接，另一端与
专利权人：孔睿敏 发明人：
孔睿敏
地址：
（264000）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焕新 第二连接板的一端垂直连接，第二连接板的另
一端设有所述挂钩，安装板上设有至少一个螺
路1号
孔，通过螺钉将防震扣的安装板固定在 LED 面
一种玩具连接扣
板灯背部相对的侧边沿，第二连接板末端的挂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玩具连接扣，包括 钩从 LED 面板灯的侧边沿伸出且悬于 LED 面
固定部位、内连接块、扣体、外螺纹、转动部位、 板灯背面上方。防震扣设置在 LED 面板灯的
扣体连接端和凸块。所述内连接块设在固定 背面，即隐藏在天花板上方，平时是处于悬空
部位的内腔，且内连接块的内侧固定设有凸 状态的，当地震情况发生导致 LED 面板灯从天
块，所述扣体连接端固定连接在扣体的一端， 花板脱落时，防震扣扣在天花板的边缘，保证
起到保险作用。
且扣体连接端位于内连接块的内腔，所述外螺 灯不会掉落砸到人或财物，
专利权人：中山市盈晖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纹设在扣体的外侧，所述转动部位设在扣体的
发明人：
叶碧茵
底部。本实用新型固定部位与内连接块通过
地址：
（528400）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凹凸状结构的内外螺纹连接，安装与拆分更加
简便、快捷，扣体通过凹槽与凸块安装在内连 博爱七路 191 号 1 栋 1 层之一
接块的内侧，可更加快速地拆分，同时整体安
一种节能监控灯
装后不易脱落，在拆分安装过程中可增加儿童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节能监控灯，包括基
的动手能力。
座、
固定于所述基座的发光体、
角度调整装置、
摄
专利权人：广州市星杰玩具有限公司
像头、温控设备、红外探头和控制器。所述基座
发明人：
杨小湛
所述发光体连接于所述上
地址：
（510030）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 包括上基座和下基座，
基座，
若干个所述红外探头设置于所述下基座的
西路 86 号 1301 房
外壁，
所述摄像头设置于所述发光体的一侧，
所
一种 EPS 保温复合墙板
述温控设备、
红外探头和摄像头均与所述控制器
所述控制器与 LCD 显示屏电连接；
所述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 EPS 保温复合墙板， 电连接，
所述下
包括连接骨架、加强层一、通孔一、保温材料一、 角度调整装置设置于所述下基座的底部，
防护层一、
外层一、
连接件一、
凸台一、
凹槽一、
加 基座的端面上设置有若干个散热孔。本实用新
感应到有人来的时候，
灯便
强层二、
通孔二、
保温材料二、
防护层二、
外层二、 型设置有红外探头，
同时灯上装有摄像头，
起到安保作用，
方便
连接件二、
凸台二和凹槽二。本实用新型结构合 发亮；
避免能源浪费，
节约成本，
体现节
理简单、生产成本低、安装方便，
功能齐全，
设置 进行安防管理，
了连接骨架，
以及在连接骨架两侧分别设置了加 能监控灯的智能化。
专利权人：
佛山市南海区鑫科光电有限公司
强层一和加强层二，
从而能够有效保证本复合墙
发明人：
吴炽春
板的强度，
另外还在连接骨架上下端分别设置了
地址：
（528200）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
连接件一和连接件二，而多个本复合墙板安装
时，
连接件一中设置了一个凸台一和两个凹槽一 河西湾溪工业区 38 号
正好与连接件二中的设置的一个凹槽二和两个
一种免疫学反应孵育箱
凸台二相连接，
从而保证了连接安装后的可靠性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免疫学反应孵育
和稳定性。
箱，包括底座、温度显示屏、孵育板和隔离板。
专利权人：上海贝恒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所述底座的顶端安置有孵育箱主体，且孵育箱
发明人：
麻新闻 薛东升 谢旭东
地址：
（201505）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林盛 主体的内侧固定有加热装置，所述温度显示屏
镶嵌于加热装置的左侧，且加热装置的右端和
路 318 号
导热管相连接，所述孵育板安装于导热管的顶
一种稳压电源
端，且孵育板的中部设置有防护板，所述隔离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稳压电源，包括稳压 板安装于孵育板的两侧，且孵育板的上方镶嵌
模块、采样模块和保护模块。所述稳压模块的 有顶板，所述顶板的底端固定有换气口，且换
第一输入端与外部电源电连接，所述稳压模块 气口和鼓风机相连接，所述鼓风机的右侧设置
的第一输出端与采样模块的输入端电连接，所 有蓄电池，所述孵育箱主体的右侧镶嵌有孵育
述稳压模块的第二输出端与所述保护模块的 箱门，且孵育箱门的外壁设置有观察口。本实
输入端电连接，所述采样模块的输出端与所述 用新型结构简单新颖，通过加热装置和导热
稳压模块的第二输入端电连接，所述稳压模块 管，可使孵育箱内的温度得到有效控制，更利
还包括输出稳压电源的第三输出端；所述稳压 于细胞的生长。
专利权人：张艳平 发明人：张艳平
模块包括依次电连接的交流变直流单元、电压
地址：
（415100）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
调整单元和直流变交流单元。本实用新型解
决了机车上的 220V 回路负载电器的供电电压 路 4253 号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不稳定，造成电器欠压或过载，甚至导致电器
一种运动测速物理实验装置
损坏的问题，使机车上的负载电器的供电电压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运动测速物理实验
稳定在 220V，
使用更加安全。
包括实验台。所述实验台的上表面设有第
专利权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神 装置，
一滑动轨道和第二滑动轨道，
第一滑动轨道内设
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直线电机的一侧设有连
发明人：
张福忠 汪涛 纪和平 吕福 王海波 有滑动连接的直线电机，
连接架的上表面设有红外线灯，
所述第二
地址：
（100011）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 接架，
滑动轨道内设有两个滑动连接的滑动连接座，
通
路 22 号神华大厦
过直线电机可以带动连接架左右移动，
测速更加
一种旋转式可调插销件
方便，
在 L 型支架上设置了第一红外线感应器和
通过第一红外线感应器和第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旋转式可调插销 第二红外线感应器，
使得计
件，利用安装座、插销套筒与插销组装形成旋 二红外线感应器来控制计时器进行计时，
通过计算器可以对速度进行计算，
转式可调插销，在插销套筒上分别设置第一限 时更加准确，
操作
位槽与第二限位槽，利用插销可与插销套筒发 使得计算更加方便。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
不但可以准确计算出速度，
而且计算出的
生同步转动的特性，保证插销在被触碰发生旋 简便，
转时，插销与第二限位槽同步旋转，不会发生 结果更加准确。
专利权人：吉林大学
发明人：
何越
脱离。
地址：
（130000）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专利权人：浙江瑞航应急救援成套设备制
2699 号
造有限公司
发明人：
李治
一种美术教学用绘图装置
地址：
（313100）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林城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美术教学用绘图
镇工业集中区浙江瑞航应急救援成套设备制
装置，包括一绘图架、设置在绘图架上的电子
造有限公司
绘图设备以及设置在教室墙壁吊顶上的投影
一种建筑工地用活动墙板
设备。电子绘图设备包括设在绘图架上的主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建筑工地用活动 机和连接于主机的触控绘画屏，主机上设有屏
墙板，包括墙板主体、活动轻钢架。所述墙体 幕录制系统，投影设备包括固定在教室吊顶上
主体设置为 U 型，所述墙板主体内腔两侧侧壁 的投影仪和固定在教室墙壁上的投影幕布，屏
均设置有第一滑动槽，所述活动轻钢架左右两 幕录制系统连接投影仪，投影仪与投影幕布相
端均转动连接有第一滚轮，所述活动轻钢架通 对。绘图时，通过触控笔在触控绘画屏上绘制
过第一滚轮滑动卡接在第一滑动槽内腔，所述 线条图像，然后屏幕录制系统将绘画轨迹录制
活动轻钢架顶端面设置有彩钢复合板，所述墙 出来并传输给投影仪，经投影仪投放在投影幕
板主体顶端两侧均设置有密封挡块，所述活动 布上。本实用新型可将绘图细节和绘图轨迹
方便学生观摩学习。
轻钢架底端面设置有四边形凸块，所述四边形 放大还原在投影幕布上，
专利权人：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凸块设置有若干个，且均匀间隔分布在活动轻
发明人：
阿荣
钢架底端面,所述四边形凸块底端面固定设置
地址：
（010051）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有弹性钢板，所述弹性钢板通过第二滚轮滑动
卡接在第二滑动槽内腔。本实用新型为建筑 赛罕区巴彦镇大学城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
工地用活动墙板，能够缓冲外界的冲击力，保 术学院
护彩钢复合板不发生形变，
简单实用。
复合闸板结构
专利权人：山东飞越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复合闸板结构，包
发明人：
杨杰
地址：
（251400）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城济 括固定边框和可拆卸固定于该固定边框内的
闸板本体。所述闸板本体包括设于闸板本体
北开发区强劲街北汇鑫路东侧
上、下两侧面上的面板和设于上、下两面板内
便携式灯具
的蜂窝芯，所述蜂窝芯上规律的分布若干个垂
本实用新型涉及照明技术领域，尤其是便 直所述面板表面的通孔。该复合闸板通过四
携式灯具，包括 LED 灯管、灯座。该 LED 灯管 边边框、两面铝板将闸板内部蜂窝芯围成封闭
的一端具有灯头，灯头内设有 AC 或 DC 模块， 的空间，可防止内部进水，蜂窝芯对两面的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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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形成高强度的支撑，相比原有的铸铁或钢铁
质闸板，重量大为减轻，而强度由于采用了蜂
窝芯结构而不会下降，并且能够在水中工作时
的耐腐蚀性能也大为提高。
专利权人：苏州时昶水利科技有限公司 兰
州时昶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发明人：
李博 刘明强
地址：
（215300）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开发
区中小企业园风琴路 108 号 6 号厂房

一种农业灌溉用植保无人机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农业灌溉用植保
无人机，包括机架、安装在机架顶部的机身。
所述机身的侧面设置有多个机臂，每个所述机
臂上均安装有电机驱动的机翼，所述机身的固
定连接有底部连接有水箱，所述机架的底部设
置有横杆，所述横杆上安装有电动机、变频器
和水泵，所述电动机与水泵相连接，所述变频
器与所述电动机电性相连。本实用新型结构
紧凑合理，使用方便，通过水箱、电动机、水泵、
变频器、喷水杆和喷头等部件实现恒压喷水灌
溉的目的，使植保无人机运行更加稳定，另外
通过减震装置能够有效抵消电动机运转所产
生的震动，进一步减轻植保无人机飞行时的抖
动情况，
确保飞行平稳。
专利权人：安徽农业大学
发明人：
武静雯
地址：
（230000）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130 号

管分别与冷却水塔的上侧端和下侧端连通，
出水
管上设置有抽水泵，
进水管上设置有进水阀门。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
冷冻干燥效果好，
节约能
耗，
避免二次污染，
避免氧化变质。
专利权人：谭佩毅
发明人：谭佩毅 黄和升 王海平 黄秀锦
地址：
（223005）江苏省淮安市高教园区枚
乘路 4 号

一种新型带自粘功能防水卷材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带自粘功能
防水卷材，包括塑料纸层、胶水层、聚氨酯层、
钢丝网层、防水橡胶层。所述防水橡胶层下表
面铺设有聚氨酯层，聚氨酯层下表面铺设有钢
丝网层，钢丝网层下表面铺设有聚氨酯层，聚
氨酯层下表面铺设有胶水层，胶水层下表面粘
黏有塑料纸层；所述防水橡胶层的厚度为三毫
米，所述聚氨酯层的厚度为两毫米，所述胶水
层的厚度为两毫米；所述钢丝网层由不锈钢钢
丝编织而成。本实用新型防水卷材材质较厚，
本身自带有胶水层，当此防水卷材铺设在地面
后，可稳固地粘黏铺设在地面，保证了铺设后
的防水效果。
专利权人：镇江市丹徒区长丰建材厂
发明人：毕彦炳
地址：
（212000）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高资
镇街道汤巷

皮毛收集处理系统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皮毛收集处理系
一种数据采集控制系统
统，涉及粉尘、废气、碎毛处理技术领域，包括
本实用新型主要涉及一种数据采集领域， 废气处理系统、粉尘处理系统和皮毛收集处理
更具体地，涉及一种数据采集控制系统，包括 系统。所述皮毛收集处理系统包括皮毛收集
压力传感器、流量计、温度传感器、放大模块、 处理器和引风机，皮毛收集处理器的进料口通
模数转换、单片机、电源模块、指示灯、存储模 过引风机设置在皮草生产制作系统中产生碎
块、接口电路、PC 机、按键模块、复位电路和显 毛、碎皮的车间，皮毛收集处理器还设有与排
示模块。电源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单片机的 气口和用于排出碎毛、碎皮的出料口。本实用
输入端；单片机的输出端连接着指示灯的输入 新型可以对皮草生产制造行业中产生的粉尘，
端；单片机的输出端连接着存储模块的输入 喷漆打蜡过程中产生含有苯、甲苯、二甲苯等
端；按键模块的输出端连接着单片机的输入 物质的废气，以及碎毛、碎皮等进行处理，减少
端；复位电路的输出端连接着单片机的输入 对环境的污染。
端。本实用新型一种数据采集控制系统，采集
专利权人：
江苏泰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温度、压力、流量信号，将采集到的信号经过放
发明人：陆科 潘海龙 包向明 宋仕钧
大转换，转换成数字信号经过单片机进行存
地址：
（214200）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新庄
储、显示等，信号通过 USB 接口传输到 PC 机进 街道工业集中区新北路
行处理实现数据采集和控制。
电源供电线路
专利权人：吴华稳
过热自动保护装置
发明人：
吴华稳
地址：
（100073）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太平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电源供电线路过热自动
里 5 号楼 907
保护装置，
包括绝缘外壳。所述绝缘外壳内固定
设有导热硅块，
在导热硅块中心孔内穿入电源线
一种流量自动控制型压力表 段，电源线段的一端连接电源供电线路插接口；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流量自动控制型 电源线段的另一端连接温控开关，
接温控开关的
压力表，包括壳体、安装颈、弹簧管、指针和传 定触点通过导线连接大功率充电设备线路插接
动机构。安装颈包括安装架、底板、隔离罩、引 口。该电源供电线路过热自动保护装置，
由于电
流管和介质过渡架，安装架上设有蓄流通孔， 动汽车类大功率电气设备在充电过程中，
供电线
隔离罩上设有多个过滤孔，介质过渡架上设有 路达到过热时的限定温度，
即可自动断电，
当电
过渡通孔，过渡通孔包括第一过渡段和第二过 源供电线路降温至安全范围内后，
又能自动接通
渡段，介质过渡架位于过渡通孔内安装有定位 电源充电，
能够有效保护充电供电线路、防止过
座，定位座上可移动安装有定位杆，定位杆的 热或火灾事故的发生，
使电动汽车类大功率电气
两端均安装有隔液板，隔液板通过复位件连接 设备充电更加安全。
定位座；弹簧管安装在壳体上，蓄流通孔第二
专利权人：山东昊宇车辆有限公司
端与弹簧管连通，指针可转动安装在壳体上，
发明人：周美金
弹簧管通过传动机构与指针连接。本实用新
地址：
（271199）山东省莱芜市高新技术开
型使用方便，可有效减少介质压强突然变化对 发区汶河大街 010 号
本实用新型测量精度的影响。
一种分体式电机端盖
专利权人：安徽蓝润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发明人：
陈万林 庄连美 植宏春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分体式电机端盖，
地址：
（239300）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经济 包括前端盖和后端盖。前端盖的中心设轴孔，
开发区天汊路与经七路交汇处
前端盖上位于轴孔的外围从内到外周向均布
腰圆形孔、螺纹孔和第一通孔，后端盖的中心
一种长度可调节热电偶
设向前端盖所在侧凸出的护筒，护筒为圆筒形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长度可调节热电 且外壁上设第二通孔，护筒的内径大于轴孔的
偶，包括接线盒、保护组件、第一导体、第二导 直径，后端盖通过沿其外缘周向均布的连接柱
体。第一保护管远离接线盒一端内圆周设有 连接前端盖，连接柱的端部设贴合前端盖的连
第一环形槽，第一环形槽槽壁设有第一内螺 接片，连接片与螺纹孔相对应并通过螺钉拧入
纹；第二保护管一端设有第一环形圈，第一环 连接片和螺纹孔将前端盖和后端盖固定在一
形圈外周设有第一外螺纹，第二保护管远离第 起，连接柱内侧设环状的金属网，金属网的两
一环形圈一端内圆周设有第二环形槽，第二环 端分别抵住前端盖和后端盖。本实用新型的
形槽槽壁设有第二内螺纹；第三保护管一端设 分体式电机端盖散热效果好，能对露出的转轴
有第二环形圈，第二环形圈的外圆周设有第二 部分进行防护，同时可以防止大颗粒异物进入
外螺纹，第三保护管远离第二环形圈一端内圆 端盖内部。
周设有第三环形槽，第三环形槽槽壁设有第三
专利权人：李娟
内螺纹；第四保护管一端设有第三环形圈，第
发明人：李国初
三环形圈外圆周设有第三外螺纹；第一导体、
地址：
（312000）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龙洲
第二导体两端连接形成回路。本实用新型实 花园 20 幢 607 室
现了对不同高度的测温区域进行温度测量。
一种交通管理提示装置
专利权人：安徽蓝润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发明人：
陈万林 庄连美 植宏春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交通管理提示装
地址：
（239300）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经济 置，包括显示屏。所述显示屏的外部设有固定
开发区天汊路与经七路交汇处
保护框，所述放置槽的内部左右两侧均设有限
位杆，所述限位杆的上下两端均设有固定件，
一种智能电动车声音导航装置 所述限位杆的外部设有转筒，所述限位杆与转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智能电动车声音导 筒转动连接。本实用新型通过向外转动手柄，
航装置，包括连接套、支架、电源转换器、护罩、 手柄带动限位头向外侧运动，有效避免了当放
存储器、导航装置、LED 液晶显示屏、语音播放 置在狭小的空间时，导致交通管理提示装置无
器、球铰链、麦克风、平台、控制装置和垫片。 法使用现象发生，适用性较强。其通过第三支
所述存储器存储有各个执行指令设置的语音 撑杆对连接筒进行支撑，连接筒通过连接件连
指令，所述连接套固接在所述支架的下端，所 接件对遮挡板进行支撑，通过安装杆与固定座
述支架上端设有一所述平台，所述平台外侧罩 匹配对遮挡板进行固定，遮挡板对雨雪进行遮
有一层所述护罩，所述导航装置装置分别经由 挡，有效避免了当雨雪天时会对显示屏造成损
导线连接所述 LED 液晶显示屏和所述语音播 坏，延长了显示屏的使用寿命。
放器，所述 LED 液晶显示屏背面经螺栓固接有
专利权人：苏州蓝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所述导航装置。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采用
发明人：徐晓峰 周明 张星
语音智能控制导航，通过导航装置将导航的画
地址：
（215220）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
面经由 LED 液晶显示屏显示出来，无需手动操 镇苏州河路 18 号
作，避免行驶过程中出现意外，安全性能高，使
一种低能耗汽车空调系统
用方便。
专利权人：
天津恒远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低能耗汽车空调系
发明人：
郭文强
统，
包括常规汽车空调系统。在汽车发动的机外
地址：
（300000）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河北 壳支架上设有小型发动机，
小型发动机通过由控
工业大学科技园 7 号楼 705 室
制电路控制的电动马达与蓄电池连接；
小型发动
机的输出轴通过皮带轮与设置在空调压缩机的
一种食用菌冷冻干燥系统
输出轴上的辅助电磁离合器连接；
在控制电路上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食用菌冷冻干燥系 设有空调选择开关，
空调选择开关的输入端与空
统，
包括冷冻房、
冷凝罐、
冷冻机和真空泵。所述 调控制器连接，
输出端分别与主电磁离合器或辅
冷冻房内支撑有多层物架板，
冷冻房顶部设置有 助电磁离合器连接；
空调控制器通过控制电路与
换热器，
换热器下方固定有冷风机，
所述冷冻房 油泵连接。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制作成本低，
通过管道连接冷凝罐，
冷凝罐侧端通过管道连接 采用停车时使用小型发动机带动汽车空调运作
真空泵，冷凝罐内的捕水器通过管道连接冷冻 的系统，
有效降低燃油消耗，
达到节能目的，
具有
机，
所述冷冻房通过管道依次连接有循环泵、加 耗能低、
环保等特点。
热器、冷交换器和物架板内的热交换管，
所述冷
专利权人：李忱卓 陈太文
交换器输入端通过管道连接冷冻机，
所述换热器
发明人：李忱卓 陈太文
两端分别连接有出水管和进水管，
出水管和进水
地址：
（570000）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盐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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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设有散气支管，散气支管平行排布一排，
散气支管设有若干个，外部鼓风机的空气通过
一种智能电力远程控制器
管道先通过散气管，再通过散气管中分配至散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智能电力远程控 气支管中，散气支管中设有散气孔，膜框架的
制器，包括电路板。所述电路板上设有继电器 出水口与出水软管相连接，出水软管的水再汇
和本地开关，所述继电器和本地开关通过集成 集至集水管。本实用新型方便清洗生物膜，速
电路一连接，所述集成电路一连接微处理器， 度快，效果好，节约成本。
所述继电器接出口与交流触发器的接入口连
专利权人：盛世惠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接；所述电路板上设有摄像头及与摄像头连接
发明人：刘永 商振杰 杨志猛 赵伟 马亮
的微处理器，所述微处理器上设有无线通讯模
地址：
（300000）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高新区
块，信号采集和处理模块一和信号显示模块 星光路 80 号节能大厦 2101
一；所述电路板上设有电源孔。本实用新型通
新型智能控制流水式
过在电路板上设置摄像头和无线通讯模块，可
化肥干燥设备
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观察家里或单位的用
电情况，一旦出现危险，可通过移动设备直接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智能控制流
切断全部电源，有效解决现有通用电路开关箱 水式化肥干燥设备，包括传动控制箱、支撑架、
不能实时监控、无法远程操控等问题。
干燥控制箱、蒸汽净化处理箱。所述传动控制
专利权人：黄秋金
箱上设置有所述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
发明人：黄秋金
所述干燥控制箱，所述干燥控制箱上设置有所
地址：
（351256）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榜头 述蒸汽净化处理箱，所述蒸汽净化处理箱上设
镇后堡村星潭三座厝 31 号
置有排气管道，所述排气管道上设置有抽风
机，所述抽风机上设置有驱动电机，所述蒸汽
一种管道连接绝缘结构
净化处理箱上设置有警报指示灯，所述传动控
本实用新型具体公开了一种管道连接绝 制箱上设置有传送带，所述干燥控制箱上设置
缘结构，包括第一管件、第二管件以及与第一 有智能控制箱，所述智能控制箱上设置有可触
管件、第二管件固定连接的固定套。所述固定 控式液晶显示屏，所述可触控式液晶显示屏一
套与第一管件、第二管件之间形成放置绝缘套 侧设置有操作按钮。本实用新型结构紧凑，设
的空腔，所述绝缘套固定在固定套的内壁上。 计合理，对化肥干燥加工效率高。
专利权人：司美贞 发明人：司美贞
本实用新型选择固定套与第一管件通过端面
焊接固定，使其在轴向方向变形量小，装配后
地址：
（221142）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柳新
不变形。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安装方便，装 镇苏家村 99 号
配预紧力便于控制，密封效果好。
太阳能双系统冰箱
专利权人：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
发明人：刘兴丁 候翠侠
本实用新型涉及太阳能双系统冰箱，包括
地址：
（710025）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现代 冰箱箱体、太阳能光伏供电装置、直流变频压
缩机、第一冷凝器、毛细管、第一蒸发器、吸附
纺织产业园灞柳二路 1369 号
床 、第 二 冷 凝 器 、控 制 阀 、储 液 罐 、第 二 蒸 发
一种新型油田污水处理系统 器。其中直流变频压缩机、第一冷凝器和毛细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油田污水处理 管位于冰箱箱体外部；第一蒸发器位于冰箱箱
系统，包括反应罐。所述反应罐和磁盘机相 体内；吸附床通过连接管道依次直接与第二冷
连，所述磁盘机分别与磁种回收装置和出水仓 凝器、储液罐以及第二蒸发器相连，储液罐与
相连，所述出水仓与脱水机相连，所述磁种回 第二蒸发器间的管道上设有控制阀，第二蒸发
收装置与电化学装置相连，所述电化学装置与 器位于冰箱箱体内部，第二冷凝器、控制阀与
电化学控制箱相连，所述反应罐与加药装置相 储液罐位于冰箱箱体外侧的上部。本实用新
连，在所述磁盘机上设置驱动机构，在所述驱 型通过太阳能平板式吸附制冷系统和太阳能
动机构旁设有监控装置，所述监控装置与磁盘 光伏直流制冷系统的整合实现光伏光热综合
机相连，在所述加药装置旁设置主电控箱。本 利用，并可采用廉价的光伏电池实现较高的光
实用新型运行平稳，处理效果好，可实时监测。 伏发电效率，提高了太阳能冰箱的总效率。
专利权人：
江苏天鑫中冶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专利权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发明人：丁岳云 谈鹏 蒋雷鸣
发明人：裴刚 曹静宇 胡名科 高广涛 季杰
地址：
（230026）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金寨
地址：
（214214）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高塍
路 96 号
镇江南西路 16 号

一种城市污水处理装置

一种废气回收装置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设备，具体来说
是一种城市污水处理装置，包括除污箱和搅拌
机。所述搅拌机设有轴承，所述轴承连接所述
除污箱，所述轴承设有搅拌叶，所述除污箱设
有投料孔，所述投料孔设有密封盖，所述密封
盖设有牵引绳，所述牵引绳连接有除污料包，
所述除污料包内装有除污药品。本实用新型
使用操作简单，劳动强度小，清除氮磷化合物
效率高，可减少城市污水对城市周围环境的影
响，保护城市周围的生态环境。
专利权人：安徽美自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周其胤
地址：
（237000）安徽省六安市经济开发区
横二路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废气回收装置，包括
引风机。引风机连接有废气吸收装置，废气吸
收装置连接有烟囱和打料泵，打料泵连接有物
料池；废气吸收装置包括缓冲罐，缓冲罐连接
有若干个吸收罐，吸收罐连接有冷凝器，冷凝
器连接有真空泵和回收罐，回收罐与打料泵连
接。本实用新型能够使减水剂生产中的废气
充分吸收，避免直接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
专利权人：浙江宏鑫染化材料有限公司
发明人：谢唯敏
地址：
（312000）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道墟
镇化工区浙江宏鑫染化材料有限公司

一种射频电路控制装置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射频电路控制装
置，包括安装座。所述安装座上设有壳体，且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于加土型观赏 壳体上设有显示器和散热口，所述散热口位于
植物箱，包括栽培盆。所述栽培盆呈阶梯形， 显示器的下方，且散热口内设有固定柱，所述
所述栽培盆的上端设有锥形尖顶，所述锥形尖 固定柱的两端均固定于散热口的内壁，所述散
顶的侧壁上设有透明玻璃，所述透明玻璃的内 热口的开口处设有防尘透气网，所述防尘透气
壁上设有照明灯，所述栽培盆侧壁上设有盖 网的周边均固定于散热口的内壁，且防尘透气
板，所述栽培盆的底部设有防水层。本实用新 网通过紧固件固定于固定柱上，所述壳体的底
型结构简单，补光效果好，
便于添加土壤。
部设有放置槽，且放置槽的两侧壁上均设有滑
专利权人：安徽佳烨农业有限公司
槽，所述放置槽内设有放置板，所述放置板的
发明人：李明
两侧均设有滑块，所述滑块滑动安装于滑槽
地址：
（231200）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官亭 内，且放置板上设有输入面板。本实用新型能
镇新民村原村委会办公楼
够有效进行防尘，避免灰尘导致按键失灵，结
构简单，使用方便，成本低。
垂直绿化灌溉系统
专利权人：陕西理工学院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垂直绿化灌溉系
发明人：王文洋
统，解决了不同高度上的植被对供水的需求是
地址：
（723000）陕西省汉中市朝阳路陕西
不相同，统一的对所有垂直植被供水将导致植 理工学院物电学院
被难以有效生长的问题，包括种植模块、进水
一种转向报警闪光器
管以及至少两根沿高度方向分布的输水管。
输水管与进水管的连接处设有第一电控阀，每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转向报警闪光器，
一根输水管均设有控制第一电控阀启闭的湿 包括闪光器外壳。闪光器外壳内部安装有线路
度传感器，所述湿度传感器插入种植模块；当 板组件，
闪光器外壳的底端连接有底座，
底座中
种植模块的湿度低于湿度传感器的湿度设定 镶嵌有插片，
线路板组件包括转向器主控芯片，
值时，第一电控阀打开；当种植模块的湿度高 所述转向器主控芯片连接有指示灯组、
转向灯组
于湿度传感器的湿度设定值时，第一电控阀关 和报警模块，
指示灯组包括挂车转向指示灯、牵
闭，达到根据植被高度环境分档，达到对不同 引车右向指示灯和牵引车左向指示灯，
转向灯组
高度的植被进行单独供水的目的。
包括转向开关，
转向开关的输出端连接有牵引车
专利权人：深圳市华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转向灯和挂车转向灯，
报警模块包括报警开关和
发明人：邱世正 林俊鑫
报警指示灯，
报警开关的输出端还连接有点火开
地址：
（518000）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 关和蓄电池；
插片的底端连接有插座，
插座的输
街道六约社区振业城 2 号楼第 2 层公寓 8 号
出端连接有防漏电保护插头，
插座的输出端口还
套接有护线圈。本实用新型可以清晰地指示当
膜片制作装置
前的工作状态，
当出现故障时则立即发出灯光警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膜片制作装置，包 报并指示出具体问题。
专利权人：乐清市裕汇电器电子有限公司
括膜片切割装置和膜片传输装置。所述膜片切
发明人：钱章曦
割装置包括能够切割膜片传输装置上传输膜片
地址：
（325600）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虹桥
的激光切割器；
所述膜片传输装置包括操作台、
操作台上设置的下料孔和在操作台上下料孔两 镇西工业区 F-8 号
侧设置的压膜槽。采用自动化的膜片切割与传
输一体的形式，
并且能够将激光切割的产品进行
收集，
无需人员操作，
提高生产效率。本实用新
如果您的企业在技术研
型适用于片状膜片的切割、
收集。
发中遇到瓶颈，
发中遇到瓶颈
，或者手握资源
专利权人：上海正雅齿科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姚峻峰 刘喆威 查凯
不知投向何方，
不知投向何方
，请联系本报
请联系本报，
，
地址：
（201210）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
我们会将您的需求告知天下，
我们会将您的需求告知天下
，
2305 号天之骄子商业 121、122 二楼
集思广益。
集思广益
。

便于加土型观赏植物箱

一种生物膜膜架装置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生物膜膜架装置，包
括膜框架、膜支架、散气框架、散气管、软管、集
水管。装置的外表面为膜框架，膜框架支撑膜
支架，膜支架中装有若干片膜元件，膜框架的
下面设有散气框架，位于膜框架的下面，散气
框架的下面设有支撑角，支撑角位于散气框架
的四角，散气框架的内部设散气管，散气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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