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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推进机械工程专业内涵建设，深化产学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与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学院决定建立机械工程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 

第二条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由学院聘请政府部门领导、相关行业、企业、同行专家组成，

是专业规划与发展的研究、咨询、指导的学术性机构，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建设和发展，指

导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建设、专业教学团队建设、产学研合作和社

会服务等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根据政治思想素质好、学术水平高、实际工作经验丰富、作风正派、身体健康等

原则，由专业从政府管理部门、行业、企事业单位、校内从事教育教学管理的职能部门、教

学系所中选聘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三年。   

第四条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2 人，秘书 1 人，委员总人数

为 10-20 人，其中从行业企业等校外单位聘请的专家不少于 1/2。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具体

工作由主任委员主持，副主任委员协助主持，日常事务由秘书负责处理，秘书由机械工程系

人员担任。   

第五条委员任职资格： 1.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2. 具有较扎

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及相关经验；3. 热心和关注高等教育的专业建设，愿以

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指导专业建设，能出席有关会议。   

第六条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由秘书负责组织，

主任委员主持。根据工作需要，可适当扩大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和增加会议的次数。 

 

第三章 工作职责与权利 

第七条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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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紧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专业结构和布局，承担专业建设发展规划、专业规范

的指导任务；   

2．根据地方和行业经济发展需求及职业岗位对人才的要求，指导确定专业培养目标及岗位

（群）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  

3．指导专业通过校企合作开发课程，建立突出专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活

动设计，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4．指导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积极提供校外实习场所及推荐兼职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

技术人员到专业讲课，协调产学结合、校企合作。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机械工程学院。 

  
  

二〇一六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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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俞文光 中控科技集团 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 

胥文明 西子优耐德电梯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 

候光耀 杭州叉车集团 高级工程师/研究所所长 

周智勇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董凯夫 杭州机床厂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陈晓峰 杭州爱知工程车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胡观忠 杭州鑫特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方海龙 东风裕龙汽车 高级工程师/质量经理 

吴光渔 杭州天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 

徐笑蓉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 教授级高工 

孙建辉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高级工程师/研究所长 

张宪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级高工 

姚建华 浙江工业大学 执行院长 

潘柏松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院党委书记 

戴勇 浙江工业大学 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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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果与获奖 

学生部分获奖一览表 

获奖名单 获奖时间 奖项级别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周青、马立江、张晨 2008 年 10 月 全国一等奖 

郑元态、谢瑞木、严伟杰 2008 年 10 月 全国二等奖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薛兴雨、徐鲁斌、梁峰、沈嘉琪、葛琼瑶 2010 年 10 月 全国一等奖 

王义靖、薛兴雨、梁锋、郑仕谱、冯元 2010 年 10 月 全国一等奖 

傅雷、陈照锋、姜锡贵、朱恺、沈旻明 2010 年 10 月 全国二等奖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徐属斌、潘烨、谭胜兰、陈婷婷、周骞 2012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李相清、谢东杰、黄连锋、唐国运、杨东升 2012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吴伟明、张恒、王世海、钱凯君、苏丹丹 2012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范达、朱璟、陆家悦、张其森、刘子君 2012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马骏、周忠彬、庄载椿、黄智奇、鲁陈璐 2012 年 7 月 全国二等奖 

钟麒、潘豪杰、陆云丰、谢小杰、谈敏明 2012 年 7 月 全国二等奖 

全国第六届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吴华林、陈栋锋、杜健祥、李宁 2014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夏文强、钱清雅、孙伟豪、俞熠帅 2014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谢日时、侯政华、毛晓雯、徐晓、丁城桥 2014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张松松、王伟华、罗鹏、裘丹萍、金剑 2014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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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伟、齐新新、章晓栋、潘景、沈荣荣 2014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陈上钻、周琦、李佳明、邹卫星、张智谦 2014 年 7 月 全国二等奖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 

陈泽凯、虞益彪、杨金鑫、徐凯翔、赵俊灵 2016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姬帅生、王栋、陈正军、谭孝检、陈裘鑫 2016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沈坚钢、奚强、谢吴捡 2016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戴家裕、林旭军 2016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薛剑锋、蒋可静、徐德伟 2016 年 7 月 全国一等奖 

王维镝、王国栋、卢荣信、谢慈旭 2016 年 7 月 全国二等奖 

郑泽特、舒仁杰 2016 年 7 月 全国二等奖 

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周青、马立江、张晨、蒋成龙、吴金刚 2007 年 10 月 省特等奖 

王斌、金方进、包坚、贺英、陈闻超 2007 年 10 月 省一等奖 

赵卫正、杜旭、赵利波、王利民 2007 年 10 月 省一等奖 

吴欢欢、江爱荣、余旅杰、谈硕、黄文龙 2007 年 10 月 省二等奖 

缪松华、张新兴、徐学义、刘恩奇、张乐乐 2007 年 10 月 省二等奖 

任强、胡斐、陈遥、陆明江、周金鑫 2007 年 10 月 省二等奖 

黎明星、朱鹏华、尉喆 2007 年 10 月 省二等奖 

李明、方斯地、吴啸然、袁新科、张伟 2007 年 10 月 省二等奖 

王亮、汤永江、潘隽、田陈鑫 2007 年 10 月 省三等奖 

刘杰、史东方、唐晓剑、何岗 2007 年 10 月 省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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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竺豪斌、王银强、苏耀凯 2008 年 5 月 省一等奖 

郑元态、谢瑞木、严伟杰 2008 年 5 月 省一等奖 

朱海滨、陈文哲、刘小勇 2008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孙加丰、丁利强、赵峰 2008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周方龙、朱何、沈旭明 2008 年 5 月 省二等奖 

胡磊、郑银香、朱海波 2008 年 5 月 省二等奖 

林宇、张新兴、王子微 2008 年 5 月 省三等奖 

陈文豪、吴磊、侯钟剑 2008 年 5 月 省三等奖 

蒋坤、蔡晓静、张科文 2008 年 5 月 省三等奖 

屠哲俊、李宝华、杨楠林 2008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六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朱晓波、沈成业、张云栋 2009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夏航、吴世平、李佑诚 2009 年 5 月 省三等奖 

郝宇星、姚姝靓、谢柏庆 2009 年 5 月 省三等奖 

许乙伟、叶成、俞挺 2009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七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郑仕谱、冯元、王义靖 2010 年 5 月 省一等奖 

薛兴雨、徐鲁宾、梁峰 2010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傅雷、陈照锋、姜锡贵 2010 年 5 月 省二等奖 

金令武、杨文桦、虞家俊 2010 年 5 月 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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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炜玮、洪斯、张燕青 2010 年 5 月 省二等奖 

顾欣星、陈世权、胡开拓 2010 年 5 月 省二等奖 

陈旭、计黄健、马伟珉 2010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曹辰晨、张剑一、邵慧锋 2010 年 5 月 省三等奖 

夏航、吴世平、张辉 2010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刁增进、程涛、姜涛 2011 年 9 月 省三等奖 

吴伟明、张恒、王世海 2011 年 9 月 省三等奖 

李相清、谭胜兰、刘子君 2011 年 9 月 省三等奖 

谌建华、程伟、靳国辉 2011 年 9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九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徐属斌、潘烨、谭胜兰、陈婷婷、周骞 2012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唐国运、李相清、谢东杰、杨东升、黄连锋 2012 年 5 月 省一等奖 

钟麒、潘豪杰、陆云丰、谈敏明、孙造诣 2012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吴伟明、张恒、王世海、钱凯君、苏丹丹 2012 年 5 月 省一等奖 

马骏、黄智奇、周忠彬、庄载椿、鲁陈璐 2012 年 5 月 省一等奖 

范达、朱璟、陆家悦、张其森 2012 年 5 月 省一等奖 

翁微军、宋宇航、何旭东、王涛、王国龙 2012 年 5 月 省二等奖 

余中泼、陈军、何志斌、刘成、单栋 2012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姜栋湘、方瑶、张辉、吴静波 2012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毕无畏、柯生烁、章棋峰、张志鹏、方祝敏 2012 年 5 月 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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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辉、朗赛、潘宇翔、叶熙挺、唐佳新 2012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十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万青桃、季鸣鸣、俞棋辉 2013 年 5 月 省一等奖 

肖强强、杨云设、韩帅非 2013 年 5 月 省一等奖 

陆洋、张乾斌、文琳 2013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吴大宇、温作贝、钱晓蔚 2013 年 5 月 省二等奖 

袁源强、廖明荣、章谊 2013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张松松、王建礼、谢敏 2013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十一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李珏辉、曾文韬、李欢、方健 2014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叶婷婷、傅江良、裘焱枫 2014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张人杰、袁晓航、金文涛 2014 年 5 月 省二等奖 

袁源强、郑涛、章谊 2014 年 5 月 省二等奖 

景于滔、俞圣、田鹏远 2014 年 5 月 省三等奖 

庞加伟、李尚朴、张杭帅、张军超、樊强 2014 年 5 月 省三等奖 

张敦浩、黄金涛、沈晰强、胡建卫 2014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十二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侯政华、金乐胜、徐天一、谭国芳、宋王杰 2015 年 5 月 省一等奖 

李志昊、江鑫豪、王伟强、张思权 2015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徐德伟、薛剑峰、蒋可静、章小龙 2015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张智谦、杜佳晨、裘焱枫、许汪洋、俞圣 2015 年 5 月 省二等奖 

林旭军 2015 年 5 月 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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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泽特、杨果夫、叶鑫、姬帅生 2015 年 5 月 省二等奖 

沈纯阳、丁炜、奚敏建 2015 年 5 月 省三等奖 

谢慈旭 2015 年 5 月 省三等奖 

聂江宇、朱时风、葛凯凯、汪丹洋、康雷达 2015 年 5 月 省三等奖 

孙安顺、王国栋、卢荣信、姜戌峰、丁一翔 2015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十三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刘刚江、郑舒文、翟彬彬、蒋亮红、杨志祥 2016 年 5 月 省一等奖 

李志昊、谭国芳、江鑫豪、余莹、王伟强 2016 年 5 月 省一等奖 

房连强、陈骏炀、龚鹏、厉晟 2016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张思权、陈以文、李遥鸿 2016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张凯利、丁宇哲、李林峰、朱栋杰 2016 年 5 月 省三等奖 

孟嘉诚、张志宇、陈昊、孙申申、张舸 2016 年 5 月 省三等奖 

王凯、虞天予、陈健、徐艺星、周力强 2016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十四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袁泽安、张晨、夏乔阳、俞佳奇 2017 年 5 月 省一等奖 

倪大钊、楼玄晖、钱锦程、徐天宇 2017 年 5 月 省一等奖 

陶志成、林哲远 2017 年 5 月 省一等奖 

王君浩、陈一钦、陈坚、常帅、王栋杰 2017 年 5 月 省一等奖 

丁斌杰、闻鹏、邹镓扬、潘佳锋、叶威宏 2017 年 5 月 省一等奖 

杨挺、周邦达、许垚锦、周锦扬、龚飞 2017 年 5 月 省二等奖 

胡健锋、曹斌奇、陈迎军、郑猛 2017 年 5 月 省二等奖 



 

 176 

叶俊杰、张永福、王大臣、李卓、邵海磊 2017 年 5 月 省二等奖 

毛军财、吴忠兴、王成晓 2017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华敏捷、彭诚、孙申申、施欣宏 2017 年 5 月 省三等奖 

王晗、袁天京、李胜美、潘银鋆 2017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林森鹏、叶真孜、孙威、李泽桐 2017 年 5 月 省三等奖 

谢世琦、夏礼涛、方琴、吴赵恒 2017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创业计划竞赛 

金彪、薛国宏、单朱锋 2007 年 6 月 省三等奖 

周青、马立江、张晨等 2009 年 10 月 全国三等奖 

郑元态 2009 年 6 月 省一等奖 

周青 2010 年 6 月 省一等奖 

周青 2010 年 10 月 全国铜奖 

薛兴雨 2011 年 5 月 省特等奖 

王义靖 2011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傅雷 2011 年 5 月 省二等奖 

梁锋 2011 年 10 月 全国一等奖 

周征剑 2012 年 5 月 省二等奖 

左强 2013 年 5 月 省特等奖 

陈勇 2013 年 5 月 省二等奖 

沈峰 2013 年 5 月 省三等奖 

王伟华 2015 年 5 月 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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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航涛 2015 年 5 月 省三等奖 

毛晓雯 2015 年 5 月 省三等奖 

唐晨 2015 年 11 月 全国二等奖 

邬航涛 2015 年 12 月 省三等奖 

毛晓雯 2015 年 12 月 省三等奖 

奚敏建 2016 年 5 月 省银奖 

李琦 2017 年 11 月 全国二等奖 

李琦 2017 年 5 月 省特等奖 

第六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 

缪松华 2007 年 7 月 浙江省三等奖 

姚海彬 2007 年 7 月 浙江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一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王国龙 2012 年 11 月 省二等奖 

浙江省第二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张松松、罗鹏、王伟华 2013 年 11 月 省一等奖 

袁源强、郑涛、章谊 2013 年 11 月 省一等奖 

李城、徐山田、李勇 2013 年 11 月 省二等奖 

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曾文韬 2014 年 11 月 省三等奖 

宋王杰、章杨彬、周星期 2014 年 11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章子成、周雁飞 2014 年 11 月 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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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骏炀、魏灵航、徐凯翔 2014 年 11 月 省二等奖 

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林森鹏、林鼎乘、倪大钊 2014 年 11 月 省三等奖 

楼玄晖、陆威、汤悦 2014 年 11 月 省三等奖 

吕铭、李琦、张辉辉 2014 年 11 月 省三等奖 

浙江省第六届大学生力学竞赛 

张家辉、吴昌渠、马晨聪 2014 年 11 月 省二等奖 

洪运、邢诗蔓、何启航 2014 年 11 月 省二等奖 

浙江省第一届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平永帅、郑涛、张军超 2012 年 12 月 省三等奖 

冯金祥、周琦 2012 年 12 月 省三等奖 

郑元伟、齐新新、沈荣荣 2012 年 12 月 省三等奖 

李伟国、俞棋辉 2012 年 12 月 省三等奖 

全国诺基亚青年创意创业计划大赛 

陈碎雷、赵建杰 2008 年 12 月 全国金奖 

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潘烨 2011 年 8 月 二等奖 

徐属斌 2011 年 8 月 二等奖 

蒋宇 2011 年 8 月 二等奖 

潘烨、周琦、徐属斌、董彬文和陈婷婷 2012 年 8 月 团体二等奖 

潘烨 2012 年 8 月 个人全能一等奖 

周琦 2012 年 8 月 个人全能一等奖 



 

 179 

董彬文 2012 年 8 月 个人全能二等奖 

董彬文 2012 年 8 月 计算机建模一等奖

徐属斌 2012 年 8 月 尺规绘图一等奖 

陈杰聪 2012 年 8 月 尺规绘图一等奖 

王月祥 2012 年 8 月 尺规绘图一等奖 

庞加伟 2012 年 8 月 尺规绘图二等奖 

柴可宁 2012 年 8 月 尺规绘图二等奖 

陈婷婷 2012 年 8 月 尺规绘图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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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部分授权专利一览表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学生姓名 授权时间 

人力擦地车 发明专利 200810061550.9 朱海滨 20110810 
餐饮垃圾处理机 发明专利 200810061774.X 屠哲俊 20120118 
公共浴室墙壁清洗车 发明专利 200810061751.9 孙加丰 20100310 
键盘清洗机 发明专利 200810061757.6 陈文豪 20100623 
键盘清洗机的干燥机构 发明专利 200810061754.2 陈文豪 20091209 
键盘清洗机的震动机构 发明专利 200810061756.1 陈文豪 20091209 
树木涂白机 发明专利 200810061760.8 郑元态 20101117 
树木涂白机的夹持机构 发明专利 200810061761.2 谢瑞木 20100811 
双滚筒蛋壳清洗器 发明专利 200810061779.2 周方龙 20110629 
一种道路减速带发电装置 发明专利 200810061776.9 蒋坤 20110629 
油水分离装置 发明专利 200810061753.8 李宝华 20101006 
地沟清洁机构 发明专利 200810062135.5 孙加丰 20100113 
一种地毯清洗机 发明专利 200810062208 竺豪斌 20100623 
铁路冰雪清除车 发明专利 200810121127.3 胡磊 20101208 
山核桃破壳分拣机 发明专利 201010135937.1 严伟杰 20120516 
药片吸附器 发明专利 201010254844 丁登祥 20120704 
一种农用深井救援装置 发明专利 201010279998.5 薛兴雨 20121114 
一种纯机械井下救援装置 发明专利 201010299959.1 薛兴雨 20130313 
一种三节电动伸缩装置 发明专利 201010505231.x 薛兴雨 20121114 
演示灭火器 发明专利 201010563111.5 丁登祥 20120530 
颗粒状固体给料-输送-喷洒

一体化装置 
发明专利 201010581396.5 夏航 20121121 

雪灾屋顶自动除雪装置 发明专利 201010581242.6 夏航 20120808 
防盗窗 发明专利 201010583078.2 郑新鹏 20120725 
水果套袋机器人 发明专利 201010613235.x 陈权 20120222 
气喷式商用洗碗机 发明专利 201110045330.9 侯天宇 20120725 
基于视觉检测法的电路板缺

陷检测设备 
发明专利 201110148287.9 夏航 20130619 

溺水救援设备 发明专利 201110260399.3 顾欣星 20140129 
全自动筷子整理清洗机 发明专利 201110273386.x 叶挺 20130327 
电磁铁驱动夹持机械手 发明专利 201110283345.9 竺松嵩 20131113 
带有便携手电筒的组合门把

手 
发明专利 201110314233.5 严旭 20131106 

一种爬树机器人 发明专利 201110343212.6 郑时庆 20130731 
一种爬树式山核桃采摘机器

人 
发明专利 201110377079.6 张金荣 20130605 

转盘式包装机 发明专利 201110440055 王康景 20131016 
升降横移式立体车库 发明专利 201210105665.X 张青松 20140730 
可转弯式四足步行机械 发明专利 201210147429.4 钟麒 2014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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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足步行机械的转弯机构 发明专利 201210148307.7 钟麒 20140326 
一种节水恒温太阳能热水器 发明专利 201210153275.X 薛兴雨 20130925 
智能型整理鞋柜 发明专利 201210187864.X 余中泼 20140604 
一种自清洁餐桌 发明专利 201210222710.X 姜栋湘 20141008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 发明专利 201210232467.X 徐属斌 20140625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选型机构 
发明专利 201210232935.3 徐属斌 20140625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抓手机构 
发明专利 201210232839.9 燔烨 20150805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抓手机构 
发明专利 201210232839.9 潘烨 20150805 

助残如厕轮椅 发明专利 201210521207.4 钟麒 空白 
一种可充电的照明拖鞋 发明专利 201220686833.4 吴寒 20130612 
一种检测焚烧灰中金属铝含

量的方法及装置 
发明专利 201210591714.5 胡艳军 20150422 

多功能防雨腰带 发明专利 201310063161.0 徐铠 20150325 
一种定量量取装置 发明专利 201320207618.6 沈峰 20140101 
一种多自由度金属液定量浇

铸装置 
发明专利 201310142273.5 沈峰 20150930 

一种清扫吸尘装置 发明专利 201310230132.9 杨春伟 20150930 
一种小型道路清扫车 发明专利 201310230044.9 杨春伟 20150325 
太阳能遥控地锁 发明专利 201310676868.9 钟麒 20150812 
科氏加速度实验装置 发明专利 201410161446.2 张松松 20160413 
一种动态显示图片的立体伸

缩显示装置 
发明专利 201410169319.7 郑勇 20160824 

多功能立体式组合传动机构 发明专利 201410192010.X 孙伟豪 20160518 
立体式组合传动机构 发明专利 201410191039.6 夏文强 20160720 
一种立体机械书 发明专利 201410190350.9 李宁 20160518 
流体动压润滑演示仪 发明专利 201410193606.1 谢日时 20160515 
一种流体动压润滑演示仪 发明专利 201410193020.5 谢日时 20160615 
凸轮实验教具 发明专利 201410234051.0 郑元伟 20160413 
室外自动晾衣架 发明专利 201410262920.0 颜灯灯 20160608 
医疗病床(多段支撑） 发明专利 201410262735.1 颜灯灯 20160914 
移动多媒体教室 发明专利 201410301976.2 庞加伟 20161130 
自动切菜机 发明专利 201410301638.9 王伟华 20160413 
一种理论力学力偶平衡的教

具 
发明专利 201410304470.7 曾文韬 20160413 

一种理论力学速度瞬心法的

教具 
发明专利 201410307605.5 曾文韬 20160706 

一种自动化吊装装置 发明专利 201410316210.1 张松松 20160413 
用于理论力学的动量定理教

具 
发明专利 201410342332.8 曾文韬 20160413 

转动惯量教具仪 发明专利 201410406912.9 陈上钻 2016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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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机械书 发明专利 201410421738.5 吴华林 20170104 
用于学习机械原理的机械书 发明专利 201410448658.9 杜健祥 20170104 
柔性化自动手链制作机 发明专利 201510209899.2 侯政华 20160615 
一种双螺旋式清洗刷盘 发明专利 200810062207.6 竺豪斌 20081029 
基于 kinect 和 stm32 的苹果

分拣系统源程序 
软件申请 2016SR176821 杜佳晨 20160712 

餐饮垃圾处理机 实用新型 200820087392.X 屠哲俊 20090311 
道路减速带发电装置 实用新型 200820087393.4 蒋坤 20090311 
公共浴室墙壁清洗车 实用新型 200820087374.1 孙加丰 20090311 
骨头分离装置 实用新型 200820087377.5 李宝华 20090311 
键盘清洗机 实用新型 200820087381.1 陈文豪 20090311 
键盘清洗机的干燥机构 实用新型 200820087378.X 陈文豪 20090311 
键盘清洗机的清洗机构 实用新型 200820087379.4 陈文豪 20090311 
键盘清洗机的震动机构 实用新型 200820087380.7 陈文豪 20090311 
树木涂白机 实用新型 200820087383 郑元态 20090311 
树木涂白机的夹持机构 实用新型 200820087372.2 谢瑞木 20090311 
双滚筒蛋壳清洗器 实用新型 200820087394.9 周方龙 20090429 
油水分离装置 实用新型 200820087376 李宝华 20090429 
食物垃圾处理机 实用新型 200820087918.4 杜旭 20090311 
树木涂白机 实用新型 200820087383 郑元态 20090311 
地沟清洁机构 实用新型 200820088059 孙加丰 20090311 
自动墙壁粉刷机 实用新型 200820088060.3 芦鹏寅 20090318 
地毯清洗机 实用新型 200820088547.1 竺豪斌 20090429 
双螺旋式清洗刷盘 实用新型 200820088546.7 竺豪斌 20090318 
切肉机 实用新型 200820088992.8 罗伟 20090429 
铁路冰雪清除车的冰雪清除

装置 
实用新型 200820165465.4 胡磊 20090715 

汽车误踩油门紧急刹车装置 实用新型 200920117796.3 梅哲文 20100623 
垃圾桶的扣袋装置 实用新型 200920123918.x 丁登祥 20100512 
具有支撑小平面的种牙导板 实用新型 200920124327.4 胡磊 20100512 
种牙导板的钻套的安装设备 实用新型 200920124326.x 胡磊 20100512 
笔尖可伸缩的两用笔 实用新型 201020101240.8 丁登祥 20101124 
防凝固胶水瓶 实用新型 201020109002.1 丁登祥 20101124 
翻转式笔记本电脑储存架 实用新型 201020141099.4 陈晓 20110202 
山核桃破壳分拣机 实用新型 201020145248.4 严伟杰 20101124 
厢式货车货物装卸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163037.2 宋凡 20101124 
厢式货车货物装卸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163037.3 宋凡 20101124 
厢式货车货物装载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163114.5 宋凡 20101124 
可粘贴的扣袋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174510.8 丁登祥 20110202 
垃圾桶的扣袋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173441.9 丁登祥 20110202 
山核桃破壳分拣机的传动机

构 
实用新型 201020177062.7 郑元态 20101222 

山核桃破壳分拣机的供料机 实用新型 201020177063.1 郑元态 20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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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山核桃破壳分拣机的挤压机

构 
实用新型 201020177261.7 郑元态 20101222 

开放式公共自行车服务站 实用新型 201020192510 王鹏飞 20110202 
一种公共自行车子车位 实用新型 201020192799.6 王鹏飞 20110202 
洗衣刷 实用新型 201020197594.7 丁登祥 20110202 
家用卫生间水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237886.9 郑新鹏 20110629 
一种用于竹木分片机的约束

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272455.6 王鹏飞 20110406 

竹木分片机 实用新型 201020272507.X 钱智慧 20110406 
药片吸附器 实用新型 201020293764.1 丁登祥 20110413 
一种农用深井救援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526794.2 薛兴雨 20110406 
一种固定卡盘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544338 薛兴雨 20110504 
一种可移动深井救援外接装

置 
实用新型 201020548693.5 薛兴雨 20110504 

刀片可换的破竹刀具 实用新型 201020550233.6 应立 20110504 
高效破竹机 实用新型 201020549812.9 蒋鑫鑫 20110504 
新型破竹机构 实用新型 201020550551.2 毛晓宇 20110525 
一种纯机械井下救援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552671.6 薛兴雨 20110504 
一种可变速卷扬机构 实用新型 201020552674.X 薛兴雨 20110608 
一种机械夹持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557666.4 薛兴雨 20110504 
一种可自动闭合的机械手机

构 
实用新型 201020557196.1 薛兴雨 20110504 

新型水桶 实用新型 201020559305.3 丁登祥 20110525 
新型水桶 实用新型 201020559305.3 丁登祥 20110525 
一种井下救援执行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559526 薛兴雨 20110504 
一种三节电动伸缩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559033.7 薛兴雨 20110504 
破竹机机械式支撑机构 实用新型 201020572170.4 陈权 20110525 
破竹机专用组合刀具 实用新型 201020572192 陈权 20110525 
一种水桶 实用新型 2010206168881.7 丁登祥 20110629 
演示灭火器 实用新型 201020629710.8 丁登祥 20110629 
颗粒状固体给料-输送-喷洒

一体化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650907.x 夏航 20110810 

雪灾屋顶自动除雪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650693.6 夏航 20110810 
直流电机型触发式行程控制

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650692.1 夏航 20110803 

防盗窗 实用新型 201020653227.3 郑新鹏 20110810 
防盗窗 实用新型 201010583078.2 郑新鹏 20110810 
面脱落雨伞的修补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653228.8 侯天宇 20110629 
高空生命线 实用新型 201020669067.1 寿炜玮 20110823 
一种可存放防毒口罩的灭火

器 
实用新型 201020674422.4 丁登祥 20110824 

可供两人坐靠式旅行箱 实用新型 201020678454.1 侯天宇 20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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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袋紧袋机械手 实用新型 201020688893 陈权 20110810 
水果套袋机器人 实用新型 201020688771.1 陈权 20110831 
树木涂白机的旋转传动机构 实用新型 201120046744.9 吴枝远 20110831 
气喷式商用洗碗机 实用新型 201120047320.4 侯天宇 20110831 
机械式自动爬树机器 实用新型 201120055470.x 侯天宇 20111109 
一种淋浴喷头止推开关 实用新型 201120057110.3 丁登祥 20111123 
一种螺丝刀 实用新型 201120057101.4 丁登祥 20111109 
高楼外墙清洗机 实用新型 201120128961.2 张金荣 20120111 
快递包装机 实用新型 201120130006.2 张燕青 20111221 
室内外塑胶跑道清洗车 实用新型 201120130546.0 车骏伟 20111221 
一种球形叶轮装置 实用新型 2011201482107.0 邵惠锋 20111221 
一种地震救生床的自动触发

系统 
实用新型 201120150334.9 薛兴雨 20111109 

一种漂浮水瓢 实用新型 201120149731.4 丁登祥 20111228 
电路板缺陷检测设备的出料

装置 
实用新型 201120184775.0 夏航 20120118 

电路板缺陷视觉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201120184781.6 夏航 20120125 
电路板柔性同步带上料装置 实用新型 201120184782.0 夏航 20120111 
基于视觉检测法的电路板缺

陷检测设备 
实用新型 201120184783.5 夏航 20111228 

一种集成 USB 接口键盘 实用新型 201120217503.6 赵廷波 20120111 
一种定位下水器 实用新型 201120259767.8 丁登祥 20120516 
一种旅行用肥皂盒 实用新型 201120259829.5 丁登祥 20120404 
电动四扇折叠门 实用新型 201120323663.9 钟麒 20120530 
溺水救援设备 实用新型 201120330749.4 顾欣星 20120523 
可弯曲药片吸器 实用新型 201120331889.3 丁登祥 20120523 
全自动筷子整理清洗机 实用新型 201120345773.5 叶挺 20120530 
全自动筷子整理清洗机的上

下料装置 
实用新型 201120346618.5 寿炜玮 20120516 

电磁铁驱动夹持机械手 实用新型 201120357838.8 竺松嵩 20120523 
带有便携手电筒的组合门把

手 
实用新型 201120394487.8 严旭 20120704 

配有附件的单体浴缸 实用新型 201120394486.3 严旭 20120704 
新型组合刷 实用新型 201120394360.6 严旭 20120704 
电动窗帘机 实用新型 201120345584.8 钟麒 20120530 
一种爬树机器人 实用新型 201120430577.8 郑时庆 20120808 
山核桃采摘机器人末端执行

器 
实用新型 201120470343.6 张金荣 20120725 

一种爬树式山核桃采摘机器

人 
实用新型 201120470307.x 张金荣 空白 

倒置式插座 实用新型 201120476706.7 叶挺 20121121 
香蕉切片器 实用新型 201120479343.2 叶挺 20120808 
新型环形插座 实用新型 201120476655.8 叶挺 201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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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境清洁工具 实用新型 201120485938.9 薛兴雨 20120725 
转盘式包装机 实用新型 201120549467.3 王康景 20120822 
立体车库 实用新型 201220068302.9 胡骁 20121121 
一种升降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098579.6 刘华 20121205 
立体车库的安全防护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150017.1 张青松 空白 
立体车库的横移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151113.8 张青松 20121212 
立体车库的升降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150449.2 张青松 20121212 
升降横移式立体车库 实用新型 201220151903.6 张青松 20121212 
自行车车座 实用新型 201220151901.7 张青松 20121212 
伸缩梯 实用新型 201220161455.8 刘华 20121212 
一种形状可调节的自行车车

座 
实用新型 201220131455.8 刘华 20121212 

壁挂式可滑动晾衣架 实用新型 201220209307 张栋 20121212 
活动式晾衣台 实用新型 201220208351.8 吴松 20121212 
一种防止脱落的晾衣架 实用新型 201220207089.5 徐晓航 20121212 
荧光键盘护膜 实用新型 201220207512.1 吴松 20130403 
组合式便当盒 实用新型 201220207002.4 姜荣敏 20130417 
可转弯式四足步行机械 实用新型 201220213883 钟麒 20130417 
四足步行机械的转弯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214982 钟麒 20130417 
一种磁力定位转盘 实用新型 201220223535.1 张其森 20121226 
一种弹簧盒体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2223520.5 张其森 20121212 
一种节水恒温太阳能热水器 实用新型 201220222179.1 薛兴雨 20130102 
一种人字拖鞋 实用新型 201220224256.7 邢志亮 20130227 
一种塔状迷宫 实用新型 201220223516.9 张其森 20121212 
一种颌骨截骨用定位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238255.8 黄天明 20130109 
稳固型餐盒外送箱 实用新型 201220250712.5 吴松 20121212 
一种可躲避人的爬虫形互动

玩具 
实用新型 201220250269.1 段理文 20130206 

一种可弯曲旋转的台灯 实用新型 201220250407.6 邢志亮 20121212 
一种山核桃剥壳机 实用新型 201220269017.3 徐贤统 20130206 
一种自动盖被子机 实用新型 201220269423X 胡森淼 20130102 
智能型整理鞋柜 实用新型 2012202662633 余中泼 20130102 
压液器 实用新型 201220288358.5 刘华 20130417 
液压器 实用新型 201220288358.5 刘华 20130417 
便捷式牙刷 实用新型 201220299888.X 段理文 20130102 
便携式牙刷 实用新型 201220299888.X 段理文 20130102 
一种自清洁餐桌 实用新型 201220310920X 姜栋湘 20130102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 实用新型 201220325742.8 徐属斌 20130206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升降电梯 
实用新型 201220324944.0 徐属斌 20130206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托板循环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325481.X 陈婷婷 20130206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实用新型 201220325869.X 谭胜兰 201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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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手分离机构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选型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3223794 徐属斌 20130206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整理运送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324198.5 谭胜兰 20130206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抓手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325853.9 燔烨 20130206 

机械版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的

抓手前后移动机构 
实用新型 201220324942.1 陈婷婷 20130206 

大容量的制冰机 实用新型 201220459902.8 李军峰 20130417 
花式铝合金防盗窗 实用新型 201220479190.6 吴松 20130417 
一种防掉落可旋转衣架 实用新型 201220479096.0 邢志亮 20130417 
一种防堵塞两用管型勺 实用新型 201220479055.1 邢志亮 20130417 
一种可拆卸自行车车把 实用新型 201220479292.8 邢志亮 20130417 
一种可止动按压器 实用新型 201220479238.3 邢志亮 20130724 
家用全能垃圾处理器 实用新型 201220486151.9 吴松 20130417 
四轮转弯型超长重卡 实用新型 201220487365.8 吴松 20130417 
一种供料系统 实用新型 2012204865346 顾亚泽 20130417 
饮料冲泡机 实用新型 2012204926814 顾亚泽 20130417 
饮料搅拌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492524.3 顾亚泽 20130417 
钥匙收纳包 实用新型 2012204861985 吴松 20130417 
一种带手柄可拆卸鞋刷 实用新型 201220489891.8 邢志亮 20130417 
智能刷卡控制汽车门 实用新型 2012204898570 吴松 20130417 
基于qi标准的无线充电器套

件 
实用新型 2012205524404 徐晓航 20130417 

一种遥控闹钟 实用新型 201220555754X 邢志亮 20130612 
纳凉椅 实用新型 201220633967X 邢志亮 20130612 
助残如厕轮椅 实用新型 201220668728.8 钟麒 20130619 
一种充电器整理盒 实用新型 201220674715.1 徐晓航 20130612 
一种无线电热水壶 实用新型 201220674775.3 徐晓航 20130724 
插头 实用新型 2012206782460 杨成滨 20130724 
一种带有刻度尺的笔 实用新型 201220682400.1 王伟俊 20130612 
一种可调节高度的垃圾篓 实用新型 201220685539.1 王伟俊 20130612 
衣架 实用新型 201220682953.7 杨成滨 20130731 
阅读书架 实用新型 2012206845756 杨成滨 20130612 
一种多头的组合螺丝刀 实用新型 201220687047.6 王伟俊 20130612 
一种盒盖一体式便当盒 实用新型 201220686873.9 邢志亮 20130612 
一种简易开瓶器 实用新型 201220686988.8 赵金弟 20130724 
一种胶带切割器 实用新型 201220686850.8 张松松 20130612 
一种可充电的照明拖鞋 实用新型 201220686833.4 吴寒 20130612 
一种裤腰带 实用新型 2012206851297 姜荣敏 20130612 
一种晾衣架 实用新型 2012206870033 姜荣敏 20130612 
一种双层容器盖 实用新型 201220688931.1 邢志亮 201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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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衣物晾晒防淋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687164.2 叶展盛 20130612 
一种整车覆盖式自动车衣 实用新型 2012206884731 张夏佳 20130612 
一种防漏气型的篮球气针 实用新型 201220681066.8 张人杰 20130724 
一种开门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680969.4 杨成滨 20130724 
一种手机防盗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681020.6 杨成滨 20130731 
一种可识别水温的保温瓶 实用新型 201220695549.3 章晓栋 20130724 
一种背面嵌有插线板的多功

能台灯 
实用新型 201220702270.3 王伟俊 20130731 

一种物件搬运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700195.7 徐铠 20130731 
一种阳台悬挂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013119.3 邢志亮 20130731 
一种用于放置的旋转平台 实用新型 201320012887.7 邢志亮 20130731 
自动水果清洗机 实用新型 201320086095.4 邢志亮 20130731 
多功能防雨腰带 实用新型 201320091431.4 徐铠 20131016 
一种角度调节电风扇 实用新型 201320110557.1 李勇 20131002 
一种可升降多角度自动旋转

电风扇 
实用新型 201320110523.2 李勇 20131016 

一种可升降自动旋转电风扇 实用新型 201320110521.3 李勇 20131016 
新型衣架 实用新型 201320134904.4 钟麒 20130828 
带锁自行车脚撑 实用新型 201320133176.5 钟麒 20130828 
秋千座椅 实用新型 201320134869.6 钟麒 20130828 
新型门窗摆页 实用新型 201320134901.0 钟麒 20130828 
新型三脚架 实用新型 201320134868.1 钟麒 20130828 
折叠式爬梯 实用新型 201320132981.6 钟麒 20130828 
一种自动杀鱼机 实用新型 201320147619.6 茅世能 20131016 
墙体污物清理器 实用新型 201320160209.5 芮云冬 20131016 
一种多自由度金属液定量浇

铸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208070.7 沈峰 20131016 

一种浇杯 实用新型 201320207529.1 沈峰 20131016 
一种旋转平台 实用新型 201320207572.8 程浙武 20131016 
四轮活动可调式推车 实用新型 201320209162.7 吴松 20131106 
一种机械浇铸系统中浇铸台

传动的机构 
实用新型 201320248148.8 沈峰 20131106 

台灯 实用新型 201320254654.8 吴松 20131106 
一种自动手机屏幕贴膜机 实用新型 201320258390.3 程浙武 20131106 
基于 NFC 的公交自动报站

系统 
实用新型 201320271146.0 徐晓航 20131106 

一种滚刷罩 实用新型 201320332052.X 杨春伟 20140101 
一种小型道路清扫车 实用新型 201320333720.0 杨春伟 20140101 
一种转向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331933.X 杨春伟 20140101 
刷卡支付型自动售货机 实用新型 201320363191.9 吴松 20140101 
带打包装置的垃圾桶 实用新型 201320379306.3 徐晓航 20140101 
带压缩装置的垃圾桶 实用新型 201320379037.0 徐晓航 20140101 
一种笔筒 实用新型 201320380070.5 叶展盛 20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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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桶 实用新型 201320379115.7 徐晓航 20140101 
分拣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413531.4 邢志亮 20140101 
热风机 实用新型 201320413525.9 邢志亮 20140101 
家用种植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42488.1 张征帆 20140101 
果蔬清洗机 实用新型 201320431488.4 邢志亮 20140305 
家用轿车洗车器 实用新型 201320476115.9 濮振谦 20140611 
家用轿车洗车器的加热及除

尘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476954.0 宋梅 20140326 

家用轿车洗车器的刷头 实用新型 201320476131.8 裘金婧 20140326 
一种取物小车 实用新型 201320566145.9 王敏敏 20140326 
一种越障碍取物小车 实用新型 201320566193.8 汪小耀 20140326 
步行机械腿防滑避震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818094.4 钟麒 20140813 
家用热水器水管自热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816279.1 钟麒 20140611 
太阳能遥控地锁 实用新型 201320818395.7 钟麒 20140611 
一种用于儿童娱乐马模拟拉

缰绳转弯机构 
实用新型 201320849136.0 陆云丰 20140423 

横向可伸缩式裤架 实用新型 201320894987.7 钟麒 20140813 
用于连杆式四足步行机械的

动力传递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894018.1 潘豪杰 20140430 

嵌入式插座 实用新型 201420115201.1 钟麒 20141008 
脚踏式坐便器自动翻盖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171173.5 张燕红 20141015 
凸轮教学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195809.X 袁源强 20140709 
立体机械书 实用新型 201420228567.X 杜健祥 20141112 
多功能立体式组合传动机构 实用新型 201420233124.X 钱清雅 20150107 
一种立体机械书 实用新型 201420231508.8 陈栋锋 20141105 
流体动压润滑演示仪 实用新型 201420234009.4 谢日时 20141105 
多功能流体动压润滑演示仪 实用新型 201420234846.7 谢日时 20141105 
一种流体动压润滑演示仪 实用新型 201420234908.4 谢日时 20141112 
新型流体动压润滑演示仪 实用新型 201420235003.9 谢日时 20141112 
多功能简易储书椅 实用新型 201420249116.4 吴华林 20141203 
新型课桌 实用新型 201420254061.6 陈栋锋 20150128 
一种索道钢绳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274507.1 罗鹏 20141105 
一种组合式凸轮 实用新型 201420283349.6 郑元伟 20141112 
凸轮实验教具 实用新型 201420283374.4 郑元伟 20141112 
下肢康复辅助外骨骼 实用新型 201420300512.5 章晓栋 20141217 
一种导盲拐杖 实用新型 201420304084.3 朱小康 20141217 
防滑鞋 实用新型 2014203084856 徐铠 20141217 
一种钻孔用夹具 实用新型 201420310182.8 樊强 20150121 
室外自动晾衣架 实用新型 201420314800.6 颜灯灯 20141217 
带气囊的病床 实用新型 201420314974.2 颜灯灯 20141217 
医疗病床(多段支撑） 实用新型 201420314827.5 颜灯灯 20141217 
墙壁自动打磨机 实用新型 201420321856.4 林天昊 20141210 
翻书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22328.0 林天昊 201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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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书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21740.0 林天昊 20141210 
取书翻书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22237.7 林天昊 20141210 
一种自动铺桌布餐桌 实用新型 201420325031.X 林天昊 20141210 
一种鞋垫烫印机中的鞋垫传

输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24692.0 林天昊 20141210 

一种便利贴底座 实用新型 201420324877.1 林天昊 20141210 
自动义齿清洗毛刷 实用新型 201420324856.X 林天昊 20141210 
自动义齿清洗机 实用新型 201420324835.8 林天昊 20141210 
桶装水夹手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25107.9 林天昊 20141210 
桶装水自动翻升安装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25104.5 林天昊 20141210 
一种无碳小车 实用新型 201420327504.X 张军超  20141210 
一种前轮转向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27302.5 张军超  20141210 
地板吸擦一体机 实用新型 201420331569.1 林天昊 20141210 
三维扫描系统 实用新型 201420336886.2 金剑 20141210 
三维扫描器 实用新型 201420337130.X 袁源强 20141210 
旋转平台 实用新型 201420337212.4 郑涛 20141210 
多媒体移动教室的白板结构 实用新型 201420351159.3 李尚朴  20141210 
多媒体移动教室的讲台结构 实用新型 201420350448.1 张军超 20141210 
多媒体移动教室 实用新型 201420350726.3 庞加伟 20141210 
多媒体移动教室的投影仪活

动小车 
实用新型 201420351369.2 张杭帅 20150311 

多媒体移动教室的白板结构 实用新型 201420351673.7 张杭帅 20141210 
多媒体移动教室的电控制系

统 
实用新型 201420350480.X 樊强 20141210 

一种自动切菜机 实用新型 201420354248.3 王伟华 20141217 
一种理论力学速度瞬心法的

教具 
实用新型 201420355618.5 曾文韬 20141203 

一种理论力学力偶平衡的教

具 
实用新型 201420355779.4 曾文韬 20141203 

一种吊装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67449.7 张松松 20141217 
一种可照明的黑板书写器 实用新型 201420376094.8 朱俊玮 20141217 
用于理论力学装置的联动机

构 
实用新型 201420396249.4 曾文韬 20141217 

理论力学答题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396874.9 曾文韬 20141217 
用于理论力学的动量定理教

具 
实用新型 201420396872.X 曾文韬 20141217 

转动惯量教具仪 实用新型 201420466596.X 陈上钻 20150121 
四足机器人模型 实用新型 201420480836.1 吴华林 20150128 
立体机械书 实用新型 201420481215.5 吴华林 20150128 
一种翻盖马桶 实用新型 201420499266.0 吴华林 20150128 
兼具笔筒功能的笔盒 实用新型 201420505446.5 杜健祥 20150128 
用于学习机械原理的机械书 实用新型 201420509331.3 杜健祥 20150128 
一种展示四杆运动机构的立 实用新型 201420795165.8 陈栋锋 201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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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书 
一种展示行星齿轮机构的立

体书 
实用新型 201420795678.9 陈栋锋 20150603 

一种展示凸轮机构的立体书 实用新型 201420795560.6 陈栋锋 20150708 
一种脱水晾衣架 实用新型 201420813114.3 沈成超 20150812 
一种多功能的组合讲台 实用新型 201520927700.5 叶婷婷 20160413 
一种带过滤嘴的吸管 实用新型 201520212638.1 胡云青 20151014 
一种可变尺寸的手机壳 实用新型 201520080141.9 胡云青 20150708 
一种防盗手机壳 实用新型 201520212139.2 胡云青 20151014 
新型脱水晾衣架 实用新型 201420850493.3 沈成超 20150812 
一种脚踏式无碳风扇  实用新型 201520074213.9 沈成超 20150812 
一种防堵塞双线分配器 实用新型 201520171960.4 李佳明 20150812 
一种基于 kinect 的新型分拣

系统 
实用新型 201520155754.4 裘焱枫 20151028 

一种基于 Arduino 控制的并

联机械手 
实用新型 201520210199 张智谦 20151028 

一种用于虚功原理展示和教

学的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867682.1 沈晰强 20150729 

一种基于动压轴承教学的模

块化可变角度组合式楔形盘 
实用新型 201420820082.X 谢日时 20150603 

平面书行星轮 实用新型 201420795678.9 陈栋锋 20150603 
平面书凸轮 实用新型 201420795560.6 陈栋锋 20150708 
平面书四杆机构 实用新型 201420795165.8 陈栋锋 20150603 
一种电筒状可靠熄火打火机 实用新型 201520375659.5 沈成超 20151028 
一种适用于纺织物的吸尘头 实用新型 201520480264.1 章杨彬 20151028 
可隔珠自动串珠打结机 实用新型 201520271572.3 宋王杰 20151111 
基于柔性化手链制作的自动

化打结机构 
实用新型 201520267355.7 金乐胜 20151007 

伞式折叠椅 实用新型 201520656437.0 黄金涛 20151216 
多功能折叠课桌 实用新型 201520653174.8 方健 201501216
基于柔性化手链制作的串珠

机构 
实用新型 201520266903.4 谭国芳 20151007 

用于虚功原理展示和教学的

观测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867682.1 沈晰强 20150729 

一钟阳台自动化种植设备 实用新型 201520535001.6 邹卫星 20151209 
一种气动化起重支撑机构 实用新型 201520534908 邹卫星 20151125 
方程式赛车车架 实用新型 201520677650.X 陈泽凯 20160224 
机械式鞋底清洁机构 实用新型 201520677560.0 王延安 20160224 
一种阳台种植装置 实用新型 201520550343.5 应浩杰 20151223 
一种防盗印章盒 实用新型 201520253719.6 李佳明 20151014 
自动菠萝去皮机 实用新型 201520622533.3 周群海 20151216 
自动晾衣架 实用新型 201520844367.1 王国栋 20160413 
智能晾衣机 实用新型 201520588872.4 谢日时 201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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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玻璃圆盘搬运车 实用新型 201520610333.6 胡云青 20160217 
自动印章机 实用新型 201520587725.5 俞熠帅 20160113 
一种振幅与频率可调的振动

台 
实用新型 201520521587 俞熠帅 20151125 

提碗器 实用新型 201520521617.8 俞熠帅 20151209 
一种螺栓螺纹品质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201520686308.6 潘伟新 20160217 
一种螺栓螺纹品质检测机构 实用新型 201520687641.9 潘伟新 20160224 
用于方程式赛车的传动系统 实用新型 201520464831.4 潘常良 20152218 
气动眼镜装配机的镜框夹紧

机构 
实用新型 201520498931.9 王伟强 20151118 

气动眼镜装配机的螺丝装配

机构 
实用新型 201520500197.5 江鑫豪 20151118 

基于藤制品编织机的电控系

统 
实用新型 201520271616.2 林旭军 20150916 

基于 stm32单片机的 delta机
器人搬运系统 

实用新型 201620244278.8 裘焱枫 20160817 

一种基于 Arduino 的并联机

械手 
实用新型 201520210199.0 裘焱枫 20151028 

辅助式上下床轮椅 实用新型 201620272123.5 朱恩惠 20160928 
一种多功能婴儿手推车 实用新型 201620536880.9 程炜超 20161221 
隔层纸入盒机构 实用新型 201620442303.3 郑泽特 20161207 
伸缩式越障助力装置 实用新型 201620443234.8 谢吴检 20161207 
便携式的装卸搬运一体化越

障小车 
实用新型 201620444446.8 沈坚钢 20161207 

带动力差速二轮转弯装置 实用新型 201620444439.8 奚强 20161130 
一种营养土自动压紧机构 实用新型 201620432744.5 王栋 20161130 
一种圆柱棒料自动向下供给

机构 
实用新型 201620432741.1 姬帅生 20161130 

一种薄膜供给及切断机构 实用新型 201620432740.7 陈裘鑫 20161130 
一种自动翻袜机 实用新型 201520654041.2 郑泽特 20151230 
一种自动翻袜机的套袜装置 实用新型 201520654078.5 郑泽特 20160302 
一种自动翻袜机的上料机构 实用新型 201520654079.X 郑泽特 20151230 
一种自动翻袜机的翻袜装置 实用新型 201520654037.6 郑泽特 20160302 
自动除雪机 外观专利 201030672372.1 夏航 20110706 
杯子 外观专利 201130119481.5 丁登祥 20111123 
鞋刷（鼠标） 外观专利 201130119480.0 丁登祥 20120229 
传送带装置 外观专利 201130345285.X 钟麒 20120516 
床上电脑桌 外观专利 201230161154.6 张栋 20121212 
晾衣架 外观专利 201230160052.7 徐晓航 20121205 
饮料瓶 外观专利 201230160062 姜荣敏 20121205 
多功能娱乐桌 外观专利 2012305759284 姜荣敏 20130417 
多功能娱乐桌 外观专利 201230575928.4 姜荣敏 20130417 
电线整理盒 外观专利 2012306185253 徐晓航 201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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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整理盒 外观专利 201230618525.3 徐晓航 20130612 
裤腰带 外观专利 2012306348091 姜荣敏 20130612 
垃圾桶 外观专利 2012306348937 姜荣敏 20130612 
饮料瓶 外观专利 201230634841X 姜荣敏 20130612 
裤腰带 外观专利 201230634809.1 姜荣敏 20130612 
垃圾桶 外观专利 201230634893.7 姜荣敏 20130612 
饮料瓶 外观专利 201230634841X 姜荣敏 20130612 
模型滑翔机 外观专利 201430085666.2 张松松 20150128 
科氏加速度实验装置 外观专利 201430153603.6 裘丹萍 20141217 
凸轮 外观专利 201430157780.1 章晓栋 20150121 
移动多媒体平台 外观专利 201430207562.4 李尚朴 20150128 
电脑支撑台 外观专利 201430207797.3 张军超  20150128 
投影仪升降台 外观专利 201430207678.8 庞加伟 20150128 
吊装装置 外观专利 201430222553.2 张松松 2014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