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专利）号 名称
申请（专利

权）人
发明（设计）人 学院 授权日 申请日

CN201320485166.8 白酒窖池发酵温度无线监测系统 江南大学
孙顺远;徐保国;陈树;
熊伟丽;秦宁宁;王志

勇;徐玲
物联网 2014.02.19 2013.08.09

CN201320283147.7 板弹簧的自锁增力型柔顺末端抓持器 江南大学
章军;王芳;朱飞成;张

秋菊
机械 2014.01.08 2013.05.23

CN201320797208.1 板簧加热自动上下料机构 江南大学 张洪;郑梓均;范训冲 机械 2014.07.09 2013.12.04

CN201320413241.X 便用式消毒瓶 江南大学
蒋玉宇;梁永春;王卫

卫;于龙斌
医学院 2014.05.07 2013.07.12

CN201420270238.1 标签自动裹包装置 江南大学
陆新宇;廉晓根;陆佳
平;王利强;李培帅

机械 2014.11.05 2014.05.23

CN201320797207.7 车辆袋装物料自动码垛机 江南大学 张洪;陈路;钱胜 机械 2014.06.18 2013.12.04

CN201420297826.4 城市环境数据动态监测及采集装置 江南大学 杨楠;李世国 设计学院 2014.11.19 2014.05.29

CN201320283146.2
串联活页铰链的自锁增力型柔顺末端
抓持器

江南大学
章军;王芳;朱飞成;张

秋菊
机械 2014.01.08 2013.05.23

CN201320283148.1
串联柔性铰链的自锁增力型柔顺末端
抓持器

江南大学
章军;王芳;朱飞成;张

秋菊
机械 2014.01.08 2013.05.23

CN201320422349.5 带锯条导向装置 江南大学
刘利国;孟国庆;郭杰;
王若衡;刘春霞;刘峤

机械 2014.02.26 2013.07.12

CN201320530044.6 带指示灯的细纱导纱板 江南大学
刘基宏;刘建立;徐阳;

高卫东
纺服 2014.03.26 2013.08.28

CN201420000535.4 带转动靠背的长椅 江南大学 梁修业;程鸿雁;王廷 理学院 2014.06.11 2014.01.02

CN201320410371.8 单锭圆盘式环锭纺假捻装置
江南大学;
无锡协新毛
纺织有限公

刘基宏;朱华君;邱晓
忠;刘建立;张明霞

纺服 2014.04.16 2013.07.10

CN201320456680.9 单轴往复式搅拌机 江南大学
毕远志;姜勇;张大林;

华渊
环土 2014.01.01 2013.07.29

CN201320434470.X
电动推杆驱动控制的板弹簧骨架柔性
手爪

江南大学
章军;陈春华;朱飞成;

王芳
机械 2014.01.08 2013.07.22

CN201320434469.7
电动推杆驱动控制的串联活页铰链柔
性手爪

江南大学
章军;陈春华;朱飞成;

王芳
机械 2014.01.08 2013.07.22

CN201320434468.2
电动推杆驱动控制的串联柔性铰链骨
架手爪

江南大学
章军;陈春华;朱飞成;

王芳
机械 2014.01.08 2013.07.22



CN201420335965.1 断纱检测机构安装专用折叠角钢 江南大学
刘基宏;徐阳;高卫东;

徐燕;杨艺
纺服 2014.12.24 2014.06.23

CN201320852102.7 多功能钢制折叠托盘箱

江南大学;
中包精力托
盘共用系统
有限公司

王睿娜;卢立新;余渡
元

机械 2014.07.23 2013.12.20

CN201420077167.3 翻领制袋成型器 江南大学 周一届;陈海卫;张秋 机械 2014.10.08 2014.05.29

CN201420230692.4 高精度水平仪 江南大学
梁修业;茅赛男;王廷

志;程鸿雁
理学院 2014.09.17 2014.05.07

CN201320816390.0 滑靴柱塞组件全自动收口机 江南大学 纪小刚;李楠 机械 2014.06.04 2013.12.11
CN201320442967.6 鸡肉哑铃成型机 江南大学 韩松林;周一届 机械 2014.03.12 2013.07.24

CN201420074770.6 基于CCD的光谱信号采集电路 江南大学
高美凤;朱建鸿;于力

革;杨少鹏
物联网 2014.07.23 2014.02.20

CN201320851960.X 基于ZigBee的加油站液压数据采集系 江南大学 严大虎;蔡平 物联网 2014.06.25 2013.12.20
CN201320806733.5 检验台的安全阀安装装置 江南大学 朱海清;钱瑛;盛卫锋 机械 2014.05.21 2013.12.09
CN201320754790.3 具有报警功能的医用导管固定装置 江南大学 邱玉宇;陈永康;顾丹 医学院 2014.10.22 2013.11.22

CN201420277346.1 可翻转带内置书架课桌 江南大学
蒋州;金世玉;尹希伟;
周洪军;鲁家平;史华

机械 2014.11.26 2014.05.27

CN201420082304.2 可压缩墨水瓶 江南大学 孙梓琳;单瑛;李世国 设计学院 2014.07.30 2014.02.20

CN201320755745.X 老年人便后可冲洗床旁马桶 江南大学
李英;吕明星;叶家珍;

朱虹
医学院 2014.05.28 2013.11.22

CN201420036494.4 老年人用助步器 江南大学
张秋菊;崔靖;诸葛暄
雨;周子玉;尉玉;邱若

琳;王嵩
机械 2014.08.06 2014.01.21

CN201320739987.X 利用光线指向的安全出口指示牌 江南大学 李世国;汪通 设计学院 2014.07.30 2013.11.13

CN201420270582.0 连续取袋给袋装置 江南大学
陆佳平;张竹青;陆新

宇;李培帅
机械 2014.11.05 2014.05.23

CN201320831597.5 螺旋式管道机器人 江南大学
周德强;陆赛浩;吴佳
龙;尤丽华;李建海;张

机械 2014.06.25 2013.12.17

CN201420000539.2 迈克尔逊干涉仪实验专用光源 江南大学 梁修业;王丹;王廷志 理学院 2014.06.04 2014.01.02

CN201320850689.8 模块化托盘箱

江南大学;
中包精力托
盘共用系统
有限公司

王睿娜;卢立新;余渡
元

机械 2014.07.23 2013.12.20

CN201320739972.3 能重复使用的测温茶包 江南大学 汪通;李世国 设计学院 2014.04.30 2013.11.13



CN201420001531.8 牛顿环干涉实验专用光源 江南大学 王丹;梁修业;王廷志 理学院 2014.06.04 2014.01.03
CN201320702608.X 乒乓球台安全网架 江南大学 王丹;刘琪;王廷志 理学院 2014.04.23 2013.11.09

CN201320177451.3
气动增力式串联活页铰链柔性多指手
爪

江南大学
章军;朱飞成;王芳;张

秋菊
机械 2014.01.08 2013.04.09

CN201420147557.3 汽车二级碰撞吸能盒 江南大学
张超锋;武美萍;俞经
虎;石子灿;梅慧;唐英
豪;宋承轩;朱杰龙

机械 2014.10.29 2014.03.28

CN201420099657.3 牵伸初捻纺纱装置 江南大学
谢春萍;高卫东;刘新
金;苏旭中;徐伯俊;张

纺服 2014.07.30 2014.03.06

CN201320656601.9
全数字承压类设备液压试验与气密性
试验装置

江南大学
朱海清;钱瑛;王海龙;

张欢欢;张小林
物联网 2014.04.16 2013.10.23

CN201320708057.8 人造排骨机 江南大学
刘利国;王若衡;孟国
庆;钱善华;张能武;刘

机械 2014.07.23 2013.11.06

CN201320177325.8
柔顺机构的气动串联柔性铰链多指手
爪

江南大学
章军;朱飞成;王芳;张

秋菊
机械 2014.01.08 2013.04.09

CN201320530045.0 赛络纺粗纱断条检测与指示装置 江南大学
刘基宏;刘建立;徐阳;

高卫东
纺服 2014.07.30 2013.08.28

CN201420541588.7 三自由度杆内置并联机器人 江南大学
颜文旭;宁金;张明文;

于振中;赫英强
物联网 2014.12.31 2014.09.19

CN201420141595.8 三足离心机 江南大学 陈海卫;张秋菊;仇庆 机械 2014.08.20 2014.03.26

CN201420202020.2 使用CPLD的线阵CCD数据采集同步电路 江南大学
于力革;朱建鸿;刘欢;

丁婷婷
物联网 2014.09.03 2014.04.23

CN201420093697.7 手持式农药残留速测仪 江南大学 沈晓芳;饶丽;庞月红 食品 2014.10.15 2014.03.03

CN201420390228.1 手机贴膜器装置 江南大学
唐叶;田常录;高川;李
秋苹;张新喜;刘韶宇

机械 2014.12.17 2014.07.08

CN201320736156.7 水槽毛发阻挡装置 江南大学 梁修业;王丹;王廷志 理学院 2014.05.07 2013.11.21

CN201420034115.8 新型橙子挤压榨汁机构 江南大学
刘利国;吴楠;严凯;邵
振国;张能武;李静娟;

刘春霞
机械 2014.07.16 2014.01.16

CN201420119451.2 新型多功能讲台 江南大学
许俊军;刘利国;刘韶
宇;张威;张新喜;苗雨

机械 2014.08.27 2014.03.14

CN201420033700.6 新型多功能组合桌椅 江南大学
马照宏;刘利国;王晨
学;王琳;陆敏;宋文嫚

机械 2014.07.16 2014.01.16



CN201420147558.8 新型一级汽车吸能盒 江南大学
张超锋;武美萍;何雪
明;石子灿;梅慧;唐英
豪;宋承轩;朱杰龙

机械 2014.12.03 2014.03.28

CN201320849211.3 压缩机全循环塑料包装组件

江南大学;
中包精力托
盘共用系统
有限公司

韩变玲;卢立新;余渡
元

机械 2014.07.23 2013.12.20

CN201420289274.2 液压驱动宽量程力传感器标定装置

江苏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
机电产品及
车辆检测中
心;江南大

过峰;俞建峰;赵介军 机械 2014.10.01 2014.05.30

CN201420254146.4 一种便携式加热保温控湿套件 江南大学
梁海莲;毕秀文;黄龙;

顾晓峰
物联网 2014.12.31 2014.05.19

CN201420240837.9 一种便于纱管安装的锭子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朱预
坤;张洪;谢春萍;徐伯

纺服 2014.12.31 2014.05.13

CN201420293002.X 一种超声波油烟浓度传感器 江南大学
顾文秀;邹路易;杨光
东;刘世伟;卢先领;徐

升;吴志江
化工 2014.12.24 2014.06.04

CN201420256689.X
一种冲液增强式电火花加工用多孔质
电极夹持装置

江南大学
孔令蕾;蒋毅;平雪良;

田媛
机械 2014.12.17 2014.05.20

CN201420442564.6 一种垂直加速计 江南大学 陈健;张薇;朱纯 理学院 2014.12.03 2014.08.06

CN201420096501.X 一种粗纱机分段吸棉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420292763.3 一种催化燃烧型油烟浓度传感器 江南大学
顾文秀;邹路易;杨光
东;刘世伟;卢先领;徐

升;吴志江
化工 2014.11.26 2014.06.04

CN201420304400.7
一种带沉头微小孔激光-电火花-电解
组合加工装置

江南大学
蒋毅;孔令蕾;平雪良;

田媛
机械 2014.12.17 2014.06.10

CN201320355563.3 一种带挤压功能长穗拖把的收穗伞结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4.01.15 2013.06.20

CN201320491362.6
一种带有控温装置和液体喷射装置的
挤压捏合机

江南大学
王兴国;黄健花;金青
哲;宋志华;刘元法

食品 2014.02.05 2013.08.13

CN201420295950.7 一种弹性抗菌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2.31 2014.06.05



CN201320531230.1 一种蛋清溶菌酶生产线中的脱盐系统 江南大学
夏海锋;王沙莉;梁振

东;郑梦杰
生工 2014.06.25 2013.08.28

CN201320561566.2 一种导纱钩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徐伯
俊;谢春萍;刘文龙

纺服 2014.04.02 2013.09.10

CN201420163727.7 一种电磁琴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朱云 理学院 2014.07.30 2014.04.08
CN201420323747.6 一种电动调节型分光计 江南大学 朱云;陈健;席威 理学院 2014.10.29 2014.06.18
CN201420095142.6 一种段彩包芯纱装置 江南大学 苏旭中;刘新金;张洪 纺服 2014.12.31 2014.03.04
CN201420241375.2 一种多管微旋流器组合装置 江南大学 俞建峰;蒋建忠 机械 2014.11.19 2014.05.12
CN201420207716.4 一种方便读数的分光计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朱云 理学院 2014.08.20 2014.04.28
CN201420176901.1 一种方便收纳的晾晒工具 江南大学 高远;陈健;江正仙 理学院 2014.08.20 2014.04.14

CN201420436040.6 一种防寒抗静电牦牛绒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谢春萍;刘新金;苏旭
中;徐伯俊;朱预坤;张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320571424.4 一种防回流防溢漏斗 江南大学 朱纯;陈健;马英哲 理学院 2014.02.19 2013.09.16

CN201420242411.7 一种防雾霾复合面料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0.01 2014.05.13

CN201420308411.2 一种非对称摆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谢广喜 理学院 2014.12.31 2014.06.11

CN201420321040.1 一种改进型交叉耦合灵敏放大器 江南大学
虞致国;梁思思;赵琳

娜;顾晓峰
物联网 2014.10.22 2014.06.12

CN201420096649.3 一种改善成纱质量的装置 江南大学
张玉;苏旭中;刘新金;
张洪;徐伯俊;谢春萍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320359685.X 一种高频引力波探测装置 江南大学 吴寿煜;张宇红;吴佳 理学院 2014.03.12 2013.06.23

CN201420152863.6 一种革兰阳性菌肽聚糖结构模型教具 江南大学
邓超;齐丹;蔡宇婷;沈
丹;王阳阳;徐晓宇

医学院 2014.08.13 2014.03.31

CN201420427180.7 一种革兰阴性菌肽聚糖结构模型教具 江南大学
邓超;齐丹;蔡宇婷;沈
丹;王阳阳;徐晓宇

医学院 2014.12.10 2014.07.31

CN201420045510.6 一种管道清淤装置 江南大学 曹毅;怀才凯;陈桂兰 机械 2014.07.02 2014.01.24

CN201320488889.3 一种管状电机测试工具 江南大学
孙顺远;徐保国;陈树;
熊伟丽;秦宁宁;朱培

逸;高静
物联网 2014.03.19 2013.08.12

CN201420322211.2 一种光纤瞬逝场油烟浓度传感器
江南大学;
无锡大禹科
技有限公司

顾文秀;杨光东;邹路
易;刘世伟;卢先领;徐

升;吴志江
化工 2014.11.05 2014.06.17

CN201320798659.7 一种滚动演示仪 江南大学 朱云;陈健;鹿文保;朱 理学院 2014.05.07 2013.12.09

CN201420436092.3 一种后区可拆卸式上销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李思
颖;张洪;朱预坤;谢春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420096660.X 一种环锭纺后区解捻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420242287.4
一种环锭细纱机用下皮圈增强型滚动
张力架

江南大学
郭明瑞;苏旭中;刘新
金;张洪;谢春萍;徐伯

纺服 2014.11.19 2014.05.13

CN201420295651.3 一种活塞减震式高速锭子 江南大学
刘晓燕;刘新金;苏旭
中;谢春萍;徐伯俊;张

洪;朱预坤
纺服 2014.11.19 2014.06.05

CN201420196148.2
一种基于恒稳磁场下的液态食品脱盐
的设备

江南大学
杨哪;金亚美;徐学明;
段翔;徐磊;焦爱权;吴

凤凤;金征宇
食品 2014.09.03 2014.04.22

CN201420108105.4
一种基于视频人数识别的两道阻挡门
检票闸机

江南大学 沈艳霞;高超 物联网 2014.08.13 2014.03.11

CN201420065357.3 一种激光镜面组合光杠杆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任仲贺 理学院 2014.06.25 2014.02.14
CN201420065395.9 一种激光锥体滚动装置 江南大学 朱纯;陈健;殷俊 理学院 2014.06.25 2014.02.14

CN201320548741.4 一种间距可调的三喇叭口装置 江南大学
徐伯俊;苏旭中;谢春
萍;刘新金;高卫东;张

纺服 2014.02.12 2013.09.05

CN201320548691.X 一种间距可调的双喇叭口装置 江南大学
苏旭中;谢春萍;刘新
金;徐伯俊;高卫东;张

纺服 2014.02.12 2013.09.05

CN201420242838.7 一种简易钢领安装定位装置 江南大学
李思颖;苏旭中;刘新
金;张洪;朱预坤;谢春

萍;徐伯俊
纺服 2014.10.01 2014.05.13

CN201420442369.3 一种简易加速度仪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朱云 理学院 2014.12.03 2014.08.06

CN201420066330.6
一种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D的免疫胶
体金快速检测试纸条

江南大学
徐丽广;胥传来;孔德
昭;匡华;马伟;宋珊

珊;刘丽强
食品 2014.07.23 2014.02.14

CN201420065770.X
一种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E的免疫胶
体金快速检测试纸条

江南大学
匡华;胥传来;孔德昭;
马伟;徐丽广;宋珊珊

食品 2014.07.23 2014.02.14

CN201320773701.X
一种紧密纺异型管中的积极式稳定张
力架

江南大学
张秋龙;刘新金;苏旭
中;谢春萍;徐伯俊;张

纺服 2014.05.28 2013.12.02

CN201320548772.X 一种紧密纺用负压管路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谢春萍;高卫
东;苏旭中;张洪;徐伯

俊;朱预坤
纺服 2014.04.16 2013.09.05

CN201320366345.X 一种精密光学干涉测量装置 江南大学 吴寿煜;张宇红;吴佳 理学院 2014.02.12 2013.06.25

CN201420436039.3 一种具有打孔皮辊结构的一体化上销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李思

颖;朱预坤;张洪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420242338.3 一种具有防雾霾的双层织物 江南大学
朱预坤;苏旭中;刘新
金;张洪;谢春萍;徐伯

纺服 2014.12.31 2014.05.13

CN201420435875.X 一种具有分束作用的压力棒上销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朱预

坤;张洪;李思颖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320801656.4
一种具有高维持电流的环形VDMOS结构
的ESD保护器件

江南大学
梁海莲;顾晓峰;黄龙;

董树荣
物联网 2014.06.18 2013.12.09

CN201420033295.8
一种具有高维持电流强鲁棒性的
LDMOS-SCR结构的ESD自保护器件

江南大学
梁海莲;黄龙;毕秀文;

顾晓峰;董树荣
物联网 2014.06.18 2014.01.20

CN201420015280.9
一种具有高维持电压的LDMOS结构的
ESD保护器件

江南大学
顾晓峰;黄龙;梁海莲;

毕秀文
物联网 2014.06.18 2014.01.10

CN201420575237.8
一种具有高维持电压内嵌GDPMOS的SCR
器件

江南大学
顾晓峰;毕秀文;梁海

莲;黄龙
物联网 2014.12.31 2014.09.28

CN201420242790.X 一种具有空心结构的上销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谢春萍;徐伯

纺服 2014.10.01 2014.05.13

CN201420295932.9
一种具有双层效果的形状记忆抗菌织
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刘晓

燕;张洪;朱预坤
纺服 2014.12.31 2014.06.05

CN201420295972.3 一种具有双端空心结构的上销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李思
颖;张洪;朱预坤;谢春

萍;徐伯俊
纺服 2014.11.19 2014.06.05

CN201320125444.9 一种具有水平测量功能的卡套 江南大学 解宇轩;史海峰 理学院 2014.02.19 2013.03.13

CN201420295901.3
一种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羊绒牦牛绒
双层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谢春
萍;徐伯俊;张洪;朱预

纺服 2014.12.31 2014.06.05

CN201420295991.6 一种具有形状记忆功能的真丝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朱预

坤;张洪;刘晓燕
纺服 2014.12.31 2014.06.05

CN201420436037.4 一种抗静电牦牛绒羊绒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谢春
萍;徐伯俊;朱预坤;张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420295939.0 一种抗菌发热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朱预

坤;张洪;刘晓燕
纺服 2014.12.31 2014.06.05

CN201420159220.4 一种抗震多层建筑结构 江南大学
华渊;连俊英;吴莎莎;

吴天宝;顾晓捷
环土 2014.09.03 2014.04.02

CN201420096667.1
一种可改变环锭纺加捻三角区结构的
装置

江南大学
刘娜;苏旭中;刘新金;
张洪;徐伯俊;谢春萍

纺服 2014.09.03 2014.03.05

CN201420096701.5 一种可加装三压力棒的上销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徐伯俊;谢春萍;刘娜

纺服 2014.09.03 2014.03.05



CN201320607435.3 一种可减少成纱毛羽的湿热纺纱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04.16 2013.09.29

CN201320548744.8 一种可减少纱线毛羽的纺纱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刘娜;谢春萍;
徐伯俊;苏旭中;张洪

纺服 2014.02.12 2013.09.05

CN201320548695.8 一种可旋转导纱钩 江南大学
徐伯俊;刘佳明;张洪;
谢春萍;苏旭中;刘新

纺服 2014.04.16 2013.09.05

CN201420324220.5
一种可用于制备功能纺织品的磁化学
实验装置

宋晓蕾;江
南大学

宋晓蕾;周彬;葛明桥 纺服 2014.11.05 2014.06.17

CN201420242791.4 一种可组合平板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0.01 2014.05.13

CN201320491358.X 一种控温热处理装置 江南大学
王兴国;黄健花;金青
哲;宋志华;刘元法

食品 2014.01.29 2013.08.13

CN201320430939.2 一种利用电动力修复污染土壤的装置 江南大学 邹华;计敏惠;张涛 环土 2014.01.08 2013.07.18
CN201420547136.X 一种连续可调单双缝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张薇;朱纯 理学院 2014.12.24 2014.09.22
CN201320571559.0 一种流量可控型漏斗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赵章政 理学院 2014.02.12 2013.09.16
CN201320708317.1 一种楼顶负压排气口配置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4.06.04 2013.11.11
CN201320819633.6 一种旅行箱式太阳能自行车 江南大学 吴寿煜;张宇红;吴佳 理学院 2014.06.04 2013.12.14

CN201420296461.3 一种牦牛绒和羊绒间隔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谢春
萍;徐伯俊;张洪;朱预

纺服 2014.12.31 2014.06.06

CN201420436094.2 一种牦牛绒抗菌双层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谢春萍;苏旭中;刘新
金;徐伯俊;朱预坤;张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420297020.5 一种牦牛绒羊绒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谢春
萍;徐伯俊;张洪;朱预

纺服 2014.12.31 2014.06.06

CN201320529198.3 一种凝胶微球喷射装置 江南大学
夏海锋;王沙莉;梁振

东;郑梦杰
生工 2014.03.19 2013.08.28

CN201420082283.4 一种欧姆加热装置 江南大学
陈业明;李再贵;鲁璐;
华欲飞;张彩猛;孔祥

食品 2014.07.23 2014.02.26

CN201420243234.4 一种平板式数字喷墨印花机加热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0.01 2014.05.14

CN201420243586.X
一种平板式数字喷墨印花机两端双加
热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0.01 2014.05.14

CN201420243687.7
一种平板式数字喷墨印花机双烘干装
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0.01 2014.05.14

CN201420243916.5
一种平板式数字喷墨印花机双加热装
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0.01 2014.05.14



CN201420407400.X 一种平行光管狭缝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朱云 理学院 2014.11.12 2014.07.22

CN201420244092.3 一种平稳性封闭式锭子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朱预
坤;张洪;谢春萍;徐伯

纺服 2014.10.01 2014.05.14

CN201420108436.8 一种曝气沉砂池除臭收集装置 江南大学
李激;羊鹏程;陈豪;杨

薇兰;王燕;詹旭
环土 2014.11.26 2014.03.11

CN201320799954.4
一种齐纳击穿的小回滞SCR结构的高压
ESD保护器件

江南大学
梁海莲;顾晓峰;毕秀

文;董树荣
物联网 2014.06.18 2013.12.09

CN201320177452.8 一种气动刚性可调的双柔性多指手爪 江南大学
章军;朱飞成;王芳;张

秋菊
机械 2014.01.08 2013.04.09

CN201420097630.0 一种牵伸双集聚紧密纺装置 江南大学
苏旭中;刘新金;张洪;

徐伯俊;谢春萍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420065544.1 一种轻载高速搬运机械手 江南大学
于振中;颜文旭;赫英
强;张明文;郑为凑

物联网 2014.09.17 2014.02.14

CN201420097476.7
一种全集聚四罗拉超大牵伸紧密纺装
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10.01 2014.03.05

CN201420098881.0
一种三管路窄槽式空心罗拉表面负压
测试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李瑛
慧;杨静;张泽尹;俞露

纺服 2014.09.03 2014.03.05

CN201420295965.3 一种三罗拉段彩包芯纱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朱预

坤;张洪
纺服 2014.11.19 2014.06.05

CN201320809502.X 一种深孔细胞培养板

江南大学;
常州英德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仲虎;隋涌;聂简琪;
孙杨

生工 2014.07.02 2013.12.11

CN201420097603.3 一种湿热纺纱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320266613.0
一种食用油原料及油脂副产物原料粕
毒素脱除设备

无锡市新耀
生物工程技
术有限公
司;江南大

王正浩;刘元法;孙秀
兰

食品 2014.01.01 2013.05.15

CN201320548771.5 一种适用于环锭纺包芯纱的导丝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曹静;苏旭中;
张洪;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02.12 2013.09.05

CN201320773568.8
一种适用于四罗拉四皮圈超大牵伸的
新型压力棒隔距块

江南大学
谢春萍;刘佳明;刘新
金;苏旭中;张洪;徐伯

纺服 2014.05.28 2013.12.02

CN201420097570.2 一种双粗纱同步喂入段彩纱生产装置 江南大学
苏旭中;刘新金;张洪;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09.03 2014.03.05



CN201420097346.3 一种双端口上销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徐伯俊;谢春萍;刘文

纺服 2014.10.01 2014.03.05

CN201420097616.0 一种双端压力棒上销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徐伯俊;谢春萍;刘文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320819393.X
一种双重抗闩锁的环形LDMOS-SCR结构
的高压ESD保护器件

江南大学
梁海莲;顾晓峰;董树

荣;丁盛
物联网 2014.06.18 2013.12.13

CN201320609647.5
一种四罗拉超大牵伸环锭细纱机用可
调节隔距的新型上销

江南大学
徐伯俊;高卫东;谢春
萍;张秋龙;刘新金

纺服 2014.09.03 2013.09.29

CN201320595411.0
一种四罗拉超大牵伸细纱机用短摆臂
皮圈张力架

江南大学
谢春萍;高卫东;郭明
瑞;徐伯俊;苏旭中;张

纺服 2014.04.02 2013.09.25

CN201320595145.1
一种四罗拉超大牵伸细纱机专用加高
型罗拉墩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徐伯
俊;郭明瑞;苏旭中;刘

纺服 2014.05.28 2013.09.25

CN201320594508.X 一种四罗拉大牵伸细纱机专用下销 江南大学
郭明瑞;唐国新;谢春
萍;高卫东;徐伯俊

纺服 2014.04.02 2013.09.25

CN201420244164.4 一种四罗拉环锭自捻纺纱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0.01 2014.05.14

CN201420097576.X 一种四罗拉紧密纺防磨损过桥齿轮 江南大学
张秋龙;苏旭中;刘新
金;张洪;徐伯俊;谢春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320561345.5
一种四罗拉三粗纱喂入全集聚纺纱装
置

江南大学
谢春萍;高卫东;徐伯
俊;刘新金;苏旭中;张

纺服 2014.03.19 2013.09.10

CN201320608257.6
一种四罗拉三粗纱喂入三集聚纺纱装
置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俆伯
俊;张洪;刘新金;苏旭

纺服 2014.04.02 2013.09.30

CN201320611515.6
一种四罗拉三粗纱喂入双集聚纺纱装
置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俆伯
俊;张洪;刘新金;苏旭

纺服 2014.04.02 2013.10.02

CN201420244699.1 一种四罗拉双区集聚纺纱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1.19 2014.05.14

CN201420242821.1
一种四罗拉网格圈型紧密纺集聚区纤
维输送装置

江南大学
张洪;苏旭中;刘新金;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10.01 2014.05.13

CN201320704267.X 一种锁扣连接器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4.07.02 2013.11.11
CN201420237145.9 一种透镜成像实验用物屏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朱云 理学院 2014.09.03 2014.05.12
CN201320635537.6 一种往复运动演示仪 江南大学 陈健;张薇;朱纯 理学院 2014.03.19 2013.10.16
CN201320775929.2 一种微孔可调式气调保鲜容器 江南大学 卢立新;蔡莹 机械 2014.06.04 2013.11.30

CN201320685811.0 一种涡流纺包芯纱芯丝喂入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05.07 2013.10.31

CN201320615609.0 一种无轨车辆紧急制动系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4.04.09 2013.09.26



CN201320708834.9 一种无能耗便池冲水系统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4.06.18 2013.11.11

CN201420069971.7 一种无弯曲织物织造的纬纱递进装置 江南大学
卢雪峰;钱坤;曹海建;
孙洁;俞科静;季正风

纺服 2014.07.16 2014.02.18

CN201420019936.4 一种物件包裹装置 江南大学
张志健;郑继峰;齐家

康;吴晏茹
2014.07.30 2014.01.14

CN201320809731.1 一种细胞培养板的板盖结构

江南大学;
常州英德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仲虎;隋涌;孙杨;聂
简琪

生工 2014.07.02 2013.12.11

CN201420097651.2 一种细纱机单锭吸棉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谢春萍;徐伯俊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320548743.3 一种细纱集合器 江南大学
谢春萍;张玉;苏旭中;
刘新金;张洪;徐伯俊

纺服 2014.02.12 2013.09.05

CN201420045401.4 一种箱装农药码垛机械手 江南大学 曹毅;王强;李义伦;卢 机械 2014.07.02 2014.01.24

CN201320099636.7 一种新型架空输电线路舞动监测装置

江南大学;
无锡市恒通
电器有限公
司;无锡慧
迅通传感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聂永;施火泉;秦冬雷 物联网 2014.03.05 2013.02.27

CN201420119905.6 一种新型跑步签到装置 江南大学 沈艳霞;陆欣 物联网 2014.09.03 2014.03.18

CN201420436134.3 一种新型压力棒上销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李思

颖;张洪;朱预坤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420002750.8 一种新型智能电子秤 江南大学
沈艳霞;张君继;宗永
涛;纪志成;吴定会;赵

芝璞;潘庭龙
物联网 2014.06.18 2014.01.03

CN201420298337.0 一种形状记忆防刺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朱预

坤;张洪
纺服 2014.12.31 2014.06.06

CN201420322514.4 一种旋光法油烟浓度传感器
江南大学;
无锡大禹科
技有限公司

顾文秀;杨光东;邹路
易;刘世伟;卢先领;徐

升;吴志江
化工 2014.10.22 2014.06.17

CN201420593321.2 一种压力差式加速度测量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孙瑷蕙 理学院 2014.12.31 2014.10.14

CN201420296699.6 一种羊绒和牦牛绒三层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徐伯
俊;谢春萍;张洪;朱预

纺服 2014.12.31 2014.06.06



CN201420296896.8 一种羊绒和牦牛绒双层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谢春
萍;徐伯俊;张洪;朱预

纺服 2014.12.31 2014.06.06

CN201420436095.7 一种一体化上销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李思颖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420436135.8 一种一体化压力棒上销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朱预

坤;张洪;李思颖
纺服 2014.12.31 2014.07.31

CN201420297983.5 一种荧光抗菌复合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刘晓燕
纺服 2014.12.31 2014.06.06

CN201320729316.5
一种应用于发酵罐的错流导向式搅拌
桨

江南大学;
镇江东方生
物工程设备
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詹晓北;郑志永;高敏
杰;丁春华

生工 2014.04.16 2013.11.19

CN201320013189.9
一种应用于搅拌釜反应器的机械消泡
装置

江南大学
郑志永;詹晓北;朱莉;

蒋芸
生工 2014.01.15 2013.01.10

CN201320569533.2
一种用于电动汽车涡旋压缩机的密封
补偿结构

无锡市苏立
成汽车空调
压缩机有限
公司;江南

大学

石秀东;胡敏;胡贞;薛
兵财

机械 2014.04.02 2013.09.13

CN201320570098.5
一种用于电动汽车涡旋压缩机的轴向
背压膜

无锡立欣空
调科技有限
公司;江南

大学

石秀东;胡敏;胡贞;张
丹静

机械 2014.04.02 2013.09.13

CN201420245340.6 一种用于空心罗拉型紧密纺的下销 江南大学
朱预坤;苏旭中;刘新
金;张洪;谢春萍;徐伯

纺服 2014.11.19 2014.05.14

CN201320548694.3
一种用于空心罗拉型紧密赛络纺的气
流导向装置

江南大学
徐伯俊;朱预坤;刘新
金;谢春萍;高卫东;苏

旭中;张洪
纺服 2014.02.12 2013.09.05

CN201420070177.4 一种用于碳纤维丝束的展宽装置 江南大学
俞科静;钱坤;曹海建;
卢雪峰;孙洁;季正风

纺服 2014.07.16 2014.02.18

CN201320482679.3
一种用于原位在线监测超高压下处理
生物样品和/或进行生化反应的装置

江南大学
江波;缪铭;李赟高;张

涛
食品 2014.03.26 2013.08.08



CN201320623871.X
一种在环锭纺纺纱段产生摩擦捻度的
捻度装置

江南大学
徐伯俊;张秋龙;郭明
瑞;高卫东;谢春萍;苏
旭中;刘新金;张洪

纺服 2014.07.02 2013.10.10

CN201320548640.7
一种在环锭细纱机上减少纱线毛羽的
装置

江南大学
张洪;杨欣欣;苏旭中;
徐伯俊;谢春萍;刘新

纺服 2014.04.16 2013.09.05

CN201320025720.4 一种增加玩具气球趣味效果的系统 江南大学 周丽明;刘有力 物联网 2014.01.01 2013.01.12
CN201420238073.X 一种榨面烘干设备 江南大学 潘丰;沈焱鑫 物联网 2014.11.05 2014.05.12

CN201420097846.7
一种窄槽式空心罗拉表面负压测试装
置

江南大学
苏旭中;谢春萍;李瑛
慧;曹辰;曲华洋;刘新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420097775.0
一种窄槽式空心罗拉表面平均负压测
试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谢春
萍;李瑛慧;曹辰;曲华

纺服 2014.07.30 2014.03.05

CN201320548742.9
一种窄槽式空心罗拉紧密纺气流导向
片

江南大学
谢春萍;杨欣欣;陈隆
云;罗来晨;任桂宏;尹

秋雅;邓学峰
纺服 2014.05.14 2013.09.05

CN201420296243.X 一种真丝抗菌织物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2.31 2014.06.06

CN201320707635.6 一种直线驱动往复式柱塞泵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4.05.07 2013.11.11

CN201320503977.6 一种智能光控灯系统 江南大学
张相胜;童亚军;孙超;
丁君颖;韩旭;张奎

物联网 2014.01.22 2013.08.16

CN201320707730.6 一种柱塞泵的节能、增效结构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4.06.04 2013.11.11
CN201420041029.X 一种自动保持水平的平台 江南大学 王跃进;俞建峰 机械 2014.07.16 2014.01.23

CN201320606877.6
一种自动氩弧焊的焊接夹持机械手装
置

江南大学
任志俊;石文栋;朱建
峰;刘华;高文研;孙化

机械 2014.03.26 2013.09.29

CN201320168260.0 一种自动转向伞 江南大学
翟阳;方伟;孙俊;吴

滨;张学成;葛梅;张扬
物联网 2014.04.16 2013.04.07

CN201420245423.5 一种自捻纺包芯纱生产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张洪;

朱预坤
纺服 2014.10.01 2014.05.14

CN201420065410.X 一种组合光栅器件 江南大学 陈健;朱云;任思聪 理学院 2014.06.25 2014.02.14
CN201420531447.7 一种组合控光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朱云 理学院 2014.12.24 2014.09.16
CN201420333782.6 一种组合型通电螺线管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朱云;谢广 理学院 2014.12.17 2014.06.23
CN201320576866.8 易清洁水槽滤水桶 江南大学 余伟;高光华;王廷志 理学院 2014.04.02 2013.09.18
CN201320571043.6 应用于IDC机房热湿独立控制的空调系 江南大学 李静;陆明刚 机械 2014.03.05 2013.09.13
CN201320581182.7 预防颈椎病的电脑显示器支架 江南大学 李世国;杨楠 设计学院 2014.04.02 2013.09.11

CN201320434533.1
直线电机驱动控制的板弹簧骨架柔性
手爪

江南大学 章军;朱飞成;王芳 机械 2014.01.08 2013.07.22



CN201320434532.7
直线电机驱动控制的串联活页铰链柔
性手爪

江南大学 章军;朱飞成;王芳 机械 2014.01.08 2013.07.22

CN201320434531.2
直线电机驱动控制的串联柔性铰链骨
架手爪

江南大学 章军;朱飞成;王芳 机械 2014.01.08 2013.07.22

CN201320571536.X 周界智能安防系统 江南大学
吴定会;孔飞;李意扬;
沈艳霞;潘庭龙;赵芝

物联网 2014.02.19 2013.09.13

CN201420167971.0 抓取放置和加热板簧的机构 江南大学
张洪;许鸿;郑梓均;范

训冲
机械 2014.12.17 2014.03.26

CN201320546492.5 自动挡汽车手刹制动下行车语音提示 江南大学 王廷志;刘姿忆 理学院 2014.02.05 2013.09.04

CN201420270408.6 自动装袋包装机 江南大学
陆佳平;张肖庆;蔡和

平;周洪军
机械 2014.11.05 2014.05.23

CN201320884460.6 自行车车铃 江南大学
周德强;秦福城;尤丽
华;吴静静;张洪;安伟

机械 2014.07.09 2013.12.31

CN201320787782.9 自行车抹布盒 江南大学 梁修业;王丹;王廷志 理学院 2014.05.07 2013.12.05
CN201420413767.2 自行车尾灯智能指示控制系统 江南大学 陶洪峰;王明慧 物联网 2014.11.19 2014.0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