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专利）号 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设计）人 单位 申请日 授权日

CN201120425003.1
燃气热水器无线互联燃火及水温

指示系统
江南大学 周丽明 物联网 2012.06.07 2013.01.23

CN201120577572.8 加装机械动力装置的玩具气球 江南大学 周丽明 物联网 2012.07.13 2013.01.23

CN201120577575.1 加装太阳能推进装置的玩具气球 江南大学 周丽明 物联网 2012.06.05 2013.01.23

CN201220013210.0 一种加装在玩具气球的推进装置 江南大学 周丽明 物联网 2012.04.24 2013.01.16

CN201220039428.3 一种保健修形内衣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2.06.26 2013.01.16

CN201220104396.0
一种电极间距可调的高压脉冲电

场杀菌共场处理室
江南大学

平雪良;金伟;许卫

斌;赵伟;胡大华
机械 2012.06.05 2013.01.16

CN201220135748.9 纬编针织物张力装置
江南大学;江阴芗

菲服饰有限公司

潘如如;陈建强;周

婉;刘基宏;王鸿

博;高卫东;刘建立

纺服 2012.06.05 2013.01.09

CN201220140764.7 智能加湿器 江南大学

姜鹏;张伟;于圣

龙;姜涛钦;姜永

丽;邹熙媛

机械 2012.06.05 2013.01.09

CN201220141065.4 一种与视频播放设备物联的转椅 江南大学 周丽明;周广超 物联网 2012.05.10 2013.01.09

CN201220145856.4
一种非成圈式连接上下表层的经

编间隔织物
江南大学

周罗庆;姜晓彤;周

超美
纺服 2012.02.08 2013.01.09

CN201220145907.3 一种松厚纬编针织物增强体 江南大学 周罗庆;周超美 纺服 2012.06.05 2013.01.09

CN201220153841.2 可自动开闭出风口的抽油烟机 江南大学
唐梅;谢广喜;王廷

志
理学院 2012.01.07 2013.01.02

CN201220154475.2 用于提高纸箱抗压强度的内衬结 江南大学 张新昌;李洪贵 机械 2012.04.18 2013.01.02

CN201220168239.6
一种测试厌氧反应器中三相分离

器分离效果的装置
江南大学

张一波;王业青;陈

艺阳
环土 2011.12.30 2013.01.02

CN201220187045.0 多功能天然气灶开关自动控制器 江南大学 余伟;刘琪;王廷志 理学院 2011.12.30 2013.01.02

CN201220197306.7 联体包装袋的开袋装置 江南大学
陆佳平;李玉佳;郑

磊
机械 2012.06.26 2013.01.02

CN201220208417.3 一种吸尘黑板擦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2.06.26 2013.01.02

CN201220208418.8
一种自行车中轴-链盘的耐损耗

结构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2.05.11 2013.01.02

CN201220210125.3 一种带有急救包的童装 江南大学 张希莹;沈雷 纺服 2012.05.11 2013.01.02

CN201220210360.0 氮气弹簧自动充气机 江南大学 纪小刚;李楠;卞达 机械 2012.06.28 2013.02.20

CN201220211283.0 手持式卡箍安装器 江南大学 吉卫喜;李小兵 机械 2012.06.15 2013.02.20

CN201220230435.1
一种液体悬浮类食品物料加热装

置
江南大学

华欲飞;孔祥珍;王

博;张彩猛
食品 2012.03.19 2013.01.30

CN201220233976.X 冲压机床液压过载保护装置 江南大学 俞经虎;李晓峰 机械 2012.04.09 2013.01.30

CN201220238671.8
一种颗粒自由沉降和过滤组合式

实验装置
江南大学

张一波;王业青;陈

艺阳
环土 2012.06.28 2013.01.30

CN201220248891.9
一种生物转化反应中γ -氨基丁

酸生成量的检测装置
江南大学

江波;缪铭;张天

萌;张涛;沐万孟
食品 2012.05.10 2013.02.06

CN201220250439.6 双保险安全轮胎 江南大学
王廷志;程明建;杨

占海;李珍珍
理学院 2012.03.31 2013.02.13

CN201220260413.X 老人指甲刀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2.03.28 2013.02.13



CN201220260415.9
袖珍式超声波穴位按摩仪及其操

作电路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2.08.13 2013.01.30

CN201220260831.9 一种超声波灸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2.05.25 2013.02.20

CN201220261009.4
一种丝状真菌华根霉固定化液态

发酵装置
江南大学 王栋;徐岩;朱增亮 生工 2012.09.13 2013.02.20

CN201220267698.X
家庭饮用水水质多参数快速检测

设备
江南大学

陈宵燕;张波;徐锡

闻;陈望;尤丽华
机械 2012.06.26 2013.01.30

CN201220269641.3 一种等电压法测电阻装置 江南大学 杨志荣 后勤 2012.05.22 2013.02.27

CN201220271565.X 一种富集率高的化学分离浮选柱 江南大学
商少明;郭丽;孙

芳;陈新;刘瑛;宋
化工 2012.04.09 2013.01.30

CN201220280566.0 一种方箱背负装置 江南大学
胡伟峰;张振伟;吴

凡
设计 2012.07.04 2013.02.27

CN201220297631.0
一种可变类型的Sigma-Delta调

制器
江南大学

顾晓峰;沈琪;王伟

印;赵琳娜
物联网 2012.09.12 2013.02.20

CN201220298664.7 一种方箱背负装置 江南大学 胡伟峰 设计 2012.04.07 2013.01.30

CN201220301961.2 一种自行车防掉链装置 江南大学

王利强;朱伟华;张

扬;任庆帅;顾梦

雪;王静雯;袁根福

机械 2011.10.26 2013.02.13

CN201220302547.3
一种汽车胎面温度测量及预警装

置
江南大学

王俊;朱纯;罗秦;

陈健
理学院 2012.10.29 2013.03.27

CN201220302548.8 一种电学元件伏安特性测量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杨凤;朱纯 理学院 2012.04.12 2013.03.06

CN201220302549.2 一种具有收音机功能的移动硬盘 江南大学 陈健;杨凤;朱纯 理学院 2012.05.30 2013.03.13

CN201220306634.6 一种主从式遥控调光灯 江南大学

张相胜;连宇;廖诗

来;孙林;章梦柳;

董志振

物联网 2012.09.05 2013.03.06

CN201220315531.6 一种水泥净浆流动性的测定装置 江南大学

商少明;李娟;储

鸿;陈新;刘瑛;孙

芳;宋健

化工 2012.10.16 2013.03.13

CN201220315652.0 装卸货物吊篮 江南大学
田申;陈海卫;朱佳

金
机械 2012.08.03 2013.03.13

CN201220319686.7
一种采用双率采样的哈马斯坦非

线性模型的参数辨识器
江南大学

潘丰;周林成;李向

丽
物联网 2012.08.03 2013.03.13

CN201220342859.7 海参养殖房 江南大学
张伟国;钱和;翟玉

贵
生工 2012.08.03 2013.03.13

CN201220355473.X 一种皮辊架装置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苏

旭中;刘新金;徐伯

俊

纺服 2012.07.20 2013.03.13

CN201220355527.2 一种滑块装置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徐

伯俊;苏旭中;刘新

金

纺服 2012.09.21 2013.03.06

CN201220355816.2 一种T型下销装置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徐

伯俊;苏旭中;刘新

金

纺服 2012.08.03 2013.03.13



CN201220356766.X 一种紧密纺用吸风组件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苏

旭中;徐伯俊;刘新

金

纺服 2012.06.25 2013.03.13

CN201220356839.5 一种紧密纺用防尘吸风组件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苏

旭中;徐伯俊;刘新

金

纺服 2012.08.23 2013.03.06

CN201220365251.6 方箱背负装置 江南大学 胡伟峰;张振伟 设计 2012.09.24 2013.03.06

CN201220382240.9 一种上销装置 江南大学

苏旭中;谢春萍;高

卫东;徐伯俊;刘新

金

纺服 2012.06.29 2013.03.20

CN201220382343.5
一种双区双通道气流集聚控制牵

伸装置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徐

伯俊;苏旭中;刘新

金

纺服 2012.10.16 2013.03.27

CN201220382781.1 一种双区气流控制牵伸装置 江南大学

高卫东;谢春萍;徐

伯俊;苏旭中;刘新

金

纺服 2012.09.13 2013.03.06

CN201220382784.5 一种全程气流集聚控制牵伸装置 江南大学

徐伯俊;谢春萍;高

卫东;苏旭中;刘新

金

纺服 2012.08.03 2013.03.13

CN201220383681.0 一种前区气流集聚控制牵伸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高卫东;谢

春萍;徐伯俊;苏旭

中

纺服 2012.07.20 2013.03.13

CN201220383736.8 一种后区气流集聚控制牵伸装置 江南大学

刘新金;苏旭中;谢

春萍;徐伯俊;高卫

东

纺服 2012.07.26 2013.03.13

CN201220404940.3 触控无声鼠标 江南大学 章成杰;赵琳娜 物联网 2012.07.20 2013.03.13

CN201220419809.4 可改装为挂衣架的衬衫包装盒 江南大学
刘志刚;沈琦华;赵

晓伟
机械 2012.10.16 2013.03.20

CN201220442619.4 折叠式简易大鼠解剖操作台 江南大学
李英;徐艳艳;程建

青
医学院 2012.08.03 2013.03.13

CN201220449224.7 手自动一体化晾衣架伸缩机构 江南大学

闫俊霞;陈宵燕;孙

沂琳;顾夏东;黎

明;还向勇

机械 2012.07.20 2013.03.13

CN201220456830.1
一种基于ZigBee网络的多网关传

输系统
江南大学 顾晓峰;刘焕强 物联网 2012.10.08 2013.03.27

CN201220456997.8
一种基于可控有源电感的全3G

CMOS差分低噪声放大器
江南大学 顾晓峰;王伟印 物联网 2012.10.08 2013.03.27

CN201220462789.9 汽车专用卡座 江南大学
蔡增艳;谢广喜;王

廷志
理学院 2012.10.16 2013.03.27

CN201220463359.9 多功能尺读望远镜 江南大学
张秀梅;蔡增艳;王

廷志
理学院 2012.07.20 2013.03.13

CN201220464671.X 新型空调遥控器 江南大学
余伟;程鸿雁;王廷

志
理学院 2012.06.22 2013.04.03



CN201220484184.X 带固定装置的垃圾桶 江南大学
罗秦;谢广喜;王廷

志
理学院 2012.11.20 2013.04.03

CN201220487440.0 杨氏模量测定仪防晃动装置 江南大学
张秀梅;赵博然;王

廷志
理学院 2012.10.29 2013.04.03

CN201220501324.X
基于C51单片机的智能型睡眠管

理器
江南大学

王睿;邓正敏;田明

珠;仇杰;刘沥
物联网 2012.11.20 2013.04.03

CN201220502126.5 一种升降办公桌 江南大学

平雪良;王超;蔡

晨;黄冬冬;赵倩

文;梁莹莹

机械 2012.11.14 2013.04.03

CN201220510382.9 方便杨氏模量测定仪防晃动装置 江南大学
王廷志;赵博然;谢

广喜
理学院 2012.11.20 2013.04.03

CN201220510383.3 多功能激光光杠杆 江南大学
王廷志;赵博然;程

鸿雁
理学院 2012.11.14 2013.04.03

CN201220513463.4 新型自动炒锅配套锅盖 江南大学

马祺超;王向东;韩

威;沈荣成;葛姝

翌;陆云健;武美萍

机械 2012.11.05 2013.04.10

CN201220513464.9 公交车用电磁型悬挂式拉手 江南大学

韩威;丁洁;张慧;

郑晓娇;马祺超;武

美萍

机械 2012.10.18 2013.04.10

CN201220527119.0 一种杨氏模量实验仪防晃动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陈学清;朱

纯;郝宏玥
理学院 2012.11.05 2013.04.10

CN201220527453.6 一种带音响的电脑显示器支架 江南大学 朱纯;陈健;张文理 理学院 2012.05.24 2013.04.10

CN201220527518.7 一种带USB接口的电脑显示器座 江南大学 陈健;江双青;陈少 理学院 2012.10.22 2013.04.17

CN201220529705.9
一种用于糖浆脱盐的电渗析装置

系统
江南大学

于秋生;陈正行;武

睿;郭贯新;冯伟
食品 2012.11.09 2013.04.17

CN201220532032.2
带防晃动装置的杨氏模量测定仪

底盘
江南大学

王廷志;陈学清;赵

国派
理学院 2012.11.13 2013.04.17

CN201220546793.3 一种绿色智能数控LED驱动电源 江南大学

沈艳霞;李帆;周

园;纪志成;吴定

会;赵芝璞;潘庭龙

物联网 2012.11.13 2013.04.17

CN201220546794.8 车库空余车位显示系统 江南大学

高春能;胡敬敬;裴

建德;邵康;肖永

松;吴定会;纪志成

物联网 2012.09.27 2013.04.17

CN201220552674.9 自习室空座位智能显示系统 江南大学
刘羽桐;赵国派;王

廷志
理学院 2012.09.28 2013.04.17

CN201220557208.X 一种基于条形码的仪器信息标贴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罗秦 理学院 2012.09.05 2013.04.17

CN201220558362.9 激光测角仪 江南大学
陈健;江正仙;许家

炜
理学院 2012.05.03 2013.04.17

CN201220566467.9 自行车自动省力器 江南大学

钱瑜;王跃进;张媛

媛;谭浩;曹洋;陶

思源;李驰

机械 2012.11.13 2013.04.17

CN201220580186.9 一种自适应风机叶轮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2.05.23 2013.04.17



CN201220582838.2 带活动滤芯的水杯 江南大学
刘羽桐;刘琪;王廷

志
理学院 2012.11.13 2013.04.17

CN201220588471.5 一种低压防漏电安全水暖毯 江南大学 曹光群;屠志淳 化工 2012.05.04 2013.04.24

CN201220596462.0 摩擦材料专用皮带式喂料机 江南大学
于力革;朱建鸿;苏

雄
物联网 2012.10.26 2013.04.24

CN201220596832.0 摩擦材料专用螺旋式喂料机 江南大学
朱建鸿;于力革;苏

雄
物联网 2012.11.14 2013.04.24

CN201220597507.6
用于摩擦材料自动化配料的三秤

斗称量车
江南大学

朱建鸿;高美凤;于

力革;苏雄;王福会
物联网 2012.06.11 2013.04.24

CN201220598192.7 一种声速测定仪 江南大学 陈健;曹亦轩;朱纯 理学院 2012.11.22 2013.05.15

CN201220598300.0
用于摩擦材料的带有破拱装置的

料仓
江南大学

于力革;朱建鸿;苏

雄
物联网 2012.11.06 2013.05.01

CN201220598368.9
可快速降温的热电偶温差电系数

测定仪
江南大学

王廷志;赵国派;高

光华
理学院 2012.11.19 2013.05.29

CN201220598614.0 一种光电效应实验控光装置 江南大学 曹亦轩;陈健;朱纯 理学院 2012.12.07 2013.05.29

CN201220601133.0 零能耗的自行车信号指示装置 江南大学

钱瑜;王跃进;张媛

媛;谭浩;曹洋;陶

思源;李驰

机械 2012.10.31 2013.05.29

CN201220601157.6 一种宠物饲料上料设备 江南大学
曹毅;喻永康;马德

军;陈桂兰;俞经虎
机械 2012.11.24 2013.05.15

CN201220609951.5 呼吸肌训练器 江南大学
蒋玉宇;梁永春;张

娜
医学院 2012.12.04 2013.05.01

CN201220613625.1 一种光电管暗箱进光控制装置 江南大学 朱纯;陈健;谢广喜 理学院 2012.12.12 2013.05.29

CN201220613626.6 一种衍射光栅器件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杜莉玮 理学院 2012.11.15 2013.05.29

CN201220613635.5 一种光路共轴激光辅助调整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高光华 理学院 2013.01.09 2013.06.05

CN201220614160.1 带印章的订书机 江南大学 杨楠;李世国 设计 2013.01.24 2013.06.26

CN201220614177.7 带可调定位装置的订书机 江南大学 李世国;杨楠 设计 2013.01.12 2013.06.26

CN201220616645.4
基于ARM9系列微控制器和ZigBee

无线通讯技术的曲面胶印机
江南大学

熊伟丽;陈树;秦宁

宁;姚乐;林玉惠;

徐保国

纺服 2013.01.27 2013.06.19

CN201220623736.0 摩擦材料加料防错自动管理系统 江南大学
高美凤;朱建鸿;姚

健;于力革;王福会
物联网 2012.12.20 2013.06.12

CN201220626676.8
可快速散热的电阻温度系数测定

仪
江南大学

谢广喜;陈学清;王

廷志
理学院 2013.01.05 2013.06.26

CN201220650968.5
一种双向三路径导通的高压ESD

保护器件
江南大学

梁海莲;顾晓峰;董

树荣;吴健;黄龙
物联网 2012.12.13 2013.06.05

CN201220652875.6 矿井用空气冷却器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江南大学

王振平;冯小平;张

广文;孙学峰;傅昌

平;孙庆峰

环土 2012.12.25 2013.06.05

CN201220655685.X 一种激光车辆高度指示器 江南大学
万一川;虞朝晖;朱

纯;罗秦
理学院 2012.11.28 2013.06.19



CN201220669114.1 超高温染色机

常熟市宝沣特种纤

维有限公司;江南

大学

王树根;钱俊;陆宏

波;蒋静;田秀枝;

华江楠;王梦琴

纺服 2013.01.11 2013.06.19

CN201220681254.0
一种肝内通连肝小叶的血液循环

教学模型
江南大学 李英;程建青 医学院 2013.01.12 2013.06.19

CN201220681255.5
液氮冷冻生物组织的有孔型塑料

封口袋
江南大学 李英;费嫦;胡玥 医学院 2013.01.21 2013.06.26

CN201220681521.4 大鼠心脏灌注固定器 江南大学
李英;许泗香;张丹

丹
医学院 2013.01.21 2013.06.26

CN201220681523.3 一次性女用纸尿杯 江南大学
邓超;滕丽萍;徐晓

宇
医学院 2013.01.15 2013.06.19

CN201220681524.8 快速生物组织块制备及冻存装置 江南大学 程建青;李英 医学院 2013.01.04 2013.06.12

CN201220682826.7 一种数控螺杆铣床 江南大学
张秋菊;王嵩;周一

届
机械 2013.01.24 2013.06.26

CN201220684254.6 一种保湿防裂保健袜 江南大学 王跃进;姜大志 机械 2013.01.09 2013.06.05

CN201220687007.1
一种橡胶弹簧剪切片组合式的电

梯阻尼器

江南大学;吴江市

德菱电梯配套有限

公司

张超锋;梁建新 机械 2012.12.28 2013.07.17

CN201220687720.6
一种带导向套的橡胶弹簧剪切片

组合式的电梯阻尼器

吴江市德菱电梯配

套有限公司;江南

大学

张超锋;梁建新 机械 2013.04.03 2013.08.14

CN201220691267.6 一种检测装置 江南大学
黄如林;尤丽华;王

瑶;王金华;李唐
机械 2013.03.14 2013.08.28

CN201220691547.7 铝型材的在线检测装置 江南大学
尤丽华;黄如林;李

唐;赵振良;于雷
机械 2012.11.15 2013.07.10

CN201220699712.3
一种双向衬底触发的高压ESD保

护器件
江南大学

梁海莲;顾晓峰;董

树荣;黄龙
物联网 2013.03.18 2013.07.31

CN201220699713.8
一种纵向NPN触发的高维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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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3.13 2013.07.31

CN201220711927.2
利用电厂余热为矿井通风降温的

系统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江南大学

王振平;冯小平;张

广文;孙学峰;傅昌

平;孙庆峰

环土 2013.01.28 2013.07.03

CN201220720005.8 一种湿热定捻系统 江南大学
谢春萍;徐伯俊;苏

旭中;刘新金;张洪
纺服 2013.03.15 2013.08.14

CN201220722442.3
一种降解花生粕中黄曲霉毒素的

装置
江南大学

刘睿杰;王瑞琦;常

明;王兴国;金青哲
食品 2012.12.12 2013.07.10

CN201220734802.1 一种带挡板的深孔细胞培养板 江南大学
白仲虎;聂简琪;龙

泉
生工 2012.09.05 2013.07.10

CN201220734963.0 一种深孔细胞培养板板盖的结构 江南大学
白仲虎;聂简琪;龙

泉
生工 2012.10.09 2013.07.17

CN201220754680.2
一种组合绗缝刺绣和喷墨印花的

面料
江南大学

王潮霞;张冠峰;彭

丽媛;张开瑞;黎亚

丽

纺服 2012.12.14 2013.07.17



CN201320000446.5 细下夹头杨氏模量仪 江南大学
余伟;杜莉玮;王廷

志
理学院 2012.04.06 2013.07.24

CN201320001330.3 一种多用途光催化性能评价装置 江南大学
史海峰;解宇轩;王

颖超;蓝奔月
理学院 2012.11.19 2013.07.10

CN201320002865.2
一种餐厨垃圾处理用厌氧发酵系

统
江南大学

阮文权;赵明星;廖

家林;陶治平
环土 2012.12.12 2013.07.10

CN201320007774.8 可遥控吊灯 江南大学

吴定会;李想;王

莉;刘承焕;周刚;

耿超;王旭彤

物联网 2012.09.03 2013.07.10

CN201320009240.9 一种多功能盥洗池排水装置 江南大学 苗泉龙;罗秦;朱纯 理学院 2012.12.18 2013.07.17

CN201320009254.0 激光角度测量规 江南大学
江正仙;汪海涛;陈

健
理学院 2012.12.18 2013.07.17

CN201320013335.8 一种力矩平衡实验仪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朱云 理学院 2013.03.06 2013.07.24

CN201320014861.6 多功能光栅仪 江南大学
王廷志;刘姿忆;杜

莉玮
理学院 2012.10.09 2013.07.17

CN201320014863.5 分光计细调调节仪 江南大学
张文修;杜莉玮;王

廷志
理学院 2013.04.02 2013.08.07

CN201320018752.1
一种激光LED光源光路共轴调节

装置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高光华 理学院 2013.03.06 2013.08.14

CN201320025716.8 一种带有气囊的按摩椅 江南大学 周丽明;周广超 物联网 2013.03.11 2013.08.14

CN201320025719.1 一种加装效果装置的玩具气球 江南大学 周丽明;刘有力 物联网 2013.03.11 2013.08.07

CN201320025771.7 一种游戏按摩椅 江南大学 周丽明;周广超 物联网 2012.10.22 2013.07.10

CN201320025773.6 一种无线门票系统 江南大学 周丽明 物联网 2013.03.20 2013.08.07

CN201320025774.0 一种无线门票 江南大学 周丽明 物联网 2013.04.17 2013.08.28

CN201320026746.0 激光复合切割陶瓷的装置 江南大学
袁根福;陈春映;王

金华;逄志伟
机械 2013.03.13 2013.07.31

CN201320028532.7 动量守恒演示仪 江南大学
赵国派;谢广喜;王

廷志
理学院 2013.02.06 2013.07.17

CN201320028533.1 防冻水龙头 江南大学 刘琪;余伟;王廷志 理学院 2012.12.24 2013.08.28

CN201320038773.X 汽车发动机温差发电装置 江南大学
余伟;程鸿雁;王廷

志
理学院 2013.01.28 2013.07.24

CN201320038823.4 真空物理现象演示仪 江南大学
王廷志;刘姿忆;程

鸿雁
理学院 2013.03.11 2013.07.24

CN201320042087.X 一种用于示波器的信号连接器 江南大学
陈健;王志萍;解文

婷;朱纯
理学院 2012.12.14 2013.07.17

CN201320045176.X 一种跨时区钟表 江南大学
陈健;周锡生;黄桂

荣;朱纯
理学院 2013.01.29 2013.07.17

CN201320046218.1 户外拓展训练组合架 江南大学 余亮 体育部 2013.03.26 2013.08.28

CN201320047177.8
一种消除环锭细纱机罗拉扭振的

伺服控制系统
江南大学

徐伯俊;谢春萍;苏

旭中;刘新金
纺服 2013.03.26 2013.08.28

CN201320050771.2
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便携式专

用地沟油检测系统
江南大学

彭秀辉;刘飞;陈

珺;陈鑫;刘艳
物联网 2013.01.18 2013.07.24



CN201320070528.7 多功能物联网购物车 江南大学

吴锡生;李阳;仲其

龙;段罗淋;程福

武;赵琳娜

物联网 2012.12.13 2013.07.17

CN201320098329.7 一种LED驱动电源及调光系统 江南大学

沈艳霞;张君继;李

帆;纪志成;吴定

会;赵芝璞;潘庭龙

物联网 2012.12.13 2013.07.17

CN201320100035.3 脸部艾灸专用装置 江南大学 刘琪;余伟;王廷志 理学院 2013.01.12 2013.07.17

CN201320104833.3
基于机器视觉的太阳能硅晶片颜

色自动检测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李春龙 物联网 2013.01.12 2013.07.17

CN201320104834.8 一种电动推杆特性的自动测试装 江南大学 潘丰;孟宪臣 物联网 2013.01.12 2013.07.17

CN201320104835.2 一种线束的自动测试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孙政 物联网 2013.01.12 2013.07.17

CN201320104961.8
一种晶体培养过程中的连续过滤

自动控制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王凯 物联网 2013.03.06 2013.09.04

CN201320104962.2
一种采用视觉设备的水表计量特

性的自动检测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王蕾 物联网 2013.01.05 2013.09.25

CN201320104963.7
槽式反应器基于在线支持向量机

的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器
江南大学 潘丰;陈进东 物联网 2013.04.03 2013.09.04

CN201320104965.6
一种气门摇臂安装位置的自动检

测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孟宪臣 物联网 2013.03.06 2013.09.25

CN201320107682.7 可不断电换电池的手机 江南大学
杨占海;程鸿雁;王

廷志
理学院 2012.12.28 2013.09.25

CN201320109933.5
基于机器视觉的硬盘磁体位置度

自动检测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杨莉 物联网 2013.03.06 2013.09.25

CN201320109935.4
一种基于相平面法的四容水箱液

位控制器
江南大学 潘丰;李艳坡 物联网 2013.03.06 2013.09.04

CN201320110141.X
一种洗衣机牵引器特性的自动检

测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余俊荣 物联网 2013.05.09 2013.09.18

CN201320110142.4
一种与普通压力试验机配套的隔

振器特性自动测试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朱浪 物联网 2013.03.06 2013.09.25

CN201320110143.9
一种电池正负极耳端子长度的自

动检测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余俊荣 物联网 2013.05.09 2013.09.18

CN201320111530.4
一种使用定量控制系统的医用蜡

疗设备
江南大学 邱玉宇;吴艳 医学院 2013.03.06 2013.09.04

CN201320111733.3 一种光栅组件 江南大学 王志萍;陈健;周园 理学院 2013.03.11 2013.09.04

CN201320111735.2 一种体育比赛训练用平衡木 江南大学 陈健;石明可;朱纯 理学院 2013.03.19 2013.09.18

CN201320115043.5 一种家庭淋浴房喷雾取暖装置 江南大学 曹毅;钱瑜;罗鹏飞 机械 2013.03.11 2013.09.25

CN201320116907.5 一种多媒体教室黑板 江南大学 陈健;周锡生;朱纯 理学院 2013.04.28 2013.09.25

CN201320121010.1 一种宽口凹槽深度测量用游标卡 江南大学 陈健;鹿文保;朱纯 理学院 2012.12.12 2013.09.25

CN201320124927.7 一种转动惯量测定仪 江南大学 陈健;朱纯;王子凡 理学院 2013.05.09 2013.09.18

CN201320125398.2 硬座睡眠套 江南大学
王廷志;蔡增艳;谢

广喜
理学院 2013.04.28 2013.09.25

CN201320125443.4
一种具有温度和湿度测量功能的

光催化反应装置
江南大学

王颖超;解宇轩;史

海峰
理学院 2012.12.12 2013.10.16



CN201320145330.0
一种面向异构网络环境的物联网

网关开发平台
江南大学

虞致国;顾晓峰;胡

峥;张建国;邵宇;

王晓涧

物联网 2013.05.16 2013.10.16

CN201320145378.1
一种面向多类型ZigBee节点的开

发平台
江南大学

虞致国;顾晓峰;胡

峥;张建国;邵宇;

王晓涧

物联网 2013.05.14 2013.10.16

CN201320145380.9
一种基于FPGA的传感器网络SoC

原型验证平台
江南大学

虞致国;顾晓峰;胡

峥;张建国;邵宇;

王晓涧

物联网 2012.11.20 2013.10.16

CN201320159697.8 磁吸式刚体转动惯量实验仪 江南大学
苗泉龙;罗浩;陈

健;彭亚蒙
理学院 2013.04.15 2013.10.23

CN201320160669.8 输液双报警器 江南大学
蔡增艳;程鸿雁;王

廷志
理学院 2013.03.11 2013.10.23

CN201320166080.9
一种基于能量管理的多热源热水

系统
江南大学 潘丰;沈焱鑫 物联网 2012.12.12 2013.10.16

CN201320166462.1 一种晶体连续培养及过滤系统 江南大学
潘丰;何彦行;项亚

南
物联网 2013.05.13 2013.10.30

CN201320186201.6
一种黄酒前酵过程无线温度控制

系统
江南大学

徐玲;孙顺远;徐保

国;刘登峰
物联网 2013.03.26 2013.10.30

CN201320193888.6 快捷记忆合金弹簧演示仪 江南大学
王廷志;刘姿忆;程

鸿雁
理学院 2013.05.28 2013.10.30

CN201320213519.9
一种生物污水灭活罐运行状态自

动控制装置
江南大学 潘丰;何彦行 物联网 2013.05.13 2013.10.30

CN201320220680.9 跑步机多功能扶手 江南大学

沙美妤;刘利国;叶

水平;王向东;罗

宇;刘洁

机械 2013.06.20 2013.11.27

CN201320224521.6 一种西瓜子开口器 江南大学
杨涛;娄海洋;张秋

菊;王嵩
机械 2013.06.20 2013.11.27

CN201320226664.0
半导体塑料封装压机智能温度切

换系统
江南大学 翁蕾蕾;余骏华 纺服 2013.06.26 2013.11.27

CN201320226695.6 半导体产品质量分析流水线 江南大学 孙力;朱晶川 继教学院 2013.04.23 2013.11.27

CN201320241681.1 一种含PHA的可降解发泡餐盒 江南大学
何宏;龙柱;吕勇;

戴磊
纺服 2013.05.06 2013.11.06

CN201320241682.6 可降解餐盒 江南大学
何宏;龙柱;吕勇;

戴磊
纺服 2012.11.30 2013.11.06

CN201320241683.0 环保餐盒 江南大学
何宏;龙柱;吕勇;

戴磊
纺服 2013.01.08 2013.11.06

CN201320245414.1 一种医用输液加热装置 江南大学 彭亚蒙;朱纯;陈健 理学院 2013.05.06 2013.11.06

CN201320245439.1 一种通用杨氏模量实验仪 江南大学 方蔚然;陈健;朱纯 理学院 2013.05.06 2013.11.06

CN201320246958.X 杨氏模量测定仪专用砝码 江南大学
刘姿忆;谢广喜;王

廷志
理学院 2013.01.12 2013.11.06



CN201320247415.X 一种新型光伏功率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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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火泉;常浩;王

坤;秦冬雷
物联网 2013.05.20 2013.11.06

CN201320256638.2 一种软管包装结构 江南大学
陆佳平;杨丹;张

真;徐贞;王淑慧
机械 2013.06.17 2013.11.13

CN201320256754.4 一种液体盒中袋包装 江南大学
陆佳平;王淑慧;徐

贞;杨丹;张真
机械 2013.03.08 2013.11.13

CN201320261226.8
一种处理难降解有机废水的电助

光催化反应器
江南大学 邹华;张宁;陈琳荔 环土 2013.04.28 2013.11.13

CN201320267215.0 一种砝码 江南大学
陈斌曙;程鸿雁;王

廷志
理学院 2013.04.03 2013.11.13

CN201320278335.0
一种用于食品辅助成型和速冻的

超声低温柜式系统

南京先欧仪器制造

有限公司;江南大

学

高文华;范大明;李

斌;闫博文;赵建

新;陈卫;张灏

食品 2013.06.17 2013.11.13

CN201320297396.1 一种连袋成型充填真空包装机 江南大学
陆佳平;季月明;李

玉佳;李培帅
机械 2013.06.27 2013.11.20

CN201320299951.4
一种基于ZigBee技术的楼宇大功

率电器节能控制系统
江南大学 周俊;赵琳娜 物联网 2013.03.13 2013.11.20

CN201320305172.0 一种双组份包装容器 江南大学
钱静;张真;高娓;

徐强;杨丹;邹松波
机械 2013.04.22 2013.11.20

CN201320343794.2 智能配电箱 江南大学 刘姿忆;王廷志 理学院 2013.07.10 2013.12.04

CN201320344663.6 保温热水器 江南大学
王廷志;刘姿忆;谢

广喜
理学院 2013.06.18 2013.12.11

CN201320345795.0 新型弹片式鞋带扣 江南大学
周德强;秦福城;尤

丽华
机械 2013.06.27 2013.12.04

CN201320348456.8 一种用于粽子的真空包装结构 江南大学
陆佳平;夏梦;张鑫

鑫;蔡和平
机械 2013.05.28 2013.12.04

CN201320354447.X 一种污水厌氧处理设施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4.24 2013.12.04

CN201320354628.2 一种瞬开缓关阀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6.18 2013.12.04

CN201320354635.2 一种电热保暖鞋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5.30 2013.12.11

CN201320354772.6 一种高效电热保暖鞋充热器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6.21 2013.12.11

CN201320355571.8 一种波浪动力系统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1.29 2013.12.04

CN201320355572.2 一种空气滤清口罩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3.04 2013.12.11

CN201320357177.8 带挤压功能长穗拖把的推压架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6.20 2013.12.18

CN201320362855.X
基于电涡流传感器的金属型材小

孔检测系统
江南大学

周德强;尤丽华;左

晓芳;李唐;张秋菊
机械 2013.06.20 2013.12.18

CN201320364381.2
一种新型高效率静电纺丝线型喷

头

江南大学;江苏菲

特滤料有限公司

徐阳;魏取福;李

莘;王爱民
纺服 2013.06.20 2013.12.18

CN201320370543.3 波浪能灯塔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6.20 2013.12.18

CN201320371670.5 浪涌发电系统 江南大学 屈百达 物联网 2013.06.20 2013.12.18

CN201320372882.5 一种水槽 江南大学
余伟;程鸿雁;王廷

志
理学院 2013.07.12 2013.12.18



CN201320373187.0 新双排水水槽 江南大学
陈斌曙;程鸿雁;王

廷志
理学院 2013.07.05 2013.12.18

CN201320402605.4 一种连续乳化装置 江南大学

常明;蒋晓菲;刘睿

杰;金青哲;王兴

国;刘元法

食品 2013.06.26 2013.12.18

CN201320406974.0
易安装杨氏模量测量仪防晃动装

置
江南大学

王廷志;余伟;谢广

喜
理学院 2013.07.22 2013.12.25

CN201320413581.2 一种虫蚀葵花籽分选装置 江南大学
张秋菊;王卫翼;王

嵩;周一届
机械 2013.07.22 2013.12.25

CN201320434546.9 防雨霜汽车外后视镜 江南大学 王廷志;余伟 理学院 2013.08.02 2013.12.25

CN201320434665.4 壁挂式空调室内机挡风支架 江南大学 余伟;王廷志 理学院 2013.07.23 2013.12.25

CN201320436694.4 易更换锁舌 江南大学 余伟;王廷志 理学院 2013.06.24 2013.12.25

CN201320471851.5
一种新型智能高精度LED驱动电

源
江南大学

沈艳霞;李帆;张君

继;纪志成;吴定

会;赵芝璞;潘庭龙

物联网 2012.11.08 2013.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