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3 包装盒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韦湘景,聂燕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230406029.1 2013-02-06

2013 茶具包装盒（雅素斋）
陶瓷与设计学

院
王郡,李帅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230406076.6 2013-02-20

2013 茶叶罐（兽面套环）
陶瓷与设计学

院
杨建军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230282861.5 2013-03-13

2013 茶壶（提梁套环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杨建军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230273258.0 2013-03-13

2013
一种用复合酶水解牡蛎蛋

白制备活性肽的方法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李超柱,陈艳辉,黎丹

戎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110127482.3 2013-04-10

2013 一种甘蔗切割器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李尚平,沈中华,麻芳

兰,陈远玲,薛斌,黄国

弟,罗延,黄军强,周敬

辉,郑广平,范志达,蒋
红梅,刘海,杨冰心,周
建阳,邱敏敏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220318957.7 2013-05-15

2013 茶壶（野趣）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容州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31657.0 2013-06-26

2013 摆件（壮乡情结）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韦忠德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30752.9 2013-06-26

2013 茶壶（古拙）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29335.2 2013-06-26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3 摆件（福寿双全）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韦忠德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29547.0 2013-06-26

2013 包装盒（文房四宝）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彭波,夏照旺,谢文彬,
熊辉,李洁治,聂燕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31015.0 2013-07-31

2013 茶壶（荷韵）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容州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30573.5 2013-08-14

2013 香炉（荷花）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31615.7 2013-08-14

2013 包装盒（坭兴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聂燕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31411.3 2013-08-28

2013 茶叶罐（如意）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容州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30572.0 2013-08-28

2013
一种适合复杂地形的收获

甘蔗输送机构
工程训练中心

韦相贵,刘渊,何永玲,
张千锋,薛斌,颜世周,
宾凯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320362215.9 2013-11-27

2014 葡萄酒酿制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陈俊良,黄德庆,韦威

荣,黄秋平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320366555.9 2014-01-01

2014
具有链条的坭兴陶器的制

作工艺

陶瓷与设计学

院
杨建军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210294339.8 2014-02-26

2014
一种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酯

的制备方法

石油与化工学

院

石海信,李桥,顾静,唐
香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001020.6 2014-03-05

2014 一种空调门窗智能控制器
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
樊东红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320583336.6 2014-03-05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4
坭兴陶旅游工艺品包装盒

套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周作好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446950.3 2014-03-12

2014
整杆式甘蔗联合收获机的

蔗叶分离输送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李尚平,麻芳兰,李俚,
邱敏敏,沈中华,薛斌,
周敬辉,高建立,陆安

山,黄国弟,杨正海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320535231.3 2014-03-12

2014 城市移动公共卫生间
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
王晓航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029444.4 2014-03-12

2014 香蕉采摘辅助器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陈俊良,陆丽萍,李锦

灯,韦东杰,刘神,潘裕

方,包昌盛,陈科萍,覃
春鸾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320362184.7 2014-03-12

2014 多功能喷施器
资源与环境学

院

冯国禄,许振成,李尚

平,黄鹄,龚军慧,梁好

翠,容泽文,叶汝坤,谭
东丽,冯国顺,冯天成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210379458.3 2014-04-16

2014 坭兴陶茶具包装盒套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李帅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330446947.1 2014-05-07

2014
一种根据岩芯饼化识别地

应力的智能装置

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
樊东红,郭送军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320609670.4 2014-05-07

2014
两自由度混合驱动可控吊

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莫志平,吴彤

峰,陆安山,梁好翠,何
永玲,黄宜军,张千锋,
鲁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420086439.6 2014-07-16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4
闭链式混合驱动正面吊运

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唐涛,吴彤峰,
陆安山,梁好翠,何永

玲,黄宜军,韦相贵,刘
渊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420086382.X 2014-07-16

2014 一种健身器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李荣,张千锋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420086419.9 2014-07-23

2014 楼梯平路两用运输车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陈文武,张千锋,李荣,
欧小乐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420090247.2 2014-07-23

2014 一种多功能画图桌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吴官生,张千锋,谢高

飞,杨宇明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420140123.0 2014-08-13

2014 摆件（醉仙翁）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夏佐芬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430037041.9 2014-08-13

2014

平面两自由度十一秆双闭

环子链式集装箱正面吊运

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李尚平,陆安

山,吴彤峰,何永玲,蔡
敢为,梁涛,张金玲,吴
霄,王帅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573455.8 2014-09-17

2014
平面两自由度七秆伺服驱

动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李尚平,陆安

山,吴彤峰,何永玲,蔡
敢为,梁涛,张金玲,吴
霄,王帅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573992.2 2014-09-17

2014
平面两自由度九秆闭链式

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李尚平,吴彤

峰,蔡敢为,陆安山,梁
好翠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573481.0 2014-09-17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4
平面两自由度七秆闭链式

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李尚平,吴彤

峰,蔡敢为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574001.2 2014-09-17

2014

平面两自由度十一秆伺服

驱动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

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李尚平,吴彤

峰,陆安山,梁好翠,蔡
敢为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572595.3 2014-09-17

2014
平面两自由度九秆伺服驱

动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李尚平,吴彤

峰,蔡敢为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573937.3 2014-09-17

2014
喂入能力强的甘蔗收获机

械切割输送系统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李尚平,沈中华,麻芳

兰,陈远玲,薛斌,李俚,
周敬辉,陆安山,黄国

弟,罗延,高建立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20535253.X 2014-11-05

2014 铁索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闭宗庭,夏佐芬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430036483.1 2014-7-16

2015 甘蔗收割机集蔗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李尚平,麻芳兰,李俚,
邱敏敏,沈中华,薛斌,
陈远玲,黄国弟,周敬
辉,陆安山,高建立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386479.2 2015-01-07

2015 笔筒（仓竹）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卢珊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430372627.0 2015-03-04

2015 海豚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黄叔界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430372628.5 2015-03-15

2015 一种带式输送机构 工程训练中心
韦相贵,宾凯,张千锋,
颜世周,颜晓娟,陈晓
林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420734977.1 2015-04-15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5 摆件（山水精华）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孙继旋,黄叔界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430372661.8 2015-04-15

2015
含吡唑醚菌酯与硅氟唑的
热雾剂

海洋学院
鲁栋梁,张晨晓,钟秋
平,杨斌,李茂莲,林美
芳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424206.2 2015-05-06

2015 一种可调手工绘图板 工程训练中心 韦相贵,陈家晓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420736174.X 2015-05-13

2015 管件夹紧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李尚平,薛斌,麻芳兰,
陈远玲,沈中华,周敬
辉,陆安山,高建立,黄
国弟,罗延,杨正海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386476.9 2015-05-20

2015 无触式多控开关
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

鲍富祥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310070634.X 2015-06-03

2015 茶具（高脚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032375.1 2015-07-15

2015 调味罐（坭兴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潘井雨,王婕
妤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032344.6 2015-07-15

2015 包装盒
资源与环境学
院

唐兆民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052558.X 2015-07-22

2015 一种便携式涉水鞋套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鲁娟,欧诚意,薛斌,周
建阳,崔传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082083.3 2015-08-19

2015 一种防擦道牙 建筑工程学院
闫有喜,李素霞,冯雅
岚,张继红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290714.0 2015-09-02

2015
一种六自由度关节型工业
机器人

工程训练中心 颜世周,陈晓琳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161753.0 2015-09-16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5 一种集装箱检查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张晓培,樊东红,张圆
圆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326345.6 2015-10-07

2015 摆件（双耳福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闭宗庭,闭祖鸿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169117.8 2015-10-07

2015
分离油样中界面活性组分
的方法

石油与化工学
院

张海燕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513192.6 2015-10-28

2015 一种简易四面翻广告牌
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

阳建中,李贤阳,梁家
海,郭哲,禤世丽,韦小
玲,覃伟荣,卜路平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336803.4 2015-11-18

2015 一种多功能沙发躺椅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鲁娟,孙家兴,陈明,张
圆圆,崔传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02476337.X 2015-11-18

2015
两自由度双闭环混合驱动
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莫志平,吴彤
峰,陆安山,梁好翠,何
永玲,黄宜军,颜世周,
宾凯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068825.7 2015-11-25

2015
含单个两自由度闭环子链
混合驱动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唐涛,吴彤峰,
陆安山,梁好翠,何永
玲,黄宜军,薛斌，周建
阳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068798.3 2015-11-25

2015
三自由度连杆机构式混合
驱动正面吊运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何堂永,张千
锋,颜世周,鲁娟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04334.3 2015-11-25

2015 轻型电动斗轮堆取料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80827.5 2015-11-25

2015 冗余驱动闭链式斗轮堆取机械与船舶海潘宇晨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80683.3 2015-11-25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料机 洋工程学院

2015
三自由度混合驱动集装箱
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何堂永,颜世
周,鲁娟,农国才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04874.1 2015-11-25

2015
重载型集装箱正面吊运起
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黄文志,薛斌,
周建阳,鲁娟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04871.8 2015-11-25

2015
三自由度伺服驱动集装箱
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何堂永,刘渊,
韦相贵,宾凯,农国才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04333.9 2015-11-25

2015
三自由度伺服驱动闭链式
集装箱正面吊运起重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何堂永,周建
阳,薛斌,鲁娟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04320.1 2015-11-25

2015 一种多功能野外餐桌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鲁娟,陈明,孙家兴,周
建阳,谢积锦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473968.6 2015-12-02

2015 便携式婴儿座椅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鲁娟,陈明,孙家兴,薛
斌,周建阳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474130.9 2015-12-02

2015
混合驱动机构式斗轮堆取
料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杨隆华,吴彤
峰,陆安山,黄宜军,张
千锋,颜世周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80671.0 2015-12-02

2015
平面两自由度冗余驱动闭
链式电动斗轮堆取料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黎建文,陆安
山,吴彤峰,颜世周,张
千锋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80806.3 2015-12-02

2015
基于物联网的农田智能灌
溉控制系统

电子与信息工
程学院

赵荣阳,王晓丽,刘志
先,黄瑜,周兴海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654283.1 2015-12-16

2016
一种海洋真菌伞枝霉菌株

及其菌丝体提取物和应用
海洋学院

龚斌,义翠花(学),张艳

秋,方怀义,庞庭才,张
虹,董庆亮,黄鹄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203253.9 2016-01-06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6 花瓶（镂空鱼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黄南男,李金花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359.8 2016-01-13

2016 砚台
陶瓷与设计学

院
王宁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 0293339.0 2016-01-13

2016 摆件（擎天一柱）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韦忠德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607.9 2016-01-13

2016 十里荷香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容州,赵立存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568.2 2016-01-13

2016 茶壶（双层旋转）
陶瓷与设计学

院
杨建军,张胜金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347.5 2016-01-13

2016 摆件（印象）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张飞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364.9 2016-01-13

2016 茶壶（比翼双飞）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卢珊,黄涛默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575.2 2016-01-13

2016 摆件（苗语）
陶瓷与设计学

院
程水珍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366.8 2016-01-13

2016 花瓶（花之韵）
陶瓷与设计学

院
廖艳萍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340.3 2016-01-13

2016 摆件（满江红）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韦帮谢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530293577.1 2016-01-13

2016
混合驱动变胞机构挖掘机

械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068664.1 2016-01-20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6
两活动度大工作空间连杆

机构式斗轮堆取料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杨隆华,周建

阳,鲁娟,宾凯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80503.1 2016-02-10

2016
含两自由度冗余驱动悬伸

臂的电动斗轮堆取料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潘宇晨,何迈全,陆安

山,黄宜军,薛斌,周

建阳,鲁娟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80504.6 2016-02-03

2016
一种钢板弹簧振动测试实

验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崔传真,何维,吴彤峰,
黄红生,袁雪鹏,谢红

初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9234079.
5 2016-03-30

2016
水生生物与水产研究用耗

氧量检测系统
海洋学院

廖永岩,郑秋美,王洁

梅,雷娟,王鹏良,王培,
李伟峰,刘金霞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856429.0 2016-04-06

2016
一种提高中国鲎受精卵存

活率的产卵池
海洋学院

廖永岩,刘金霞,雷娟,
王鹏良,王培,李伟峰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858265.5 2016-04-06

2016
一种提高中国鲎受精卵孵

化率的孵化篮
海洋学院

廖永岩,刘金霞,雷娟,
王鹏良,王培,李伟峰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857034.2 2016-04-06

2016
一种凡纳滨对虾鱼虾混养

的生态养殖方法
海洋学院

方怀义,廖永岩,张艳

秋,龚斌,林美芳,黄鹄,
许尤厚,许丽莉,熊建

华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596702.0 2016-04-13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6 一种泥条挤压装置
陶瓷与设计学

院
王宁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201520134985.7 2016-04-16

2016
一种用于定位移动设备的

定位系统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何维,崔传真,袁雪

鹏,黄红生,孙腾,王

跃飞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0995223.6 2016-04-20

2016 一种水色识别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崔传真,何维,黄红生,
吴彤峰,袁雪鹏,鲁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1079898.2 2016-05-25

2016 一种促进食的猪饲料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522541.0 2016-06-01

2016
一种改善睡眠面膜及其制

备方法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黎国彪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133268.2 2016-06-08

2016 一种涉水鞋套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鲁娟,欧诚意,薛斌,周
建阳,崔传真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510060965.4 2016-06-15

2016
一种可拆装式精馏塔侧线

气相采出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肖长根,石海信,谭良

谋,肖远财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510135140.4 2016-06-29

2016 一种逆流式的储油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梁金禄,田根林,石海

信,樊栓狮,蒋有春,李
玉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521082466.7 2016-06-29

2016 一种可精确定位的点焊机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潘宇晨,
薛斌,鲁娟,鲍钰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075599.X 2016-07-06

2016 一种无接触式的超越机构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潘宇晨,
薛斌,鲁娟,鲍钰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074330.x 2016-07-06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6
一种适合复杂地形的带式

输送机构
工程训练中心 韦相贵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410709921.5 2016-08-17

2016 一种上吸下喷式混油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梁金禄,田根林,樊栓

狮,石海信,蒋有春,李
玉星,李岩,方丽萍,钟
莹莹,周雄,刘柑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294600.8 2016-08-24

2016 一种鱼虾混养的围网 海洋学院
方怀义,张艳秋,雷娟,
龚斌,廖永岩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075568.4 2016-08-31

2016 野外生物质颗粒制造机
资源与环境学

院

卢炳雄,于景维,黄远

林,徐文礼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171328.4 2016-09-07

2016 一种伸缩杆件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潘宇晨,
鲁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406624.8 2016-09-21

2016 用坭兴陶制作乐器的方法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5103669106 2016-09-28

2016
一种实验室废弃物用的燃

烧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梁金禄,田根林,樊栓

狮,石海信,蒋有春,李
玉星,李岩,方丽萍,钟
莹莹,周雄,陈辉胜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406679.9 2016-10-12

2016
一种多方位喷射式混油装

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梁金禄,田根林,樊栓

狮,石海信,蒋有春,李
玉星,李岩,方丽萍,钟
莹莹,周雄,刘柑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406792.7 2016-10-12

2016 一种旋转喷射式混油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梁金禄,田根林,樊栓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294599.9 2016-10-12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院 狮,石海信,蒋有春,李
玉星,李岩,方丽萍,钟
莹莹,周雄,刘柑

2016
一种支架状的喷射式混油

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梁金禄,田根林,樊栓

狮,石海信,蒋有春,李
玉星,李岩,方丽萍,钟
莹莹,周雄,陈辉胜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294739.2 2016-10-12

2016 一种棘轮机构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潘宇晨,
薛斌,鲁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406635.6 2016-10-19

2016
一种用于石油勘探的取样

筒

资源与环境学

院

卢炳雄,于景维,柳妮,
徐文礼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605956.9 2016-11-16

2016
一种具有电脑桌的沙发躺

椅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鲁娟,孙家兴,薛斌,

崔传真,张圆圆,钟家

勤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427943.7 2016-11-16

2016
一种旋转高效喷射式混油

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梁金禄,田根林,樊栓

狮,石海信,蒋有春,李
玉星,李岩,方丽萍,钟
莹莹,周雄,陈辉胜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293729.7 2016-11-23

2016
一种水溶性氨化环糊精基

硒酶及其制备方法

石油与化工学

院

尹艳镇,焦淑菲,史忠

丰,王芸,钟书明,张丽,
王学谦,兰杏朗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 201410300751.5 2016-11-23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6
一种用于孔内壁的打磨工

具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潘宇晨,
薛斌,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406273.0 2016-11-30

2016 无外动力硬币分类机
石油与化工学

院

张瑞瑞,杨东斌,尹艳

镇,刘潭秋,陈辉,韩鹏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5256803 2016-12-07

2016 一种钱币分拣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张千锋,秦闻新,梁汉

福,莫建权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491645.4 2016-12-07

2016 一种蜂窝式公共厕所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钟家勤,杨代云,邓雄,
陈曾雄,王跃飞,袁雪

鹏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619411.3 2016-12-21

2016 一种嵌套式安全逃生窗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梁汉福,秦闻新实用新型 专利公开 ZL201620796072.6 2016-12-28

2016 可全向移动的升降平台车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潘宇

晨,秦闻新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789174.5 2016-12-28

2016
可灵活调整高度及移动的

升降平台车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薛斌,

秦闻新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789172.6 2016-12-28

2016
可灵活调整高度的剪刀式

升降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潘宇晨,
梁汉福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789336.5 2016-12-28

2016
基于电磁铁灵活转向的转

向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孙腾,余观亮,潘宇晨,
梁汉福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792486.1 2016-12-28

2017
坭兴陶干接接头泥的制作

方法

陶瓷与设计学

院
王宁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510413223.5 2017-01-04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7
坭兴陶湿接接头泥的制作

方法

陶瓷与设计学

院
王宁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510412112.2 2017-01-11

2017
一种用于制备手拍坭兴陶

的坯料及其制备方法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5103648699 2017-01-11

2017
一种提高坭兴陶大型器皿

烧成率的方法

陶瓷与设计学

院
王宁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201510329290.9 2017-01-11

2017
一种基于甘蔗尾部图像识

别的甘蔗收获机切割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钟家勤,李尚平,杨代

云(外),薛斌,周建阳,
崔传真,鲁娟,王跃飞,
袁雪鹏,何维,孙腾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806983.2 2017-01-11

2017 一种多用途街道清理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钟家勤,何永玲,薛斌,
周建阳,崔传真,鲁娟,
王跃飞,袁雪鹏,何维,
孙腾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805892.7 2017-01-11

2017 釉里红坭兴陶的制备工艺
陶瓷与设计学

院
王宁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510331042.8 2017-01-25

2017 多用途桌椅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张千锋,何永玲,宁家

煜,孙家兴,蔡武华,莫
世林,韦云峰,钟家铭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CN201510014221.9 2017-02-06

2017
一种海洋生物河豚毒素的

胶体金快速检测试剂盒
海洋学院

廖永岩,刘金霞,梁广

耀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767172.6 2017-02-22

2017 一种可拆卸式蟑螂盒 石油与化工学王伟建,陈昌浩,石海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878422.3 2017-03-22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院 信,张海燕,贾贞健,罗
祥生,晁会霞,刘子杰

2017 钢筋混凝土桩
石油与化工学

院

王伟建,于刚,晁会霞,
罗祥生,刘子杰,石海

信,张海燕,贾贞健,贾
蕙萍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867242.5 2017-03-22

2017 一种光盘收纳盒
石油与化工学

院

王伟建,王闯,罗祥生,
贾贞健,刘子杰,晁会

霞,贾蕙萍,石海信,张
海燕,蔡成翔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867300.4 2017-03-22

2017 一种蟑螂诱捕盒
石油与化工学

院

王伟建,杜金,张海燕,
刘子杰,罗祥生,贾贞

健,蔡成翔,晁会霞,石
海信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867386.0 2017-03-22

2017 混凝土桩
石油与化工学

院

王伟建,于刚,蔡成翔,
贾蕙萍,晁会霞,罗祥

生,刘子杰,石海信,张
海燕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867244.4 2017-03-22

2017 一种便当盒
石油与化工学

院

王伟建,王学锋,刘子

杰,石海信,张海燕,罗
祥生,晁会霞,蔡成翔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855827.5 2017-03-29

2017 一种自动削皮装置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钟家勤,蔡力(外),杨代

云(外),鲁娟,薛斌,袁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0618573.5 2017-03-29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雪鹏,王跃飞,孙腾,崔
传真,何维

2017 茶壶（葫芦）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黄南男,赵立存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630609798.X 2017-04-12

2017 茶壶（双耳手泡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侯宇琦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630608741.8 2017-04-12

2017
一种基于 PLC的电动车充

电系统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张晓培,毛旭宝,崔传

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144574.7 2017-04-19

2017 一种化工搅拌器 行政部门

胡晓熙,王芸,焦淑菲,
尹艳镇,钟书明,张瑞

瑞,廖日权,梁兴唐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097380.6 2017-04-19

2017 一种化工用反应釜
石油与化工学

院

王芸,胡晓熙,郝媛媛,
邓勤,刘子杰,郑韵英,
张艳军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097390.X 2017-04-19

2017
一种精确定位管道泄露点

的检测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梁金禄,方丽萍,石海

信,李玉星,解东来,谢
廷远,陈源,周永革,钟
莹莹,李岩,刘柑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068394.5 2017-04-26

2017
一种快速封堵管道泄露点

装置

石油与化工学

院

梁金禄,方丽萍,石海

信,李玉星,解东来,谢
廷远,陈源,周永革,钟
莹莹,李岩,刘柑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069247.X 2017-04-26

2017 一种高位自卸集蔗车 机械与船舶海钟家勤,李尚平,麻芳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144659.5 2017-04-26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洋工程学院 兰(外),薛斌,崔传真,
鲁娟,王跃飞,何维

2017
一种适应于不同螺母直径

的扳手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钟家勤,李尚平,薛斌,
周建阳,崔传真,王跃

飞,何维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144361.4 2017-04-26

2017 一种车用便携式电脑支架
机械与船舶海

洋工程学院

钟家勤,崔传真,鲁娟,
王跃飞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144362.9 2017-04-26

2017 茶叶罐（花山）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韦忠德,甘传德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630608803.5 2017-05-10

2017 茶壶（树根）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韦忠德,李昀徽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630609689.8 2017-05-10

2017 杯垫（石磨）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韦忠德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630608787.X 2017-05-24

2017 摆件（壮乡瓶）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黄南男,甘传德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630609638.5 2017-05-24

2017 坭兴陶的镶嵌工艺
陶瓷与设计学

院
钟恒成 发明专利 专利授权 ZL201510248695.X 2017-06-09

2017 拉轴式拉马 工程训练中心

杨东斌,张瑞瑞,孙颖,
娄玉印,农万华,林澎,
杨灵敏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2373873 2017-06-16

2017 茶宠（祥云竹编） 工程训练中心
张科研,孙继旋,甘冠

蓝
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ZL201730029178.3 2017-06-27



年度 专利名称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人 专利类型 专利状态 授权号 授权日期

2017
用于体育舞蹈的体能训练

装备
体育教学部 马新宇,贺小花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621461165.X 2017-07-25

2017
一种可快速拆装的井口防

掉装置
石化学院

陈雄,石海信,梁金禄,
刘洪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720165797.X 2017-9-12

2017
一种沿海成品油库铁路装

卸区发油系统
石化学院 李岩,王一程，梁金禄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720059709.8. 2017-9-12

2017
一种沿海成品油库含油污

水处理系统
石化学院 李岩,王一程，梁金禄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720075910.5. 2017-9-12

2017

一种用于蒽醒法生产过氧

化氢过程中工作液循环再

生的中式装置

石化学院

王伟建，覃小玲，刘

子杰，张海燕，晃会

霞，罗祥生

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 ZL201720127676.. 2017-9-12


	含两自由度冗余驱动悬伸臂的电动斗轮堆取料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