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授权专利

序号 名称 授权号 发明人 类型

1

Oceaneering test platform device for

simulating oceaneering working

conditions

US:201615361507:A 李德堂
美国发明专

利

2 升降式波浪发电装置及控制方法 201820864702.12 陈正寿;孙孟 发明

3 一种滚塑游艇的模具摇摆装置 201820864702.13 张兆德;李广年 发明

4 一种滚塑游艇的模具旋转装置 201820864702.14 张兆德;李广年 发明

5
一种模拟海上作业工况的海洋工程试验平

台装置
201820864702.15

李德堂;范玉斌;谢永和;林伟;刘全良;马庆利;张

晓君;刘文静;吴运刚;张兆德;董晓龙;刘明辉;孙

志国;孙经光;张明东;王伟;陈正寿;白兴兰;王立

军;李俊来;李健;李磊

发明

6 海洋波浪发电装置 201820864702.21 陈正寿;孙孟 发明

7
一种梯度掺杂ＡＺＯ薄膜的制备方法及其

应用
201820864702.23 余璇;于晓明;陈立桥;潘洪军 发明

8 一种水下探测装置 201820864702.24 朱从容;杨邦出 发明

9 一种含铅废水的处理工艺 201820864702.25 孙静亚;高志伟;张异凡 发明

10 一种纳晶纤维素磁性粒子的制备方法 201820864702.26 欧阳小琨;金如娜;杨立业;刘超;王南 发明

11
一种羧基化纳晶纤维素磁性粒子吸附溶液

中重金属的方法
201820864702.27 欧阳小琨;金如娜;杨立业;王阳光;王艳飞;卢娇 发明

12 一种造滚塑游艇的模具 201820864702.28 张兆德;李广年 发明

13
一种氧化亚铜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其用

途
201820864702.30 徐焕志;秦鹤;胡建坤;赵淑江;陆阿定 发明

14 一种鱼骨粉碎机的安装装置 201820864702.32 朱从容 发明

15 一种浮动平台 201820864702.33 任永华 发明

16
一种磁性羧化纳晶纤维素氨基功能化表面

分子印迹聚合物
201820864702.36 欧阳小琨;孙骁潇;王艳飞;胡兆红;杨立业 发明

17 海上发电装置及方法 201820864702.37 陈正寿;孙孟 发明

18 一种改良结构的海洋波浪能发电装置 201820864702.43 谷汉斌 发明

19 一种波浪能发电装置 201820864702.44 沈良朵 发明

20 一种港口航标 201820864702.45 唐志波 发明

21 一种波浪能吸收器 201820864702.46 唐志波 发明

22 一种波浪能灯塔 201820864702.47 唐志波 发明

23 一种可发电码头 201820864702.48 唐志波 发明

24 一种波浪能转换器 201820864702.49 唐志波 发明

25 一种螺旋桨敞水试验箱 201820864702.52 朱从容 发明

26
一种低分子量高硫酸化的海参岩藻聚糖硫

酸酯制备方法
201820864702.55 胡世伟;王金慧;李世杰;姜维;刘宇 发明

27 一种利用海洋贝类吸附重金属的方法 201820864702.56 刘俊稚;许家辉;葛亚明 发明

28 海胆专用震荡式取精器及其使用方法 201820864702.57 叶莹莹;李继姬;桂福坤 发明

29 一种海洋生态养殖网箱 201820864702.58 蔡惠文;李铁军;任永华;赵晟 发明



30 一种鱼丸加工装置 201820864702.59 李钰琪;罗未;余娟;陈小娥 发明

31 一种海上活水运输系统 201820864702.60 陈正寿;孙孟;程枳宁;谢应孝 发明

32 一种翻转式养殖污水砂滤罐 201820864702.61 王萍;桂福坤;潘昀;赵乐;李训猛;陈飞 发明

33 一种自动旋盖机上的储盖送盖机构 201820864702.64 杨淑洁;袁跃峰;冯武卫;石学智 发明

34 一种抗冲击的镁锂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201820864702.65 冷哲;周英棠;陈立桥;龙运前;于晓明;余璇;李伟发明

35 近岸海洋垃圾自动清理设备 201820864702.66 张华;吕棋 发明

36 一种防风浪鱼藻礁 201820864702.67 宋伟华;陈志海;侯伟芬;马家志 发明

37
一种适用于污染原水净化的生物膜预处理

装置
201820864702.68

阳广凤;冯丽娟;穆军;孙静亚;高锋;刘俊稚;汪

婧;吕峥晖
发明

38 一种高强度超轻镁锂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201820864702.69
冷哲;周英棠;陈立桥;龙运前;于晓明;余璇;刘佳

莹
发明

39 一种海洋牧场平台 201820864702.70 李德堂;张晓君;赵春慧;李国强 发明

40 一种近海鱼类的多氯联苯检测方法 201820864702.71 罗红宇;张飞;何松泉 发明

41
一种利用沙蚕活性肽制备的抗血栓生物制

剂
201820864702.73 丁国芳;艾杨洋;黄芳芳;杨最素;李小娟;许丹 发明

42 一种石斑鱼低鱼粉环境友好型膨化饲料 201820864702.74
张月星;吴常文;吴惠丰;郑珂珂;成艳波;董智勇;

张建设;朱爱意
发明

43
一种类蒜素化合物的制备及应在海洋防污

涂料中的应用
201820864702.75 徐焕志;刘畅;胡建坤;赵淑江 发明

44 环境友好型废弃石油平台鱼礁 201820864702.76 唐伟尧 发明

45
一种鉴别邵氏鱚与多鳞鱚的分子标记引物

及方法
201820864702.77 高天翔;肖家光;刘璐;韩志强 发明

46 一种船舶用系泊装置 201820864702.78 朱从容 发明

47 一种悬浮式人工藻礁装置 201820864702.79 宋伟华;侯伟芬;王飞;周成 发明

48 一种利用虾加工副产物制备蛋白粉的方法 201820864702.80 闻正顺;李怡;姚利阳 发明

49 一种用于沙塘鳢的人工饲料 201820864702.81
高阳;鲍华江;李志伟;陈前程;裘丽君;何竺柳;牟

毅;赵波;储张杰
发明

50 一种阻力试验数据采集器 201820864702.82 朱从容 发明

51 一种双体船 201820864702.83 李德堂;谢永和;赵春慧 发明

52 一种重复性高的模拟溃坝现象的实验装置 201820864702.84 潘昀;冯德军;桂福坤;王萍;陈飞 发明

53 一种提高流放标志重捕率的方法 201820864702.85 李继姬;叶莹莹;桂福坤 发明

54 一种改良结构的浮标 201820864702.87 陈正寿;孙孟 发明

55 一种带逃生装置的海洋平台 201820864702.88 李德堂;谢永和;李国强 发明

56 一种船舶逃生系统 201820864702.89 李德堂;谢永和;李国强 发明

57 一种船舶减摇鳍 201820864702.90 陈正寿;孙孟 发明

58 乌贼个体环形管道精控饲养系统 201820864702.91 李继姬;叶莹莹;桂福坤 发明

59
一种纳微米聚合物颗粒与表面活性剂复合

驱油方法
201820864702.92 龙运前;刘静;宋付权;于晓明;文建军;黄小荷 发明

60
一种核壳结构的复合聚合物微球及其制备

方法
201820864702.93

龙运前;刘静;于晓明;黄小荷;高良军;文建军;宋

付权
发明

61 一种大面积浅海围网分级诱捕装置 201820864702.94 桂福坤;王萍;潘昀;冯德军;张健 发明

62 一种新的大黄鱼应激的监测方法 201820864702.95 郑家浪 发明



63 一种放射式投饵机 201820864702.8 朱岚倩;蔡新晨;唐伟尧;吴文宇;朱怡 实用新型

64
一种降解海水养殖废水的微生物燃料电池

装置
201820864702.86 王健鑫 实用新型

65
降解海水养殖废水的厌氧好氧集成微生物

燃料电池辅助装置
201820864702.72 王健鑫 实用新型

66
一种全自动数控制盖冲压装置及其不停机

供料机构
201820864702.53 朱从容;周侃 实用新型

67 注射式打标装置 201820864702.18 胡思玲;朱爱意;徐开达 实用新型

68 一种全自动数控制盖压力机 201820864702.35 朱从容;周侃 实用新型

69 基于无线网络的气象数据监测装置 201820864702.29 郑红;陈广彪;祝捍皓;林建民;汤云峰 实用新型

70 船舶喷水艏侧推装置 201820864702.22 王涛;王化明;岳彩宇;陈林;吴国荣 实用新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