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3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嘉寓股份”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京奥普科星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普科星”）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其证书信息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保护期限 

1 一种防霾纱窗 实用新型 ZL 201721486984.4 嘉寓股份 2017年11月9日-2027年11月8日 

2 
一种真空灭弧室

转运输送盘 
发明 ZL 201610483331.4 奥普科星 2016年6月27日-2036年6月26日 

3 

一种中高温集热

管内金属管镀膜

机 

实用新型 ZL 201720810584.8 奥普科星 2017年7月5日-2027年7月4日 

4 

一种中高温集热

管总成焊接环焊

跟踪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1720807187.5 奥普科星 2017年7月5日-2027年7月4日 

5 
一种中高温集热

管焊接总成设备 
实用新型 ZL 201720810581.4 奥普科星 2017年7月5日-2027年7月4日 

6 

一种中高温集热

管烤消打标生产

线 

实用新型 ZL 201720806348.9 奥普科星 2017年7月5日-2027年7月4日 

7 

一种中高温集热

管尾管自动锁紧

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1720806831.7 奥普科星 2017年7月5日-2027年7月4日 

8 
一种槽式太阳能

热发电用集热管 
实用新型 ZL 201720100526.6 奥普科星 2017年1月24日-2027年1月23日 

9 

一种户用瓦面屋

顶光伏发电支架

系统 

实用新型 ZL 201721655548.5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4日-2027年12月3日 

10 

一种户用平顶压

重光伏发电支架

系统 

实用新型 ZL 201721678142.9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6日-2027年12月5日 

11 

一种户用彩钢屋

顶光伏发电支架

系统 

实用新型 ZL 201721677661.3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6日-2027年12月5日 

12 
一种中高温集热

管可阀喷漆装置 
实用新型 ZL 201720806835.5 奥普科星 2017年7月5日-2027年7月4日 

13 光伏发电支架 实用新型 ZL 201721786446.7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20日-2027年12月19日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保护期限 

14 
一种自动光伏边

框角码机 
实用新型 ZL 201721687355.8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7日-2027年12月6日 

15 
一种便携式折叠

光伏发电板 
实用新型 ZL 201721704813.4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8日-2027年12月7日 

16 

一种中高温集管

内金属管真空除

气装备 

实用新型 ZL 201721687491.7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7日-2027年12月6日 

17 
中高温集热管总

成焊接生产线 
外观设计 ZL 201730272294.8 奥普科星 2017年6月27日-2027年6月26日 

18 光伏边框角码机 外观设计 ZL 201730621101.5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8日-2027年12月7日 

19 折叠光伏发电板 外观设计 ZL 201730621167.4 奥普科星 2017年12月8日-2027年12月7日 

 

1、 一种防霾纱窗：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防霾窗纱，通过安装由设有核孔的薄膜层和纱层复合而

成的窗纱，有效过滤雾霾颗粒，防止雾霾进入室内；通过纱窗框与纱窗扇的密封适配，保证空气的流通

只能通过窗纱，防止雾霾进入室内，保证室内优质的空气质量；窗纱与纱窗扇的拆装方便，便于清洗更

换，保证窗纱的过滤雾霾的良好效果。 

2、一种真空灭弧室转运输送盘：本发明涉及一种真空灭弧室转运输送盘，包括转运盘底座，所述转

运盘底座上设置有十字形的导引杆滑动槽，且该导引杆滑动槽滑动连接有可伸缩的导引杆，所述转运盘

底座活动连接有调整盘一，所述调整盘一上设置有与所述导引杆滑动槽对应的曲线滑槽，所述调整盘一

的边缘活动连接有调整轮，所述调整轮活动连接在所述转运盘底座上，所述调整盘一上设置有若干向上

隆起的抬升滑道，所述抬升滑道滑动连接有调整盘二，所述调整盘二滑动连接有与真空灭弧室对应夹爪，

所述夹爪与所述导引杆固定连接。 

3、一种中高温集热管内金属管镀膜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高温集热管内金属管镀膜机，包括

镀膜机腔体，镀膜机腔体一侧设置有密封门，镀膜机腔体内部设固定架，固定架下端设为固定外齿盘，

固定架两端连接有刚性转架，刚性转架底部的转架盘周边均布有工件支撑柱，工件支撑柱通过工件支撑

柱底部设有的小齿轮一与固定外齿盘啮合连接，镀膜机腔体底部设有驱动电机和减速机，减速机输出轴

通过联轴器二连接磁流体轴，磁流体轴设在磁流体轴上的小齿轮二与刚性转架底部的公转齿轮啮合连接；

镀膜机腔体通过组焊退火、内壁机械处理，通过刚性转架和固定架使工件在随转架做公转运动的同时保

持工件的自转，保证了工件在腔体内镀膜的均匀性，本镀膜机结构紧凑，各部件受力科学合理，镀膜效

率高。 

4、一种中高温集热管总成焊接环焊跟踪装置：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高温集热管总成焊接环焊跟

踪装置，包括焊枪部件和挡板连接件，焊枪部件通过 L 型固定块固定连接有微调装置一，微调装置一的

一侧面呈十字固定有微调装置二，微调装置二远离于微调装置一的侧面设置有顶板，顶板上端正面与微

调装置一固定，顶板上端背面固定设置有滑块，顶板下端固定连接有引导装置；顶板连接件两侧均设置

有挡板，两个挡板通过连接杆连接，连接杆上穿有弹簧；顶板连接组件正面设置有导轨，顶板连接组件



背面连接有直线模组；滑块通过导轨滑动连接顶板连接组件。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能够精确定位，

在集热管总成焊接时进行定位跟踪，防止焊接过程中出现漏焊现象。 

5、一种中高温集热管焊接总成设备：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高温集热管焊接总成设备，底座两侧

设置有两平行轨道一，底座两平行轨道一外侧设置有与轨道一平行的两车轮导槽，底座中部设置有驱动

电机和减速机，底座通过轨道一滑动连接有移车架，减速机通过减速机输出轴上的齿轮一与移车架底部

的齿条二啮合连接，底座通过车轮导槽与装载小车车轮滑动连接，装载小车车架上部两端设置有与轨道

一平行的集热管托架，底座两车轮导槽外侧设置有若干环焊机；通过装载小车两端设置的若干环焊机实

现可同时对多根中高温集热管进行环焊，环焊机设置在轨道二上，可对不同型号的集热管进行加工，增

加了设备的通用性，同时本设备结构简单合理，传动稳定，减少了产品加工的次品数，提高了生产效率。 

    6、一种中高温集热管烤消打标生产线: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高温集热管烤消打标生产线，其特

征在于，包括取料输送线、连接与检测组件、烤消装置和打标装置，所述连接与检测组件设置在上一工

序下料输送线和所述取料输送线中间并连接所述上一工序下料输送线和所述取料输送线，所述烤消装置

和打标装置设置在所述取料输送线的同一侧，且所述打标装置布置在所述烤消装置的下游工位。本实用

新型的有益效果：通过集热管旋转组件的旋转运动和膜卷的直线运动共同完成对集热管的旋转缠绕打包

作业；大大增大了生产效率，节约了人工成本和设备成本，使生产更加自动化。  

7、一种中高温集热管尾管自动锁紧装置：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高温集热管尾管自动锁紧装置，

包括支架，所述支架上均匀间隔安装有若干导管，所述导管顶端设有焊接波纹管，所述焊接波纹管的上方

安装有锁紧气囊，所述锁紧气囊上穿插有集热管尾管，所述锁紧气囊一侧连接有电磁阀充气口，所述支架

一侧安装有气囊电磁阀组，所述导管中上部与电磁阀充气口相对应一侧设有充气阀，所述导管尾端连接有

分子泵接口。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通过给焊接波纹管充入氮气或空气，破坏剩余集热管尾管的真空状态，

使人工拔集热管尾管时更加容易，避免力气过大导致集热管尾管破碎，碎渣掉入分子泵接口中，不仅减少

了人力，而且有利于人工拔尾管，同时更加便于操作。 

8、一种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用集热管：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用集热管，包括金属

内管，所述金属内管为锥形结构，金属内管的外部套设有外玻璃管，外玻璃管一侧的外部固定连接有可

伐环，外玻璃管与金属内管之间设有膨胀节，膨胀节包括波纹管、支撑圈、膨胀节内管、环形吸气剂盒

和吸气剂烤箱环集成装置，膨胀节内管的头部连接金属内管，膨胀节内管的外壁与所述支撑圈的头部留

有间隙，支撑圈的尾部固定连接可伐环的尾部，支撑圈的一侧设有波纹管，波纹管连接环形吸气剂盒，

环形吸气剂盒连接吸气剂烤箱环集成装置。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集热管整体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寿命得到大幅度提升，使集热管效率大幅度提升，便于自动化生产。  

9、一种户用瓦面屋顶光伏发电支架系统：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户用瓦面屋顶光伏发电支架系统，

包括光伏板组件一，光伏板组件一通过 T 型光伏板压块连接有光伏板组件二，光伏板组件一的下方设有

第一导轨组，光伏板组件二的下方设有第二导轨组，光伏板组件一的左侧和光伏板组件二的右侧均设有 L

型光伏板压块，第一导轨组通过导轨连接板与所述第二导轨组连接，第一导轨组和第二导轨组的下方均

连接有若干均匀分布的不锈钢弯钩支架，所述不锈钢弯钩支架安装在屋顶纵梁上。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



果：本实用新型可多角度调整连接，能够适应各种工作环境，具有适应性强的特点，同时本实用新型具

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的优点；本装置设有独特的电缆夹，使得施工更加方便美观。 

10、一种户用平顶压重光伏发电支架系统：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户用平顶压重光伏发电支架系统，

包括三角支架单元一和若干平行的导轨组，导轨组上安装有光伏板组件一，光伏板组件一连接有光伏板

组件二，光伏板组件一的左侧和光伏板组件二的右侧均设有 L 型光伏板压块；三角支架单元一包括三角

支架一和三角支架二，三角支架一的直角边一通过两条平行的 C 三角钢与三角支架二的直角边一连接，

两条平行的 C三角钢上安装有若干 PP水囊；三角支架单元一通过连接板二连接有三角支架单元二。本实

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整架体的角度，架体具有前后互联功能，抗风能力大

大提高；导轨转接板具有前后上下调节功能，在一定范围适应支架不平整度，保证导轨的平直安装。 

11、一种户用彩钢屋顶光伏发电支架系统：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户用彩钢屋顶光伏发电支架系统，

包括光伏板组件，光伏板组件通过压块一和压块二连接有导轨组，导轨组连接有若干均匀分布的不锈钢

基础固定架或不锈钢基础组件，不锈钢基础固定架或不锈钢基础组件安装在彩钢屋顶房梁上，不锈钢基

础组件包括基础固定 A 组件，基础固定 A 组件连接有基础固定 B 组件。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

新型可通过不锈钢基础固定架将光伏板组件安装在彩钢屋顶房梁上，具有安装定位高度精确的优点，同

时安装稳固可靠；通过不锈钢基础组件将光伏板组件安装在彩钢屋顶房梁上，安装稳固可靠，构件种类

少，同时能够适应多种规格的彩钢屋顶房梁，适应性强；本实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的优点。  

12、一种中高温集热管可阀喷漆装置：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高温集热管可阀喷漆装置，包括支

架组件，支架组件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平行滑轨，平行滑轨通过滑块分别与调节组件相连接，调节组件包

括线性滑台模组，线性滑台模组内侧中上部与支架外侧中下部相连接，支架底部内侧设有支撑板，支撑

板上套装有气缸，气缸顶部通过连接杆与喷漆护罩相连接，支架顶部内侧与喷漆护罩底部相连接，喷漆

护罩的外侧设有与喷漆系统的喷嘴相配合的第一圆孔，喷漆护罩的内侧设有第二圆孔，支架外侧顶部安

装有喷嘴安装板，喷嘴安装板顶部安装有喷漆系统。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通过喷漆系统对集热管两端

的可阀进行均匀且美观的喷漆。  

13、光伏发电支架：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光伏发电支架，包括若干组平行并列设置的架体、光伏支架

和底座，所述架体包括纵向设置在底座上的短支撑杆和长支撑管套，所述长支撑管套内滑动连接有长支

撑杆，所述长支撑管套侧壁上设有定位螺栓，所述短支撑杆和长支撑杆远离底座一端铰接有顶板，所述

顶板上设有光伏支架，所述顶板上位于光伏支架对侧设有支撑槽，所述底座上靠近长支撑管套处铰接有

斜支撑杆，所述斜支撑杆远离底座一端与支撑槽接触连接；本实用新型光伏发电支架结构简单，受力科

学合理，通过长支撑杆和斜支撑杆的长度和角度调节结构，实现了可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日照角

度等因素对光伏支架的倾斜角度进行快速调整，提高了发电效率。 

14、一种自动光伏边框角码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自动光伏边框角码机，包括机架以及与机架

垂直设置的传送带，传送带一端的左右两侧分别设置有螺旋振动盘、角码供料斗和检测组件，螺旋振动

盘的顶部通过直振料道连接有角码推送组件，传送带中部左、右侧分别设有冲压支座，冲压支座上设有

冲头组件，冲头组件连接有气液增压缸，冲压支座底部在靠近传送带一侧设有升降台，升降台与传送带



之间设有定位组件，升降台与直振料道之间设有挡料器，挡料器侧边设有与挡料器垂直的推正组件，机

架上设有控制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通过自动化完成光伏边框的角码装配，生产效率高、人工成

本低。 

15、一种便携式折叠光伏发电板：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携式折叠光伏发电板，包括第一外板，

第一外板两侧分别铰接有第一内板和第二外板，第二外板铰接有第二内板，第一外板、第一内板、第二

外板和第二内板正面均设有电池板，各电池板通过柔性电缆并联连接，第一外板、第一内板、第二外板

和第二内板背面均铰接有收纳支架，第一内板和第二内板背面中部均设有接线盒，第一内板或第二内板

上方设有输出端口，第一外板和第二外板上方均设有拉手，第一内板一侧设有锁扣的锁舌部分，第二外

板一侧设有与锁舌部分相配合的锁孔部分；实现多层折叠形成手提箱模式，便于携带，外形美观，具有

防水防反充功能，通过支架可调整接受光照角度，整体结构紧凑、性能稳定、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16、一种中高温集管内金属管真空除气装备：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中高温集管内金属管真空除气

装备，包括除气腔体，除气腔体内部设有屏蔽板，除气腔体的外壳与屏蔽板之间设有铠装电热丝，除气

腔体的左端转动连接有腔体端盖，除气腔体的前后侧面分别设有真空分子泵和真空机械泵，除气腔体的

底部连接有氮气充气系统，除气腔体的顶部连接有气体分配器，气体分配器通过热交换器和风泵连接到

除气腔体的右侧，除气腔体的左侧设有上下料拖车，上下料拖车上设有钢管托盘。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

果：能够实现中高温集热管内金属管的除气，使其达到真空度指标，满足中高温集热管内金属管镀膜的

物理设计要求。 

17、中高温集热管总成焊接生产线：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集热管内外管与膨胀结装配焊接。产品的

形状是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 

18、光伏边框角码机：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光伏边框的自动装配，是一种自动化装配设备，可大大

提高生产效率。产品的整体形状是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 

19、折叠光伏发电板：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一种可折叠随身携带的光伏电板。产品的形状是本外观

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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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专利中除第 2 项、第 9-11 项、第 13 项、第 15 项、第 18 项和第 19 项

专利外，其他项专利已应用于公司部分产品中，有利于公司发挥主导产品的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提升公司的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