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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大豆油树脂基硬质泡沫塑料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 CN200810026854.1

申请日：2008.03.18

授权日：2011.01.1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容敏智　吴素平　章明秋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氧大豆油树脂基硬质泡沫塑料及其制备方法，它由如下重

量份数的组分合成得到：环氧大豆油树脂100，乙烯基单体10~60，发泡剂1~6，泡

沫稳定剂1~4，引发剂4~10，促进剂2~6，水2~10，剑麻纤维0~20。本发明所制备

的环氧大豆油树脂基硬质泡沫塑料性能优良，密度在0.1g/cm3~0.3g/cm3之间，压缩

强度在300kPa~3500kPa之间，性能接近传统热固性硬质泡沫塑料，可用于建筑材

料，家具材料和保温隔热、隔音材料等。其增强纤维和主要基体树脂都来源于可

再生资源，具有完全生物降解性能，是治理“白色污染”的理想代用品。

一种磁性肿瘤靶向聚合物纳米囊泡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 CN200810218633.4

申请日：2008.10.24

授权日：2011.01.1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帅心涛　李皓　杨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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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磁性肿瘤靶向聚合物纳米囊泡，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制

成：5~20份叶酸封端的聚乙二醇和聚乳酸的两亲性共聚物，1份超顺磁性纳米粒

子，以及1份亲水性抗癌药物。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纳米囊泡的制备方法，是以叶

酸封端的聚乙二醇和聚乳酸的两亲性共聚物为原料，采用超声双乳化法包负超顺

磁性四氧化三铁纳米粒子和亲水性抗癌药物制得纳米囊泡。该囊泡能够进一步提

高药物的释放效率和局部浓度、降低药物的使用剂量和毒副作用等，并具备优异

的磁共振显像特性，在癌症的治疗和早期诊断领域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

景。

一种合成乙酰乙酸酯化合物的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1010262925.5

申请日：2010.08.24

授权日：2011.01.1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杨建文　庞来兴　曾兆华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材料领域，涉及一种乙酰乙酸酯基改性聚合物的合成方

法，以含有羟基的聚合物与小分子乙酰乙酸酯为原料，在微波辐照的条件下进行

反应；其反应式为：其中，R2(OH)n是含有多个羟基的聚合物。发明通过催化酯交

换的过程，合成侧链或链端具有多个乙酰乙酸酯基团的聚合物。本合成方法效率

高，合成方法温和，安全性高。同时可加入催化剂，进一步提高合成效率，其合

成速率对比现有技术大大提高，反应时间缩短至2～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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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聚酰胺酰亚胺、薄膜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1010279309.0

申请日：2010.09.10

授权日：2011.01.1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张艺　林文璇　方铭岳　刘四委　池振国　许家瑞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聚酰胺酰亚胺、薄膜及其制备方法，其以含酰胺结构二胺

与其他二胺和各种二酐共聚，通过共缩聚法合成制备高性能聚酰胺酰亚胺及其薄

膜。本发明聚酰胺酰亚胺薄膜分子量大、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高的热稳定性、

优异的成膜性和低的热膨胀系数，并且与基底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本发明可应

用于制备单层或多层无胶挠性覆铜板。

含聚(2-乙基-2-噁唑啉)嵌段的纤维素
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 CN200810029467.3

申请日：2008.07.15

授权日：2011.01.1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陈丽琼　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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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含聚(2-乙基-2-噁唑啉)嵌段的纤维素衍生物及制备方法。本发

明是以三醋酸纤维素及2-乙基-2-噁唑啉为主要原料，首先将2-乙基-2-噁唑啉进行

阳离子开环聚合反应得到一端含羟基的聚(2-乙基-2-噁唑啉)；然后三醋酸纤维素

在酸性条件下进行降解反应，得到双端羟基三醋酸纤维素；最后通过二异氰酸酯

单体将一端含羟基的聚(2-乙基-2-噁唑啉)和双端羟基三醋酸纤维素进行偶联而得

到的。该纤维素衍生物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可作生物降解材料

或药物载体原材料使用。本发明的含聚(2-乙基-2-噁唑啉)嵌段的纤维素衍生物的

制备方法反应条件温和、操作简便、易于实施。 

一种海洋真菌培养物的提取物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9826.5

申请日：2008.07.29

授权日：2011.01.1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蔡小玲　佘志刚　林永成　李庆　高俊平

　　本发明公开一种海洋真菌培养物的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提取物是

将海洋真菌CCTCC M 208095经过种子培养，发酵培养后，收集培养发酵液，将发

酵液经乙酸乙酯萃取后，浓缩挥干后制的油状物。本发明的提取物具有抗病源细

菌、抑制乙酰胆碱酯酶、抑制拓朴异构酶I、抗口腔癌细胞KB及其耐药株KBv200的

活性，可以用手制备抗菌、治疗老年痴呆、抗肿瘤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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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纸污泥复合填充剂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218568.5

申请日：2008.10.22

授权日：2011.01.1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李玮　梁立　张黎明　王庆华　许杰东　曾庆聪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废纸污泥复合填充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在丁腈橡胶制品中的

应用。本发明将废纸污泥通过干燥、细化等预处理过程，再通过偶联剂对其表面

进行改性，得到一种有机和无机复合的废纸污泥复合填充剂，该复合填充剂可以

作为橡胶的填充补强剂，不仅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废纸污泥的合理处理问题，而且

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生产出性能更为优异的橡胶制品。本发明通过湿法对废纸污

泥的表面进行改性，提高了污泥的疏水性，合成方法简单可靠，采用偶联剂对污

泥粉进行表面改性，在污泥粉的表面引入疏水性的基团，提高了污泥表面的改性

效果。本发明可有效地解决废纸污泥粉的合理处理问题，有利于环境保护，造福

人类。 

钴酸镍纳米颗粒的溶剂热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9155.5

申请日：2009.04.30

授权日：2011.01.1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田俐　吴明娒　扶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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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钴酸镍纳米颗粒的溶剂热合成方法。该方法是将浓度为

0.5~2mol/L醋酸镍和浓度0.5~2mol/L醋酸钴水溶液混合，其中醋酸镍和醋酸钴

的摩尔比为1:2，加入正丁醇或正丙醇作为有机溶剂，使水和有机溶剂的体积比

为0.5~2:1，再加入氨水溶液，搅拌至混合均匀，调节溶液pH=9~10，在温度为

180~220℃条件下溶剂热反应6~2h。本发明方法操作简单、环境友好、低温、不需

煅烧可在溶液中直接得到产物，所得钴酸镍颗粒纯度高，为尖晶石型立方相纳米

颗粒，颗粒尺寸小于12nm，大小均匀，颗粒分布窄，分散性好，无需进一步表面

处理即可使用。

一种PPR/CaCO3纳米复合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219301.8

申请日：2008.11.21

授权日：2011.02.0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祝方明　伍青　柯灯明　高海洋　张玲　刘冉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PPR/CaCO3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方法在进行丙

烯/乙烯共聚合过程中，用催化剂原位复合制备PPR/CaCO3纳米复合材料。本发明

的制备方法其工艺简单，原材料成本低、能充分发挥CaCO3纳米粒子增强增韧的

功效，很好地实现CaCO3纳米粒子的刚性、尺寸稳定性和热稳定性与PPR的韧性、

可加工性的有机结合，从而可以提高PPR专用材料的抗低温抗低温冲击强度，改善

其加工性能，解决了PPR管材在安装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因膨胀或收缩过大而出现扭

曲变形等问题。本发明的PPR/CaCO3纳米复合材料，其韧性强、拉伸性能好、热

稳定性能好。 

李志云



7

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一种PPR/SiO2纳米复合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219791.1

申请日：2008.12.09

授权日：2011.02.0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伍青　祝方明　柯灯明　张玲　高海洋　李志云　

　　本发明公开一种PPR/S iO2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纳米复合材

料由95~100份的PPR基体和0.5~4份的纳米SiO2制成。本发明采用高效负载型

Ziegler-Natta催化剂，在进行丙烯/乙烯共聚合过程中，将SiO2纳米粒子均匀分散到

PPR基体中，原位复合制备PPR/SiO2纳米复合材料。本发明的SiO2纳米粒子均匀分

散在PPR基质中，很好地实现了无机纳米粒子的刚性、尺寸稳定性和热稳定性与

聚合物的韧性、可加工性的有机结合，提高了PPR专用材料的抗低温、加工性、

强度、模量、耐热性和抗冲击强度，可应用于PPR/SiO2纳米复合材料的工业生产

中。 

一种2-取代苯并咪唑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7295.9

申请日：2009.02.20

授权日：2011.02.0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纪红兵　黄丽泉　周贤太

刘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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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2-取代苯并咪唑的制备方法。该方法以邻苯二胺和苯甲醛

或其衍生物为原料，采用β-环糊精或β-环糊精衍生物为催化剂，以空气或氧气

或过氧化氢作为氧化剂，水作为溶剂，反应温度为0~100℃，反应结束后，经有机

溶剂萃取得到2-取代苯并咪唑。本发明方法具有工艺简单、低能耗、低成本、低

污染、高收率、环境友好、催化剂易于分离且可重复使用等优点。

一种高温自修复型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5910.X

申请日：2008.01.18

授权日：2011.02.0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殷陶　容敏智　章明秋

　　本发明公开一种高温自修复型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方法

通过将微胶囊与催化剂均匀混合入环氧树脂基体中，再将环氧树脂基体用固化剂

加入其中混合均匀，接着用所得混合物浸润增强纤维增强材料，铺层，最后固化

成型得到高温自修复型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料。本发明的高温自修复型纤维增强

环氧复合材料，当其在加工或使用过程中因受力而产生裂纹时，裂纹扩展到预埋

微胶囊处使其囊壁破裂，微胶囊中的液态环氧树脂立即释放出来填充到裂纹中，

此时预埋在基体中的催化剂在高温下引发这部分液态环氧树脂固化，从而将裂纹

重新粘合在一起，使材料的损伤得以修复，从而保持环氧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并

延长其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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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含硫醚结构聚酰亚胺覆铜板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40723.3

申请日：2009.07.01

授权日：2011.03.0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张艺　牛新星　郑雪菲　林文璇　麦景璋    　　                      

　　本发明公开一种高温自修复型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方法

通过将微胶囊与催化剂均匀混合入环氧树脂基体中，再将环氧树脂基体用固化剂

加入其中混合均匀，接着用所得混合物浸润增强纤维增强材料，铺层，最后固化

成型得到高温自修复型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料。本发明的高温自修复型纤维增强

环氧复合材料，当其在加工或使用过程中因受力而产生裂纹时，裂纹扩展到预埋

微胶囊处使其囊壁破裂，微胶囊中的液态环氧树脂立即释放出来填充到裂纹中，

此时预埋在基体中的催化剂在高温下引发这部分液态环氧树脂固化，从而将裂纹

重新粘合在一起，使材料的损伤得以修复，从而保持环氧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并

延长其使用寿命。

张燕珠　肖尚雄　刘四委　池振国　许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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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光学变色型防伪水性凹版印刷油墨的配制方法，该方法是

将丙烯酸酯单体在水和醇的混合溶剂中进行无皂乳液聚合，加入碱水稀释，得到

固含量为30~60%的聚丙烯酸酯无皂水溶胶，用聚丙烯酸酯无皂水溶胶分散变色颜

料，得到光学变色型防伪水性凹版印刷油墨。该水性凹版印刷油墨可以任意比例

加入乙醇，油墨可用于高速印刷；表面张力低、稳定性好；高光泽；耐水性好；

附着力好；固含量高，粘度低；干燥速度变化范围大。

2-氨甲基吡啶镍配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40243.7

申请日： 2009.06.15

授权日：2011.03.0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伍青　宰少波　高海洋　张玲

一种光学变色型防伪水性凹版印刷油墨
的配制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710032555.4

申请日： 2007.12.14

授权日：2011.03.0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黄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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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2-氨甲基吡啶镍配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配合物具

有式I结构，其中R1为氢或烃基，R2为氢或烃基，R3为氢或烃基，X为卤素。该配

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芳香酮化合物与2，6-二异丙基苯胺发生酮氨

缩合反应，生成2-吡啶亚胺化合物；然后与三甲基苯溴化镁、三甲基铝或氢化锂

铝反应，得到2-氨甲基吡啶配体；(2)在无水无氧的条件下，将2-氨甲基吡啶配体

III与(DME)NiX2进行配位反应，得到2-氨甲基吡啶镍配合物I。本发明配合物具有

特定配体取代结构，可以催化乙烯活性聚合，得到高分子量、窄分布，并有一定

支化度的聚乙烯。

一种制备直链淀粉水溶液的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9465.4

申请日：2008.07.15

授权日：2011.03.30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蔡祥　杨立群　张黎明　伍青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在室温下制备直链淀粉水溶液的方法，该方法通过超声处

理直链淀粉碱溶液，然后用酸中和后得到澄清透明的直链淀粉水溶液。本发明所

使用的条件温和，不涉及使用有机溶剂，方法简便可行，易于推广，所需设备及

试剂廉价、容易获取。本发明可广泛应用医药、食品、保健、化工、农业等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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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一种室温自修复型热塑性聚合物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192494.7

申请日： 2009.09.18

授权日：2011.03.30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汪海平　章明秋　容敏智

　　本发明涉及自修复材料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室温自修复型热塑性聚合物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它由以下组分和重量百分数组成：制备热塑性树脂基体用单体

72~92%，制备热塑性树脂基体用引发剂0.1~0.4%，制备热塑性树脂基体用催化剂

2.5~8%，含有乙烯基单体的微胶囊4~20%。本发明的室温自修复型热塑性聚合物

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因受外力作用产生微裂纹时，使埋置于基体中的微胶囊破

裂，释放出修复剂，与基体发生原子转移自由基活性聚合，从而把断裂面粘接在

一起，阻止裂纹进一步扩展，实现材料的自修复。本发明所制得的自修复型热塑

性聚合物材料具有制备简单(单组分微胶囊)、室温下(无需加热)即可自动完成裂纹

修复等特点。 

一种金磁核壳纳米粒子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9399.0

申请日：2008.07.11

授权日：2011.04.06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聂立波　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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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磁复合纳米粒子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首先采用化学

共沉淀法制备磁性Fe3O4纳米粒子，并用硅烷偶联剂对磁性粒子表面进行改性，

然后以改性的磁性Fe3O4纳米粒子为种子，以油胺为还原剂，在超声条件下将金

离子在磁性纳米粒子表面还原为单质金，制备得到纳米粒子。该纳米粒子分散性

好，磁响应性强，同时粒子表面具有可发生聚合反应的双键。该纳米粒子直径为

30~50nm，饱和磁化强度为6.8~17.6emu/g，呈现超顺磁性。该纳米粒子不但具有磁

响应功能，而且可与多种功能单体进行聚合反应，在靶向药物控释、热疗、蛋白

质与酶的分离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一种纳米银/葡聚糖凝胶杂化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9472.4

申请日：2008.07.15

授权日：2011.04.27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马玉倩　潘玉萍　易菊珍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纳米银/葡聚糖凝胶杂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在抗菌方面的

用途。该方法首先在NaOH水溶液中制备葡聚糖凝胶，室温下不加还原剂，通过葡

聚糖还原银离子而原位制备纳米银/葡聚糖凝胶杂化材料。该杂化材料中球形纳米

银粒径在20~30纳米左右，分布均匀。该纳米银/葡聚糖凝胶杂化材料对芽孢杆菌

有很好的抗菌作用，在抗菌材料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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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一种抑制DNA拓扑异构酶的钌配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30196.3

申请日：2008.08.15

授权日：2011.05.04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 巢晖　袁益娴　计亮年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抑制DNA拓扑异构酶的钌配合物，其分子式为

[RuL 2( PZPP ) ]C l2，其中L是2，2-联吡啶或者1，10 -邻菲罗啉，PZPP是

3-(2-吡嗪基)-1，2，4-三嗪并[4，5-e]芘。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钌配合物

的制备方法。本发明还提供了在制备上述钌配合物过程中得到的化合物

3-(2-吡嗪基)-1，2，4-三嗪并[4，5-e]芘。本发明还公开了抑制DNA拓扑异构酶的

钌配合物在制备抗癌药物中的应用。本发明提供的抑制DNA拓扑异构酶的钌配合

物具有很好的水溶性，对I型和II型DNA拓扑异构酶的抑制IC50都小于1μM，表现

出对I型和II型DNA拓扑异构酶的双重抑制效果，应用前景广阔。 

一种催化氧化肟制备羰基化合物的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219523.X

申请日：2008.11.28

授权日：2011.05.04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纪红兵　周贤太　袁秋兰　陈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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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催化氧化肟制备羰基化合物的方法。该方法以肟类化合物

为原料，溶解在有机溶剂中，以金属卟啉化合物为催化剂，以氧气为氧化剂，控

制反应温度为30~100℃，持续反应1~12h，得到羰基化合物。本发明具有反应条件

温和、催化剂用量小、催化效果好、工艺简单、产物收率和选择性好等优点。

一种室温快速自修复型聚合物复合材料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7865.4

申请日：2009.03.12

授权日：2011.05.04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容敏智　肖定书　章明秋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室温快速自修复型聚合物复合材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

分组成：聚合物基体80~130份，含有液态环氧树脂的胶囊1~20份，含有阳离子固

化剂的载体0.5~5份。本发明的室温快速自修复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具有制备简

单、修复速度快，修复能力可长期保持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子、交通

运输等领域的零部件自修复，从而延长聚合物材料的使用寿命和使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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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本发明提供了诱导DNA缩合的钌多吡啶配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

用，所述配合物是由钌与辅助配体和主配体配合而成，所述辅助配体为

2，2-联吡啶，所述主配体为1，2-二(咪唑并[4，5-f][1，10-邻菲咯啉])苯或

1，2-二(咪唑并[4，5-f][1，10-邻菲咯啉])萘；所述配合物中的阴离子部分为高氯

酸根离子；所述制备方法是将钌和辅助配体的配合物二(2，2′-联吡啶)-二氯-二

水合钌(II)和主配体化合物溶解于乙二醇，加热反应，冷却后加水稀释，再加Na-

ClO4饱和溶液即产生沉淀，过滤后沉淀依次用水、乙醚洗涤后干燥，即得。本发

明还提供所述配合物在基因药物载体制备中的应用。本发明的钌多吡啶配合物具

有高稳定性、低毒性、光物理性质丰富、容易吸收并在体内很快排泄等特点，应

用前景广阔。 

诱导DNA缩合的钌多吡啶配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9334.9

申请日：2009.05.08

授权日：2011.05.04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巢晖　徐丽　陈相　廖国亮　刘朋昕　计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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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一种氯化聚丙烯或氯化马来酸酐接枝聚
丙烯的固相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9608.4

申请日：2009.05.19

授权日：2011.05.04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容敏智　李华亮　章明秋

　　本发明公开了氯化聚丙烯或氯化马来酸酐接枝聚丙烯的固相制备方法。本发

明将聚丙烯或马来酸酐接枝聚丙烯100重量份和引发剂0.5-3重量份混合，加热升温

至50-100℃，通入氯气进行氯化反应，停止加热，用空气赶走残余氯气，氯化产物

经去离子水或蒸馏水洗脱酸，然后干燥，即可制得氯化聚丙烯或氯化马来酸酐接

枝聚丙烯。本发明采用较低的反应温度，并引入球磨技术，从而克服了传统改性

聚丙烯固相制备方法中存在的反应不均匀、产品容易焦化和粘接、改性效率较低

等缺点。本发明技术具有工艺简单、无需使用溶剂、成本低等优点，所制备的改

性聚丙烯产品不变色、接枝率较高，可广泛应用于涂料、油墨、粘合剂以及增容

剂等领域。

一种高温自修复型环氧树脂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5911.4

申请日：2008.01.18

授权日：2011.05.1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殷陶　容敏智　章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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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本发明公开一种高温自修复型环氧树脂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通过

将微胶囊与催化剂均匀混合入环氧树脂基体中，再将环氧树脂基体用固化剂加入

其中混合均匀，最后固化成型得到高温自修复型环氧树脂材料。本发明的高温自

修复型环氧树脂材料，当其在加工或使用过程中囚受力而产生裂纹时，裂纹扩展

到预埋微胶囊处使囊壁破裂，微胶囊中的液态环氧树脂立即释放出来填充到裂纹

中，此时预埋在基体中的催化剂在高温下引发这部分液态环氧树脂固化，从而将

裂纹重新粘合在一起，使材料的损伤得以修复，从而保持环氧树脂材料的力学性

能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一种等离子体平板显示和无汞荧光灯用
稀土红色发光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198613.5

申请日：2008.09.18

授权日：2011.05.1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梁宏斌　韩冰　钟玖平　田梓峰　苏锵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等离子体平板显示和无汞荧光灯用稀土红色发光材料，

其化学组成表示式M(RE1-xEux)(PO3)4，其中，M为碱金属离子，选自Li+、Na+、

K+、Rb+、Cs+；RE为稀土元素，选自La3+、Gd3+、Y3+、Lu3+；Eu3+为激活离子；x

为发光激活离子相对RE原子所占的摩尔百分含量，取值范围：0.01≤x≤1.0。本发

明的制备方法简单，所制备的PDP和无汞荧光灯用稀土红色发光材料在真空紫外

(VUV)光激发下，在590nm处有强的红光发出，比目前等离子平板显示期器件中使

用的法红光荧光粉(Y，Gd)BO3:Eu3+有更强的红光发射，大约为其强度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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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大豆蛋白/二醛淀粉/纳米银复合膜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220531.6

申请日：2008.12.29

授权日：2011.05.1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邹小武　张黎明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抗菌功能的大豆蛋白/二醛淀粉/纳米银复合膜及制备方

法。采用溶液浇铸成膜的方法制备大豆蛋白/二醛淀粉/纳米银复合膜，将大豆蛋白

和增塑剂丙三醇分散在水中，然后将大豆蛋白水溶液与二醛淀粉及硝酸银溶液混

合均匀，浇铸后烘烤成膜，在成膜的过程中，二醛淀粉上的醛基与大豆蛋白上的

氨基发生了交联反应，同时醛基又将银离子原位还原成纳米银粒子。本发明还公

开了该复合膜用作食品的包装材料及医用材料的应用，该大豆蛋白/二醛淀粉/纳米

银复合膜具有良好力学性能及抗菌性能，且在自然环境中能够迅速地降解。

一种蛋白质分子印迹水凝胶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8073.9

申请日：2009.03.20

授权日：2011.05.1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王红飞　张黎明　唐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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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蛋白质分子印迹水凝胶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将质量百分比浓度为2.0~8.0%的羧甲基淀粉-对氨基苯酚接枝物水溶液与质量

百分比浓度为0.02~0.20%牛血清蛋白水溶液混合，搅拌条件下，依次加入过氧化氢

与辣根过氧化酶，8~12秒内发生凝胶化，经洗脱除去模板分子牛血清蛋白，即得

到对牛血清蛋白具有选择性吸附特性的分子印迹水凝胶。本发明具有原料易得、

快速凝胶化、反应温和、易控制、获得的分子印迹水凝胶具有较好的识别性能及

优良的生物降解和生物相容性，可望在蛋白质分离得到应用。 

一种室温自交联水性聚氨酯丙烯酸树脂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9124.X

申请日：2009.04.30

授权日：2011.05.1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王小妹　何彦萱　范云玉

　　本发明公开一种室温自交联水性聚氨酯丙烯酸树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该

方法是采用原位乳液聚合法，对现有制备方法进行改进，在原料中引入四甲基苯

二亚甲基二异氰酸酯或2，4-二甲基环己基二异氰酸酯，和扩链剂一缩二丙二醇或

新戊二醇，从而降低了聚氨酯预聚体的粘度，达到完全不使用有机溶剂进行合成

反应，引发剂采用油溶性引发剂和水溶性引发剂共同引发自由基共聚，使油溶性

单体和水溶性的单体都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自由基聚合，从而提高了反应转化率，

此外两种引发剂的组合还使得反应过程中乳液保持稳定，不容易发生凝胶及分层

的现象。本发明树脂可用于制备塑料、铝箔软包装复合胶，纸塑复合胶，水性油

墨、水性上光油、水性木器涂料或水性塑胶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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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面温敏性的聚苯乙烯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9919.0

申请日：2009.06.02

授权日：2011.05.1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李谷　麦堪成　肖安妮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温敏性的聚苯乙烯的制备方法，是在聚苯乙烯表面以

二苯甲酮为光敏剂，经紫外光引发N-异丙基丙烯酰胺单体或N-异丙基丙烯酰胺单

体和苯乙烯单体发生接枝及共聚合反应制得具有温敏性表面层的聚苯乙烯。本发

明提供的制备方法可在室温下，300-395nm紫外光照射下引发N-异丙基丙烯酰胺均

聚或与苯乙烯共聚，在聚苯乙烯表面形成一层耐水冲洗、透明性好的温敏膜。本

发明提供的方法简便、快捷，易操作，成本低，并能够维持聚苯乙烯培养皿良好

的表面透明性。

一种环路热管散热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40109.7

申请日：2009.06.09

授权日：2011.05.25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吕树申　莫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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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loketal B在制备治疗自由基损伤疾
病的药物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42204.0

申请日：2009.08.27

授权日：2011.05.25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裴中　王冠蕾　庞冀燕　林永成　李玲　黄如训

赵嘉　许忠良　钱艳　刘捷　陈文亮　李振兴

　　本发明公开了xyloketal B在制备自由基损伤疾病的药物中的应用。该化合物可

以直接清除自由基的活性，可显著减轻自由基过氧化损伤，对神经元的缺血缺氧

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本发明xyloketal B在制备自由基损伤疾病的药物中的应

用发掘了xyloketal B新的医疗用途，开拓了一个新的应用领域，且xyloketal B安全无

毒，药理作用强，有很好的药用前景。 

　　一种环路热管散热器，包括设于同一金属空腔内的蒸发器和补偿器，蒸发器

和补偿器之间连接有毛细结构；空腔内充有工质，空腔外依次连接有气管，冷凝

管，液管并形成工质循环回路，所述冷凝管与补偿器表面连接。本发明的补偿器

与冷凝器的表面连接，可以带走补偿器部分热泄露，使得工质的过冷度降低，从

而冷凝管的温度更加均匀，从而提高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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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聚乙二醇单甲醚甲基丙烯酸酯
的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8779.2

申请日：2008.06.13

授权日：2011.06.0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梁晖　卢江　徐文烈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聚乙二醇单甲醚甲基丙烯酸酯的合成方法，由甲基丙烯酸

甲酯和聚乙二醇单甲醚通过酯交换反应合成聚乙二醇单甲醚甲基丙烯酸酯。本发

明所用酯化反应催化剂为碱催化剂，催化活性高；为防止反应过程中的聚合反

应，在反应体系中加入了阻聚剂，并通入空气；反应温度较温和，为80~85℃；反

应副产物甲醇通过与反应介质形成共沸物带出反应体系，促使反应完全进行。本

发明方法将聚乙二醇单甲醚定量地转化为聚乙二醇单甲醚甲基丙烯酸酯，酯化率

接近100%，避免了聚合反应和其他副反应，而且步骤简单，适合工业化生产。

膦异香豆素酰胺及其合成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198942.X

申请日：2008.10.06

授权日：2011.06.0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彭爱云　郭御卷　王正　李保健　杜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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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膦异香豆素酰胺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具有通式B的所

述膦异香豆素酰胺，其中，R1为H，C1-10的烷基，C3-7的环烷基，芳基，或C1-0

的烷基，C3-7的环烷基，芳基的取代衍生物；R2，R3分别独立为H，C1-10的烷

基，C1-5的烷氧基，C3-7的环烷基，芳基，或C1-10的烷基，C3-7的环烷基，芳基

的取代衍生物；X=H，卤素，芳基，芳基乙炔基；Y=H，C1-5的烷基，C1-5的烷

氧基，羰基、卤素，CN，CF3，NO2，OH，或胺基。本发明所述膦异香豆素酰胺

具有良好的抑制胆固醇酯酶的作用，可为制备治疗高脂血症等疾病的药物提供新

的选择。 

微波辅助分子印迹磁性微球的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710028537.9

申请日：2007.06.11

授权日：2011.06.0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李攻科　张毅　胡玉玲

　　本发明属于材料科学与工程和现代分离分析领域，涉及到微波辅助分子印迹

磁性微球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步骤如下：采用微波化学反应器，制备纳米级磁

流体为磁核，经清洗和表面改性，超声分散于水中；模板分子与功能单体自组

装；分次加入预聚合溶液、交联剂及引发剂，机械搅拌使其与磁流体充分混合分

散，微波程序控温加热引发聚合；磁分离以上磁性微球，除去模板分子，真空干

燥、老化。本发明制得的分子印迹磁性微球，不仅对模板分子及其类似物具有特

异的识别能力，并且具有良好的“富集-回收”特性，制备过程利用微波加热，缩

短了印迹聚合的时间，提高了聚合物形态的均一性和印迹效率。此类分子印迹磁

性微球适用于环境样品、食品等复杂样品中结构类似物质的富集、分离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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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辅助提取-高速逆流色谱联用方法
及其装置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710030959.X

申请日：2007.10.19

授权日：2011.06.0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李攻科　阮贵华　肖小华　邓建朝　周小南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波辅助提取－高速逆流色谱联用方法及其装置，首先采

用微波辅助提取模式提取物料；然后提取液浓缩预分离；最后通过高速逆流色谱

纯化制备得到目标组分或分析天然产物提取液中的目标组分；上述步骤通过接口

及转换控制实现微波辅助提取、分离、纯化、高速逆流色谱制备或分析的集成在

线。本发明集提取、分离、纯化、制备或分析于一体，具有快速高效、高选择性

的特点，实现天然产物快速高效的在线提取分离、纯化制备或分析，在食品、医

药以及生物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一种兼容可视化功能的差示扫描量热仪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7287.4

申请日：2009.02.20

授权日：2011.06.0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吕树申　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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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兼容可视化功能的差示扫描量热仪，包括设有样品池与参

比池的工作台、设于样品池内用于承载样品并与样品传递热流量的第一热流检测

部件、设于参比池内用于承载参比物并与参比物传递热流量的第二热流检测部

件、分别对两个热流检测部件进行升温及降温控制的温度控制装置、分别通过热

电偶线与两个热流检测部件连接的温度记录仪，还包括显微镜摄像系统和图像采

集系统，该显微镜摄像系统通过设于样品池上的样品观察窗对样品微观结构进行

观察并通过图像采集系统对样品微观结构变化进行采集记录。本发明在测量试样

相变时的热量流的同时能够监测并采集试样本身结构变化信息，提高了样品实时

分析测试的同步性和完整性。 

一种碳纳米管固相微萃取萃取头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6734.1

申请日：2008.03.11

授权日：2011.06.15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欧阳钢锋　江瑞芬　朱芳　栾天罡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碳纳米管固相微萃取萃取头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碳纳米

管固相微萃取萃取头包括不锈钢纤维和涂覆于不锈钢纤维一端的表面涂层，其特

征在于，所述表面涂层含有碳纳米管。碳纳米管的应用使得所述固相微萃取萃取

头可以耐高温，具有高机械强度、较长使用寿命和高富集倍数的特点；本发明还

提供了碳纳米管固相微萃取萃取头的三种制备方法，可以根据选定的应用领域制

备出对极性或者非极性物质有选择性的较强吸附能力的固相微萃取萃取头。 



27

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含腈化合物的检测显色剂和试纸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199049.9

申请日：2008.10.09

授权日：2011.06.15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鲁统部　姜隆　欧光川　李焕勇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腈化合物的检测显色剂和试纸。该检测显色剂为[外消

旋-(5，7，7，12，14，14-六甲基-1，4，8，11-四氮杂环十四-4，11-二烯)]合镍(II)

高氯酸盐固体[Ni(α-rac-L)](ClO4)2，将其溶入乙腈，然后将滤纸浸入该溶液中，

取出晾干后得黄色腈化物快速检测试纸。测试时将待测液滴到试纸上，或将试纸

直接浸入待测液中，如果试纸由黄色变为紫红色，表明该待测液含有腈化物。该

试纸也可测定空气中是否含有腈化物，将试纸悬挂在空中，当空气中腈化物含量

大于一定浓度时(乙腈>105ppm，丙腈>120ppm)，试纸由黄色变为紫红色。该检测

试纸可在短时间内方便快捷地对溶液或空气中是否含有甲醇进行初步判断，免除

了需要专门检测仪器和长的检测时间。检测试纸制备方便，价格便宜。

一种等压气液平衡测定装置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193714.8

申请日：2009.11.06

授权日：2011.06.15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陈清林　胡松　张冰剑　冯志威　高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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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涉及一种等压气液平衡测定装置，属于热力学数据测定领域。本发明

装置由气液平衡釜和压力控制器组成。该装置测定气液平衡数据时，气液平衡釜

中液相在三个循环回路中不断循环流动，气液相充分混合接触，快速达到平衡，

可保证气液两相样品准确代表气液平衡时的气、液两相组成，测定耗时短，操作

简便，测定结果准确。 

诱导DNA构象转换的钌配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6414.9

申请日：2009.01.04

授权日：2011.06.2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巢晖　于会娟　李吕莹　黄淑枚　计亮年

　　本发明公开了诱导DNA构象转换的钌配合物，由阳离子和阴离子构

成，所述配合物的阳离子部分由主配体、辅助配体和钌( I I )构成；所述

主配体为8-甲氧基-3-(2 -吡啶基)-5-氢-[1，2，4]-三嗪并[5，6-b]吲哚或

8-硝基-3-(2-吡啶基)-5-氢-[1，2，4]-三嗪并[5，6-b]吲哚；所述辅助配体为2，2-

联吡啶或1，10-邻菲罗啉；所述阴离子为高氯酸根。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钌配合

物的制备方法，是先制备主配体；再将二(2，2′-联吡啶)-二氯-二水合钌(II)或

二(1，10-邻菲罗啉)-二氯-二水合钌(II)和主配体在乙醇与水的混合溶液中反应，然

后加入NaClO4水溶液，析出固体即得。本发明提供了新型的DNA构象探针，结构

稳定，可以特异性地调控和稳定序列为poly(dA-dT).poly(dA-dT)的DNA构象，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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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聚苯乙烯基层次孔炭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193797.0

申请日：2009.11.10

授权日：2011.06.2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吴丁财　邹冲　符若文　曾庆聪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聚苯乙烯基层次孔炭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方法以线性

聚苯乙烯为原料，无水三氯化铝为催化剂，无水四氯化碳为溶剂和交联剂，经

Friedel-Crafts交联反应、水解、洗涤、干燥和炭化后得到聚苯乙烯基层次孔炭材

料。本发明不仅制备工艺简单和环保，而且所得炭材料具有独特的层次性纳米结

构：基元炭胶体颗粒内部含有三维网络微孔，基元炭胶体颗粒紧密堆叠和疏松堆

叠分别形成中孔和大孔，各层次纳米孔道紧密相连。

一种超分子水凝胶基因载体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213939.5

申请日：2009.12.16

授权日：2011.06.2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马栋　张黎明　张宏斌　李娜　杨川　严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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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分子结构水凝胶基因载体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

方法包括以下操作步骤：通过对聚赖氨酸修饰聚乙二醇-聚丙二醇-聚乙二醇三嵌

段共聚物端基的修饰，合成出含有阳离子链段的多嵌段聚合物，然后将此聚合物

与DNA溶液混合，得到DNA复合物胶束；进一步将此胶束溶液与α-环糊精溶液混

合后搅拌，室温下静置，得到水凝胶。该水凝胶可用于制备可注射基因载体。本

发明具有操作简单、凝胶强度和凝胶化时间可调、室温成型、不涉及化学交联反

应以及有机溶剂的使用、获得的凝胶具备温度敏感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明显

的转染效果等优势，有望在生物医学工程材料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一种天然橡胶胶乳蛋白质的固定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41291.8

申请日：2009.07.21

授权日：2011.07.06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陈继平　张黎明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天然橡胶胶乳蛋白质的固定方法，目的是为了解决天然乳

胶制品蛋白质的过敏问题。其方法是通过在天然胶乳中加入二醛多糖氨水溶液，

放置后干燥成膜。其中二醛多糖是通过高碘酸钠氧化天然多糖制得。本发明利用

氧化后天然多糖上的醛基与蛋白质发生交联作用，增大蛋白质的分子量使蛋白质

失去水溶性，并利用多糖能与乳胶形成互穿网络的结构特点，将失去水溶性的蛋

白质牢固地固定在乳胶膜中。本发明所提供的方法克服了传统方法如酶分解法所

得的橡胶制品乳胶稳定性及力学性能差的缺点；也不会造成如氯化处理法产生的

环境问题；同时生产成本低廉。此法在橡胶工业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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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机纳米粒子/聚氨酯弹性体/聚合
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028261.9

申请日：2008.05.23

授权日：2011.07.20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陈精华　章明秋　容敏智　阮文红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无机纳米粒子/聚氨酯弹性体/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所述方法的步骤是将聚氨酯弹性体、无机纳米粒子与聚合物基体熔融共混，

制得含有聚氨酯弹性体和聚氨酯接枝无机纳米粒子的母料，再通过熔融接枝在聚

合物上导入能与聚氨酯反应的基团，制得功能化聚合物反应性增容剂，然后采用

常规熔融加工技术，将母料、功能化聚合物反应性增容剂与聚合物基体熔融共混

制得无机纳米粒子/聚氨酯弹性体/聚合物复合材料。本发明采用常规加工设备、工

艺简单、成本低，且整个制备过程无需有机溶剂，对环境友好。只需较低用量的

纳米粒子和聚氨酯弹性体就能使复合材料的韧性显著提高，同时拉伸强度、杨氏

模量也有所提高。

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中空纤维液相微
萃取联用装置、方法及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6648.3

申请日：2009.01.14

授权日：2011.07.20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胡玉玲　李攻科　王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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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中空纤维液相微萃取联用装置、方法

及应用，由固相微萃取装置、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探针、中空纤维膜、萃取瓶和

搅拌器几个部分组成。将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探针插入装载有机溶剂的中空纤维

膜腔内并固定，直接置于待测样品溶液中进行液相-固相同步微萃取。萃取时分析

物透过中空纤维膜富集到有机溶剂中，然后被分子印迹固相微萃取探针二次萃取

富集。本发明装置简单，操作方便，便于与分析仪器联用，适合于环境、食品、

医药、生物等复杂水相样品中痕量有机物的分离与富集。

一种含有单组分液态反应性修复剂的室
温自修复型聚合物材料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193012.X

申请日：2009.10.10

授权日：2011.07.20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孟令明　容敏智　章明秋

　　本发明涉及自修复聚合物材料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含有单组分液态反应性

修复剂的室温自修复型聚合物材料，它由以下组分和重量份数组成：聚合物基体

80~100份，含有单组分液态反应性修复剂的微胶囊1~20份，本发明的自修复型聚

合物材料中，修复剂可通过氢键和化学键修复微裂纹，此外，该材料具有制备简

单、修复能力高、修复时间短、修复能力可长期保持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电子

封装、机械、交通运输等领域的零部件自修复，从而延长聚合物材料的使用寿命

和使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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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荧光检测功能的分子印迹微凝
胶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193338.2

申请日：2009.10.27

授权日：2011.07.20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王红飞　张黎明　唐春燕　杨浩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荧光检测功能的分子印迹微凝胶的制备方法。该方法

是将马来酸酐酯化淀粉-喹啉偶联物、丙烯酰胺、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和茶碱

溶于二甲基亚砜中，得到混合溶液；向混合溶液中加入甲醇，室温下搅拌2~4h；

在保护气体氛围中，加入偶氮二异丁腈，60~70℃下反应8~12h，分离，得到凝胶

化产物；将凝胶化产物洗脱除去模板分子茶碱，得到分子印迹微凝胶。本方法具

有成本低、操作简便快捷、灵敏度高等优点，且制得的分子印迹微凝胶具有较好

的识别性能及优良的生物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在药物检测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

价值。

一种单分散钛酸钡多面体纳米颗粒
的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41124.3

申请日：2009.07.15

授权日：2011.07.27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展红全　吴明娒　杨贤锋　文玉萍　傅俊祥　

庄健乐　扶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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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辐照一步制备离子交换
纤维材料的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220223.3

申请日：2008.12.22

授权日：2011.08.10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陈水挟　张其坤　张素娟　秦庭艳

　　本发明涉及一类离子交换纤维材料的制备方法：以在极端的环境中仍具有

良好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的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丙烯腈和聚乙烯醇等纤维为

基体，通过预辐照接枝制备强酸、弱酸双官能离子交换纤维材料，为离子交换

纤维材料在苛刻条件下的应用(如强酸、强碱试剂的纯化)提供了一类性能更加优

异的产品。产品的静态吸附容量可控制在3.0~4.98mmol/g之间，其中，强酸部分

1.85~2.57mmol/g。预辐照接枝效率高，避免了共辐照中单体的大量浪费，而且接

枝率可以实现可控操作，避免了磺化反应对浓硫酸、氯磺酸等强腐蚀性物质的使

用，避免了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设备的腐蚀。过程简单、操作容易，为离子交换纤

维材料的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单分散钛酸钡多面体纳米颗粒的合成方法。该方法是将钛

酸四丁酯滴入醇类表面活性剂中，混合均匀，形成溶液A；将氢氧化钡和去离子水

搅拌混合均匀，形成溶液B；将溶液A和溶液B混合搅拌均匀，溶液A和溶液B体积

比为9:1~1:9，再加入氢氧化钠，在温度为100~240℃条件下水热反应5~120h，得到

纳米钛酸钡多面体颗粒。本发明采用水热法合成钛酸钡多面体纳米颗粒，合成方

法简单，与其它湿化学方法相比具有环境友好、低温、不需煅烧等优点。该方法

所得钛酸钡多面体颗粒纯度高，颗粒尺寸可控、均匀，分散性好，使用时无需进

一步表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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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型交联聚合物荧光微球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710031103.4

申请日：2007.10.26

授权日：2011.08.17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梁晖　卢江　王亮　徐文烈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共聚型交联聚合物荧光微球，微球中的荧光物质为金属配

合物，金属配合物通过共价键与交联聚合物骨架相连接，本发明同时公开了所述

共聚型交联聚合物荧光微球的制备方法，由金属配合物荧光单体与其他多功能甲

基丙烯酸酯单体在引发剂作用下、于混合溶剂中通过自由基共聚反应而得到。本

发明找到了易得的荧光效率和稳定性都较高的合适荧光物质，从而获得高性能荧

光微球；同时找到了准确、合适的方法在荧光分子上引入可聚合基团，解决了现

有技术的难题，填补了所属领域的技术空白，为荧光微球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

用，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发展方向。

锚定在Fe3O4纳米粒子表面上的方法及聚
合物-Fe3O4杂化磁性纳米粒子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40385.3

申请日：2009.06.19

授权日：2011.08.17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卢江　肖中鹏　梁晖　徐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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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将RAFT链转移剂锚定在Fe3O4纳米粒子表面上的方法及聚合

物-Fe3O4杂化磁性纳米粒子制备方法。本发明通过RAFT链转移剂与纳米Fe3O4之间

的配体交换反应，把RAFT链转移剂S-1-十二烷基-S′-(α，α′-二甲基-α″-乙

羧基)三硫代碳酸酯(DDMAT)锚定在纳米Fe3O4表面，该过程只需要一步反应，条

件温和、操作简单，且未改变Fe3O4粒子的粒径。进一步，在带有DDMAT的Fe3O4

纳米粒子上，原位引发乙烯基单体的活性可控自由基聚合，获得聚合物-Fe3O4杂化

磁性纳米粒子。本发明选择苯乙烯和N-异丙基丙烯酰胺二种乙烯基单体，由前者

得到的杂化磁性纳米粒子可溶于有机溶剂；由后者得到的杂化磁性纳米粒子可溶

于水，且具有温度敏感性。

一种气液液平衡数据测定装置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193713.3

申请日：2009.11.06

授权日：2011.08.17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胡松　陈清林　张冰剑　冯志威　高学农

　　本发明为一种气液液平衡数据测定装置，平衡釜具有三个循环回路结构，加

速了流体的循环混合；用超声均质器对加热釜内液相进行均质，提高传质速率，

快速达到平衡；搅拌与加热分离；气液分离室中有一个液液分相管，可以保证液

液分相实验的条件与气液平衡条件相同。使用该釜进行气液液平衡测定，可以获

得准确代表气液液平衡组成的气液液三相样品，耗时短，平衡组成和平衡温度的

测定准确，实验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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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丁基-2-吡啶甲酸-N1,O2)合铜
(Ⅱ)在制备抗结核病药物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192549.4

申请日：2009.09.22

授权日：2011.08.24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林永成　赖小敏　王军　佘志刚　潘嘉慧

　　本发明公开一种二(5-丁基-2-吡啶甲酸-N1，O2)合铜(II)在制备抗结核菌

药物中的应用。二(5-丁基-2-吡啶甲酸-N1，O2)合铜(II)具有抗结核菌和耐药

性结核菌活性的特点，可用于抗结核菌药物的制备，而且二(5-丁基-2-吡啶

甲酸-N1，O2)合铜(II)来源于海洋红树林内生真菌，从真菌中提取化合物的

方法简单，而优化培养方法将使大量发酵生产本化合物的成本低廉，因此将

二(5-丁基-2-吡啶甲酸-N1，O2)合铜(II)用于制备抗结核药物具有非常广阔的前

景。

一种含硫光固化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7296.3

申请日：2009.02.20

授权日：2011.09.07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黄亮　杨建文　曾兆华



38

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授权专利简介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硫光固化化合物，是2，5-二巯基噻二唑与烷基化试剂或

带有丙烯酸酯基团或缩水甘油环氧官能团的试剂反应制得，包括对称或不对称的

结构。本发明的光固化化合物可以作为光固化配方的材料使用，紫外光辐照下发

生光交联，或本身引发光聚合反应。

间二硝基苯的转化方法及间硝基苯胺、
间苯二胺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810218879.1

申请日：2008.11.04

授权日：2011.09.2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李厚金　蓝文健

　　本发明公开了间二硝基苯的转化方法及间硝基苯胺、间苯二胺的制备方法，

其采用微生物进行转化，具体包括：微生物的培养，往发酵培养基中添加间二硝

基苯，微生物对间二硝基苯转化后，对转化产物采用有机溶剂萃取，低温浓缩得

到转化产物提取物；转化产物提取物进行色谱分离，洗脱得到间硝基苯胺和间苯

二胺。该转化方法具有成本低，条件温和，高效和对环境友好等优点，推广应用

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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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sutanols A在制备抗肿瘤药物中
的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7541.0

申请日：2009.03.03

授权日：2011.09.21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李厚金　蓝文健　朱孝峰　邓蓉　杨芬

　　本发明公开了Hirsutanols A在制备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本发明研究发现化合

物Hirsutanols A对多种肿瘤细胞系显示出强效的细胞毒性，如：对人鼻咽癌细胞株

CNE2和SUNE1，人乳腺癌细胞MCF-7、MDA-MB-435和MDA-MB-453，人肝癌细

胞HEP3B的IC50值分别为：4.06、3.44、10.14、9.86、4.30和2.61μg/mL。表明Hir-

sutanols A可用于制备抗肿瘤药物，可与其他药物制成抗肿瘤药物组合物，可与药

学可以接受的辅料制成注射剂、片剂、丸剂、胶囊剂、溶液、悬浮剂和乳剂等剂

型；其给药途径可为经口服、静脉、肌肉或皮肤给药。

超支化聚合物表面接枝改性纳米无机粒
子/环氧树脂减摩耐磨复合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193013.4 

申请日：2009.10.10

授权日：2011.09.2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喻颖　容敏智　章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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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超支化聚合物表面接枝改性纳米无机粒子/环氧树脂减摩耐磨复

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环氧树脂减摩耐磨材料由如下组分及重量份数组

成：环氧树脂90~98份，纳米无机粒子1~10份，接枝单体0.3~3份。本发明通过对纳

米无机粒子进行超支化接枝改性，引入丰富的端基官能团，使其可参与环氧树脂

的固化反应，增强了粒子与树脂基体之间的界面相互作用，改善界面相容性，从

而显著提高环氧树脂减摩耐磨材料的摩擦磨损性能。本发明方法工艺简单，易于

实施，可以广泛应用于环氧树脂涂料和微型器件领域。 

吡咯并氮杂卓酮类化合物及其在制备治
疗肿瘤的药物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261419.1

申请日：2009.12.11

授权日：2011.09.2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万一千　谢建伟　朱新海　王淑东　袁洁　陈晓光

苏丽　孟飞　汪晨霞　黄漫娜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吡咯并氮杂卓酮类化合物及其在制备治疗肿瘤的药物中的

应用，旨在提供一类对肿瘤细胞具有抑制作用的，具有式(I)结构的吡咯并氮杂

卓酮类化合物及其药用盐。它具有式(I)表示的化合物：其中n代表0或1；R1代表

H，C1-C6烷基，或苄基；R2代表OH或O；R3代表H，三氟甲基，C1-C6烷基，或

OR4，R4代表H，C1-C6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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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交联聚丙烯酸酯胶乳及其制备方
法与水基纸张油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1010191380.3

申请日：2010.05.28

授权日：2011.09.2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王小妹　颜锋　马军　刘长来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交联聚丙烯酸酯胶乳及其制备方法与水基纸张油墨。自

交联聚丙烯酸酯胶乳是通过在A高位槽中混合丙烯酸酯单体、亲水单体及ADH；

在B高位槽中混合水、乳化剂、丙烯酸酯单体及DAAM；于常压反应釜内加入水、

乳化剂、可聚合自乳化功能性单体搅拌升温至75℃，滴加A高位槽混合物及引发

剂，先制得保护胶体；再于85℃下滴加B高位槽混合物及引发剂；经恒温反应制

得。水基纸张油墨是先将苯乙烯-丙烯酸共聚物，pH调节剂，水在60℃下搅拌溶

解；然后加入颜料及必要助剂混合制成色浆；最后将色浆与自交联聚丙烯酸酯胶

乳、表面张力调节剂及水混合均匀制得。该水基纸张油墨可用水、乙醇中的一种

或二种混合物稀释，干燥速度快，印刷适应性好。 

单分散四方晶相硒化铁四方纳米片的低
温液相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1010019272.8

申请日：2010.01.11

授权日：2011.10.12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陈立桥　吴明娒　展红全　杨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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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单分散四方晶相硒化铁四方纳米片的低温液相合成方法。

该方法是将无水FeCl2的油胺溶液在高纯氩气保护加热到100-140℃至固体完全溶

解，加入油酸，再加入已配好的硒的三辛基磷，在温度为280~330℃条件下反应

5~45min；制得单分散四方晶相硒化铁纳米片；所述无水FeCl2的油胺溶液与油酸的

体积比为30:1~3；所述铁离子与硒摩尔比为1:1。本发明为硒化铁的液相合成法，

与固相方法相比具有低温、不需煅烧可在溶液中直接得到产物。比目前其他液相

方法得到的产品具有更好的规则二维纳米结构，且颗粒尺寸可控，均匀，分散性

好，所用原料为无毒FeCl2。

新型可纺性热致液晶聚酯酰亚胺及其
合成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7789.7

申请日：2009.03.11

授权日：2011.11.0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肖文明　张艺　许家瑞　许军　徐冰　池振国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可纺性热致液晶聚酯酰亚胺及其合成方法和应用。该

类液晶聚合物的分子主链上含有柔性的间隔基和扭曲结构的单元，通过溶液直接

缩聚法由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单体，包括酰亚胺二羧酸、羟基酸及芳香二元酚，共

聚而得。本发明所得的聚合物具有特征的热致液晶性，同时成纤性能优异，适合

于熔融纺丝，其熔融温度可在较宽范围内(200℃～300℃)进行调控，相比商品化的

热致液晶聚酯(如Vectra、Xydar)要低，与各类通用塑料具有共同的加工窗口，可通

过熔融共混的方法制备微纤增强的液晶聚合物与通用热塑性塑料的原位增强复合

材料或制备高强度高模量的原位增强共混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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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相容性热致液晶聚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9578.7

申请日：2009.05.19

授权日：2011.11.09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徐冰　张艺　许家瑞　池振国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热致液晶聚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本发明通过对单

体的选择，进行对分子结构的设计，直接制备出一类与特种工程塑料聚醚酰亚

胺(PEI)化学结构相似的热致液晶聚合物聚酯酰亚胺(TLCPEI)，使之进行原位复

合时，无需使用增容剂等第三类物质都能具有良好的相容性，且TLCPEI加入量

≤10wt%，复合材料综合性能显著提高，大幅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产品的

工业化、商品化。 

一种可生物降解的乳胶复合膜及其
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214399.2 

申请日：2009.12.30

授权日：2011.11.16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王冠海　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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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生物降解的乳胶复合膜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本发明

的乳胶复合膜由淀粉和天然乳胶构成。本发明先将淀粉分散在水中，加热到

70~90℃，糊化30~60min，然后迅速降温至室温，使淀粉与水形成氢键以建立一

个亚稳定的拟均相状态；接着将糊化后的淀粉与天然乳胶混合，淀粉与天然乳胶

固含量的比例为0.1~0.5:1，剧烈搅拌，抽真空除气泡，在聚四氟乙烯板上铺膜，

干燥，得到可生物降解的乳胶复合膜。本发明的乳胶复合膜不仅具有生物降解

性，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在医用制品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易于操作，得到的乳胶复合膜成本低，市场前景

好。

含咔唑基二苯乙烯衍生物结构的新型有
机发光材料的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类

　　本发明属于有机发光材料技术领域。该新型发光材料含咔唑基二苯乙烯衍生

物结构，合成时利用含二个叶立德基团的芳香化合物把两个咔唑基二苯酮(2)偶联

起来；或者把咔唑基二苯酮先转变成中间体(3)或中间体(4)，然后用交叉偶联的方

法把咔唑基二苯乙烯偶联起来。本发明提出的合成方法，工艺简单，纯化容易，

所合成的含咔唑基二苯乙烯衍生物结构的新型有机发光材料具有高的热稳定性，

高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高的发光强度，非常适用于制备有机电致发光材料器件中

的发光层材料，并且本发明的发光材料具有聚集诱导发光效应，可作为刺激响应

功能材料应用于化学/生物传感器。 

申请（专利）号：CN200810198180.3

申请日：2008.08.29

授权日：2011.12.07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池振国　杨志涌　张锡奇　于涛　陈美娜　许炳佳　

王程程　周林　刘四委　张艺　许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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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溶性固体苯乙烯/丙烯酸树脂的
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9918.6

申请日：2009.06.02

授权日：2011.12.14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王小妹　马春平　何国雄

　　本发明公开一种水溶性固体苯乙烯/丙烯酸树脂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该方法

是将芳香族乙烯基不饱和单体、脂肪族乙烯基不饱和单体、不饱和羧酸单体、脂

肪烷醇、引发剂和α-甲基苯乙烯二聚体在反应器中，同时进行自由基聚合反应

和酯化反应制备得到所需树脂。本发明加入α-甲基苯乙烯二聚体作为链转移剂，

减少了支化程度，避免了凝胶的产生及反应器的堵塞；同时加入的脂肪烷醇与丙

烯酸发生酯化反应，抑制了醇醚溶剂与丙烯酸的酯化反应，可有效控制反应混合

物的粘度，最终制备的树脂具有较窄的分子量分布(Mw/Mn<2.0)，较低的分子量

(Mw<10000)，较少的有机挥发分，且对颜料润湿分散性好，可用于制备水性油

墨、涂料或上光油。 

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肉豆蔻精油的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7851.2 

申请日：2009.03.12

授权日：2011.12.2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姚煜东　纪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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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肉豆蔻精油的方法。本发明利用超临

界二氧化碳将肉豆蔻中的脂溶性成分提取出来，并随后利用在第一级精馏柱中超

临界二氧化碳里的溶解度差异进行分离，在第二级分离器中分离精制。可一次性

进行肉豆蔻芳香性成分肉豆蔻精油的萃取和精密分离，在分离的过程中能同时进

行脱水、脱杂，所得肉豆蔻精油产品特征香味浓郁、成分全面、不含蜡质成分，

产品品质好、无固形物，有效成分不易降解，无有机溶剂，无农残、无重金属污

染，便于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产品的收得率高。经脱水，除杂精制处理后的

提取物更易保存。

α-二亚胺镍配合物烯烃聚合催化剂及
其制备方法与制备支化聚乙烯的方法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1010177711.8

申请日：2009.04.08

授权日：2011.12.2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伍青　刘丰收　高海洋　张玲　祝方明

　　本发明公开了α-二亚胺镍配合物烯烃聚合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制备支化聚

乙烯的方法。本发明的α-二亚胺镍配合物烯烃聚合催化剂的结构式如式(I)和式

(II)所示。本发明的α-二亚胺镍配合物烯烃聚合催化剂的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

廉，且可以在大于等于80℃温度下高活性催化乙烯聚合得到高分子量聚乙烯。本

发明的α-二亚胺镍配合物烯烃聚合催化剂催化制备的聚乙烯具有高分子量，在

0~80℃范围内可制备分子量达102x?kg/mol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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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降解的酸敏感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类

申请（专利）号：CN201010192970.8

申请日：2010.06.07

授权日：2011.12.2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帅心涛　李皓　李芬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降解的酸敏感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本发明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的亲疏水段分别由分子量大于1000的聚乙二醇和酸敏基

团组成，对应的嵌段比为5:1~75。本发明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的制备方法是以单端胺

基聚乙二醇引发带有活性侧基的L型氨基酸苄酯的N-羧酸酐开环聚合，经脱苄基保

护后再与活化的二异丙基胺基乙醇反应以进行酸敏修饰，得到可降解的酸敏感两

亲性嵌段共聚物。本发明共聚物具有良好的酸敏感性、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

性，可在水溶液中自组装并形成纳米级的药物载体，在靶向治疗和诊断领域有着

重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一种兼容可视化功能的差示扫描量热仪
实用新型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20051459.9

申请日：2009.02.20

授权日：2011.06.08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吕树申　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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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备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的装置
实用新型类

申请（专利）号：CN201120063428.2 

申请日：2011.03.11

授权日：2011.08.10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纪红兵　冯丹燕　芮泽宝　陈铧耀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制备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的装置，包括电源、恒温槽和

置于恒温槽中与所述电源电连接的电解池组，电解池组包括并联方式电连接的多

个电解池，其中，所述电解池内设有电极支架和置于电极支架上的钛电极与惰性

电极。所述电解池由导热性能良好的金属或者金属合金材料制成，内壁贴有绝缘

薄膜或绝缘导热胶带。所述钛电极与惰性电极均为L型，其一端作为工作电极浸

入电解液中，另一端用绝缘胶带包裹。本实用新型能成批量制备二氧化钛纳米管

阵列，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能保证二氧化钛纳米管的稳定生长，适于工业化生

产。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兼容可视化功能的差示扫描量热仪，包括设有样品池

与参比池的工作台、设于样品池内用于承载样品并与样品传递热流量的第一热流

检测部件、设于参比池内用于承载参比物并与参比物传递热流量的第二热流检测

部件、分别对两个热流检测部件进行升温及降温控制的温度控制装置、分别通过

热电偶线与两个热流检测部件连接的温度记录仪，还包括显微镜摄像系统和图像

采集系统，该显微镜摄像系统通过设于样品池上的样品观察窗对样品微观结构进

行观察并通过图像采集系统对样品微观结构变化进行采集记录。本实用新型在测

量试样相变时的热量流的同时能够监测并采集试样本身结构变化信息，提高了样

品实时分析测试的同步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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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载ZnO/MgO微米棒的多孔炭纤维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实用新型类

申请（专利）号：CN200910039679.4

申请日：2009.05.22

授权日：2011.11.16

申请（专利权）人：中山大学

发明（设计）人：陈水挟　韦晓群

　　本发明涉及一种嵌载ZnO/MgO微米棒的多孔炭纤维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该

多孔炭纤维由玻璃纤维和包覆玻璃纤维的外层的炭层构成，炭层中嵌载ZnO/MgO

微米棒。将酚醛树脂或聚乙烯醇和醋酸镁或硬脂酸镁、氯化锌的混合配成溶液，

然后将玻璃纤维浸渍于该溶液中，使玻璃纤维包覆一层聚合物层，然后将上述纤

维加热至450~650℃温度下碳化活化1~4小时，得到嵌载ZnO/MgO微米棒的多孔炭

纤维，该材料的比表面积在100-450m2/g之间。嵌载在多孔炭纤维上的ZnO/MgO微

米棒定向排列。该嵌载ZnO/MgO微米棒的多孔炭纤维用于脱除油品中的硫醇，可

以避免液态碱的使用，简化了工艺，减少了污染。本发明在环境净化材料的开发

及利用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