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成果类别 名称 发明人 授权时间

1 专利 一种脂肪酶催化制备D-泛醇16醚棕榈酸单酯的方法 蔡志强 20140618

2 专利 一种脂肪酶催化制备肉豆蔻醇丝氨酸酯的方法 蔡志强 20131226

3 专利 1,2,3-三唑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陈新 20131210

4 专利 卡巴他赛的合成方法 陈新 20140919

5 专利 萝卜硫素的合成方法 陈新 20130506

6 专利 酰基苯氧乙酸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陈新 20150703

7 专利 新型抗菌剂酰基苯氧乙酸、酰基肉桂酸及其制备方法 陈新 20141009

8 专利 地霉菌及其用于原位酶解纤维素的方法 何玉财 20140319

9 专利 短杆菌及用于腈水解合成α -环己基扁桃酸及衍生物的方法 何玉财 20150204

10 专利 红球菌催化硫醚合成手性亚砜的方法 何玉财 20140506

11 专利 红球菌及用于腈水解合成苯乙酮酸的方法 何玉财 20131104

12 专利 木薯渣用于地霉菌纤维素酶的生产及其糖化方法 何玉财 20140904

13 专利 耐离子液体地霉菌及其纤维素酶原位糖化甘蔗渣的方法 何玉财 20140508

14 专利 柠檬酸配伍十二烷基硫酸钠用于辅助预处理玉米秸秆 何玉财 20150226

15 专利 苹果酸辅助N-甲基吗啉-N-氧化物预处理玉米秸秆 何玉财 20150604

16 专利 稀盐酸辅助氧化吗啉-N-氧化物预处理玉米秸秆的方法 何玉财 20150302

17 专利 一种高氯酸-乙二醇-水高效预处理玉米秸秆的方法 何玉财 20150906

18 专利 一种木薯渣厌氧发酵残渣产纤维素酶及其糖化方法 何玉财 20131114

19 专利 萝卜硫素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胡昆 20131120

20 专利 一种3-（4-羟基苯基）丙酰胺的合成方法 胡昆 20140623

21 专利 一种生物法和化学法结合合成泰诺福韦的方法 李剑 20140304

22 专利 一种碱性过氧化氢酶高产菌及该菌株发酵法生产工艺 刘焕民 20150402

23 专利 连续流微通道反应器中醇酮油硝酸氧化合成己二酸的方法 刘建武 20141124

24 专利 一种固定床反应器中连续合成N-氨乙基吗啉的方法 刘建武 20140716

25 专利 2-氯-4-(哌啶基甲基)吡啶的合成方法 宋国强 20130317

26 专利 对羟基苯乙烯及其衍生物的制备方法 宋国强 201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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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专利 二苯并[b,f][1,2]二氮芳辛的合成方法 宋国强 20141031

28 专利 环烷基丙酸的制备方法 宋国强 20130314

29 专利 精制地沟油的鉴别和定量分析方法 宋国强 20140113

30 专利 五元环状碳酸酯的合成方法 宋国强 20140430

31 专利 一种吖啶类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宋国强 20140612

32 专利 一种丙烯酰胺类活性稀释剂的合成方法 宋国强 20140529

33 专利 一种丙烯酰吗啉的合成改进方法 宋国强 20140122

34 专利 一种丙烯酰吗啉的合成改进方法 宋国强 20150623

35 专利 一种利用PTA残渣制备混合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的方法 宋国强 20140116

36 专利 一种清洁环保经济的双酚芴合成方法 宋国强 20140805

37 专利 一种双官能度苯基茚满光引发剂的制备方法 宋国强 20140304

38 专利 一种亚氨基芪的合成方法 宋国强 20150612

39 专利 一种制备1-苯基吲哚的方法 宋国强 20131008

40 专利 (S)-5-氯-2-甲氧羰基-2-羟基-1-茚酮的合成方法 孙江涛 20150703

41 专利 三氟甲磺酸镱催化的1,4-二氢吡啶类化合物的合成方法 孙江涛 20151224

42 专利 一种合成生物碱Murrayafoline A的方法 孙江涛 20140121

43 专利 一种合成天然产物Clausenine的方法 孙江涛 20151126

44 专利 一种手性Salan配体的合成方法 孙江涛 20140616

45 专利 由天然油脂联产生物柴油和C22-环脂肪三酸酯的方法 王车礼 20140603

46 专利 检测量子点与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液滴微流控系统及方法 王建浩 20150515

47 专利 一种含不饱和羰基的药物小分子的制备方法 王建浩 20141212

48 专利 一种量子点标记蛋白聚合物的方法 王建浩 20150226

49 专利 一种量子点标记纳米带蛋白的方法 王建浩 20150120

50 专利 一种毛细管电泳荧光检测装置 王建浩 20130206

51 专利
一种粘红酵母及其在不对称催化制备（R）-2-羟基-4-苯基丁

酸乙酯中的应用
王利群 20140530

52 专利 丹参酮类化合物、制备方法及其用途 徐德锋 20151202

53 专利 一种4，6-二氯-2-甲基-5-硝基嘧啶的制备方法 徐德锋 20150827

54 专利 一种4-氨基-2-氟-N-甲基苯甲酰胺的制备方法 徐德锋 201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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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专利 一种二烷基姜黄素的制备方法 徐德锋 20150812

56 专利 一种药物中间体1-（3-碘丙基）-3-苯氧基苯的制备方法 徐德锋 20150401

57 专利 一种多取代环脒的制备方法 徐华栋 20140604

58 专利 一种发散型导向的氮杂环的合成方法 徐华栋 20140801

59 专利 一种含有羰基的吡喃糖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 徐华栋 20150902

60 专利
一种利用反应-萃取蒸馏耦合技术由丙酮肟/丁酮肟酸水解制备

羟胺盐的方法
严生虎 20151203

61 专利 采用菌丝摇瓶培养催生紫丁香蘑孢子及其液体深层发酵工艺 余秉琦 20150401

62 专利 E0级人造板用微游离甲醛脲醛树脂合成办法 张跃 20131008

63 专利 采用固载型酸性离子液体催化甘油脱水制丙烯醛的方法 张跃 20140429

64 专利 多级分段控制的脲醛树脂及连续型合成方法 张跃 20130829

65 专利 分子筛改性催化剂、制备方法及其在制备丙烯酸酯的应用 张跃 20130306

66 专利 改性Mn-Zr催化剂、制备方法及在制备二甲醚的应用 张跃 20130606

67 专利 连续流微通道反应器中硫酸胍酸化脱水制备硝基胍的方法 张跃 20150520

68 专利 连续流微通道反应器中硫酸胍硝化制备硝基胍的方法 张跃 20150928

69 专利 连续流微通道反应器中叔丁醇溴化制备溴代叔丁烷的方法 张跃 20150506

70 专利 一种采用微通道反应器合成环氧氯丙烷的方法 张跃 20150609

71 专利 一种采用微通道反应器溴化叔丁醇制备溴代叔丁烷的方法 张跃 20140430

72 专利 一种采用微通道反应器制备硝基胍的方法 张跃 20150416

73 专利 一种缓释型游离甲醛捕捉剂的生产方法 张跃 20130603

74 专利 一种利用微通道反应器进行氯苯硝基反应的方法 张跃 20131010

75 专利 一种人造板用脲醛树脂及其改性调制方法 张跃 20140430

76 专利 一种人造板用脲醛树脂胶黏剂及其制备方法 张跃 20130806

77 专利 一种钐铁氧体雷达吸波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张跃 20130424

78 专利 一种由二氯化苄水解制备苯甲醛的连续流方法 张跃 20140922

79 专利 以氨基酸为甲醛捕捉剂生产的脲醛树脂胶及其制备方法 张跃 20140715

80 专利 在连续流微通道反应器中制备环氧脂肪酸甲酯的方法 张跃 2015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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