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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与环境学院2014年专利获得情况
发布时间：2018-10-11    浏览次数:3170    打印

发明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申请人 专利类型

1

曹佐英; 张魁芳; 曾理; 肖连生; 张贵清; 李青

刚; 王超

一种从含镓和锗的高酸浸出液

中选择性萃取镓和锗的方法

201310232420.8 2013/6/9 中南大学 发明

2 柴立元; 李青竹; 颜旭; 王庆伟; 闵小波; 杨志辉

一种基于Zeta电位半定量评价

重金属废水污泥沉降性能的方

法

201210039841.4 2012/2/21 中南大学 发明

3 柴立元; 刘恢; 杨本涛; 彭兵; 闵小波; 杨志辉

一种二氧化硫烟气净化催化回

收硫的方法及催化剂的应用

201210392392.1 2012/10/16 中南大学 发明

4 柴立元; 刘恢; 杨本涛; 彭兵; 闵小波; 杨志辉 单质硒作为催化剂的应用 201210391355.9 2012/10/16 中南大学 发明

5

柴立元; 闵小波; 柯勇; 梁彦杰; 李青竹; 彭兵;

唐崇俭

一种重金属废渣机械干法硫化

处理方法

201210122319.2 2012/4/24 中南大学 发明

6 柴立元; 彭兵; 彭宁; 李密; 王纪明; 闫缓 一种从湿法炼锌工艺中多级磁 201210088111.3 2012/3/29 中南大学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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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回收铁的方法

7 陈星宇，赵中伟，何利华

一种硫代碳酸镍从含镍溶液中

深度除铜的方法及装置

2.0121E+11 中南大学 发明

8

陈星宇; 赵中伟; 何利华; 陈爱良; 刘旭恒; 李江

涛

一种硫代碳酸镍与含镍溶液二

段逆流反应深度除铜的方法

201210350965.4 2012/9/20 中南大学 发明

9 郭朝晖

一种多金属矿选矿废水混凝沉

淀装置及方法

201310120003.4 2013/4/8 中南大学 发明

10

郭华军; 黄思林; 王志兴; 李新海; 彭文杰; 胡启

阳; 张云河; 甘雷; 贺振江

一种锂离子电池复合负极材料

的制备方法

201210131310.8 2012/4/28 中南大学 发明

11

郭华军; 赖浚; 李新海; 王志兴; 彭文杰、; 胡启

阳; 张云河

一种锂离子电池复合负极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201110161175.7 2011/6/15 中南大学 发明

12

郭华军; 杨勇; 李新海; 王志兴; 胡启阳; 彭文

杰; 张云河

一种硅基负极锂离子电池及其

制造方法

201210160818.0 2012-5-22 中南大学 发明

13

郭华军; 张晓萍; 李新海; 王志兴; 彭文杰; 胡启

阳; 张云和; 伍凌

一种提高锂离子电池复合正极

材料xLiFePO4？yLi3V2(PO4)3

振实密度的方法

201110150729.3 2011/6/7 中南大学 发明

14 何汉兵

一种提高金属陶瓷惰性阳极耐

高温熔盐腐蚀性能的方法

201210066342.4 2012/3/14 中南大学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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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启阳 李新海 王志兴 郭华军 彭文杰 一种处理锂离子电池正极片分

离活性物与铝的方法

2.01211E+11 2012年12月21 中南大学 发明

16 胡启阳; 李新海; 郭华军; 王志兴

一种综合处理氯乙烯合成气的

方法

201110400976.4 2011/12/6 中南大学 发明

17 胡启阳; 李新海; 郭华军; 王志兴

一种从高温氯化冶金烟气中分

离和回收有价金属氯化物与氯

化氢的方法

2.0111E+11 2011/12/6 中南大学 发明

18 胡启阳; 李新海; 王志兴; 郭华军; 彭文杰

一种处理废旧锂离子电池正极

片提取有价金属的方法

201210562235.0 2012/12/21 中南大学 发明

19 宋正伟; 蒋兰英; 蔡旭东

一种膜蒸馏用聚偏氟乙烯膜的

制备方法

201210057356.X 2012/3/6 中南大学 发明

20

蒋良兴; 洪波; 赖延清; 贾明; 关翔; 李劼; 刘业

翔

一种变极性铅酸电池及其使用

方法

201210043184.0 2012/2/24
中南大学; 长沙灿能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

21

赖延清; 童正夫; 陈志伟; 刘芳洋; 蒋良兴; 李

劼; 刘业翔

一种超声辅助低温液相制备掺

杂PbS量子点的方法

201210229214.7 2012/7/4 中南大学 发明

22 李青竹; 柴立元; 颜旭; 王庆伟; 闵小波; 杨卫春

一种重金属废水处理过程中形

成非生物颗粒污泥的方法

201310216148.4 2013/6/3 中南大学 发明

23 李伍成，李小斌，蒋元力，刘桂华，赵东 一种拜耳法铝酸钠溶液制备高 201110346835.9 2011/11/7 河南煤业化工集团研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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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齐天贵，邢奇生，周秋生 白氢氧化铝微粉的方法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南大学

24

李新海; 吴贤文; 王志兴; 郭华军; 岳鹏; 卢晓

颖; 肖围

一种二氟草酸硼酸锂的制备及

纯化方法

201210191573.8 2012/6/12 中南大学 发明

25

李新海; 肖围; 郭华军; 王志兴; 杨波; 黄思林;

吴贤文; 张云河; 胡启阳; 彭文杰

 锂离子电池离子液体增塑型复

合聚合物电解质的制备方法

201110154475.2 2011/6/9 中南大学 发明

26

李玉虎，刘志宏，李启厚，刘智勇，陈建

波，李晏平

一种单分散高结晶度银粉的制

备方法

2.0121E+11 2012/3/16 中南大学 发明

27 刘伟锋，杨天足，张杜超，陈霖，宾舒 一种富集氰化金泥中金的方法 ZL201310369606.8 中南大学 发明专利

28

刘伟锋，张杜超，陈霖，杨天足，李俊，宾

舒，宾万达

一种熔池熔炼选择性分离铅铋

精矿中铋和铅的方法

ZL201310181600.8 中南大学 发明专利

29 吕晓军; 赖延清; 李劼; 田忠良; 张红亮

渗流式铝电解槽及稳定铝电解

槽中铝液的方法

201210011603.2 2012/1/13 中南大学 发明

30

闵小波、柴立元、彭聪、唐崇俭、李青竹、

杨卫春、陈润华

一种铜氨络合废水处理方法 201310449645.9 2013/9/27 中南大学 发明

31

闵小波; 柴立元; 袁翠玉; 梁彦杰; 陈杰; 柯勇;

李青竹

一种促进废渣中有价金属与含

钙脉石矿物分离的方法

201310126153.6 2013/4/12 中南大学 发明

32 闵小波; 柴立元; 张海静; 梁彦杰; 袁翠玉; 柯 难选细粒硫化渣的水热调控优 201210124531.2 2012/4/25 中南大学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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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 李青竹 化其浮选行为的方法

33

唐朝波，陈永明，唐谟堂，杨声海，杨建

广，何静

硫化锌精矿及含铅锌物料的闪

速熔炼方法和设备

########### 中南大学 发明专利

34

唐朝波，陈永明，唐谟堂，杨声海，杨建

广，何静

低硫含铅二次物料和富铁重金

属固废的还原造锍熔炼方法和

设备

201210491767.x 中南大学 发明专利

35 田庆华，郭学益，焦翠燕，易宇，邓多

一种微米级片状银粉的制备方

法

201210268060.2 中南大学 发明

36 王明玉; 王学文

一种微波加热含钒石煤提钒的

方法

201310058712.4 2013/2/26 中南大学 发明

37 王明玉; 王学文; 彭俊

一种镍钼多金属冶金物料酸浸

液分离提取有价金属的方法

201010197113.7 2010/6/11 中南大学 发明

38 王学文; 王明玉; 向小艳

一种四氯化钛沉淀泥浆中钛回

收方法

201210001107.9 2012/1/4 中南大学 发明

39 王学文; 向小艳; 王明玉

一种从粗四氯化钛沉淀泥浆中

综合回收钛铌的方法

201210259878.8 2012/7/25 中南大学 发明

40

王志兴; 贺振江; 郭华军; 李新海; 胡启阳; 张云

河; 彭文杰

一种具有浓度梯度的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

201210124012.6 2012/4/25 中南大学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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