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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备方法

(57)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

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用以制备既具有表面活

性，又具有抗菌性的钛基金属生物医用材料。本发

明的目的之二是运用水热法合成晶粒发育完整、

粒径小且分布均匀、团聚程度较轻的钛纳米线，使

其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本发明的目的之三是以

水热法处理过的钛合金为原材料，将其浸渍于一

定浓度的硝酸银溶液中用紫外光照射，将 Ag 离子

还原为金属银均匀附着在钛酸盐纳米线上，使其

具有一定的杀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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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一，

预先配备浓度为 2.5mol／ L的 NaOH溶液，备用。

步骤二，

将钛合金圆片 (直径 11.5mm，厚度 5mm)砂纸逐级表面打磨后，依次在丙酮、蒸馏水、酒

精中超声清洗，清洗后将磨好的钛合金圆片放入反应釜中，反应釜中盛有 70ml 的步骤一所

配备的 NaOH溶液，将反应釜放入烘箱中，在 180℃下反应 24-48h制得钛酸盐纳米线。完成

后清洗样品。

步骤三，

配置质量分数为 1％的硝酸银溶液 100 毫升，磁力搅拌器搅拌均匀，再将步骤二得

到的长有钛酸盐纳米线结构的钛合金圆片加入到上述硝酸银溶液中，置于紫外灯下照射

10h24h，制得表面负载金属银粒子的医用钛合金。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所述的 NaOH溶液为 2.5mol／ L。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所述的烘箱温度设定为 180℃。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所述反应时间分别为为 24h-48h。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所述的清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盐酸，清洗直到清洗液体的 PH值为 9左

右。

6.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所述硝酸银溶液质量分数为 1％。

7.根据权利要求 6所述的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所述去离子水的量为 100mL。

8.根据权利要求 6所述的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所述紫外灯照射时间为 10h-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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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纳米材料和光化学的应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

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医用材料是指具有特殊性能、特种功能，用于人工器官、外科修复、理疗康复、

诊断、治疗疾患，而对生物体组织不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材料。作为生物医用材料，必须具有

无毒性、抗生物腐蚀性、力学性能及生物相容性等特性。钛基金属材料，包括纯钛和钛合金，

具有优越的力学性能，抗腐蚀性强，弹性模量低，生物相容性好，是目前骨科常用的内固定

材料，作为植入物材料在骨科内固定手术中尤其在负载部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跟常用的

不锈钢以及钴铬合金相比，钛基金属材料质量更轻、机械性能和弹性模量更接近于自然骨。

[0003] 目前钛种植体仍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骨诱导作用、与周围组织结合强度低、金属

离子释放、愈合时间长以及耐腐蚀性差等。当钛合金植入人体内后，其非生理性的表面暴露

于生理环境中，极易被组织纤维包裹，与宿主骨周围的组织分离，容易发生松动，最终导致

植入失败。而且，生体用钛合金的耐磨性也不是非常好，在生体内环境中与医体用钻系合金

相比要差得多。当植入人体后，由于钛合金与机体的相互磨损，在关节周围容易形成黑褐色

的粘稠物，会引起疼痛。除此之外，钛和钛合金虽与其它材料相比更接近骨骼的弹性模量，

但是还有一定的差距，未做表面处理的钛作为硬组织修复材料植入人体中后，对骨的传导

性低于生物活性陶瓷。未经处理的钛表面无抗菌性能，植入人体摩擦产生的磨屑可导致炎

症发生，细菌感染也会导致植入手术失败。如何对钛基金属材料进行表面修饰来提高植入

物材料的骨整合性能、生物相容性及使其具有抗菌性能是骨科与纳米生物材料领域研究的

热点。

[0004] 具有良好生物活性的材料可以诱导细胞的粘附和生长。对于钛种植体来说，骨组

织要充分生长则要求种植体表面多孔结构的孔径达到 100μm。于是增加材料表面的粗糙

度，增大种植体与成骨细胞培养液的接触面积，可以利于成骨细胞的初期附着和生长。目

前，表面改性技术有两大类：一类是利用从液相中发生各种化学反应从而进行表面改性的

技术，有溶胶一凝胶法、水热合成法、电化学沉积法等，称为湿法；另一类是在气相中进行各

种反应或沉积，有等离子喷涂法、化学气相沉积法、物理气相沉积法、和激光熔覆法等，称为

干法。溶胶 -凝胶法是将涂层配料制成溶胶，使之均匀覆盖于基体的表面，由于溶剂迅速挥

发，配料发生缩聚反应而胶化，再经干燥和热处理，即可获得涂层。溶胶 - 凝胶法存在某些

问题：通常整个溶胶 - 凝胶过程所需时间较长 ( 主要指陈化时间 )，常需要几天或者几周；

还有就是凝胶中存在大量微孔，在干燥过程中又将会逸出许多气体及有机物，并产生收缩。

电化学沉积方法可以在纯金 Au、Pt、Ti、Al、Fe、Cu金属以及不锈钢、Ti6A14V、Ni-Ti和 Co-Cr

合金上沉积磷酸钙，从而改善它们的表面生物相容性。由于这种方法的影响条件很多，包括

原料粉末的粒度、溶液的浓度、pH 值、引发剂、电压、电解时间、搅拌、基体的预处理、沉积的

陈化时间、烧结温度等，因此工艺参数不易控制。等离子喷涂法是将羟磷灰石高温下熔融，

说  明  书CN 10381657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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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高速喷射在金属基体上快速凝固而形成涂层。但这种技术是在高温下 (大于 10000℃ )

进行的，高温对金属基体有负面影响，而且羟磷灰石在高温下易分解导致其在体内不稳定。

同时，所获得的涂层在结构和组成上不同于骨中的矿物质，降低了涂层与金属基体间的结

合强度；另外对于复杂几何形态的钛种植体，涂层往往密度不均一。激光熔覆法通过控制激

光束的波长、流量、工作室的水蒸汽压和钛基表面温度，可形成不同结构的元素涂层。此方

法制得的涂层与基底结合良好，但涂层的均匀性和稳定性仍较难控制。实验证明，改性后的

合金表面对动物、结缔组织及骨组织均无毒副作用，涂层生物相容性良好；具有诱导骨生长

的作用，且不影响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的活性。但在体内，有细胞介导的降解发生。

[0005] 为了得到既具有生物活性又具有表面抗菌性的材料，可以将经过表面处理的钛金

属与银粒子结合，让银粒子以纳米尺度均匀的分散在钛金属表面且不团聚。钛金属表面的

银粒子过少，则不能达到良好的杀菌效果，而另一方面，若表面的粒子过多，或是以大的分

子团聚在一起，则有可能杀死生物细胞，而产生不良的影响。现阶段最简易且成本低的方法

是还原沉淀法，但还原沉淀法中搅拌不匀等容易使制得的银粒子团聚、颗粒较大。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

法，用以制备既具有表面活性，又具有抗菌性的钛基金属生物医用材料。本发明的目的之二

是运用水热法合成晶粒发育完整、粒径小且分布均匀、团聚程度较轻的钛纳米线，使其具有

良好的生物活性。本发明的目的之三是以水热法处理过的钛合金为原材料，将其浸渍于一

定浓度的硝酸银溶液中用紫外光照射，将 Ag+ 还原为金属银均匀附着在钛酸盐纳米线上，

使其具有一定的杀菌功能。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用钛合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0009] 步骤一，

[0010] 预先配备浓度为 2.5mol／ L的 NaOH溶液，备用。

[0011] 步骤二，

[0012] 将钛合金圆片 ( 直径 11.5mm，厚度 5mm) 砂纸逐级表面打磨后，依次在丙酮、蒸馏

水、酒精中超声清洗，清洗后将磨好的钛合金圆片放入反应釜中，反应釜中盛有 70ml 的步

骤一所配备的 NaOH溶液，将反应釜放入烘箱中，在 180℃下反应 2448h制得钛酸盐纳米线。

完成后清洗样品。

[0013] 步骤三，

[0014] 配置质量分数为 1％的硝酸银溶液 100 毫升，磁力搅拌器搅拌均匀，再将步骤二

得到的长有钛酸盐纳米线结构的钛合金圆片加入到上述硝酸银溶液中，置于紫外灯下照射

10h-24h，制得表面负载金属银粒子的医用钛合金。

[0015] 所述步骤一所述的 NaOH溶液为 2.5mol／ L。

[0016] 所述步骤二所述的烘箱温度设定为 180℃。

[0017] 所述步骤二所述反应时间分别为为 24h-48h。

[0018] 所述步骤二所述的清洗样品用去离子水和盐酸，清洗直到清洗液体的 PH值为 9左

说  明  书CN 10381657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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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0019] 所述步骤三所述硝酸银溶液质量分数为 1％。

[0020] 所述步骤三所述去离子水的量为 100mL。

[0021] 所述步骤三中所述紫外灯照射时间为 10h-24h。

[0022]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3] (1) 使用水热法合成出的产物具有如下的特点：粉体的晶粒发育完整，粒径小且

分布均匀，团聚程度较轻，易得到合适的化学计量比和晶粒形态；可使用较便宜的原料；省

去了高温煅烧和球磨，避免了杂质引入和结构缺陷等。

[0024] (2)采用紫外光照射法，不仅钛纳米线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有着更多的生长，变成了

更细更长的线状物质，而且银的分散也相对来说更加均匀更加细致了。

[0025] (3) 制备方法简单易行，采用本发明技术制备一种表面具有抗菌性纳米结构的医

用钛合金，设备投入少，实施难度小。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图 1-1、1-2为实施例 1、2钛合金表面二氧化钛纳米线的 SEM图。

[0028] 图 2-1、2-2为实施例 2钛纳米线经紫外光照射后的 SEM图。

[0029] 图 2-3为实施例 2钛纳米线经紫外光照射后的 X射线能谱分析图。

[0030] 图 2-4为实施例 2钛纳米线经紫外光照射后的接触角测试图。

[0031] 图 3-1、3-2为实例 3钛纳米线经紫外光照射后的 SEM图。

[0032] 图 3-3为实施例 3钛纳米线经紫外光照射后的接触角测试图。

[0033] 图 4-1、4-2为实施例 4钛纳米线经紫外光照射后的 SEM图。

[0034] 图 4-3为实施例 4钛纳米线经紫外光照射后的 X射线能谱分析图。

[0035] 图 4-4为实施例 4钛纳米线经紫外光照射后的接触角测试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更好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但是

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实施例表示的范围。

[0037] 实施例 1：

[0038] (1)将钛片分别用规格为 240#、400#、600#、800#、1200#的砂纸在抛光研磨机上打

磨至光滑镜面。

[0039] (2)配备 2.5mol／ L的 NaOH溶液。

[0040] (3) 将磨好的钛片置入丙酮中，并利用超声清洗半小时 ( 除去粘在钛片上的胶

水 )。

[0041] (4)用蒸馏水、酒精依次超声清洗干净后将磨好的钛片放入盛有浓度为 2.5mol／

L的 NaOH溶液反应釜中，将反应釜放入 180℃的烘箱中，反应 24小时后制得钛酸盐纳米带。

反应釜自然冷却后，用去离子水和盐酸清洗样品，直到清洗液体的 PH值为 9左右。

[0042] (5) 配置 1％的硝酸银溶液，磁力搅拌器搅拌均匀，再将上述处理后钛片浸泡于硝

酸银的水溶液中，置于紫外灯下照射 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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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检测结果：用 NaOH 溶液处理后有成簇的未生长完全的纳米线生成，经过紫外的照

射，钛纳米线变得更长，Ag的分布比较均匀细致。如图图 1-1、1-2所示

[0044] 实施例 2：

[0045] 如图 2-1-图 2-4所示

[0046] (1)(2)(3)步骤同实施例 1。

[0047] (4)用蒸馏水、酒精冲洗干净后将磨好的钛片数片放入盛有浓度为 2.5mol／ L的

NaOH溶液的反应釜中，将反应釜放入 180℃的烘箱中，反应 48小时后制得钛酸盐纳米带。完

成后用去离子水和盐酸清洗样品，直到清洗液体的 PH值为 9左右。

[0048] (5)称取 0.1574g硝酸银置于 100mL去离子水中，磁力加热搅拌器搅拌均匀，再将

表面有纳米线的钛片加入到硝酸银的水溶液中，置于紫外灯下照射 10 小时。检测结果 ：用

NaOH 溶液处理后生成的钛酸盐纳米线生长的比较均匀，经过紫外的照射，钛纳米线变得更

长，成了方向有规律性，相互有交联的长径比非常大的细丝状物质。Ag 的分布变得更加均

匀细致了，几乎看不到有大块的团聚的生成，取而代之的是颗粒状的 Ag 分布在纳米线的表

面。而且接触角几乎小于 21度，说明表面的亲水性还是比较好的。

[0049] 实施例 3：

[0050] (1)(2)(3)(4)步骤同实施例 1。

[0051] (5) 配置 1％的硝酸银溶液，磁力搅拌器搅拌均匀，再将表面有纳米线的钛片加入

到硝酸银的水溶液中，置于紫外灯下照射 24小时。检测结果：用 NaOH溶液处理后有成簇的

未生长完全的纳米线生成，经过紫外的照射，钛纳米线变得更长，Ag的分布均匀细致。

[0052] 实施例 4：

[0053] (1)(2)(3)(4)步骤同实施例 2。

[0054] (5)称取 0.1574g硝酸银置于 100mL去离子水中，磁力加热搅拌器搅拌均匀，再将

表面有纳米线的钛片加入到硝酸银的水溶液中，置于紫外灯下照射 24 小时。检测结果 ：用

NaOH 溶液处理后生成的钛酸盐纳米线生长的比较均匀，经过紫外的照射，纳米尺度的细丝

变得更长了，而且更加的杂乱无章，有银以颗粒状散在纳米线上，但是并不是很均匀。接触

角的角度非常的小，为 15.1，比紫外照射 10 小时的要小很多，说明此种情形得到的钛片的

亲水性比较好。

[0055] 从 SEM 的照片图 1-1、1-2 可以看出，浓度为 2.5mol ／ L 的 NaOH 溶液且反应时间

为 48小时，钛酸盐纳米线生长的比较均匀。在此条件下在 1％的硝酸银中用紫外光照射附

银，发现经过紫外的照射，钛纳米线变得更长，成了方向有规律性，相互有交联的长径比非

常大的细丝状物质。仙人掌状的一簇一簇的纳米线消失了，变成了像草坪一样的状态。从

SEM图像中看出，Ag的分布变得更加均匀细致了，几乎看不到有大块的团聚的生成，取而代

之的是颗粒状的 Ag分布在纳米线的表面。接触角也比较小，因而得到的钛片的亲水性也比

较好。

[0056] 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

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

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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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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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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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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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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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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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图 4-3

说  明  书  附  图CN 103816574 A

12



7/7页

13

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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