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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所述医用金属材料表面是
由主要成分为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
氧化物形成的薄膜，
所述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
双金属氢氧化物的能带宽度小于镍钛层状双金
属氢氧化物的能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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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医用金属材料表面是由主要成分
为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形成的薄膜，
所述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
氢氧化物的能带宽度小于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能带宽度。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位于简并态的镍
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中包含镍空位。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位于简并态的镍
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包含间隙镍。
4 .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位于
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能带宽度＜2 .5eV，
优选为2 .25～2 .45eV。
5 .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位于
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中镍/钛原子数比为（1 .38～4）：
1。
6 .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位于
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微观结构为片状结构，
所述片状结构的长度为0 .5～5
μm，
厚度为30～50 nm；
优选片状结构的长度为3μm，
厚度为40 nm。
7 .一种权利要求2所述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先在医用
金属基材表面制备得到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
然后再利用电化学的方法对镍钛层
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进行充电处理。
8 .一种权利要求3所述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先在医用
金属基材表面制备得到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
然后再利用电化学的方法对镍钛层
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进行放电处理。
9 .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
膜的制备方法为水热处理法，
包括：
将镍源和尿素加入超纯水中，
得到溶液A；
将溶液A置于冰浴环境中，
再加入盐酸和钛源，
得到前驱体溶液；
将医用金属基材置于前驱体溶液中，
在50～150℃下水热反应10～30小时。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 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驱体溶液中镍源的浓度为
0 .01～0 .5 M，
尿素浓度为0 .5～5 M，
盐酸的浓度0 .01～0 .1M，
钛源的浓度为0 .01～0 .5M；
优
选地，
镍源中Ni和钛源中Ti的摩尔比为1 .5～3 .5:1；
更优选地，
所述镍源选自NiCl2 •6H2O、
Ni(NO3) 2•6H2O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钛源选自TiCl4 、Ti(NO3) 4中的至少一种；
最优选地，
将前
驱体溶液稀释10～20倍之后，
再进行水热反应。
11 .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电反应和放电反应所用电
解液的组分包括：
电解质选自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硅酸钠、磷酸钠、磷酸二氢钠、甘油磷酸
钠中的至少一种；
溶剂选自超纯水、
去离子水的至少一种；
电解质的总浓度为0 .1～10 M。
12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电反应的电流为1～10 mA，
反
应时间为0 .5～5分钟。
13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放电反应的电流为-6～-1 mA，
反应时间为0 .5～5分钟。
14 .根据权利要求7-13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医用金属基材为钛
合金基材、
金属钛基材、
金属镍基材、
金属镁基材、
或镁合金基材，
优选为镍钛合金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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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种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在制造与肿瘤组织接
触的医用金属器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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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具体涉及一种镍
钛合金材料的表面改性方法，
属于医用金属材料表面改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镍钛合金等医用金属材料由于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以及优良的形状记忆效
应。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支架手术中。尤其是一些由于恶性肿瘤造成的胆道、食道、
以及肠道
阻塞的姑息治疗中。但是随着临床需求的多功能化。镍钛合金支架材料本身不具有抗癌以
及抑菌功能的缺点被暴露出来。这就导致临床中支架植入人体后，
随着恶性肿瘤以及细菌
的不断侵袭，
极易造成支架的再次堵塞甚至植入体的失效，
给病人身心带来痛苦。
降低其生
存质量。
因此，
如何对镍钛合金支架表面进行改性使其同时具有抗癌抑菌功能，
成为植入材
料的研究热点之一。
[0003] 层状双氢氧化物具有独特阴离子交换能力且生物相容性优异，
目前被广泛应用于
生物材料领。通过水热处理在镍钛合金表面构建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
被证实可对
癌细胞实现选择性的杀伤。研究表明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抑癌能力与材料表面镍含
量有关，
镍含量越高则其抗癌能力越强。但由于镍是一种致敏性元素，
过量的镍释放必然会
阻碍其在生物材料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的医用镍钛合金存在的不能抑癌抗菌，
易造成其所制备的医疗器件
发生梗阻的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实现抑癌抗菌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0005]
第一方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所述镍钛合金材料表面
是由主要成分为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形成的薄膜，
所述位于简并态的镍
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能带宽度小于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能带宽度。
[0006] 在本公开中，
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其表面的改性层，
是由位于简并态的镍钛
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组成。在该改性层中，
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氢氧化物本身可以产
生羟基自由基，
具有一定的抑癌抗菌作用。而且，
由于层状双氢氧化物处于亚稳态(简并
态) ，
在后续生理环境中可逐渐去简并化(即，
其能带宽度逐渐向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
持平) ，
可以更快响应酸性肿瘤微环境，
从而杀伤肿瘤细胞。此外，
鉴于不同细胞、细菌微环
境的差异，
材料对其行为影响也各有不同，
可实现对细胞细菌行为的调控，
进而调节材料的
抑癌抗菌能力。
[0007] 其中，
所述医用金属材料可选自金属钛、
钛合金(例如，
镍钛合金等)、
金属镍、
金属
镁、
镁合金等具有导电性能的金属材料，
以适用于后续充/放电过程。
[0008] 在本公开中，
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表面的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
化物中可包含镍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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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包含镍空位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其在后续生理环境中，
因为镍空位存
在导致能带宽度变窄，
电荷转移速率提高，
储存电荷释放更快作用于癌细胞。
同时，
镍钛层
状双金属氢氧化物作为一种碱性氢氧化物，
进而可以更快响应酸性肿瘤微环境，
从而杀伤
肿瘤细胞。
[0010] 在本公开中，
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表面的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
化物可包含间隙镍。
[0011] 该包含间隙镍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
其后续生理环境中，
生理环境中，
因为间
隙存在导致能带宽度变窄，
电荷转移速率提高，
储存电荷释放更快作用于癌细胞。
同时，
镍
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作为一种碱性氢氧化物，
进而可以更快响应酸性肿瘤微环境，
从而
杀伤肿瘤细胞。
[0012] 较佳的，
所述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能带宽度＜2 .5eV，
优选为
2 .25～2 .45eV。
[0013] 较佳的，
所述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中镍/钛原子数比为(1 .38～
4)：
1。
[0014] 较佳的，
所述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的微观结构为片状结构，
所
述片状结构的长度为0 .5～5μm，
厚度为30～50nm；
优选片状结构的长度为3μm，
厚度为40nm。
[0015] 第二方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包含镍空位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的制备方
法，
先在医用金属基材表面制备得到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
然后再利用电化学的
方法对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进行充电处理。
[0016] 在本发明中，
通过电化学充电的过程对镍钛合金表面构建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
化物进行处理，
电流作用下使得原来晶格位置镍原子离开晶格点进入薄膜表面形成镍空
位，
该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中载流子浓度发生改变，
从而使薄膜发生简并化，
具体表现为材
料能带宽度变窄，
电荷转移电阻降低。而且，
电化学处理以后使得材料的抑癌抗菌能力得以
加强。
[0017] 较佳的，
所述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的制备方法可为水热处理法，
所述水
热处理法包括：
将镍源和尿素加入超纯水中，
得到溶液A；
将溶液A置于冰浴环境中，
再加入盐酸和钛源，
得到前驱体溶液；
将医用金属基材置于前驱体溶液中，
在50～150℃下水热反应10～30小时。
[0018] 又，
较佳的，
所述前驱体溶液中镍源的浓度为0 .01～0 .5M，
尿素浓度为0 .5～5M，
盐
酸的浓度为0 .01～0 .1M，
钛源的浓度为0 .01～0 .5M；
优选地，
镍源中Ni和钛源中Ti的摩尔比
为1 .5～3 .5:1(例如，
2 .64：
1)；
更优选地，
所述镍源选自NiCl2·6H2O、
Ni(NO3) 2·6H2O中的至
少一种，
所述钛源选自TiCl4 、Ti(NO3) 4中的至少一种。最优选地，
将前驱体溶液稀释10～20
倍之后，
再进行水热处理。
[0019] 较佳的，
所述充电反应和放电反应所用电解液的组分包括：
电解质选自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硅酸钠、磷酸钠、磷酸二氢钠、甘油磷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溶剂选自超纯水、去离
子水的至少一种；
电解质的总浓度为0 .1～10M。
[0020] 较佳的，
所述充电反应的电流为1～10mA，
反应时间为0 .5～5分钟。
[0021] 第三方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包含间隙镍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的制备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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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先在医用金属基材(例如，
镍钛合金基材等)表面制备得到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
膜，
然后再利用电化学的方法对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进行放电处理。
[0022] 在本发明中，
通过电化学放电的过程对镍钛合金表面构建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
化物进行处理，
放电处理使得原来晶格位置镍原子离开晶格点进入结构间隙形成间隙镍，
该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中载流子浓度发生改变，
从而使薄膜发生简并化，
具体表现为材料
能带宽度变窄，
电荷转移电阻降低。而且，
电化学处理以后使得材料的抑癌抗菌能力得以加
强。
[0023] 较佳的，
所述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的制备方法可为水热处理法，
包括：
将镍源和尿素加入超纯水中，
得到溶液A；
将溶液A置于冰浴环境中，
再加入盐酸和钛源，
得到前驱体溶液；
将镍钛合金基材置于前驱体溶液中，
在50～150℃下水热反应10～30小时。
[0024] 又，
较佳的，
所述前驱体溶液中镍源的浓度为0 .01～0 .5M，
尿素浓度为0 .5～5M，
盐
酸的浓度为0 .01～0 .1M，
钛源的浓度为0 .01～0 .5M；
优选地，
镍源中Ni和钛源中Ti的摩尔比
为1 .5～3 .5:1(例如，
2 .64：
1)；
更优选地，
所述镍源选自NiCl2·6H2O、
Ni(NO3) 2·6H2O中的至
少一种，
所述钛源选自TiCl4、
Ti(NO3) 4的至少一种。
[0025] 较佳的，
所述充电反应和放电反应所用电解液的组分包括：
电解质选自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硅酸钠、磷酸钠、磷酸二氢钠、甘油磷酸钠中的至少一种；
溶剂选自超纯水、去离
子水的至少一种；
电解质的总浓度为0 .1～10M。
[0026] 较佳的，
所述放电反应的电流为-6～-1mA，
反应时间为0 .5～5分钟。
[0027] 第四方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上述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在制造与肿瘤组织接
触的医用器件中的应用。
[0028] 在本发明中，
通过电化学充/放电的过程对镍钛合金表面构建的镍钛层状双金属
氢氧化物进行处理，
充/放电处理使得该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中载流子浓度发生改变，
从而
使薄膜发生简并化，
具体表现为材料能带宽度变窄，
电荷转移电阻降低。当作用于肿瘤或者
细菌时，
所存储的电荷逐渐释放，
且肿瘤酸性微环境下该作用更为迅速。在原来镍钛层状双
金属氢氧化物薄膜的基础上提高了材料抗癌抑菌能力，
同时实现过程的可重复进行。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实施例2、
3、
4、
5处理后得到的扫描电镜形貌图，
图中LDH(0mA)是指未经电化
学处理的样品，
LDH(-3mA)、
LDH(1mA)、
LDH(3mA)是指经不同参数电化学处理后的样品；
图2为实施例2、
3、
4、
5处理后X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图，
图中LDH(0mA)是指未经电化学
处理的样品，
LDH(-3mA)、
LDH(1mA)、
LDH(3mA)是指经不同参数电化学处理后的样品；
图3为本发明处理前与处理后(充放电)细菌涂板实验结果，
图中LDH指的是未经电化学
处理的样品；
图4为实施例2、
3、
4、
5处理后种植RBE癌细胞后细胞增殖结果图，
图中LDH(0mA)是指未
经电化学处理的样品，
LDH(-3mA)、
LDH(1mA)、
LDH(3mA)是指经不同参数电化学处理后的样
品；
图5为实施例2、
3、
4、
5处理后得到的紫外吸收光谱图，
图中LDH(0mA)是指未经电化学处
理的样品，
LDH(-3mA)、
LDH(1mA)、
LDH(3mA)是指经不同参数电化学处理后的样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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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为实施例2、
3、
4、
5处理后得到的阻抗谱图，
图中LDH(0mA)是指未经电化学处理的样
品，
LDH(-3mA)、
LDH(1mA)、
LDH(3mA)是指经不同参数电化学处理后的样品；
图7为实施例5处理后在不同pH水溶液中得到的电势变化图；
图8为中表1为实施例2、
3、
4、
5处理后得到的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XAFS)谱结果图，
其中
N(Ni)表示镍的配位数。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通过下述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应理解，
下述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
而非限制本发明。
[0031] 在本公开中，
具有抑/癌抗菌能力的表面改性的医用金属材料(例如，
镍钛合金、
金
属镍、
金属钛、
金属镁以及镁合金等) ，
其表面改性层的主要成分为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
双金属氢氧化物，
解决了现有的医用金属支架材料表面存在抗癌效果不佳以及抗菌性能较
差的问题。
[0032] 在本发明一实施方式中，
位于简并态的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改性层是在医用
金属材料表面原位形成。
以镍钛合金作为示例，
先通过水热处理等方法在镍钛合金表面制
备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
再进一步通过电化学的方法对上述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
化物薄膜进行充/放电处理，
从而实现对镍钛合金进行表面改性。其后续电化学处理使得层
状双氢氧化物处于简并态，
即一种中间亚稳态，
该状态对癌细胞酸性微环境表现出更快响
应，
从而有效抑制癌细胞RBE的增殖。
同时，
改性后的镍钛合金表现出较好的抗菌能力。平板
计数的结果表明改性后的材料对绿脓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能力均有提高。此外，
该充放电循环可反复进行，
可根据需求人为调节材料生理功能。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易
行，
成本低廉，
稳定性好，
安全性高。
以下示例性地说明医用金属材料表面的改性方法。
[0033] 医用金属材料表面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的制备，
例如可采用包括但不仅
限于水热法等。
以水热法作为示例，
所用前驱体溶液中加入的NiCl2·6H2O浓度可为0 .01～
0 .5M，
水热介质为超纯水 ，
尿素浓度可为0 .5～5M，
盐酸的浓度可为0 .01～0 .1M。加入的
TiCl4浓度为0 .01～0 .5M。水热反应的温度可为50～150℃，
反应时间可为10～30h。将医用
金属材料和前驱体溶液放置于反应釜中，
该反应釜填充度可为40％～80％。在可选的实施
方式中，
镍源可选NiCl2·6H2O、
Ni(NO3) 2·6H2O等。钛源可选TiCl4、
Ti(NO3) 4等。作为一个详
细的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示例，
包括：
在100～200mL的超纯水中加入1～3g NiCl2·6H2O和5～
15g尿素，
搅拌均匀后进行冰浴处理，
然后再加入TiCl4 (加入体积为0 .1～0 .8mL)和盐酸(加
入的体积为0 .1～0 .8mL)混合，
得到前驱体溶液。其中冰浴处理的温度一般为0～-4℃，
时间
为0 .5～12小时。
[0034] 充电处理。
将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的医用金属材料浸渍于电解液中作为
阳极，
进行充电反应。充电反应的电流可为1～10mA，
反应时间可为0 .5～5min。在充电反应
过程中，
随着充电量的提高，
与氧配位的镍降低，
但其价态并没有明显变化，
说明充电使得
镍脱离晶格，
在材料内部形成镍空位(参见图8) ，
原位生成了镍空位增加的镍钛层状双金属
氢氧化物。
[0035] 放电处理。
将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薄膜的医用金属材料浸渍于电解液中作为
阴极，
进行放电反应。放电反应的电流可为-6～-1mA，
反应时间可为0 .5～5min。在放电反应
7

CN 111778494 A

说

明

书

5/7 页

过程中，
随着充电量的提高，
在材料内部形成间隙镍(参见图8) ，
原位生成了间隙镍增加的
镍钛层状双金属氢氧化物。
[0036] 在上述充放电过程中，
所用电解液中溶质可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硅酸钠、磷酸
钠、
磷酸二氢钠、
甘油磷酸钠中的至少一种。溶质的总浓度为0 .1～10M。溶剂可为超纯水、
去
离子水等中的至少一种。
[0037] 在本发明中，
首次赋予了镍钛合金等医用金属材料抑癌/抗菌作用，
可被广泛应用
于与肿瘤组织接触的医用镍钛合金器械的制备或改性。表面改性镍钛合金可有效的调控癌
细胞和细菌的生物学行为。细胞增殖实验表明，
经改性的镍钛合金对癌细胞RBE的增殖产生
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平板计数结果表明本发明的表面改性镍钛合金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绿
脓杆菌均表现出优异的抗菌能力。
能够满足与肿瘤组织接触的医用镍钛合金器件对材料抑
癌抗菌能力方面的要求。
[0038] 下面进一步例举实施例以详细说明本发明。
同样应理解，
以下实施例只用于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本发
明的上述内容作出的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下述示例具体的
工艺参数等也仅是合适范围中的一个示例，
即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本文的说明做合适
的范围内选择，
而并非要限定于下文示例的具体数值。
[0039] 实施例1
将直径为12mm厚度为2mm的镍钛合金圆片，用酸洗液(HF：
HNO3 ：
H2O＝1：
5：
4)进行超声
清洗3遍，
每次清洗5min，
每片镍钛圆片酸洗液用量为5ml，
清洗完毕后用超纯水进行超声清
洗两次，
每次清洗时间为5min，
60℃烘箱烘干。
[0040] 实施例2
向100ml超纯水中加入1 .426g NiCl2·6H2O(0 .006moL，
浓度0 .06moL/L)和6 .5g尿素
(0 .108moL，
浓度1 .08moL/L)，
搅拌均匀后放入4℃冰箱内预冷半小时，
后在冰浴环境中加入
0 .25ml盐酸 (盐酸本身的溶度是12M ，前驱体溶液中盐酸浓度是0 .03M) 和0 .25mlTiCl 4
(0 .00227moL，
浓度为0 .0227moL/L)搅拌均匀后作为前驱液放入4℃冰箱中保存，
得到前驱
液。水热处理时，
向反应釜中加入镍钛圆片和前驱液，
前驱液使用倍数稀释20倍，
使用量为
每片镍钛合金圆片对应5ml稀释后的前驱液，
反应温度120℃，
反应时间24h。所得样品标记
为LDH(0mA)，
Ni/Ti原子比与为2 .84：
1。
[0041] 图1是LDH(0mA)样品经本实施例处理后得到的扫描电镜形貌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经过处理后样品表面呈现纳米片状结构，
每个纳米片的长度约为2μm，
厚度约为30nm。
图2中
LDH(0mA)样品是经本实施例处理后X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图，
由图可知处理后样品表面主
要成分为镍、
钛和氧。
图5是LDH(0mA)样品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图中可以看出，
该层状双
氢氧化物中能带宽度约为2 .5ev。
图6是LDH(0mA)样品的阻抗谱图。
图中可以看出，
LDH(0mA)
样品曲线为半圆状，
半圆半径与材料的电荷转移电阻成正比 ，
即LDH(0mA)样品的电荷转移
电阻最高。图8是LDH(0mA)样品经过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后的结果，
图中可以看出LDH
(0mA)样品的镍配位数为5 .77±1 .87。
[0042] 实施例3
取实施例2制备样品进行电化学处理，
阳极为石墨电极，
阴极为镍钛LDH圆片，
电解液为
0 .1M NaOH溶液，
电流设定为3mA，
处理时间60s，
处理完毕后在通电状态下置于超纯水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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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30s。
断电 ，
吹风机吹干。
所得样品标记为LDH(-3mA)，
其Ni/Ti原子比为4：
1。
[0043] 图1中LDH(-3mA)样品是经本实施例处理后得到的扫描电镜形貌图，
从图中可以看
出，
经过处理后样品形貌与未充放电样品无明显差别，
表面呈现纳米片状结构，
纳米片长度
约为2μm，
厚度约为30nm。
图2中LDH(-3mA)样品是经本实施例处理后X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
图，
由图可知处理后样品表面主要成分为镍、钛和氧，
与未充放电样品无明显差别。图5是
LDH(-3mA)样品经本实施例得到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图中可以看出，
该层状双氢氧化物
中能带宽度约为2 .38ev，
比LDH(0mA)能带宽度(2 .5ev)低，
证明电化学处理使层状双氢氧化
物发生简并化。
图6是LDH(-3mA)样品的阻抗谱图。
图中可以看出，
LDH(-3mA)样品曲线为半
圆状，
半圆半径与材料的电荷转移电阻成正比 ，
即LDH(-3mA)样品的电荷转移电阻比LDH
(0mA)低，
进一步证明电化学处理使层状双氢氧化物发生简并化。
图8包含LDH(-3mA)样品经
过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后的结果，
图中可以看出LDH(-3mA)样品的镍配位数为7 .59±
2 .39，
高于LDH(0mA)样品。
说明放电后材料间隙镍含量增加，
处于亚稳态。
[0044] 实施例4
取实施例2制备样品进行氧化还原处理，
阳极为镍钛LDH圆片，
阴极为石墨电极，
电解液
为0 .1M NaOH溶液，
电流设定为1mA，
处理时间60s，
处理完毕后在通电状态下置于超纯水中
清洗30s。
断电 ，
吹风机吹干。
所得样品标记为LDH(1mA)，
其Ni/Ti原子比与为1 .63：
1。
[0045] 图1中LDH(1mA)样品是经本实施例处理后得到的扫描电镜形貌图，
从图中可以看
出，
经过处理后样品形貌与未充放电样品无明显差别，
表面呈现纳米片状结构，
纳米片长度
约为2μm，
厚度约为30nm。
图2中LDH(1mA)样品是经本实施例处理后X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
图，
由图可知处理后样品表面主要成分为镍、钛和氧，
与未充放电样品无明显差别。图5是
LDH(1mA)样品经本实施例得到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图中可以看出，
该层状双氢氧化物
中能带宽度约为2 .43ev，
比LDH(0mA)能带宽度(2 .5ev)低，
证明电化学处理使层状双氢氧化
物发生简并化。
图6是LDH(1mA)样品的阻抗谱图。
图中可以看出，
LDH(1mA)样品曲线为半圆
状，
半圆半径与材料的电荷转移电阻成正比 ，
即LDH(1mA)样品的电荷转移电阻比LDH(0mA)
低，
进一步证明电化学处理使层状双氢氧化物发生简并化。
图8包含LDH(1mA)样品经过X射
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后的结果，
图中可以看出LDH(1mA)样品的镍配位数为5 .55±1 .56，
低
于LDH(0mA)样品。
说明充电后材料产生镍空位，
处于亚稳态。
[0046] 实施例5
取实施例2制备样品进行氧化还原处理，
阳极为镍钛LDH圆片，
阴极为石墨电极，
电解液
为0 .1M NaOH溶液，
电流设定为3mA，
处理时间60s，
处理完毕后在通电状态下置于超纯水中
清洗30s。
断电 ，
吹风机吹干。
所得样品标记为LDH(3mA)，
其Ni/Ti原子比为1 .38：
1。
[0047] 图1中LDH(3mA)样品是经本实施例处理后得到的扫描电镜形貌图，
从图中可以看
出，
经过处理后样品形貌与未充放电样品无明显差别，
表面呈现纳米片状结构，
纳米片长度
约为2μm，
厚度约为30nm。
图2中LDH(3mA)样品是经本实施例处理后X射线光电子能谱分析
图，
由图可知处理后样品表面主要成分为镍、钛和氧，
与未充放电样品无明显差别。图5是
LDH(3mA)样品经本实施例得到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图中可以看出，
该层状双氢氧化物
中能带宽度约为2 .28ev，
比LDH(0mA)能带宽度(2 .5ev)低，
证明电化学处理使层状双氢氧化
物发生简并化。
图6是LDH(3mA)样品的阻抗谱图。
图中可以看出，
LDH(3mA)样品曲线为半圆
状，
半圆半径与材料的电荷转移电阻成正比 ，
即LDH(3mA)样品的电荷转移电阻比LDH(0m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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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进一步证明电化学处理使层状双氢氧化物发生简并化。
图7是LDH(3mA)样品在不同pH水
溶液中得到的电势变化图。
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pH的逐渐升高，
放电所需时间逐渐增加，
与
环境的响应速度变慢。表明经过本实施例改性后的样品更能迅速的响应肿瘤酸性微环境。
图8为包含LDH(3mA)样品经过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后的结果，
图中可以看出LDH(3mA)样
品的镍配位数为5 .18±1 .57，
低于LDH(0mA)样品，
同时也低于LDH(1mA)样品。
说明充电电量
进一步增加后，
材料产生更多镍空位。
[0048] 实施例6
对经上述实施例2得到的样品循环进行实施例3(充电)和5(放电)处理并进行抗菌实
验：
样品在75％酒精灭菌120min，
分四次进行，
每次30min，
中间更换新的酒精溶液。将浓度
为107CFU/ml的菌液滴在灭菌过的样品表面(0 .06mL/cm2)，
然后将滴有菌液的样品放入37℃
恒温培养箱培养24h。取出24h培养的样品，
将菌液倍比稀释后接种在含有培养基的琼脂板
上。接种后的琼脂板放入37℃恒温培养箱恒温培养16h，
经过16h的培养后取出琼脂板计算
活细菌数。结束后，
样品循环进行实施例3(充电)、
实施例5(放电)处理以及实施例6操作，
检
测样品重复抗菌能力。
[0049] 图3是指经电化学处理前与处理后(充/放电)细菌涂板实验结果。
图中可以看出，
经过电化学处理后，
对于绿脓杆菌和大肠杆菌两种细菌而言，
改性后的材料的抗菌能力均
有所增加。与此同时，
循环充放电操作后，
经过电化学处理的样品仍然具有较高的抗菌能
力。
[0050] 实施例7
采用人胆管癌细胞RBE体外培养实验，
分别评估未经处理的镍钛合金(实施例1)和经上
述实 施 例2 、3 、4 、5改 性处理 所得 镍钛材料 对 癌细胞活 性的 影响 ，然 后利 用阿 尔玛蓝
(AlamarBlueTM ，
AbD serotec Ltd，
UK)试剂盒检测细胞在材料表面的增殖情况，
其具体的测
试方法如下：
1)将使用75％乙醇灭菌的样品放入24孔培养板中，
每孔滴加1mL密度为5×104cell/mL
细胞悬液；
2)将细胞培养板放入5％CO2饱和湿度的细胞培养箱中36 .5℃孵化18h；
3)吸去细胞培养液，
用PBS清洗样品表面后，
将样品移至新的24孔板内，
放入培养箱中
继续培养；
4)细胞培养1、
4和7天后，
吸去原培养液，
加入含有5％阿尔玛蓝(AlamarBlueTM)染液的
新培养液，
将培养板置于培养箱中培养4h后，
从每孔取出100μL培养液放入96孔板中；
5)利用酶标仪(BIO-TEK，
ELX800)测量各孔在570nm和600nm波长下的吸光度值。
[0051] 图4是实施例2、
3、4、5处理后种植RBE癌细胞后细胞增殖结果图。图中可以看出，
Ni-Ti合金以及LDH(0mA)组表面癌细胞生长状态较好，
经过电化学处理后，
癌细胞数量均有
一定下降。其中LDH(3mA)实验组抗癌效果最好。主要原因是LDH(3mA)充电电流更高，
同等时
间下薄膜储存电荷更多所致。即有更多的电荷作用于癌细胞与细菌。而且，
LDH(-3mA)1d时
无明显抗癌效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根据增殖结果，
4d和7d时LDH(-3mA)抗癌效果逐渐体
现，
能够有效抑制癌细胞生长。
[0052] 产业应用性：
本发明赋予了镍钛合金表面选择性的抑癌抗菌作用，
可被广泛应用
于与肿瘤组织接触的镍钛合金医疗器械表面改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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