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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

多孔钛、制备方法及其应用，包括以下步骤：选取

表面平整的TA2纯钛金属板，进行切割、打磨、抛

光，制出片状基板；将纯银薄片放置于制备好的

TA2基板中心；将其放置于高温真空加热炉中，在

真空下进行加热；本发明采用热熔反应方法使银

在纯钛表面进行原位反应，最终形成一种微纳米

尺度的多孔结构；多孔钛不仅具有钛的优异特

性，还具备金属多孔材料密度小、比面积大、能量

吸收性好等特点；此方法工艺灵活、操作简单、成

本低、制成的多孔结构钛性能优异，可广泛应用

于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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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纯钛金属板预处理，得到TA2基板；

(2)将纯银薄片放置于制备好的TA2基板中心，真空环境下进行加热，使Ag熔化铺展在

TA2基板上，在基板表面形成一层Ag膜，基板上铺展的Ag膜全部溶解扩散到钛基体中，实现

银与钛之间的原位反应，即得到多孔钛；

所述TA2基板为片状基板；

所述TA2基板尺寸为10mm×10mm×0.5mm；所述纯银薄片为圆形，直径5mm，厚度100μ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纯钛金属板的预处理包括切割、打磨、抛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真空环境的真空度为1E  ‑4
  ～5E  ‑5  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加热的温度为1000～1050℃，保温时间为1～4min。

5.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制

备方法制得的多孔钛。

6.权利要求5所述的多孔钛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孔钛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应用为多孔钛

在人工牙齿、骨骼和关节系统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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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医学工程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

的多孔钛、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TA2为工业纯钛，单一α相组织，具有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TA2由于其具有优异的

耐蚀性、生物相容性、高塑性和高的比强度等特点，在生物医学工程特别是在骨修复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钛的弹性模量与自然骨不匹配，使植入体周围的骨骼严重弱化，造成

植入体周围出现骨吸收，最终导致植入体的松动断裂而失效。多孔钛由于孔隙的引入显著

降低了钛的弹性模量，使其在一定条件下与骨的弹性模量相匹配，并且多孔钛还具有与骨

相似的力学性能和独特的多孔结构；这些优良的特点使多孔钛迅速成为重要的矫形外科手

术植入材料和骨缺损修复材料。

[0003] 因此，制备多孔钛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目前，通常采用的制备多孔结构钛的技

术包括粉末烧结法、沉积法、粉浆发泡法和3D打印等。粉末烧结法无法控制多孔结构的尺

寸，并且在空隙尖端容易产生应力集中，导致裂纹。沉积法和粉浆发泡法所制备的孔之间的

连接强度较低，且产品内部易生成裂纹。3D打印技术存在打印设备价格昂贵，对粉体的球形

度和尺寸要求较高，在打印中还常常出现裂纹和热应力等问题。虽然这些技术在各自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已有技术缺陷，提供一种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

钛、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纯钛金属板预处理，得到TA2基板；

[0008] (2)将纯银薄片放置于制备好的TA2基板中心，真空环境下进行加热，实现银与钛

之间的原位反应，即得到多孔钛。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纯钛金属板的预处理包括切割、打磨、抛光。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TA2基板为片状基板。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TA2基板尺寸为10mm×10mm×0.5mm；所述纯银薄

片为圆形，直径5mm，厚度100μm。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真空环境的真空度为1E‑4～5E‑5Pa。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加热的温度为1000～1050℃，保温时间为1～

4min。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的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制备方法制得的多孔

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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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的多孔钛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应用为多孔钛在人工牙齿、骨骼和关节系统方面

的应用。

[0017] 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

[0018] 本发明采用热熔反应方法使银在纯钛表面进行原位反应，最终形成一种微纳米尺

度的多孔结构；多孔钛不仅具有钛的优异特性，还具备金属多孔材料密度小、比面积大、能

量吸收性好等特点；本发明制备方法工艺灵活、操作简单、成本低、制成的多孔结构钛性能

优异，可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

[0019] 本发明通过Ag原位润湿铺展于钛基板，实现了Ag‑Ti真空原位热熔反应制备多孔

结构的多孔钛，利用的原理是：Ag在TA2基板上快速铺展，在基板表面形成一层超薄的Ag膜，

同时Ag完全溶解扩散到基体中，与TA2基板相互作用，促进基体α‑Ti相向β‑Ti转变，使得Ag

全部溶解到β‑Ti中，最终形成微纳米尺度的多孔结构；同时，由于Ag在α‑Ti和β‑Ti中的溶解

度不同，在降温过程发生的β‑Ti向α‑Ti转变的相变中，多余的Ag会析出形成纳米Ag颗粒。多

孔钛形成的多孔结构降低了钛的弹性模量，使其在一定条件下与骨的弹性模量相匹配，并

且多孔钛还具有与骨相似的力学性能和独特的多孔结构；基板上铺展的Ag膜会全部溶解扩

散到钛基体中，并在相变中析出形成纳米Ag颗粒，纳米Ag颗粒可以在生物医学的应用中起

到很好的杀菌作用；本发明制备的多孔钛整体结构具有很好的综合生物医学性能，特别是

可以应用于人工牙齿、骨骼和关节系统。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21] 图1为实施例1制备的多孔钛的扫描电镜图；

[0022] 图2为实施例1制备多孔钛的EDS面扫描能谱；

[0023] 图3为实施例1制备多孔钛的透射电镜图像；

[0024] 图3中，1‑纳米银颗粒。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基于真空原位热熔反应的多孔钛的制备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29] 选取表面平整的TA2纯钛金属板，进行打磨、抛光，制作出尺寸为10mm×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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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mm的片状基板；将直径5mm，厚度为100μm的银薄片放置于制备好的TA2纯钛基板中心；将

其放置于加热炉进行加热，加热在真空下进行。加热温度为1000℃，保温1min，得到最终的

铺展样品，即多孔钛。

[0030] 采用扫描电镜(SEM)和能谱(EDS)对多孔钛正面和侧面进行分析，扫描电镜图如图

1和图2所示，结果显示得到了多孔结构，最终测得孔隙的平均大小约为5～10μm，多孔结构

的深度为20μm。多孔结构可以提高钛的表面积，通过纳米压痕仪测定，弹性模量降低为

75GPa，提升了其生物相容性；图3可以观察到多孔结构中析出的纳米Ag颗粒，多孔结构中析

出的纳米Ag颗粒可以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多孔钛的孔隙分布均匀，大小排列可控的，可应

用于钛滤芯材料和医用多孔钛材料，特别是可以应用于人工牙齿、骨骼和关节系统。

[0031] 实施例2

[0032]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实施例2加热温度为1020℃，保温时间2min，其他条件

同实施例1。

[0033] 实施例2也得到了多孔结构，但孔隙的尺寸和深度有所不同，最终测得孔隙的平均

大小约为10～20μm，多孔结构的深度为49μm。相比实施例1，孔隙的尺寸增大了，多孔结构的

深度增加了，通过纳米压痕仪测定，弹性模量降低为60GPa，提升了其生物相容性；多孔结构

中析出的纳米Ag颗粒可以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多孔钛的孔隙分布均匀，大小排列可控的，

可应用于钛滤芯材料和医用多孔钛材料，特别是可以应用于人工牙齿、骨骼和关节系统。

[0034] 实施例3

[0035]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实施例3加热温度为1030℃，保温时间3min，其他条件

同实施例1。

[0036] 实施例3也得到了多孔结构，但孔隙的尺寸和深度有所不同，最终测得孔隙的平均

大小约为15～30μm，多孔结构的深度为72μm。相比实施例1和实施例2，孔隙的尺寸增大了，

多孔结构的深度增加了，通过纳米压痕仪测定，弹性模量降低为52GPa，提升了其生物相容

性；多孔结构中析出的纳米Ag颗粒可以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多孔钛的孔隙分布均匀，大小

排列可控的，可应用于钛滤芯材料和医用多孔钛材料，特别是可以应用于人工牙齿、骨骼和

关节系统。

[0037] 实施例4

[0038]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实施例4加热温度为1040℃，保温时间4min，其他实验

条件同实施例1。

[0039] 实施例4也得到了多孔结构，但孔隙的尺寸和深度有所不同，最终测得孔隙的平均

大小约为15～40μm，多孔结构的深度为96μm。相比实施例1，孔隙的尺寸增大了，多孔结构的

深度增加了，通过纳米压痕仪测定，弹性模量降低为40GPa，提升了其生物相容性；多孔结构

中析出的纳米Ag颗粒可以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多孔钛的孔隙分布均匀，大小排列可控的，

可应用于钛滤芯材料和医用多孔钛材料，特别是可以应用于人工牙齿、骨骼和关节系统。

[0040] 在加热炉中进行加热，升高温度使Ag熔化铺展，形成超薄Ag膜，加快其热熔反应，

其次温度越高，Ag和Ti之间原位反应更强，并且，提高温度，形成的多孔结构尺寸更大。

[0041]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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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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