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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技术领域，涉

及一种具有感光作用的半导体纳米材料新的用

途，具体涉及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在制备视觉修

复材料中的用途，本发明的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

材料类似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为有序、一维的

金修饰氧化钛纳米线阵列；具备比表面积高，材

料视网膜相互作用面积大，电荷迁移率大，生物

相容性、稳定性好的特点，应用于离体视网膜和

活体小鼠均可代替光感受器，使视网膜产生光反

应；可用于制备视觉修复材料修复视觉缺陷。经

实验证实，所述的视觉修复材料可修复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使产生光反应，修复视皮层神经细胞使

产生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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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在制备视觉修复材料中的用途，所述的材料为金修饰的氧化钛

Au-TiO2米线阵列，由基底、掺氟的二氧化锡FTO和Au-TiO2纳米线阵列制成。

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TiO2纳米线阵列表面覆盖还原性金盐，

生长于FTO之上，具有垂直于基底的特定方向。

3.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纳米线平均直径为100nm，平均长度为

2μm。

4.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视觉修复材料为修复视觉缺陷的视觉

修复材料。

5.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视觉修复材料修复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使产生光反应。

6.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视觉修复材料修复视皮层神经细胞使

产生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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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在制备视觉修复材料中的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具有感光作用的半导体纳米材

料新的用途，具体涉及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在制备视觉修复材料中的用途，该修复材料可

用于视觉缺陷的视觉修复。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公开了视网膜是重要的感光器官，光信号可被其光感受器细胞转化为电

信号，并由内层视网膜细胞传递至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后经视神经传递至高级视中枢。视网

膜退行性疾病如视网膜色素变性和黄斑变性等，会导致光感受器细胞损坏甚至完全消失，

进而导致视觉退化甚至完全失明。

[0003] 目前临床采用的视网膜退行性疾病的解决方案有：应用视网膜假体装置，即，在头

部放置外置的近红外信号探测器，并在视网膜下放置光电二极管阵列，以接收外置信号探

测器采集到的信号，缓解视网膜退行性疾患的症状，然而，临床实践显示，探测器收集的信

号常由于头部的运动而无法保持稳定，一直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可作为人工光感受器的感

光材料正成为本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现有感光材料人存在有如下缺陷，如，需要对信号

的产生、传导和处理过程进行额外的微电子处理等，其直接限制了在体的应用。

[0004] 有研究报道了有关光电化学传感材料及纳米线阵列复合材料等的制备，迄今尚且

未见有关具有感光作用的半导体纳米材料用于制备视觉修复材料的报道，基于现有技术的

现状，本申请的发明人拟提供具有感光作用的半导体纳米材料新的用途，具体涉及半导体

纳米感光材料在制备视觉修复材料中的用途，该修复材料可用于视觉缺陷的视觉修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是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具有感光作用的半导体纳米材料新的

用途，具体涉及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在制备视觉修复材料中的用途，该修复材料可用于视

觉缺陷的视觉修复。本发明的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有助于弥补网膜退行性疾病干预方案的

不足。

[0006] 本发明基于光感受器细胞的形态和结构，采用半导体纳米感光材料用于制备视觉

修复材料，能在保证同等感光性能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

题，并经实验显示，在离体与在体的应用上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0007] 本发明所述的具有感光作用的半导体纳米材料，为金修饰的氧化钛(Au-TiO2)纳

米线阵列，由玻璃基底、掺氟的二氧化锡(FTO)和Au-TiO2纳米线阵列组成；TiO2纳米线阵列

表面覆盖还原性金盐，生长于FTO之上，具有垂直于基底的特定方向；纳米线平均直径约为

100nm，平均长度约为2pm。

[0008] 所述的具有感光作用的半导体纳米材料通过下述方法制备，

[0009] 1.TiO2纳米线的制备：

[0010] 二氧化钛纳米线通过水热法垂直生长在氟掺杂的氧化锡(FTO)涂覆的玻璃或聚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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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硅氧烷(PDMS)上，本发明的实施例中，进行了典型的合成，过程中，0.1克的钛箔和18毫升

0.1M  HCl溶液放入聚四氟乙烯内衬不锈钢反应釜，之后，经过30分钟超声清洗后的PDMS浸

入丙酮、乙醇和去离子水(DI)以1∶1∶1(v/v)混合溶液中，在电烤箱中进行150℃12小时的水

热合成；

[0011] 2.Au-TiO2纳米线的合成：在TiO2纳米线制备完成后，通过液相还原法在TiO2纳米

线上沉积Au纳米粒子，简言之，带有二氧化钛纳米线的FTO基底浸泡到0.01M  HAuCl4溶液

(加入0.2M  NaOH使pH值调整至4.5)中2h，之后，样品进行去离子水彻底清洗，空气干燥，300

℃退火2小时，制得金修饰的氧化钛(Au-TiO2)纳米线阵列材料。

[0012] 进一步，本发明制得的具有感光作用的半导体纳米材料金修饰的氧化钛(Au-

TiO2)纳米线阵列材料可用于制备视觉修复材料。

[0013] 本发明视觉修复材料进行了实验，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对于在体植入的材料，纳米

线合成完毕后，FTO基底生长有TiO2纳米线的一侧覆盖一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85℃

孵育5min，另一侧在氟化氢溶液(20％)中蚀刻9小时，在FTO基底的厚度减少为为100μm以下

后，用丙酮去除PMMA；应用于离体视网膜实验，盲小鼠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近紫外光

(375nm)，蓝光(470nm)和绿光(546nm)均无反应，在其视网膜与本材料贴合后，在1秒的近紫

外光、蓝光和绿光的照射下均产生强烈的动作电位，且其反应与野生型小鼠的视网膜神经

节细胞相似。

[0014] 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进行试验小鼠实验，盲小鼠眼睛接受近紫外光的照射，其

视皮层神经元在给光期间没有放电频率的明显升高，在盲小鼠眼睛中植入本发明材料后的

2天，2个月和5个月后，在1秒的近紫外光光照期间，视皮层神经元均有明显的放电频率升高

现象；应用于实验小鼠，盲小鼠植入材料后的眼睛在给光期间瞳孔收缩程度明显强于其另

一只没有植入材料的眼睛，且与野生型小鼠类似，实验结果表明本材料对实验小鼠的瞳孔

对光反射现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0015] 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的修复材料类似视网膜光感受器，为有序、一维的纳米线阵

列；具备比表面积高，材料视网膜相互作用面积大，电荷迁移率大，生物相容性、稳定性好的

特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视网膜及材料应用示意图，

[0017] 其中：左：野生型小鼠视网膜；右：盲小鼠视网膜；1光感受器细胞，2纳米线阵列，3

神经节细胞。

[0018] 图2：小鼠离体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紫外(左)、蓝光(中)、绿光(右)的反应的示意

图，其中，

[0019] a .在1秒给光刺激下，野生型小鼠离体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神经活动；b.在1秒给

光刺激下，盲小鼠离体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分别的神经活动；c.在1秒给光刺激下，盲小鼠离

体视网膜与纳米线阵列贴合后，神经节细胞的神经活动；横线表示给光时间。

[0020] 图3：活体小鼠接受1秒紫外光刺激后，其视皮层神经元动作电位的散点及时间直

方图，

[0021] 其中，a.盲小鼠视皮层对紫外光的反应；b.盲小鼠植入材料后2天，视皮层对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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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反应；c.盲小鼠植入材料后2个月，视皮层对紫外光的反应；d.盲小鼠植入材料后5个

月，视皮层对紫外光的反应；e.野生型小鼠视皮层对紫外光的反应；虚线框表示给光时间。

[0022] 图4：活体小鼠对近紫外光和绿光刺激的瞳孔对光反射结果，

[0023] 其中，a.小鼠瞳孔对光反射记录模式图；b.在20秒近紫外光刺激下，给光前和给光

时小鼠瞳孔图片；c.在20秒近紫外光刺激下，小鼠瞳孔收缩比例统计图；d.在20秒绿光刺激

下，给光前和给光时小鼠瞳孔图片；e.在20秒绿光刺激下，小鼠瞳孔收缩比例统计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0025] 材料制备：

[0026] TiO2纳米线的制备：二氧化钛纳米线通过水热法垂直生长在氟掺杂的氧化锡

(FTO)涂覆的玻璃或聚甲基硅氧烷(PDMS)上。在一次典型的合成过程中，0.1克的钛箔和18

毫升0.1M  HCl溶液放入聚四氟乙烯内衬不锈钢反应釜。之后，经过30分钟超声清洗后的

PDMS浸入丙酮、乙醇和去离子水(DI)以1∶1∶1(v/v)混合溶液中，在电烤箱中进行150℃12小

时的水热合成；

[0027] Au-TiO2纳米线的合成：在TiO2纳米线制备完成后，通过液相还原法在TiO2纳米线

上沉积Au纳米粒子。简而言之，带有二氧化钛纳米线的FTO基底浸泡到0.01M  HAuCl4溶液

(加入0.2M  NaOH使pH值调整至4.5)中2h。之后，样品进行去离子水彻底清洗，空气干燥，300

℃退火2小时；

[0028] 对于在体植入的材料，纳米线合成完毕后，FTO基底生长有TiO2纳米线的一侧覆盖

一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85℃孵育5min，另一侧在氟化氢溶液(20％)中蚀刻9小时，

在FTO基底的厚度减少为为100μ0以下后，用丙酮去除PMMA。

[0029] 实施例2离体试验

[0030] 制得的修复材料在离体视网膜的应用及光反应的记录：本实施例所用小鼠为，盲

小鼠为8-12周龄的rd1-cDTA转基因小鼠，野生型小鼠为8-12周龄的C57B1/6小鼠；当测试材

料对离体视网膜的视觉修复作用时，将快速取出并保持活性的盲小鼠视网膜的外层与面积

约为1cm2的材料紧密贴合，并使视网膜节细胞层朝上，放于孵育槽中，应用膜片钳技术以本

领域公知的实验操作方法对神经节细胞进行全细胞记录，盲小鼠和野生型小鼠则将取出的

视网膜直接置于孵育槽中进行全细胞记录；光刺激模式常为近紫外、蓝光或绿光，给光时间

常为1s，结果显示：应用于离体视网膜，盲小鼠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近紫外光(375nm)，蓝

光(470nm)和绿光(546nm)均无反应，在其视网膜与材料贴合后，在1秒的近紫外光、蓝光和

绿光的照射下均产生强烈的动作电位，且其反应与野生型小鼠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相似。

[0031] 实施例3

[0032] 制得的修复材料进行试验小鼠的应用及光反应的记录：将面积约为0.5-1.5mm2的

材料植入盲小鼠眼球视网膜和色素上皮层之间，在至少2天的手术恢复期后，应用在体电生

理技术以本领域公知的实验操作方法对植入眼的对侧视皮层进行光反应记录；记录时，将

小鼠头部固定，于颅骨适当区域开天窗，将电极插入视皮层，将光源对准植入眼，记录对侧

视皮层神经元的光反应。盲小鼠和野生型小鼠则直接进行在体电生理记录；光刺激模式常

为近紫外光，给光时间常为1s；结果显示：实验盲小鼠眼睛接受近紫外光的照射，其视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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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在给光期间没有放电频率的明显升高；在盲小鼠眼睛中植入本发明材料后的2天，2

个月和5个月后，在1秒的近紫外光光照期间，视皮层神经元均有明显的放电频率升高现象。

[0033] 实施例4

[0034] 制得的修复材料对实验小鼠的瞳孔对光反射现象的提升：同实施例3所述，将面积

约为0.5-1.5mm2的材料植入实验盲小鼠眼球视网膜和色素上皮层之间，手术后恢复2天；在

材料植入手术恢复2天后，将小鼠头皮剪开，暴露出颅骨，在颅骨适当位置钻2个颅孔，将颅

钉嵌入颅孔，并以牙科水泥固定，恢复2天后进行瞳孔反射记录；记录时，通过颅钉固定小鼠

头部，将LED放置于眼球正前方，并对此眼球用相机拍摄记录其给光前后的瞳孔变化，盲小

鼠的其中一只眼睛植入材料并作为植入材料组记录，另一只眼睛不做处理并作为空白对照

组记录，记录同时计算瞳孔面积大小，所用刺激为近紫外光和绿光，给光时间为20秒；结果

显示：实验盲小鼠植入材料后的眼睛在给光期间瞳孔收缩程度明显强于其另一只未植入材

料的眼睛，且与野生型小鼠类似，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制得的修复材料对实验小鼠的瞳孔

对光反射现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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