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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

层的制备方法，将预处理过的钛基材料作为阳

极，铂片作为阴极，在电解液中进行电解处理后

清洗烘干得到具有二氧化钛涂层的钛基材料；然

后浸润钌溶液，依次经过烘干和热处理，得到具

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钛基材料；给具有

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钛基材料充电，得到

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本发明通过阳极氧

化处理‑钌盐热处理两步，制备出的涂层具有纳

米复合结构，结合紧密，增大了钛的比表面积，提

高了抑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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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材料预处理：将钛基材料进行预处理；

所述的步骤(1)中，钛基材料为Ti-6Al-4V合金、TC4钛合金、TA2工业纯钛或TA3工业纯

钛；预处理是经过砂纸打磨、清洗和烘干；

(2)阳极氧化：将步骤(1)预处理过的钛基材料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在电解液中进

行电解处理，在钛基材料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清洗烘干得到具有二

氧化钛涂层的钛基材料；

(3)钌盐热处理：将步骤(2)所得具有二氧化钛涂层的钛基材料表面浸润钌溶液，然后

依次经过烘干和热处理，得到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钛基材料；

所述的步骤(3)中，通过提拉法提拉2～5次使具有二氧化钛涂层的钛基材料完成表面

浸润钌溶液；所述的步骤(3)中，热处理的温度为200～550℃，时间为0.5h～4h；

通过阳极氧化处理，钌盐热处理在钛表面生长了二氧化钛二氧化钌纳米结构的涂层，

增大了钛的比表面积；

(4)充电：给步骤(3)所得到的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钛基材料充电，得到钛基

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砂纸为240目、400目、600目和1000目中的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2)中，电解液是乙二醇和NH4F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的，乙二醇和水的体积比为

(0.5～1.5)：1，电解液中NH4F浓度为0.1～1.5mol/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2)中，电解处理时，阳极电压为10～80V，电解时间为1～8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3)中，钌溶液是将钌盐加入到水中制得，钌溶液的浓度为5mg/mL～50mg/mL。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钌盐为乙酸钌、氯化钌或硫酸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步骤(4)中，充电时间为1h～4.5h，充电电压为0.2v～1.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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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表面改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被广泛应用于医用植入物领域。利用阳极氧化法，可在Ti及其合金表面制备氧

化物涂层。而通过控制电解电参数以及电解液成份和含量，可对涂层成份，组织以及结构进

行调控，以制备具有不同功能性的涂层。此方法所涉及机理为等离子体化学原理，电化学反

应原理和胶体微粒的沉积作用原理。根据医用植入物领域需求，医用钛合金基体表面需具

备生物活性和优异抑菌能力。为适应这一需求，已存在采用利用电解掺杂铜、银等元素的方

法以增强氧化涂层的生物活性的技术，但按照现有方法制备的钛合金氧化涂层生物活性较

弱，抑菌性能不够优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供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

层的制备方法，利用阳极氧化法，热处理制备钛基合金表面抗菌涂层，使合金表面生长二氧

化钛二氧化钌纳米结构，并为之充电赋予其抑菌性潜能，满足医用植入物领域的需要。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5] 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材料预处理：将钛基材料进行预处理；

[0007] (2)阳极氧化：将步骤(1)预处理过的钛基材料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在电解液

中进行电解处理，在钛基材料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清洗烘干得到具

有二氧化钛涂层的钛基材料；

[0008] (3)钌盐热处理：将步骤(2)所得具有二氧化钛涂层的钛基材料表面浸润钌溶液，

然后依次经过烘干和热处理，得到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钛基材料；

[0009] (4)充电：给步骤(3)所得到的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钛基材料充电，得到

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1)中，钛基材料为Ti-6Al-4V合金、TC4钛合金、TA2工业纯

钛或TA3工业纯钛；预处理是经过砂纸打磨、清洗和烘干。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砂纸为240目、400目、600目和1000目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2)中，电解液是乙二醇和NH4F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的，

乙二醇和水的体积比为(0.5～1.5)：1，电解液中NH4F浓度为0.1～1.5mol/L。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2)中，电解处理时，阳极电压为10～80V，电解时间为1～

8h。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3)中，钌溶液是将钌盐加入到水中制得，钌溶液的浓度为

5mg/mL～50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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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钌盐为乙酸钌、氯化钌或硫酸钌。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3)中，通过提拉法提拉2～5次使具有二氧化钛涂层的钛基

材料完成表面浸润钌溶液。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3)中，热处理的温度为200～550℃，时间为0.5h～4h。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4)中，充电时间为1h～4.5h，充电电压为0.2v～1.8v。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0] (1)本发明通过阳极氧化处理-钌盐热处理两步，制备出的涂层具有纳米复合结

构，阳极氧化法生成的二氧化钛纳米列棒状结构层与钌盐热处理生成的二氧化钌纳米结构

结合紧密。

[0021] (2)本发明由于阳极氧化处理，钌盐热处理在钛表面生长了牢固的二氧化钛二氧

化钌纳米结构的涂层，十分有效的增大了钛的比表面积，实验测得比电容高达1.86F/m2，足

以证明了钛的比表面积大幅增加，提高了抑菌性能。

[0022] (3)由于本发明中制备的二氧化钛与二氧化钌涂层电性能优异，对处理后的试样

充电后其抑菌能力均被明显提升，表现出良好的抑菌效果，实验表明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灭杀率可达90％。充正电时，在上述实验范围内，充电时间越长、充电电压越大，抑菌能力越

强，可通过控制充电时间和充电电压控制抑菌能力。

[0023] (4)本发明工艺简单、成本低廉，而且制备的涂层与基体之间无不连续界面，具有

良好的生物活性。且在电性能测试中表征出优异电性能，在多种抑菌性测试中呈现处优异

效果。因此，该产品有望在医用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阳极氧化装置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制备的二氧化钛二氧化钌纳米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为钛试样，2为二氧化钛，3为二氧化锡。

[0027] 图3为本发明制备的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充电前抑菌效果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制备的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充电后抑菌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0] 本发明的一种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的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1]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经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滑，无明显划痕和缺陷，其

中砂纸为240目、400目、600目和1000目中的一种或几种。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

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2～3min；将经超声清洗后的试样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钛试样

为Ti-6Al-4V合金、TC4钛合金、TA2工业纯钛或TA3工业纯钛。

[0032]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体积比例为0.5：1～1.5：1，混合溶液

中NH4F浓度为0.1～1.5mol/L ,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10～

80V，电解时间为1～8h。电解完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

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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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3)钌盐热处理：将钌盐溶于水中形成5～50mg/mL的钌盐溶液，用提拉法提拉2～5

次使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钌盐溶液；将浸润乙酸钌后的试样置

于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200～550℃下进行热处理0.5～

4h，具有生物活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钌盐为乙酸钌、氯化

钌或硫酸钌。

[0034]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1h～4.5h，充电电压为0.2v～1.8v。

[0035] 下面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0036] 实施例1

[0037]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经24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滑，无明显划痕和

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2min；将经超声清洗后的试样

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A2工业纯钛；

[0038]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0.5:1,混合溶液中NH4F浓度为

0.1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10V，电解时间为1h。电解完

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

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39] 3)钌盐热处理：将乙酸钌溶于水中形成5mg/mL的乙酸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2次使

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乙酸钌溶液；将浸润乙酸钌后的试样置于

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200℃下进行热处理0.5h，具有生物

活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40]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1.5h，充电电压为0.2v。

[0041] 实施例2

[0042]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经40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滑，无明显划痕和

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3min；将经超声清洗后的试样

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C4钛合金；

[0043]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0.8:1,混合溶液中NH4F浓度为

0.5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20V，电解时间为1.5h。电解

完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

℃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44] 3)钌盐热处理：将氯化钌溶于水中形成15mg/mL的氯化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3次

使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氯化钌溶液；将浸润氯化钌后的试样置

于烘箱中在5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350℃下进行热处理2h，具有生物

活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45]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10079849 B

5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1h，充电电压为0.3v。

[0046] 实施例3

[0047]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经100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滑，无明显划痕

和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2.5min；将经超声清洗后的

试样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A2工业纯钛；

[0048]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1:1 ,混合溶液中NH4F浓度为

0.5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30V，电解时间为5h。电解完

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

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49] 3)钌盐热处理：将硫酸钌溶于水中形成35mg/mL的硫酸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4次

使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硫酸钌溶液；将浸润乙酸钌后的试样置

于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450℃下进行热处理2.5h，具有生

物活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50]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1.5h，充电电压为0.5v。

[0051] 实施例4

[0052]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经60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滑，无明显划痕和

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3min；将经超声清洗后的试样

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i-6Al-4V合金；

[0053]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1.5:1,混合溶液中NH4F浓度为

1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40V，电解时间为3h。电解完成

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下

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54] 3)钌盐热处理：将乙酸钌溶于水中形成10mg/mL的乙酸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5次

使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乙酸钌溶液；将浸润乙酸钌后的试样置

于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550℃下进行热处理3h，具有生物

活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55]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2h，充电电压为1.2v。

[0056] 实施例5

[0057]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先后经240目、60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滑，无

明显划痕和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2～3min；将经超

声清洗后的试样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A3工业纯钛；

[0058]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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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1:1 ,混合溶液中NH4F浓度为

1.4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50V，电解时间为2h。电解完

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

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59] 3)钌盐热处理：将硫酸钌溶于水中形成5mg/mL的硫酸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2次使

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硫酸钌溶液；将浸润硫酸钌后的试样置于

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200℃下进行热处理4h，具有生物活

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60]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2.5h，充电电压为1.2v。

[0061] 实施例6

[0062]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先后经400目、60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滑，无

明显划痕和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3min；将经超声清

洗后的试样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A2工业纯钛；

[0063]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1.2:1,混合溶液中NH4F溶液浓

度为1.5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60V，电解时间为2h。电

解完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

40℃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64] 3)钌盐热处理：将氯化钌溶于水中形成5mg/mL的氯化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4次使

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氯化钌溶液；将浸润氯化钌后的试样置于

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300℃下进行热处理3h，具有生物活

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65]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2h，充电电压为1.5v。

[0066] 实施例7

[0067]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先后经400目、600目、100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

光滑，无明显划痕和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3min；将

经超声清洗后的试样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C4钛合金；

[0068]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1:1 ,混合溶液中NH4F浓度为

0.5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60V，电解时间为2h。电解完

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

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69] 3)钌盐热处理：将氯化钌溶于水中形成25mg/mL的氯化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5次

使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氯化钌溶液；将浸润氯化钌后的试样置

于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500℃下进行热处理2h，具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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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70]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4h，充电电压为1.6v。

[0071] 实施例8

[0072]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先后经240目、600目、100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

光滑，无明显划痕和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2min；将

经超声清洗后的试样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A2工业纯钛；

[0073]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1:1 ,混合溶液中NH4F浓度为

0.14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80V，电解时间为5h。电解

完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

℃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74] 3)钌盐热处理：将乙酸钌溶于水中形成45mg/mL的乙酸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2次

使步骤2)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乙酸钌溶液；将浸润乙酸钌后的试样置

于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400℃下进行热处理4h，具有生物

活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75]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具有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充电，得

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

时间为4.5h，充电电压为1.8v。

[0076] 实施例9

[0077] 1)材料预处理：将待处理的钛试样先后经400目、600目、1000目的砂纸打磨至表面

光滑，无明显划痕和缺陷。将打磨好的试样依次经过无水乙醇、去离子水超声清洗2.5min；

将经超声清洗后的试样放入烘干箱烘在40℃烘干。其中，钛试样为TA3工业纯钛；

[0078] 2)阳极氧化：将步骤1)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

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其中乙二醇与水的比例为1:1 ,混合溶液中NH4F浓度为

0.15mol/L,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理。设置阳极电压为70V，电解时间为8h。电解

完成后，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试样，接着在40

℃下烘干得到氧化钛试样。

[0079] 3)钌盐热处理：将硫酸钌溶于水中形成50mg/mL的硫酸钌溶液，用提拉法提拉3次

使步骤2)烘干后所得具有钛氧化物纳米结构涂层的试样表面浸润所配制的硫酸钌溶液；将

浸润硫酸钌后的试样置于烘箱中在4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放入马弗炉中在300℃下

进行热处理4h，具有生物活性的微弧氧化钛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涂层的试样。

[0080] 4)充电：给步骤3)清理并烘干后所得氧化钛试样充电，得到兼具电活性，生物活性

与良好抑菌性的钛基表面二氧化锡-二氧化钌抗菌涂层。其中充电时间为4h，充电电压为

1.5v。

[0081] 参见图1，本发明的阳极氧化装置如图1所示，用处理过的钛试样作为阳极，铂片作

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溶液混合融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行电解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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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参见图2，本发明制备的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层包括牢固生长在钛试样1上的二氧

化钛2，生长于二氧化钛2上的二氧化钌3，制备出的涂层具有纳米复合结构，阳极氧化法生

成的二氧化钛纳米列棒状结构层与钌盐热处理生成的二氧化钌纳米结构结合紧密。

[0083] 参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对本发明制备的钛基医疗器械表明抗菌涂层充正电前

进行抑菌性能测试，图中斑点为存活细菌，图中可见大量斑点，证明本发明所制备的钛基医

疗器械表明抗菌涂层充电前无抑菌效果。未充电试样抑菌能力差。

[0084] 参见图4，从图4可以看出，对本发明制备的钛基医疗表明抗菌涂层充正电后进行

抑菌性能测试，图中斑点为存活细菌，图中斑点大量减少，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灭杀率可达

90％，证明本发明所制备的钛基医疗器械表明抗菌涂层充电后具有优良的抑菌效果。充电

试样抑菌能力好。

[0085] 经实验测得本发明制得的涂层比电容高达1.86F/m2，足以证明了钛的比表面积大

幅增加。

[0086] 本发明制备方法，将试样进行打磨超声清洗进行预处理，然后将处理过的钛试样

作为阳极，铂片作为阴极，用乙二醇和NH4F溶于水中形成混合溶液，以混合溶液为电解液进

行电解处理，在钛表面生成二氧化钛纳米管阵列。电解完成后清洗烘干。将得到试样表面浸

润钌溶液，烘干；将烘干后的试样进行热处理，得到具有生物活性的二氧化钛二氧化钌涂

层。对所得到的钛试样充电，即可得到钛基医疗器械表面抗菌涂层。该涂层在电性能测试中

表征出优异的电性能，在抑菌性能测试中表征出良好的抑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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