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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是与人类大健康息息相关的学科领域，随着社会发展和

人们对健康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作为整个医疗器械行业基础的生物材料，愈来

愈受到各国政府、科学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 
生物材料及其制品在临床上的应用不仅显著降低了心血管疾病、重大创伤等

导致的死亡率，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因此，以医治疾病、

增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造福人类为宗旨的生物材料也是各国竞争的热点领域

之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材料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生物材料发展战略规划。

2017 年国家科技部印发的《“十三五”医疗器械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将生物材料

领域列为国家前沿和颠覆性技术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并将骨科修复与植入材料及

器械，口腔种植修复材料与系统，新型心脑血管植介入器械及神经修复与再生材

料列为重大产品研发重点发展方向，要求重点开展生物材料的细胞组织相互作用

机制、不同尺度特别是纳米尺度与不同物理因子的生物学效应等基础研究，加快

发展生物医用材料表面改性、生物医用材料基因组学、植入材料及组织工程支架

的个性化 3D 打印等新技术，促进生物材料的临床应用，并从国家政策层面和各

种形式的经费投入为生物材料的大力发展保驾护航。 
生物材料的发展经历了从二十世纪的传统生物材料到基于细胞和分子水平的

新型生物材料，以及即将突破的如生物 3D 打印、材料基因组等关键技术的新一

代生物材料，其科学内容、研究范围和应用效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科技快

速迭代的今天，生物材料领域现有的重要专著，已经很难满足我国生物材料科学

与工程领域科研工作者、教师、医生、学生和企业家的 新需求。因此，对生物

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一国际重点关注领域的科学基础、研究进展、 新技术、行业

发展以及未来展望等进行系统地、全面地梳理、总结和思考，形成完整的知识体

系，对了解我国生物材料从基础到应用发展的全貌，推动我国生物材料研究与医

疗器械行业发展，促进其在生命健康领域的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社会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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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接受科学出版社的邀请，组织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生物材料领域刘

昌胜、陈学思等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等近四十位优秀科学家撰写了这套“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丛书”。各分册的内

容涵盖了纳米生物材料、可降解医用高分子材料、自适应性生物材料、生物医用

金属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生物材料三维打印技术及应用、生物材料表界

面与表面改性、生物医用材料力学、生物医用仿生材料、生物活性玻璃、生物材

料的生物相容性、基于生物材料的药物递送系统、海洋生物材料、细菌纤维素生

物材料、生物医学材料评价方法与技术、生物材料的生物适配性、生物医用陶瓷、

生物医用心血管材料与器械等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的主要发展方向。 
本套丛书具有原创性强、涵盖面广、实用性突出等特点，希望不仅能全面、

新颖地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主流和发展趋势，还能为生物科学、材料科学、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学生、企业家

及政府部门提供权威、宝贵的参考资料，引领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对生物

材料发展前沿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实现科技成果的推广与普及，也为推动学科

发展、促进产学研融合发挥桥梁作用。 
在本套丛书付梓之际，我衷心感谢参与本套丛书撰写、编审工作的各位科学

家和行业专家。感谢参与丛书组织联系的工作人员，并诚挚感谢科学出版社各级

领导和编辑为这套丛书的策划和出版所做出的一切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 

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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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物材料的产生及发展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中的健康需要。在其发展过程中，

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仿生，即仿造生命体、细胞外基质的结构和组成，制备

满足不同应用需求的材料，获得性能更接近天然组织的人工支架，从而更好地促

进组织修复和再生。然而，在仿生指导思想下得到的材料具有特定的组成、结构

和功能，无法适应生命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不断演化这一动态过程的需要。近

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单一修复材料系统移植到动物体内后，可以同时实现两种

以上的组织（软骨-软骨下骨，含毛囊和皮脂腺皮肤）的一体化修复和再生。当前

这一过程难以通过工程化的手段在体外实现，也就是说，该过程只有在宿主的特

定组织、器官环境下，通过植入修复体与宿主的相互作用才能够实现，即材料具

有自适应性。 
自适应性生物材料的特征表现在：材料的性能不是静态和固定的，而是根据

生理环境不同阶段的需求随时间和空间进行动态演化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回馈调

节能力，能够实现抗凝血、促组织生长、抗菌等生物功能，以更好地适应创伤修

复和组织再生过程，达到理想的修复效果。根据材料的结构和性能，自适应性生

物材料可以涵盖以下种类的材料：①具有选择性功能的生物材料，如细胞（细菌）

选择性、组织选择性等；②响应疾病微环境的刺激响应性生物材料；③具有回馈

机制的高级刺激响应性生物材料；④基于动态可逆化学键的生物材料；⑤影响/
调控生物体内免疫过程的生物材料。自适应性在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已

经较为成熟，但在材料领域则需要不断探索和诠释，对自适应性生物材料的理解

和内涵的诠释更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我们期望以此抛砖引玉，给读者

以启迪和思考，共同推动我国生物材料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本书的主体内容依托项目组承担的“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生物

材料表面/界面及表面改性研究”（2016YFC1100400）来撰写。为保持内容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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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撰写过程中也参考了领域中的其他文献资料。本书的所有章节均由项目承担

人员撰写，包括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周峰、苏州大学陈红、北京化工

大学徐福建、四川大学李建树和蓝芳、西南交通大学王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石强、华东理工大学刘润辉、浙江大学邹晓辉、高长有等团队及其部

分成员。 
尽管项目团队及撰写人员努力诠释自适应性生物材料的内涵，但是鉴于时间

和精力所限，不足与疏漏之处实属难免，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高长有     

2020 年 4 月 
 
 
 
 
 
 
 
 
 
 
 

CYGao
附注
可以



目  录 iii 

目  录 

总序 
前言 
第 1 章 绪论 ····················································································· 1 

1.1 生物材料概述及发展 ······························································· 1 
1.2 生物材料表界面及其重要性 ······················································ 3 
1.3 自适应性生物材料及其特征 ······················································ 4 
1.4 自适应性生物材料的应用 ························································· 5 
参考文献 ····················································································· 7 

第 2 章 生物材料的表面改性及其构建技术 ·············································· 9 
2.1 表面接枝聚合物刷 ·································································· 9 

2.1.1 SI-ATRP 接枝 ···································································· 11 
2.1.2 光引发接枝 ······································································· 12 
2.1.3 等离子体接枝 ····································································· 14 

2.2 等离子体表面处理技术 ··························································· 15 
2.3 电化学沉积技术 ···································································· 16 
2.4 材料表面肝素化 ···································································· 17 

2.4.1 离子键合法 ······································································· 18 
2.4.2 共价键合法 ······································································· 18 

2.5 材料表面生物化 ···································································· 19 
2.5.1 物理吸附法 ······································································· 19 
2.5.2 化学键合法 ······································································· 20 

2.6 表面生长水凝胶涂层技术 ························································ 20 
2.7 小结 ··················································································· 21 
参考文献 ···················································································· 22 



iv 自适应性生物材料 

第 3 章 生物材料表面蛋白质吸附行为 ··················································· 26 
3.1 蛋白冠及其生物学效应 ··························································· 26 

3.1.1 蛋白冠的定义及驱动力 ·························································· 26 
3.1.2 蛋白冠的生物学效应 ····························································· 28 

3.2 材料物理化学性质对蛋白冠的影响作用 ······································ 35 
3.2.1 材料的物理性质对蛋白冠的影响作用 ··········································· 35 
3.2.2 材料的化学性质对蛋白冠的影响作用 ··········································· 37 

3.3 正常及病理环境下材料与蛋白冠的相互作用 ································ 38 
3.3.1 正常环境下材料与蛋白冠的相互作用 ··········································· 39 
3.3.2 病理环境下材料与蛋白冠的相互作用 ··········································· 42 

3.4 总结与展望 ·········································································· 47 
参考文献 ···················································································· 48 

第 4 章 生物材料表界面高通量研究技术 ················································ 55 
4.1 材料表界面高通量筛选研究进展 ··············································· 55 

4.1.1 材料表界面高通量阵列平台研究进展 ··········································· 55 
4.1.2 基于天然细胞外基质的高通量阵列 ············································· 55 
4.1.3 基于合成聚合物的高通量阵列 ·················································· 56 
4.1.4 基于水凝胶的 3D 高通量阵列 ··················································· 56 

4.2 高通量筛选报告系统研究进展 ·················································· 57 
4.2.1 蛋白质黏附报告系统 ····························································· 57 
4.2.2 增生报告系统 ····································································· 62 
4.2.3 功能性再生报告系统 ····························································· 64 
4.2.4 炎性细胞报告系统 ······························································· 67 

4.3 生物组学大数据在材料表界面高通量筛选的运用 ·························· 69 
4.3.1 转录组基因芯片/测序在材料表界面高通量筛选的运用 ························ 69 
4.3.2 蛋白质组学分析技术在材料表界面高通量筛选的运用 ························· 71 
4.3.3 单细胞测序在材料表界面高通量筛选的运用 ··································· 74 
4.3.4 质谱流式分析技术在材料表界面高通量筛选的运用 ··························· 75 

参考文献 ···················································································· 76 
第 5 章 自适应性纤溶功能材料 ···························································· 82 

5.1 纤溶系统 ············································································· 83 
5.2 纤溶功能表面的概念 ······························································ 85 
5.3 选择性捕获纤溶酶原的纤溶功能表面 ········································· 86 



目  录 v 

5.3.1 基于 ε-赖氨酸配体的纤溶酶原亲和性表面 ······································ 86 
5.3.2 抗非特异性蛋白质吸附的 ε-赖氨酸化纤溶表面 ································ 88 
5.3.3 具有多重功能的纤溶表面 ························································ 90 

5.4 原位产生纤溶酶的纤溶功能表面 ··············································· 92 
5.5 直接负载纤溶酶原激活剂的纤溶功能表面 ··································· 93 
5.6 自适应性纤溶功能表面 ··························································· 95 
5.7 结论与展望 ·········································································· 98 
参考文献 ···················································································· 99 

第 6 章 自适应性抗凝血材料 ····························································· 104 
6.1 血液相容性材料 ·································································· 104 

6.1.1 血液相容性材料表面构建 ······················································ 104 
6.1.2 材料表面与血液组分的相互作用 ·············································· 105 

6.2 自适应性血液相容性材料 ······················································ 117 
6.2.1 自适应性血液相容性材料表面结构构建 ······································ 118 
6.2.2 自适应性血液相容性材料表面与血液组分的相互作用 ······················· 123 

6.3 自适应性高血液相容性材料的潜在应用 ···································· 125 
6.3.1 人工肺 ·········································································· 125 
6.3.2 心脏支架 ········································································ 126 
6.3.3 人工血管 ········································································ 127 
6.3.4 前景展望 ········································································ 127 

参考文献 ·················································································· 128 
第 7 章 应用于血管支架表面的自适应性抗增生涂层 ······························· 132 

7.1 引言 ················································································· 132 
7.2 冠脉粥样硬化与血管支架介入治疗 ·········································· 133 

7.2.1 冠脉粥样硬化 ··································································· 133 
7.2.2 支架植入位置的血管微环境与血管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 ···················· 135 

7.3 防止支架内再狭窄的自适应性抗增生表面构建策略 ······················ 137 
7.3.1  靶向动脉粥样硬化响应性纳米系统构建策略 ································· 137 
7.3.2  响应性血管支架构建策略 ······················································ 140 

7.4 血液微环境响应性的抗增生表面 ············································· 142 
7.4.1 血液微环境响应性的 NO 催化释放抗增生表面······························· 142 
7.4.2 血液微环境响应性的 H2S 催化释放抗增生表面 ······························ 148 

7.5 炎症微环境响应性的抗增生表面 ············································· 150 



vi 自适应性生物材料 

7.5.1 氧化还原响应性的抗增生表面 ················································ 150 
7.5.2 酶响应性的抗增生表面 ························································ 154 

7.6 自适应性抗增生功能涂层及在血管支架表面改性中的应用 ························· 156 
参考文献 ·················································································· 161 

第 8 章 自适应性组织再生材料 ·························································· 165 
8.1 引言 ················································································· 165 
8.2 具有细胞选择性的自适应性材料 ············································· 166 

8.2.1 材料表界面性质对细胞行为的影响 ··········································· 166 
8.2.2 细胞选择性材料的设计 ························································ 170 
8.2.3 细胞选择性材料在组织再生中的应用 ········································· 173 

8.3 具有刺激回馈性能的自适应性材料 ·········································· 179 
8.3.1 具有回馈性能的响应性材料设计 ·············································· 179 
8.3.2 基于动态化学键的自适应性材料设计 ········································· 181 
8.3.3 具有刺激回馈性能的自适应性材料在组织再生中的应用 ···················· 185 

8.4 自适应性材料的免疫响应及组织再生 ······································· 189 
8.4.1 免疫响应在组织修复过程中的作用 ··········································· 189 
8.4.2 生物材料的理化性质对免疫细胞的影响 ······································ 191 
8.4.3 自适应性材料通过调节自体免疫系统影响组织再生的作用 ················· 192 

参考文献 ·················································································· 195 
第 9 章 自适应性抗菌材料 ································································ 207 

9.1 引言 ················································································· 207 
9.2 细菌感染部位微环境的特点 ··················································· 208 
9.3 对感染微环境具有响应性的化学结构 ······································· 209 
9.4 自适应性抗菌表面的构筑及应用 ············································· 210 

9.4.1 自适应性 pH 响应型抗菌表面 ················································· 211 
9.4.2 自适应性酶响应型抗菌表面 ··················································· 214 
9.4.3 自适应性 pH/酶双响应型抗菌表面 ············································ 218 

9.5 自适应性抗菌药物纳米载体的构筑及应用 ································· 219 
9.5.1 自适应性抗菌载药胶束 ························································ 220 
9.5.2 自适应性抗菌载药囊泡 ························································ 226 
9.5.3 自适应性抗菌药物偶联载体 ··················································· 228 

9.6 自适应性抗菌水凝胶的构筑及应用 ·········································· 231 
9.6.1 自适应性抗菌纳米凝胶 ························································ 232 



目  录 vii 

9.6.2  自适应性抗菌宏观水凝胶 ······················································ 235 
9.6.3  自适应性抗菌水凝胶表面涂层 ················································ 237 

9.7 总结与展望 ········································································ 238 
参考文献 ·················································································· 239 

第 10 章 模拟宿主防御肽的抗菌尼龙 3 聚合物 ······································ 243 
10.1 宿主防御肽发现、发展和特点 ··············································· 243 

10.1.1 宿主防御肽的发现 ···························································· 243 
10.1.2 宿主防御肽的发展 ···························································· 244 
10.1.3 宿主防御肽的特点 ···························································· 245 

10.2 模拟宿主防御肽的尼龙 3 聚合物结构设计及影响因素 ················ 247 
10.2.1 尼龙 3 聚合物整体结构的设计 ··············································· 247 
10.2.2 疏水性亚基的影响 ···························································· 249 
10.2.3 正电荷/亲水性亚基的影响 ···················································· 253 
10.2.4 端基基团的影响 ······························································· 254 

10.3 抗细菌尼龙 3 聚合物 ··························································· 255 
10.3.1 第一代抗细菌尼龙 3 聚合物 ·················································· 255 
10.3.2 第二代抗细菌尼龙 3 聚合物 ·················································· 259 
10.3.3 尼龙 3 聚合物对细菌孢子的活性研究 ······································· 264 

10.4 抗真菌尼龙 3 聚合物 ··························································· 264 
10.4.1 高选择性抗真菌尼龙 3 聚合物 ··············································· 265 
10.4.2 尼龙 3 聚合物对真菌生物被膜的活性研究 ·································· 269 

10.5 总结与展望 ······································································· 271 
参考文献 ·················································································· 271 

第 11 章 硬组织再矿化和抗菌材料 ····················································· 276 
11.1 硬组织脱矿和细菌微环境的特点 ············································ 276 

11.1.1 硬组织概述 ···································································· 276 
11.1.2 硬组织脱矿的原因 ···························································· 277 
11.1.3 硬组织周围细菌微环境的特点 ··············································· 279 

11.2 对硬组织脱矿和细菌微环境具有响应性的化学结构 ······················ 281 
11.2.1 具有矿化功能的化学结构 ···················································· 281 
11.2.2 对细菌微环境具有响应性的化学结构 ······································· 284 

11.3 硬组织再矿化和抗菌表面的构筑及应用 ··································· 285 
11.3.1 硬组织再矿化的方法·························································· 285 



viii 自适应性生物材料 

11.3.2 硬组织中的抗菌手段·························································· 288 
11.3.3 抗菌与再矿化结合的策略 ···················································· 290 

参考文献 ·················································································· 292 

 
 



 第 2 章 ·9· 

第2章 

生物材料的表面改性及其构建技术 

生物材料和医疗器械的表面性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至关重要，而大多数生物

材料（聚合物和合金类材料）和器械表面性质并不能达到临床所需的要求，因此

往往需要采用相应的技术对其表面进行改性修饰，赋予其必要的生物活性[12]。目

前，生物材料表面改性的方法主要包括化学和物理两种方法。传统的化学修饰改

性方法种类较多、优势性较强，但操作较为烦琐，通常涉及有毒化学试剂，容易

对生物活性基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物理改性方法具有工艺简单、操作方便、

对基材或人体无损害等优点，但可采用的技术方法不多，特别是表面改性处理后

的修饰层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本章主要围绕生物材料表面改性的相关技术展

开系统综述，重点介绍表面接枝聚合物刷、等离子体表面处理技术、电化学沉积

技术、材料表面肝素化、材料表面生物化及表面生长水凝胶涂层技术等相关技术，

希望能够对从事生物材料表界面修饰改性的研究人员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 

2.1   表面接枝聚合物刷 

通过表面引发自由基聚合技术在材料表面接枝聚合物刷，已经成为生物材料表

面化学修饰改性的必要手段之一[3-5]。如图 2-1 所示，材料表面接枝聚合物刷通常有

两种方法：“grafting to”和“grafting from”。“grafting to”的基本定义如下：即

将含有端基活性基团的聚合物链与材料表面的特定化学官能团进行反应，在材料表

面修饰不同性能的高分子聚合物链。此方法的优点在于：针对生物功能性需求，可

以提前设计聚合物链分子结构和性能，得到结构明确、分子量分布窄的接枝链；但

同时也有突出的缺点，例如，在化学接枝反应过程中，已生长到材料表面的聚合物

链会对邻近表面的活性点产生立体屏蔽和位阻效应，阻碍体系中的聚合物向膜表面

扩散，影响聚合物链对待修饰基材表面的覆盖度，导致表面接枝效率一般不是很高。

“grafting from”的基本定义如下：先在材料表面化学修饰一层引发剂，形成自由

基活性引发接枝位点，再将组装了引发剂的材料浸没到单体溶液中，引发乙烯基单



010 自适应性生物材料 

体的接枝聚合，即从材料表面可控生长出纳米级别厚度的聚合物链层。这种方法的

优点在于有效地克服了“grafting to”中聚合物链接近邻近表面位点时的立体障碍，

可以在基材表面形成共价键合、高接枝密度的聚合物刷层；缺点为难以精确控制接

枝链的结构和分子量，同时体系中单体往往会发生均聚。其中，采用“grafting 
from”法在材料表面可控接枝聚合物刷的活性/可控自由基聚合（CRP）技术很多，

如氮氧转移自由基调控聚合（nitroxide-mediated polymerization，NMP）[6]、可逆加

成断裂链转移聚合（reversible addition fragmentation chain transfer polymerization，
RAFTP）[7]、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atom transfer radical polymerization，ATRP）[8]

和开环易位聚合（ring-opening metathesis polymerization，ROMP）[9]等。其中，表

面引发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SI-ATRP）技术自发现以来受到了研究人员广泛的关

注。然而，传统 SI-ATRP 技术中通常使用有毒金属催化剂，反应完成后残留的催化

剂往往难以完全除去，故其在生物领域中的应用受到限制。基于此，通过电化学、

光、超声及化学试剂等来调控 ATRP 的链引发与聚合的新技术相继被报道，并被

成功用于制备具有复杂表面结构的聚合物刷材料。这些技术的催化剂毒性低、生物

相容性好，有可能在生物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相比于 SI-ATRP 技术，光引发接枝聚

合技术和等离子体接枝聚合技术等由于不涉及金属催化剂的使用，在生物领域的应

用更广。特别是更加温和的表面接枝改性技术，如可见光引发的表面化学修饰技术，

由于反应条件温和，对基材无损伤，在生物医疗器械领域将会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图 2-1①  材料表面接枝聚合物刷使用的两种通用方法：“grafting to”和“grafting from” 

                                                        
①扫封底二维码可查看本书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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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I-ATRP 接枝 

ATRP 全称“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由于该方法同时具备了活性自由基聚

合的特点及“grafting from”技术的灵活性，导致其是材料表面可控修饰聚合物刷

层的 常用的方法之一。与其他修饰技术相比，SI-ATRP 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

例如：①材料表面修饰聚合物的分子量及聚合物刷厚度线性可控；②聚合适用的

单体种类较多；③材料表面聚合物刷的接枝密度高度可控，已经成为生物材料表

面化学修饰改性的必要手段之一。使用 SI-ATRP 技术能够有效改善生物材料表面

的生物相容性、浸润性、水润滑性能、防污性能、抗菌性能及血液相容性等。表

面接枝聚合物刷是一种改善生物材料表面理化性质，防止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和

其他污损生物吸附的有效方法。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Jiang 教授研究团队在这方面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采用 SI-ATRP 技术在生物材料表面修饰了一系列不同电荷密

度的聚合物刷层，系统研究了聚合物刷层的电荷密度和水化度与蛋白质吸附特性

之间的相关性[10]。研究结果表明两性聚电解质刷呈现出较电中性和离子型刷更为

优异的防污性能[11, 12]，在生物医疗器械材料表面防污处理方面展现出较好的应用

前景。与此同时，研究者广泛采用 SI-ATRP 技术在生物材料表面接枝阳离子性或

者两性聚电解质刷，考察改性材料表面的抗菌活性。例如，Matyjaszewski 等采用

SI-ATRP 技术首先在基材表面接枝了聚甲基丙烯酸 N, N-二甲基氨基乙酯

（PDMAEMA）刷，然后通过氨基与烷基溴的季胺化反应，制备得到阳离子型聚

电解质刷改性的表面，改性材料表面呈现出优异的抗菌特性[13]。Jiang 等采用

SI-ATRP 技术在基材表面接枝了两性聚电解质刷—聚甲基丙烯酰乙基磺基甜菜

碱（PSBMA），改性材料表面呈现出较单分子层和电中性聚合物刷—聚甲基丙

烯酸寡聚乙二醇酯（POEGMA）更加优异的抗菌性能[14]。 
SI-ATRP 技术也能够被用作在材料表面连接生物活性分子的间隔壁[15]，以此

来改善生物材料表面的黏附特性。例如，Iwasaki 等采用 SI-ATRP 技术在硅胶纳米

纤维表面接枝了聚 2-甲基丙烯酰氧乙基磷酰胆碱（PMPC）和聚甲基丙烯酸缩水

甘油酯（PGMA）的无规共聚物刷，随后通过 PGMA 上的环氧基团与抗体片段的

化学反应，制备得到了既能够排斥非特异性蛋白质吸附又能够实现对抗原特异性

结合的生物活性表面[16]。苏州大学陈红教授研究团队多年来致力于研究适用于生

物材料表面内皮化和抗凝血的新方法，他们采用 SI-ATRP 技术在硅模型表面接枝

了聚甲基丙烯酸寡聚乙二醇酯和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的双嵌段共聚物刷

（POEGMA-b-PGMA），利用 PGMA 中的环氧基团开环固定对内皮细胞具有特异

选择性的多肽分子 GREDVY。实验结果表明改性表面既能够有效排斥成纤维细胞

的黏附，又能够促进内皮细胞的选择性黏附[17]。Wei 等采用 SI-ATRP 技术在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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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表面接枝了聚甲基丙烯酸寡聚乙二醇酯和聚甲基丙烯酸-2-羟乙酯的共聚物刷

（POEGMA-r-PHEMA），随后将纤连蛋白（FN）和重组人骨形态发生蛋白

（rhBMP-2）化学反应到聚合物刷层表面，改性的钛合金表面对 MC3T3 细胞呈现

出较好的黏附特性，使得其呈现出优异的成骨潜力[18]。Klok 等采用 SI-ATRP 技术

分别在基材表面接枝了聚甲基丙烯酸-2-羟乙酯（PHEMA）和聚甲基丙烯酸寡聚

乙二醇酯刷，并利用羟基和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RGD）三肽的化学偶联反

应成功制备得到具有优异血液相容性的生物材料，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
能够在改性材料表面很好地黏附、生长和增殖[19]。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人体生

理环境较为复杂，生物材料表面对蛋白质和细胞的非特异性作用机理也十分复

杂，通常在材料表面修饰单一功能聚合物刷预期得到非特异性抗污和选择性黏

附效果比较困难。因此，实现生物材料表面对内皮细胞的选择性黏附，进而实

现内皮化功能仍然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未来需要开发更为优越的界面化学

改性修饰手段。 
此外，研究表明动物关节的超低摩擦系数和长耐磨寿命主要归功于关节软骨

生化结构及关节滑液中呈“刷”型结构的生物大分子。人工仿制的表面接枝聚合

物刷不仅可以对关节润滑功能进行模拟和认识，而且有助于改善现有人工关节材

料表面的水润滑性能。受此启发，采用 SI-ATRP 技术在生物材料表面接枝亲水性

聚电解质刷也是改善其水润滑性能的有效手段之一。例如，Zhou 等采用 SI-ATRP
技术将阴离子型聚电解质刷聚甲基丙烯酸 3-磺酸丙酯钾盐（PSPMA）接枝到修饰

了仿生多巴胺引发剂的类金刚石薄膜（DLC）涂层表面，经聚电解质刷改性后的

DLC 涂层表面呈现出了十分优异的水润滑性能，摩擦系数可低至约 0.006，在医

疗器械领域展现出重要的应用前景[20]。 

2.1.2 光引发接枝 

关于光引发聚合接枝反应的研究 早是由 Oster 等提出[21]，并在近三十年得

到迅速发展。区别于传统的 SI-ATRP 技术，表面光引发接枝聚合是制备聚合物刷

较为简单的方法，而且光引发聚合反应可聚合的单体范围更广，可在低温条件下

引发聚合，尤其适合引发热稳定性较差的单体，不仅可以制备各种功能性聚合物，

也可用来制备共聚物。将具有光活性官能团的引发剂（如过氧化物、偶氮二异丁

腈、苯甲酮等）锚固或植入基底表面，便可在各类基底（如有机/无机、橡胶等）

表面引发制备聚合物刷，赋予基材表面新的理化性能。 
光引发接枝聚合的基本原理如下：化学键合或者物理吸附在材料表面的光

引发剂吸收光产生活性中心（如自由基、阳离子和阴离子等），单体碰到活性中

心引发聚合，该技术特别适用于塑料和橡胶等惰性材料表面的修饰改性。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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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接枝技术的优势在于接枝聚合在材料表面或者亚表面进行，不会影响材料的

本体性能；步骤简单、反应活化能低、反应时间/区域易于控制；反应条件温和、

副反应少，特别适用于生物材料的表面改性。在国际上，研究光引发接枝的课

题组主要有：Hawker、Matyjaszewski、Haddleton、Yagci、Lalevee、Jordan、Dyer 
等研究团队。就光引发接枝的具体方法而言，主要分为气相接枝和液相接枝两种。

气相接枝法，即含单体、溶剂和光引发剂的溶液被加热蒸发，以气体的形式进

行光反应。其优点在于单体消耗量少、接枝率高；缺点是反应时间较长，聚合

物层与基底的结合力较差。液相接枝法，即通过有机溶剂溶胀或物理旋涂方式，

将光引发剂优先锚固在待修饰基材表面，而后将样品浸没到单体反应溶液中进

行光聚合反应。其优点在于聚合物层接枝厚度可控、聚合物层与基底的结合力

较强；缺点在于仅有少数单体在基材表面光引发聚合形成修饰膜，大量单体溶

液被浪费。 
采用光引发接枝聚合很容易对高分子材料表面进行化学改性，目前其用途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利用光接枝技术可以将亲水性基团引入工业包装膜的表

面，有效解决这些基材表面的印刷和黏接问题。② 利用光接枝技术在塑料薄膜上

修饰不同功能特性的高分子链，获得具有防水、防指纹、防雾、保温、生物降解

等性能的功能性膜。③ 利用光接枝技术可以把具有不同性能但难于黏合的膜复合

在一起，制成具有多种性能的复合膜。④ 表面光接枝反应可以对纤维产品表面进

行化学改性，如实现酸性染料染色。⑤ 实现对聚合物基生物医疗材料表面的化学

改性，赋予其亲水、生物相容、润滑、抗菌、抗凝血等功能。 
Yang 等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两步法活性光接枝聚合的理念。具体反应机理如

下：半频哪醇光敏基团被引入系列聚合物基材表面，在紫外光辐射下，光引发剂

被激发断裂产生自由基，引发活性接枝聚合[22]。通过光引发接枝聚合在基材表面

修饰一层亲水性高分子，是改善器件组织相容或血液相容性的必要手段之一。例

如，Magoshi 等首先在聚氨酯表面修饰樟脑酮光引发剂，而后通过光引发表面接

枝聚合丙烯酸，接着在表面吸收苯乙烯化肝磷脂、苯乙烯化清蛋白和羧基化光引

发剂，再通过光引发聚合，在聚氨酯表面修饰了共价连接且密实的生物活性层[23]。

Kawaguchi 等在人工关节材料—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表面引入二苯

甲酮光引发剂，而后通过光引发接枝聚合技术在其表面接枝了两亲性聚 2-甲基丙

烯酰氧基乙基磷酸胆碱刷，改性后的人工关节材料表面减摩和抗磨性能均大大改

善[24]。基于此技术，日本京瓷公司已经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新型人工关节替代产品

（Aquala-KYOCERA）。Feng 等通过紫外光聚合接枝改性法在聚碳酸酯聚氨酯

（PCU）材料表面接枝聚 2-甲基丙烯酰氧乙基磷酸胆碱刷，实验结果表明改性后

的 PCU 材料表面亲水性和血液相容性大大改善；与改性前相比，改性样品表面

血小板吸附数量显著减少，PCU 材料的血液相容性提高了[25]。Xin 等首先通过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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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光引发聚合的方法将乙烯基吡咯烷酮与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同时接枝聚合到

聚丙烯无纺布上，再利用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分子结构中的环氧基团与聚六亚

甲基胍盐酸盐分子结构中的氨基反应，将抗菌剂引到聚丙烯无纺布上。实验结果

表明，化学改性的无纺布具有优良的抗菌和杀菌的性能，以及良好的抗血小板黏

附和红细胞黏附的性能[26]。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紫外光的辐射能量较高，不适合

涉及生物活性物质的材料表面修饰改性。光照时间较长不仅造成基材破坏，而且

会造成生物活性物质失活（如蛋白质）或死亡（如细胞）。针对这一问题，杨万泰

院士研究团队近年来开发了基于硫杂蒽酮（TX）光引发剂的可见光表面接枝聚合

新体系。此接枝聚合方法对生物活性物质无损害，在酶固定化、生物芯片及细胞

包覆等生物领域展现出更广阔的应用前景[27]。 

2.1.3  等离子体接枝 

等离子体表面改性发展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其接枝聚合机理如下：以 He
或者 Ar 等非反应气体对高分子材料表面进行等离子体处理，使其表面原位产生活

性自由基，再将特定性能的乙烯基单体聚合接枝于高分子材料表面，进而赋予材

料表面相应的功能。同传统的等离子体聚合方法相比，采用等离子体接枝聚合生

成的有机修饰膜化学稳定性更强。近十几年来，等离子体接枝在生物高分子材料

表面改性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目前，等离子体接枝法主要分为脱气液相法、

有氧接枝法、气相法和一步接枝法四种。脱气液相法：将表面等离子体处理过的

材料放入单体溶液中进行接枝聚合。有氧接枝法：材料表面经等离子体处理后与

大气反应形成过氧化物，再放入单体溶液中引发聚合。气相法：高分子材料表面

经低温等离子体处理后直接进入气相单体中接枝聚合。一步接枝法：单体吸附于

材料表面，再暴露到等离子体气氛中进行接枝聚合。气相等离子体接枝聚合技术

使用颇多，其过程可概括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材料表面经低温等离子体处理产生

活性自由基，然后再接触单体，利用表面的活性自由基引发接枝聚合。特别是通

过选择不同功能性的单体，可以赋予生物高分子材料表面优异的理化性能，如改

善生物材料表面的亲水性、黏附性、生物相容性、透气性和抗凝血性等性能，以

达到作为生物医用材料或器械使用的目的。 
Hsiue 等采用等离子体接枝聚合技术在硅树脂橡胶（SR）表面接枝了 PMPC

刷，生物实验结果表明蛋白质在 PMPC 改性橡胶表面上的吸附量明显减少，显著

提高了材料的血液相容性（blood compatibility）[28]。左文瑾等采用等离子体接枝

聚合技术在医用导管表面可控修饰了聚乙烯基吡咯烷（PVP）高分子涂层。实验

结果表明，接枝的 PVP 涂层在水中具有良好的稳定性，PVP 改性处理的导管呈现

出较好的抗凝及促内皮化功能[29]。殷海燕采用低温等离子体汽化接枝法在聚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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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F）平板膜表面修饰聚丙烯酸刷，改性后的 PSF 膜具有较好的亲水性，牛血清

蛋白吸附量和血小板黏附量也明显减少；此外，改性膜的传输性质也明显改善，

展现出很好的生物应用前景[30]。刘耀东等以 PSF 中空纤维膜作为基膜，通过低温

等离子体接枝改性技术，在基膜表面分别接枝丙烯酸（AA）-肝素、磷酰胆碱和

胶原蛋白，有效改善了 PSF 膜材料的血液相容性，并且维持了基膜材料优良的气

体传输性能，达到了相关医用医疗器械的指标要求[31]。Wei 等采用气相等离子体

接枝改性技术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人工晶状体（PMMAIOL）表面接枝聚甲基丙

烯酸-β-羟乙酯，改性后的 PMMAIOL 材料表面亲水性能大幅度改善，透光率基本

保持，且展现出良好的生物适应性和血液兼容性，对眼科类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32]。 

2.2   等离子体表面处理技术 

等离子体技术是在多种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电子学、真空技术等交叉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等离子体被认为是除固、液、气之外的第四种状态（电

离气体），由带电粒子和中性粒子组成[33]。当有足够的能量诱导分子与电子发生

碰撞时，电离气体可以产生等离子体。近年来研究表明：等离子体技术在人体血

管材料、软组织材料、医用膜材料、生物传感器材料、齿科材料和骨头替换材料

等生物材料表面改性中的应用已成为研究的热点[34-36]。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改善血液相容性和组织相容性、表面清洗和消毒控制、药物释放等。例如，可以

将等离子体技术与紫外接枝方法相结合，应用在医用高分子材料表面固定具有抗

凝血性能的生物大分子[37]。等离子体可以作为一种非常有效和新颖的无污染技

术，可以在不使用任何溶剂和改变材料固有性能的前提下，对固体材料进行表面

改性[38]。与化学湿法技术相比，等离子体表面改性是一种干法技术，具有耗能低、

对环境没有污染等优点[39-42]。通常，等离子体可分为低温等离子体和高温等离子

体，低温等离子体按照温度和热力学平衡程度又可分为热等离子体和冷等离子体。

而在材料表面改性方面主要应用的是冷等离子体，又称低温等离子体。它可以通

过紫外辐射、加热、气体放电、X 射线、冲击波、激光照射等方法产生，其电离

时会产生电子、离子和大量的中性粒子（如原子、分子和自由基等）。目前等离子

体表面处理技术主要包括：等离子体喷涂技术、等离子体表面注入技术和等离子

聚合技术。 
等离子体喷涂技术属于等离子体加工技术的一种，是现代金属表面强化和防

护的新手段。它是利用等离子体的高速、高温、高焓和温度梯度大的特点，将各

种金属陶瓷、塑料复合材料加热到熔化或半熔化状态，然后将其喷向已经处理过



016 自适应性生物材料 

的工件表面，这样在其表面会形成坚固的喷涂层。该技术是一种热喷涂技术，所

产生的喷涂层可以使工件满足耐高温、抗氧化、耐腐蚀、抗磨损等要求，从而

成倍地延长工件的使用寿命，适用于医用合金材料表面改性，制备的涂层具有

各自不同的微观组织特点，从而具有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能，带来独特的生物功

能性，未来在生物医疗器械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等离子体表面注入技术

是指当一个载能离子进入固体材料表面时，可以改变靶材附近表面区域的原子

组成及结构，进而使材料表面的物理化学性能发生改变。当离子注入金属表面

以后，金属化合物和合金相析出形成离散的强化相和错位网，同时还可以方便

地引入各种强化因子，即掺杂强化和固溶强化。通过离子注入的方法，可以减

少表面的黏着和扩散，增强氧化膜，提高润湿性。该技术是一种新兴的技术，

可以改善合金材料表面的亲和性、耐磨性、腐蚀性和抗疲劳等性能，在生物医

疗领域应用前景可观。 

2.3   电化学沉积技术 

电化学沉积是指在外电场作用下电流通过电解质溶液中正负离子的迁移在电

极上发生得失电子的氧化还原反应而形成镀层的技术。电化学沉积技术较为温和，

通常在室温或者稍高于室温的条件下进行，因而有利于保持生物分子的活性；适

用于各种复杂结构的基体沉积；涂层厚度可调控；适用于多种组分的共沉积，可

以用来制备多功能的生物涂层[43]。Rakngarm 和 Mutoh 用钛合金作为阴极，利用

恒电流沉积法在过饱和磷酸钙溶液中制备磷酸钙涂层，用此方法制备的生物活性

陶瓷既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又具有一定的结合强度[44]。He 等利用水热-恒电压化

学沉积法在 Ti 合金材料表面制备羟基磷灰石（HA）涂层，水热环境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 HA 的结晶温度，形成结晶性良好的 HA 涂层。但是用这个方法得到的

涂层，因存在热应力而导致涂层和基板间的结合力相对较差[45]。陈晓明等[46]和 
Stojanovic 等[47]通过电泳法将玻璃悬浮液和 HA 颗粒悬浮液分别覆盖在 Ti6Al4V
合金上，制备得到功能梯度玻璃-磷灰石涂层。Zhang 等[48]通过恒电流沉积法将

Zn 复合在多孔二氧化钛表面，相比于单纯的二氧化钛，复合抗菌涂层对阳性菌和

阴性菌都显示出更好的抑制作用。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植入体表面生物活性涂层是生物活性陶瓷和生物活性

玻璃。通过电化学沉积技术制备生物陶瓷和生物玻璃涂层，在增强涂层的结合强

度和生物活性的同时还可以复合沉积其他无机或有机材料，赋予植入体生物活性

外的其他功能，提高细胞组织诱导性。采用电化学沉积技术制备涂层 大的优点

是在常温下可对涂层微结构和组成进行精确调控。生物陶瓷涂层可在温和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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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基体和涂层界面不存在热应力问题，避免了高温喷涂引起的相变和脆性断

裂，同时有利于增强基体与涂层之间的结合强度。因此电化学沉积技术必定会在

生物材料表面功能化修饰及其临床应用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2.4   材料表面肝素化 

肝素，因首先从肝脏中发现而得名，是一种天然的磺酸多糖类物质。肝素带

有很强的负电荷，各链之间可产生较强的排斥力，使肝素链不易卷曲和交叉联结，

分子呈线性分布结构。肝素通过和抗凝血酶Ⅲ、肝素结合蛋白与血小板因子等活

性物质结合而发挥其生理功能，具有强的抗凝血作用[49]。临床上把它作为一种抗

凝剂而广泛应用于防治血栓性疾病。肝素的抗凝血机制主要是肝素与血浆中的一

些抗凝蛋白质结合，增强抗凝蛋白质的抗凝活性。制造抗凝血高分子材料的关键

在于如何把肝素牢牢结合在基材的表面。只有当肝素的一端与材料保持牢固的化

学键而不脱落，并且另一端保持活性和运动能力时，接枝肝素才能发挥生物活性

功能。目前，材料表面肝素化方法可以分为物理吸附、构建肝素缓释涂层和化学

结合三种方法。 
其中，物理吸附法是指肝素通过弱相互作用，如静电作用、疏水作用、氢键

和范德瓦耳斯力（van der Waals force，VDW）与材料表面结合。其中，层层自组

装是一种典型的通过物理吸附作用在材料表面修饰肝素分子的技术。具体是指将

表面带电荷的基片浸入含有带相反电荷的聚电解质溶液中，静置一段时间，取出

并清洗去掉吸附不牢的分子，再浸入带相反电荷的聚电解质溶液中，循环以上过

程，可以制得多层膜。由于空间构象未受限，物理吸附法固定的肝素生物活性很

高，但是极不稳定，很容易受所处溶液环境如 pH 和离子强度的影响，进而从基

材表面脱落，导致表面失去抗凝血能力。在材料表面构建肝素缓释涂层，使得一

定量的肝素持续地从表面涂层释放至与材料接触的血液边界层，能 大限度地利

用肝素的抗凝血性能。目前针对肝素缓释涂层的研究主要是将肝素与聚合物混合

后涂覆在材料表面，能与肝素结合的聚合物包括壳聚糖、聚氨酯和聚己内酯等。

肝素缓释涂层的优点在于其释放的自由肝素集中在材料表面，分子的活性高，肝

素用量少，可以避免直接注射肝素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然而，由于肝素分子与

聚合物基材分子链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作用力，并且分子链之间很有可能机械缠

绕在一起，因此传统肝素缓释涂层存在缓释速率过快或缓释效率低的问题。根据

化学结合作用的方式不同，化学结合法可以分为离子型肝素结合法和共价型肝素结

合法。肝素分子在结构上含有两种活性基团，一种是 3—SO 和—COO等负离子基

团，另一种是—OH 和—NH—。负离子上的抗衡离子可以进行离子交换；而—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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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NH—上的活泼氢可以发生一系列特定的反应。因此，利用离子交换反应和活

泼氢的反应可以把肝素分别以离子键或共价键固定在材料表面上，下面进行简要

概述。 

2.4.1  离子键合法 

高分子材料的基体表面与肝素进行离子型聚合，制成肝素化的亲水性高分

子材料，这样肝素可以持续性地释放出来，起到抗凝血作用。离子结合法中

早使用石墨-氯化苄胺盐肝素法，即 GBH 法[50]。用 GBH 法处理的材料表面虽

有优异的抗凝血性，但由于它是通过石墨涂层对氯化苄胺盐-肝素的吸附而实现

的，因此只适用于聚碳酸酯、有机玻璃等塑料，而不适用于弹性体。Linhardt
等[51]用三十二烷基甲基氯化铵（TDMAC）作偶联剂，将长链烷基混合在高分

子材料中，季铵盐暴露在材料表面，然后通过季铵盐与肝素间的离子键，将肝

素固定在材料表面。该方法既可用于塑料，又适用于有机硅橡胶等弹性体的表

面肝素化。但是由于低分子量季铵盐有毒，在肝素化材料与血液接触过程中季

铵盐会不断地被释放到血液中，对人体产生危害。另一种方法是使材料与含有

羧基的季铵盐及肝素钠的溶液接触，发生表面肝素化反应。该方法中肝素与材

料表面结合力较弱，容易被血流冲走或与血液成分发生离子交换，使材料失去

抗凝血性。 

2.4.2  共价键合法 

用离子型方法将肝素与高分子材料表面结合的材料，经长时间使用后会逐渐

脱落，因此这类肝素化材料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抗凝血作用。如果把肝素与高

分子材料通过化学共价键相结合，则可形成不会脱落的永久性的抗凝血材料。

这种方法可以通过简便的化学反应操作，既不损害高分子材料的机械性能，又

能使肝素在其表面形成牢固的化学结合，是比较理想的方法。主要步骤是对材

料表面进行预处理，使其具有和肝素反应的活性，然后利用酰胺键或生成席夫

碱等共价键偶联肝素分子。酰胺键是常见的连接方式之一，通常利用 N-（3-二
甲氨基丙基）-N′-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EDC）催化肝素含有的羧基或磺胺基并

与材料表面的氨基或羧基进行反应。由于化学共价改性后的表面更稳定，因此

被广泛使用，但是共价键合的肝素分子由于空间构象受到限制，其活性可能有

所降低。总体而言，共价键结合的表面肝素化不仅可以提高肝素的利用率和固

定化肝素的稳定性，而且还可能做到把材料原有的力学性能与肝素化后抗凝血

性的提高更有效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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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材料表面生物化 

生物材料是一种可植入人体代替缺损组织、器官并发挥一定生理功能的材料。

现有的生物材料如硅橡胶、聚氨酯、钛等越来越引起医学、材料学和生物学领域

的广泛研究。目前生物材料所涉及的产品如人工心脏瓣膜、齿科种植体、人工血

管等，不但需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而且还应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当生物

材料被植入体内后，其表面首先被一层薄的胶原囊所包裹，随着植入时间的增加，

在植入体周围依次发生经典的炎症反应。这些反应要求植入的产品不仅不给机体

带来损害，而且能在应用的过程中主动激发宿主恰当的应答反应，与组织长效稳

定地进行完美的生物化结合。因此，良好的生物活性是植入材料与机体组织之间

快速、稳定和长期结合的关键。 
材料表面生物化是指将具有促活性效应的活性因子（如天然生物材料）制成

的人工器官或用如蛋白质（纤维黏连蛋白、胶原蛋白、层黏连蛋白等）、多肽（RGD
等）、酶、明胶、细胞生长因子（类胰岛素生长因子-1、成纤维生长因子、血小板

衍生生长因子 BB、转化生长因子-β、骨形成蛋白-2 等）等大分子物质固定于生物

材料表面，充当临近细胞、基质、可溶性因子的配基或受体[52]。材料表面形成一

个能与生物活体相适应的过渡层，从而使表面的蛋白层促进细胞附着和功能表达，

实现生物材料与组织反应的特异性调控，提高材料的生物活性。材料表面经过精

确的设计可吸附特定的蛋白质，则必须具有对某一种蛋白质的亲和力、辨别能力

和取向性能。固定蛋白质和细胞生长因子对材料表面生物化具有显著的效果。对

材料表面进行生物化会获得生物相容性更好、具有优异生物活性的生物材料。这

是改善和促进生物体与材料表面之间相互作用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会减少生

物体发生过敏、炎症、血栓等不良反应。目前，材料表面生物化的方法有物理吸

附法、化学键合法等。 

2.5.1  物理吸附法 

材料表面生物化 简单的方法就是物理吸附法，具体是指首先将材料与具有

生物活性的分子充分接触，然后通过物理吸附（范德瓦耳斯力、静电作用、亲/
疏水相互作用等）使生长因子自然附着于材料上。对于表面粗糙且多孔的材料，

可以将其置于具有生物活性的大分子溶液中，充分接触、透析和冻干。对于表面

光滑且多孔的材料，可先将具有生物活性的大分子制备成凝胶，然后灌入材料孔

内， 后冻干即可。使用此方法可增加材料与组织界面的活性因子的浓度，加速

细胞的黏附、铺展和生物合成。廖湘凌等将多孔中空钛种植体与牛骨结合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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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蛋白种植体，并将此种植体植入后明显提高了骨性结合率、新生骨小梁面积

百分比、骨充填率及结合强度[53]。同时，相关研究证明将碱性磷酸酶固定于等离子

体喷涂处理的钛种植体表面后植入兔子的股骨，也能明显促进种植体周围骨组织的

形成[54]。然而，由于物理吸附是一种弱相互作用，材料与生物分子间的结合力不

牢，表面吸附的生物分子在体内容易稀释扩散或吸收降解，生物分子的固定/释放

及定位难以控制，无法长期充分发挥其生物学作用。目前，该方法仍处于基础研

究阶段，需要寻找更合适的固定方法。 

2.5.2  化学键合法 

相对物理吸附法而言，键合法是一种化学方法[55]，具体来说是指将生物活性

分子中的某些基团与材料表面的反应性基团通过化学键合牢固地固定于生物材料

表面，可使材料长时间具有生物活性。该方法可增强生物分子与表面的结合稳定

性，克服了物理吸附中生物分子易脱离的缺陷。化学键合法虽然操作复杂，但固

定于材料表面的分子表现出与生物活性分子相同甚至更高的活力。事实证明固定

于生物材料表面的生物活性分子可以在模拟的生理条件下存活数天[56]。 
共价键的形成需要生物材料表面的反应功能基团和生物活性分子的氨基酸侧

链或氨基、羧基末端的参与。因此，生物大分子的化学键合主要分为两步：材料

表面活化和活化的表面与蛋白质的反应。材料表面的活化可采用等离子体处理、

自聚体单分子层沉积等方法。而活化的表面与蛋白质的反应主要通过传统的碳二

亚胺法或马来酰亚氨基类活泼酯法进行。例如，研究人员通过氨丙基三氧乙基硅

烷（APTES）活化钛表面或用等离子沉积含官能团的分子链后，得到表面带有氨

基的钛基体；然后利用碳二亚胺盐使氨基修饰的钛基体与生物活性因子完美共价

键合[57]。Cui 等首先采用氢氧化钠溶液表面水解聚乳酸（PLLA），而后通过 EDC
活化表面羧基，再通过共价键偶联壳聚糖（CS）分子，以提高材料表面的细胞亲

和性；并在所得材料表面培养牛软骨细胞，实验结果发现细胞活性和增殖率均比

未改性的 PLLA 显著提高[58]。 

2.6   表面生长水凝胶涂层技术 

针对不同的功能需求，使用上述方法和技术基本能够实现生物材料表面的改

性修饰。然而，就表面接枝聚合物刷而言，其高分子修饰层厚度仅在纳米量级，

弱的力学强度基本无法满足生物医疗器械对修饰层机械耐受性能的要求。与纳米

厚度的高分子修饰层相比，水凝胶材料除了具备传统高分子修饰层所特有的功能

外，还兼具较强的力学耐受性。而且，水凝胶作为一种特殊的湿-软材料，其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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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弹性模量与生物组织有极高的匹配性，将水凝胶作为涂层修饰到生物材料和

医疗器械表面能够极大地满足其与接触表面的力学适用性，成为 近几年国际上

的研究热点。 
表面修饰的水凝胶层可极大地提升植介入支架材料的表面力学刚性，缓解支

架在使用过程中因应力集中创伤而诱发血栓及细菌感染等问题。例如，Liu 教授

团队在多孔 NiTi 合金表面修饰水凝胶涂层，显著提升了支架和接触面的力学适应

性，并展现出很好的防污性能，有望解决此类医疗器械的抗血栓问题[59]。另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Zhao 教授团队报道将水凝胶涂层修饰到导尿管基材表

面，可有效降低导尿管表面的摩擦系数[60, 61]，同时也为发展新型仿生关节润滑材

料、其他低摩擦植介入医疗器械提供了思路［图 2-2（a）］。近期，针对目前血管

介入微创手术存在的弊端，研究人员在打印的磁性导丝表面生长了亲水的水凝胶

润滑涂层，有效降低导丝与血管模型体内腔表面的摩擦系数；在外加磁场的遥控

下，负载涂层的铁磁软体导丝机器人可以向任意方向偏折、旋转，快速巡航复杂

血管网络［图 2-2（b）］；以此开发的磁控软体导丝机器人有望为缺血性中风的治

疗提供重要的潜在工具[62]。 

 
图 2-2  表面生长水凝胶涂层技术用于制备水润滑医疗器械 

2.7   小结 

就生物材料表面修饰改性技术而言，该领域未来应关注的问题如下：① 所有

改性方法都必须以不改变生物材料本体的理化性能为前提条件，仅对材料表面性

能进行改善，以赋予基材更多的功能性，如防污、抗菌、抗凝血及润滑等。② 根
据改性方法对基材表面理化性能的要求，应恰当选择适用于相应体系的化学或物

理修饰方法。化学改性方法操作烦琐，但所形成的涂层稳定性较强；物理改性方

法虽操作简单，但所形成的活性层耐久性较差。③ 就化学修饰改性方法而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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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能够在常温或低温、多相介质和氧气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表面引发接枝聚合方

法，将会是该领域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即在不影响基材（包括生物活性物质和

非生物活性物质）本身理化性能的前提下实现表面可控修饰反应，以便更好地拓

展其在生物医疗领域的应用，如光引发接枝聚合技术。④ 就物理改性方法而言，

表面等离子体处理技术仍然会是未来生物领域所关注的热点。⑤ 通过自主研发，

发展适用于生物医疗器械表面的防污、抗菌、水润滑及抗凝血功能涂层和新技术，

打破国外企业和机构对这一领域的垄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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