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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涂层对 3D 打印钛合金材料安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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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羟基磷灰石（HA）涂层对 3D 打印钛合金材料生物安全性的影响。方法 将 3D 打印钛合金材料分
为有 HA 涂层材料和无 HA 涂层材料两个样品组。分别进行细胞毒性、刺激、急性毒性、溶血、回复突变、小鼠
淋巴瘤试验和细胞致癌试验，将两种材料的生物安全性评价进行对比，观察羟基磷灰石（HA）涂层对 3D 打印钛
合金髋臼杯材料的生物安全性的影响。结果 在细胞毒性试验中，有 HA 涂层组的细胞存活率为（117±6）%，无
HA 涂层组的细胞存活率为（106±14）%，均大于 75%；在刺激试验中，两种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组的积分均为
0，玉米油浸提液组的积分均为 0.06；在急性毒性试验中，各组小鼠体重均稳步增长；在溶血试验中，有 HA 涂层
材料的溶血率为 0.125%，无 HA 涂层材料的溶血率为-0.257%；在 Ames 试验中，两种材料的回复突变菌落数均在
正常值范围内；在小鼠淋巴瘤试验中，各剂量组的突变频率 MF 均大于或小于阴性对照组，且稍微高于阴性对照
组的剂量组均不超过 126×10-6。结论 两种材料均不具有细胞毒性、急性毒性、刺激和遗传毒性，同时也证明了两
种材料都不具有溶血作用。有 HA 涂层材料和无 HA 涂层材料均表现出良好的生物安全性，证明 HA 涂层材料是安
全可靠的，这也为未来开钛合金材料通过添加涂层改性提供了安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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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A coating on the safety of 3D printing titanium alloy material
Du Xiaodan1, Sun Conghui1, Zhao Danmei1, Jiang Aili2, Chen Dandan1. 1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Beijing, 102629; 2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ydroxyapatite (HA) coating on the biosafety of 3D printing titanium alloy
materials. Methods 3D printing titanium alloy materials were divided into two sample groups: HA coated materials and
non-HA coated materials. Cytotoxicity, irritation, acute toxicity, hemolysis, reverse mutation, mouse lymphoma test and cell
carcinogenesis test wer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The biosafety evaluation of the two materials was compare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hydroxyapatite (HA) coating on the biosafety of 3D printed titanium alloy acetabular cup material. Results In
the cytotoxicity test, the cell survival rate of the HA coated group was (117±6)%, and the cell survival rate of the non-HA
coated group was (106±14)%, both of which were greater than 75%; in the stimulation test, the integral of the physiological
saline of the two materials were 0, the integral of corn oil of the two materials were 0.06; in the acute toxicity, the weight of
the mice in each group increased steadily; in the hemolysis test, the hemolysis rate of the HA coated material was 0.125%,
and the hemolysis rate of the non-HA coated group was -0.257%; in the Ames test, the numbers of back-mutated colonies
of the two materials were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in the mouse lymphoma test, the mutation frequency MF of each dose
group was greater than or less than that of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lightly dose higher than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did not exceed 126×10-6. Conclusion The experiment results proved that the two materials do not have cytotoxicity,
acute toxicity, irritation and genetic toxicity, and also proved that the two materials do not have hemolytic effect. Both HA
coated materials and non-HA coated materials showed good biological safety, which proves that HA coated materials are
safe and reliable, and it also provides a way for future titanium alloy materials to be modified by adding coatings safety basis.
[Key words] HA coating; Non-HA coating; Safety; 3D printing; Titanium alloy

钛及钛合金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抗腐蚀性及良好
[1-2]

的力学性能，并且毒副作用相对较小，价格低廉

，因此

[3]

羟基磷灰石（hydroxyapatite，HA）和钛合金都是目前
医疗器械领域常用的骨修复、替代材料。钛合金虽然能起

在临床上广泛用于人体硬组织替代和修复 。

到很好的支撑作用，但是不能诱导骨骼生长，植入体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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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释放金属离子，对人体造成伤害。而 HA 是骨骼的

烟台，
264005

组成成分之一，与其他磷酸钙陶瓷（如磷酸三钙）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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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内相对稳定，但是 HA 的机械强度很差[4]，抗拉能力
[5]

学仪器有限公司）；摇床（上海智诚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

低、韧性小，在体内植入中容易断裂 。因此，综合两者

司）；电热水浴箱（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的优点，将 HA 喷涂在钛合金材料的表面，便形成了具有

1.2 实验方法

[5-6]

良好生物相容性的羟基磷灰石涂层

。近年来，随着 3D

技术的迅速发展，多种 3D 技术在医疗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
[7]

.63.

1.2.1 细胞毒性试验
试验分为空白对照组 （MEM 培养基）、阴性对照组

应用 ，而 3D 打印钛合金植入物更是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

（高密度聚乙烯浸提液）、阳性对照组 （10%DMSO）、有

骨骼和关节损伤的修复和治疗，与传统的修复材料相比，

HA 涂层样品组和无 HA 涂层样品组。所有组均用 MEM 培

3D 打印钛合金具有成型能力强、加工周期短的优点，并且

养基浸提后接种 L929 细胞 1×104 细胞/孔，培养 24 h，换液

可以根据患者情况进行个体化定制[8]，但目前较少对涂布

再孵育 24 h，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特征并拍照。然

羟基磷灰石涂层的 3D 打印植入物开展生物安全性研究，因

后加入 MTT 溶液继续孵育 2 h，弃去 MTT，加入 0.1 mL 的

此，本研究就对有涂层和无涂层的 3D 打印钛合金材料进行

异丙醇溶液，震荡平板。用酶标仪在 570 nm、650 nm 下测

了全面的生物安全性评价。

量吸光度值[9]。然后根据公式（1）来计算细胞存活率：
A 570 nm - A 650 nm
×100%
（1）
细胞存活率 =
A 0570 nm - A 0650 nm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及设备
3D 打印钛合金髋臼杯材料由纳通生物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提供，应用的仪器是 3D 打印机（德国 Eos 金属 3D
打印公司），样品照片见图 1。

A

B

1.2.2 刺激试验
取 6 只新西兰大白兔，分为 4 组：有 HA 涂层材料生理
盐水浸提组和无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水浸提组，有 HA 涂层
材料玉米油浸提组和无 HA 涂层材料玉米油浸提组。其中 3
只兔子左边注射生理盐水和玉米油对照，右边注射有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和玉米油浸提液。另外 3 只兔子
相同操作，右边注射无 HA 涂层材料的浸提液。在注射的
0、24、48、72 h 观察记录各个注射部位的情况，对每个观
察期各注射部位的红斑和水肿的组织反应评分（见表 1），
并记录实验结果。
表 1 刺激反应评分依据

图 1 无 HA 涂层和有 HA 涂层材料实物图片：A. 无 HA 涂层材料，
孔径稀疏；B. 有 HA 涂层材料表面发白，有些孔径已覆盖

研究所用细胞为 L929 成纤维细胞和小鼠淋巴瘤细胞系
+/-

（L5178Y TK 3.7.2C）， TA97、 TA98、 TA100、 TA102 菌

反应

记分

红斑和结痂的形成
无红斑

0

极轻微红斑（勉强可见）

1

株，动物为 SPF 级新西兰大白兔 6 只（雄性，体重 2.5 ～

清晰红斑

2

3 kg）和昆明小鼠 30 只（雄性，体重 15 ～ 17 g），实验动

中度红斑

3

重度红斑（紫红色）至无法进行红斑分级的结痂形成

4

物许可证号为 SYXK（京）2017-0013，全部由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提供。高密度聚乙烯是阴性对照材料（美国
药典委员会）。
研究所用试剂与仪器包括：MEM 培养基和双抗（北

水肿形成
无水肿

0

极轻微水肿（勉强可见）

1

清晰水肿（肿起边缘清晰）

2

京索莱宝生物科技公司）；生理盐水（河北国药石家庄四药

中度水肿（肿起约 1 mm）

3

有限公司）；玉米油（江西益普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二甲

重度水肿（肿起超过 1 mm，并超出接触区）

4

基亚砜（DMSO）（美国 Sigma 公司）；胎牛血清和 1640 培

应记录并报告注射部位其他异常情况

养基（美国 Gibco 公司）。倒置荧光显微镜 1X71（日本奥

三只兔子记分相加后除以 3 得出每一试验样品和相应

林巴斯显微镜公司）；荧光酶标仪 SpectraMax M5（上海美

空白对照的平均积分，试验样品的平均积分减去空白对照

谷分子仪器有限公司）；紫外分光光度计（日立科学仪器有

的平均记分得到刺激指数。

限公司）；二氧化碳培养箱（美国 Thermo 公司）；细胞计数

1.2.3 急性毒性试验

仪（上海睿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电子天平（上海诺萱科

取昆明小鼠 30 只，随机分为 6 组，其中 3 组分别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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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注射生理盐水对照、有 HA 涂层和无 HA 涂层材料的浸提

统采用的阳性剂为环磷酰胺（CTX）。将上述 14 组分别配

液，另外 3 组分别腹腔注射玉米油、有 HA 涂层和无 HA 涂

制在离心管中，放入37℃、5%CO2的震荡培养箱中接触4 h。将

层材料的玉米油浸提液。记录注射后第 1、2、3 d 观察到的

上述混合液离心洗涤重悬细胞，调节细胞浓度为3×105个/mL，将

动物的毒性症状，并记录体重变化，如发现死亡动物则需

细胞悬液转移到75 mL培养瓶中培养2 d，在培养24 h后将细

[10]

要进行尸检并隔离濒死动物 。
1.2.4 溶血试验
试验分为阳性对照组（蒸馏水）、阴性对照组（生理盐

胞浓度重新调节为3×105个/mL继续培养。
铺板：将细胞悬液稀释到 8 个细胞/mL。按每孔 0.2 mL
（即每孔接种 1 ～ 2 个细胞）进行铺板，每组接种两块平

水）、有 HA 涂层材料浸提液组、无 HA 涂层材料浸提液组。

板。第 0 天的平板接种效率用 PE0 表示，第 2 天的平板接种

将上述 4 组的离心管放入 37℃恒温水浴中孵育 30 min。每

效率用 PE2 表示。

管加入 0.1 mL 的稀释血液，37℃孵育 60 min，800 g 离心力

TFT（三氟胸苷）拮抗平板：第二天表达结束后，取

下离心 5 min，吸取上清液，用空白管溶液调零，紫外分光

表达结束后的细胞离心，将细胞浓度调节为 1×104 个/mL，

光度计在 545 nm 处测量各管的吸光度值。并按照公式（2）

加入 TFT （三氟胸苷） 混匀，每孔 0.2 mL （即每孔接种

计算溶血率。根据 ISO 10993-4: 2017，溶血率小于 5% 为不

2 000 个细胞） 加入到 96 孔板中，培养 12 d。分别计算相

[11]

具有溶血作用 。
A-B
× 100%
（2）
HI =
C-B
式（2）中：HI 为溶血率；A 为试验组的吸光度值；B

为阴性对照组的吸光度值；C 为阳性对照组的吸光度值。
1.2.5 Ames 试验
有 HA 涂层和无 HA 涂层材料分别用 DMSO 和生理盐
水浸提 72 h。实验中分为 6 个组：生理盐水阴性对照组 ，
有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组，无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
水浸提液组，培养基阴性对照组，有 HA 涂层培养基浸提
液组，无 HA 涂层培养基浸提液组。将上述 6 组同时设置活
化组（添加 S9 混合液）和非活化组（不添加 S9 混合液）。

对存活率（RS）、每日细胞增长率（DCG）、相对悬浮增长率
（RSG）
、相对总存活率（RTG）和TFT抗性突变频率（MF）
。
平板接种率PE和突变率MF的计算：平板效率PE0、PE2
及突变率MF均按泊松分布按公式（3）
、公式（4）进行计算。
-ln ( EW/TW )
（3）
PE =
N
-ln ( EW/TW ) /N
（4）
MF =
PE 2
W－不含集落的孔数；TW－总孔数；N－每孔的平均
细胞数。
相对存活率（RS）
、每日细胞增长率（DCG）
、相对悬浮增
长率（RSG）
、相对总增长率（RTG）按公式（8）进行计算：

冷冻保存的 TA97、TA98、TA100、TA102 菌株复苏培养

RS0%=[PE0（处理组）／PE0（阴性对照组）］×100% （5）

后，使用平板掺入法接种细菌，同时将材料浸提液及对照
板全部固化后，将平板倒置于 37℃培养箱中培养 72 h 后进

RS2%=[PE2（处理组）／PE2（阴性对照组）］×100% （6）
次日细胞浓度
DCG =
（7）
配置或稀释后的细胞浓度

行观察。对比 ISO 10993.3: 2014 规定判断材料的毒性[12]。

RSG%=

加入到平板中，活化组和非活化组进行同样的操作。等平

1.2.6 小鼠淋巴瘤试验
使用小鼠淋巴瘤细胞系 （L5178Y TK+/- 3.7.2C） 进行
TK 基因突变试验。有 HA 涂层和无 HA 涂层材料分别用生
理盐水和培养基浸提 3 d 作为浸提液组并将溶剂作为对照
组。实验中分为 7 个组：生理盐水阴性对照组，有 HA 涂层
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组，无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
组，培养基阴性对照组，有 HA 涂层培养基浸提液组，无
HA 涂层培养基提液组和阳性对照组。将上述 7 组同时设置
活化组 （添加 S9 混合液） 和非活化组 （不添加 S9 混合
液），活化组样品由细胞悬液、样品浸提液或对照溶液和
S9 混合液、含血清的培养基混合。非活化组样品由细胞悬
液、样品浸提液或对照溶液和 PBS、含血清的培养基混合。
活化系统阳性剂采用的是甲磺酸甲酯（MMS），非活化系

DCG1 × DCG2（处理组）
×100%
DCG1 × DCG2（对照组）

RTG%=RSG%×RS2%

（8）
（9）

1.2.7 Bhas 42 细胞转化试验
复苏后的 Bhas 42 细胞用 DF5F 传代稳定一代后，细胞
融合率达到 80% 以上时收集细胞，启动试验组调细胞浓
度 4 000、 8 000、 12 000 cell/mL， 配 制 1、 0.5、 0.25、
0.125 µg/mL 的 3-MCA（3-甲基胆恩），每 孔 按 0.05 mL 铺
板；促癌试验组调细胞浓度 4 000、6 000、8 000 cell/mL，
配制 1 000、500、250、125 ng/mL 的 TPA（佛波醇），每孔
按 0.1 mL 铺板。将以上条件分别进行正交组合，按照每个
组合 8 个复孔进行铺板，启动试验组在铺板后第 1 d 加入
0.05 mL 的试验样品；促癌试验在铺板后的第 4 d 加入 0.1 mL
的实验样品。培养 7 d，用结晶紫染色观察。使用上述得出
的结论进行后续的细胞转化试验，除了每个样品铺整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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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其他操作同细胞生长试验，同时每组并行一个细胞生
长试验，第 7 d 是用上述相同方法检测细胞生长，其他的继
续培养分别在第 11、14 d 时进行换液，在第 21 d 时用吉姆
萨对细胞进行染色观察。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两组比较时使用独立样本 t

A

.65.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率和频数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细胞毒性试验
阳 性 对 照 组 、 空 白 对 照 组 、 阴 性 对 照 组 和 有 HA
涂 层 样 品 组 、 无 HA 涂 层 样 品 组 的 细 胞 生 长 状 态 如 图
2 所示。

B

C

100 μm

100 μm

100 μm

E

D

100 μm

100 μm

图 2 各组别细胞生长情况：A. 阳性对照组细胞成圆形状态，细胞死亡；B. 空白对照组细胞呈现长条形，且生长密集，细胞生长状态良好；
C. 阴性对照组细胞呈现长条状，细胞贴壁生长，且生长密集；D. 有 HA 涂层样品组细胞呈现长条状，细胞贴壁生长，且生长密集；E. 无 HA
涂层样品组细胞呈现长条状，细胞贴壁生长，且生长密集

根据公式（1）可以分别计算出有 HA 涂层样品组的细
胞存活率为（117±6）%，无 HA 涂层样品组的细胞存活率为
（106±14）%，存在一定的实验误差，分别与阴性对照组进行
对比，细胞存活率在 75% 以上，无细胞毒性。说明有 HA 涂
层的材料和无HA涂层的材料均对L929细胞无细胞毒性。
2.2 刺激试验
72 h 后各组记分得到有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
组和无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组刺激指数为 0，不大
于 1，有 HA 涂层材料玉米油浸提液组和无 HA 涂层材料玉
米油浸提液组刺激指数为 0.06，不大于 1。
2.3 急性毒性试验
在整个急性毒性试验过程中，各组均未出现毒性表
现，也未出现死亡的实验个体，小鼠的体重在样品浸提液
注射后 24、48、72 h 后均呈增长的趋势（见图 3）。因此，
可以得出有 HA 涂层和无 HA 涂层的两种材料均不具备急性
毒性。样品组和对照组的小鼠体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图 3 急性毒性试验中小鼠的体重变化

2.4 溶血试验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有 HA 涂层材料浸提液组的溶血率为
0.125%；无 HA 涂层材料浸提液组的溶血率为-0.257%；两
者的溶血率均不大于 5%，因此可以判定两种材料均不具有
溶血作用。
2.5 回复突变试验
在实验的第三天通过计数各组的菌落数，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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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的回复突变的菌落数均在正常值范围内，因此两种
材料均不会导致组氨酸营养缺陷型菌株鼠伤寒沙门氏菌发生
回复性突变。从侧面印证了两种材料均不具备遗传毒性。

趋势，并已成为近年来钛合金加工制造领域的焦点，探索

表 2 回复突变试验各组的菌落数

的研究重点。Guarise 等[13] 以透明质酸钠盐、四丁基铵盐、

组别

+S9

涂层表面改性新技术是未来钛合金植入物材料的发展趋
势，对其开展生物学评价也就成为材料能否最终走向临床
肝素等在 Ti6Al4V 合金表面制备 sHA-DA 涂层，用兔模型

-S9

TA97 TA98 TA100 TA102 TA97 TA98 TA100 TA102

植入研究了 Ti6Al4V 合金表面 HA-DA 涂层的组织相容性。

1组

99

21

119

273

128

24.5

139

282

Zhu 等[14] 首次在 Ti6Al4V 合金表面制备了聚多巴胺-胶原涂

2组

112

17

129

289

98

20

102

278

3组

134

29

113

248

110

18

79

260

层。体外细胞实验表明，Ti6Al4V 合金表面胶原功能化后，

4组

124

32

86

256

110

28

127

95

5组

136

36

129

257

97

39

88

244

6组

107

34

76

344

123

13

68

242

人包皮成纤维细胞（HFF）与人永生角质形成细胞（HaCaTs）
有较好的黏附性。大鼠皮下植入实验表明，与 Ti6Al4V 或
单纯聚多巴胺涂层样品相比，胶原修饰可减弱软组织反

注：1 组为生理盐水阴性对照组；2 组为有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

应，改善组织相容性。Song 等[15]在 Ti6Al4V 基体上制备出

组；3 组为无 HA 涂层材料生理盐水浸提液组；4 组为培养基阴性对照组；

5 种不同的聚醚醚酮 （PEEK） 复合涂层。通过红细胞观

5 组为有HA涂层培养基浸提液组；6组为无HA涂层培养基浸提液组。

察、溶血试验和血栓形成分析，评价了 ZrO2 颗粒增强聚醚

2.6 小鼠淋巴瘤试验

醚酮涂层的血液相容性。Chen 等[16]通过水热处理结合疏水

经过实验得出非活化盐水对照组 PE0 0.77，PE2 0.95，

处理在 Ti6Al4V 合金表面制备超疏水层，研究了超疏水样

MF 67.0×10-6 ， 活 化 盐 水 对 照 组 PE0 0.79 ， PE2 0.91 ，

品的表面形态、表面粗糙度、相组成、元素组成、水接触

-6

MF 80.2×10 ，非活化培养基对照组 PE0 0.67，PE2 0.73，

角和血液相容性。但在以往诸多文献中对钛合金及其涂层

MF 136.2×10-6 ，活化组培养基对照组 PE0 0.70，PE2 0.67，

材料的研究中，对其生物学性能的研究较为有限，尤其是

MF 138.9×10-6 。加减 S9 的两组的生理盐水对照组和培养

未见对其致癌性能评价方法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涂层制

基 对 照 组 的 PE0 、 PE2 均 在 65% ～ 120% ， MF 值 在

备方法和涂层物理和化学性能的研究，同时也缺少对有涂

50×10-6 ～ 170×10-6 之 间 ， 非活化阳性对照组小集落突变

层和无涂层多孔材料生物学性能的全面对比研究。本研究

频率 S-MF 174.6×10-6 比非活化生理盐水对照和培养基对照

即是通过细胞毒性、刺激、急性毒性、溶血、遗传毒性、

-6

高 出 150×10 以 上 ， 活 化 阳 性 对 照 组 小 集 落 突 变 频 率

致癌等试验对含有羟基磷灰石涂层和不含涂层的 3D 打印多

S-MF 317.7×10-6 比活化生理盐水对照和培养基对照也高出

孔钛合金材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毒性检测对比研究。

-6

150×10 以上，证明该实验成立。其他各试验剂量组数据

在细胞毒性试验中，有 HA 涂层样品组与无 HA 涂层样

比较，各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52），在此

品组的细胞生长状况与阴性对照组对比均呈现良好的细胞

前提之下，各样品组的突变频率 MF 均大于或小于阴性对照

生长状态，且两组的存活率均在 100% 以上，说明两种材

-6

组，且稍微高于阴性对照组的剂量组均不超过126×10 。因此

料均不具有细胞毒性，3D 打印植入物涂布 HA 涂层后可以

说明了有HA涂层和无HA涂层的两种材料均不具有遗传毒性。

为细胞黏附和爬行提供安全的基质结构。

2.7 Bhas42 细胞转化试验

在刺激试验中，有 HA 涂层两组和无 HA 涂层两组与对

吉姆萨染液将细胞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可以

照组相比没有出现泛红、水肿等皮肤刺激的症状，说明两

看出细胞多层重叠生长而产生的细胞转化灶，在启动试验

种材料均不具有刺激毒性，3D 打印植入物涂布 HA 涂层后

3-MCA 组 96 孔板中细胞转化灶出现高于对照组和有 HA 涂

不会引发新的刺激毒性。

层样品组以及无 HA 涂层样品组。在促癌试验中 TPA 阳性

急性毒性试验中，有 HA 涂层的生理盐水和玉米油组

组 96 孔板中出现的细胞转化灶出现高于对照组、有 HA 涂

以及无 HA 涂层的生理盐水和玉米油组均没有出现呕吐、

层组和 HA 涂层样品组。阳性诱导剂会使细胞发生恶性转

眩晕、走路不稳等临床反应，且每一组的体重均正常增

化从而导致细胞不正常的增殖形成转化灶，而正常的细胞

长，说明了两种材料均不具有急性毒性，3D 打印植入物涂

经过长时间的培养，也会因为细胞重叠生长而产生细胞转

布 HA 涂层后不会引发新的急性毒性。

化灶，但细胞转化灶出现的要少很多。因此说明了有 HA

在溶血试验中，有 HA 涂层组和无 HA 涂层组溶血率均

涂层和无 HA 涂层的两种材料均不具有细胞致癌性。

不大于 5%，可以判定两种材料均不具有溶血作用，3D 打

3 讨论

印植入物涂布 HA 涂层后不会引发新的溶血作用。

目前，钛合金的表面涂层呈现出多种技术复合的发展

在 回 复 性 突 变 试 验 中 ， 有 HA 涂 层 的 生 理 盐 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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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SO 两种浸提液组和无 HA 涂层两种浸提液组的 TA97、
TA98、TA100、TA102 的回复突变值均与阴性对照组相差
不大。在小鼠淋巴瘤试验中，各样品组在不具有统计学差
异的情况下，样品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均表现正常，也证
明了两种材料都不具有遗传毒性，3D 打印植入物涂布 HA
涂层后不会引发新的遗传毒性。
同时，现有的致癌性短期预测试验大多只限于检测遗
传毒性致癌物，而不能检测非遗传毒性致癌物，因此建立
快速、简便、可靠的体外方法检测非遗传毒性致癌物在植
入物早期研发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是当前安全性评价毒理
学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建立了 Bhas 42 细胞转化
试验的方法应用于植入物安全性评价中。Bhas 42 细胞是将
v-Ha-ras 基因导入 Balb/c 3T3 细胞中而建成的细胞系，可以
判定植入物的非遗传毒性。这对于长期植入器械的安全性
评价而言非常重要。本研究在致癌试验中，有 HA 涂层和
无 HA 涂层材料在细胞生长实验中均未出现恶性细胞转化
灶，证明了有 HA 涂层和无 HA 涂层的两种材料都不具有遗
传致癌毒性，在细胞转化试验过程中有 HA 涂层和无 HA 涂
层两种材料有出现细胞转化灶，但是与阳性组比较，细胞
转化灶的数量远少于阳性组，因此可以证明两种材料不具
有非遗传致癌毒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有 HA 涂层材料和无 HA 涂层材料均
表现出良好的生物安全性，证明了这两种材料均具有良好
的临床应用价值。本实验的结果也一定程度证明了涂布
HA 涂层对钛合金 3D 打印植入物的生物相容性具有积极意
义，为钛合金涂层材料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也
为未来评价更多种类的涂层化 3D 打印钛合金植入医疗器械
提供了试验方法的实践依据。但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开展的多数是体外研究，虽然也能够反映部分长期毒
性的问题，但由于体内实验目前仅开展了短期毒性研究，
因此对材料长期毒性的探究还不充分。考虑到对一种植入
的不可降解的医疗器械开展长期毒性的必要性，将继续开
展材料的体内及长期毒性研究工作。
随着对不同 3D 打印植入物涂层材料的探索和相关数据
的逐步积累，我们一定能够越来越好地利用 3D 打印技术和
涂层技术，研发出更多具有优良性能的相关产品，有效推
动金属植入物克服目前存在的潜在毒性问题和生物相容性
问题，造福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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