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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基生物骨水泥内部纳米羟基磷灰石的形成研究 

付 强，周 萘，黄文曷，王德平，张丽英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 以CaO—SiO2-P205系统生物玻璃和磷酸铵调和液混 

合制得玻璃基生物骨水泥(GBC)，利用XRD、b3"IR和 SEM对 

GBC的产物晶相、化学组成和内部显微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对 

其力学性能进行了测试。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 

GBC中的玻璃相逐步向羟基磷灰石(HAP)微晶转化，生成的磷 

灰石为弱结晶度的类骨状碳酸羟基磷灰石微晶，这些微晶主要 

分布于玻璃粉末的界面之间，端面尺寸在30～50nm，这表明 

GBC中所生成的HAP晶体与人体骨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会具 

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对力学性能测试的结果表明，随着浸泡时 

间的增加GBC的抗压强度逐步增加，在3O天时可达到 8OMPa。 

因而GBC不仅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力学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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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近年来，骨水泥作为一种优良的骨粘结修复材料的研究和 

开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传统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olymethyl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由于生物相容性差，降 

解产物对人体有害⋯，因而已逐渐为具有生物活性的元机骨水 

泥材料所取代。自固性磷酸钙骨水泥(calcium phosphate ce— 

ment，CPC)和玻璃基生物活性骨水泥(slass based bone cement， 

GBC)由于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一定的力学强度已成为 目 

前主要研究的替代材料。CPC由于力学性能较差，因而国外的 

研究多集中于生物玻璃粉末与 PMMA、BIS—GMA树脂等溶剂复 

合以获得较高的力学性能 ，但对单纯玻璃基骨水泥的内部 

显微结构和性能的研究报道尚不多见。本文对由 CaO—SiO，一 

P2O 系统生物玻璃所制得的玻璃基生物骨水泥系统内部的显 

微结构进行了观察，并对其生物活性机理进行了研究，为进一步 

研究和开发生物活性骨水泥在临床的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2 实验方法 

2．1 材料的制备 

2．1．1 玻璃粉末的制备 

由于ca，(PO )：晶体具有比较好的水硬性，而CaSiO，晶体 

机械强度较大，因此可参照二者的组成来设计玻璃成分，同时兼 

顾制备工艺和最终的材料性能，确定表 1的基玻璃化学组成。 

将其配合料在 1500～1550~C熔制4～6h，随后淬冷；将制得的玻 

璃，经球磨粉碎至 1～5 ，供实验用。 

表1 基玻璃的化学组成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based slass(wt％ ) 

SiO2 P205 Ca0 

25～35 l5～25 40～5O 

2．1．2 试样制备 

将玻璃粉末与磷酸铵调和液按照固液比为0．45g／ml，调配 

成浆体状，制成7mm×7mm×12mm方形块体试样，置于温度为 

37℃、湿度为95％的302A型调温调湿箱中养护1h，然后取出浸 

泡在37℃的人体模拟体液(simulated body fluid，SBF)中，每24h 

更换SBF。与不同的时间将试样取出，供实验用。 

2．2 Ca“容出量测定 

利用EDTA法对不同浸泡时间骨水泥的 Ca2 溶出量进行 

测定。 

2．3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 

利用 FTS-40 BIO—RAD型傅立叶红外光谱仪(b3"IR，FTS-40 

BIO—RAD)对在SBF中浸泡不同时间的GBC化学组成进行了分 

析。 

2．4 X射线衍射分析 

分别将在 37℃的SBF中浸泡 7、l5和3O天的GBC的试块 

干燥、粉碎。利用D／max 2550v型X射线衍射仪，对粉末试样进 

行晶相分析。 

2．5 扫描电镜分析 

对在 37℃的SBF中浸泡7、l5和3O天的GBC块状试样，利 

用JSM-6700F型场发射扫描电镜对显微结构分别进行观察。 

2．6 抗压强度测量 

将 GBC的7mm×7mm×12mm的块体在37℃的 SBF中分 

别浸泡7、l5和3O天后，在试样仍保持湿润的状态下，用万能材 

料测试机进行抗压强度测试。 

3 结果和讨论 

3．1 GBC的晶相分析 

在实验所用玻璃粉末的成分设计中，网络形成氧化物 SiO 

与P2O 中阳离子相近，[SiO ] 一和[P0 ] 两种四面体结构共 

同组成玻璃结构的骨架。而 ca 分布于网络体间隙之间。在玻 

璃成分中，大量引入的网络体外阳离子和 P==0 不饱和键的存 

在使得磷氧四面体和硅氧四面体容易分离，这样玻璃分离成富 

磷相和富硅相 ]。而且 具有比 si 更高的场强 Z／a (分 

别为2．1和 1．5)，这就使大量的Ca 聚集在 的周围形成钙 

磷相。在玻璃粉末中，富磷相和富硅相结合薄弱，因而当玻璃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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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受到体液作用时很容易水解。此外玻璃粉末粒度较小(1— 

5p．m)比表面积非常大，也有利于玻璃粉末的水解，于是，GBC中 

ca 的溶出量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而逐步增大(见图1)。 

Fig 1 Changes in the calcium content dissolved from GBC 

由于ca“从 GBC中溶出进入溶液而使玻璃表面SiO，相对 

含量增高。同时在调和液和 SBF的水化作用下，其网络结构很 

容易解离。于是网络中的 si一0一si键被瓦解打断，在玻璃表 

面形成结构疏松的含水硅酸凝胶层(Si(OH) ·nH O)。这些 

凝胶层的聚合反应又会在玻璃表面上形成一富含 SiO 的多孔 

胶体层 、 。从 GBC的 FFIR图谱(见图2)中可以看出，谱线中 

位于464cm 的峰表示了O—Si—O变形振动，可以判断在 GBC 

中形成了富含SiO 的胶体层。 

Fig 2 FT。IR spectra of GBC samples of different immersion time 

这一多孔胶体层为晶核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界面。于 

是在玻璃粉末表面不断沥析出的ca“与调和液中的HPOi一作 

用，在SiO 胶体层上聚集形成 CaO—P O 无定形层。在 37 和 

pH为7．4的介质条件下，磷灰石族化合物的溶解度最小 J，在 

此条件下，即使ca“和HPO：一形成其它磷酸盐也是处于不稳 

定状态，会重新溶解。因此 SBF中CO 一等离子的掺杂及富含 

CaO—P O 层的脱水、聚合和晶化作用，使得该层最终形成结晶 

态的含有碳酸根的HAP层。 

从图2所示的GBC不同浸泡时间的 FFIR图谱可以看出， 

在7天和30天时所形成的HAP微晶均为含有 CO：一的碳羟基 

磷灰石(HCA)。谱线中位于560cm 及602cm 的峰均对应结 

晶态P一0键的弯曲振动，而 1080cm 处的较强峰为 P=：0双 

键的伸缩振动峰，这是 HCA形成的标志 J。GBC由于浸泡于 

SBF中，因而溶液中的CO；一易于通过CaO—P O 无定形层掺杂 

到HAP晶体中，从而形成了HCA。从 HCA特征峰的高度可知， 

30天时的GBC比7天时具有更高的生物活性。这表明随着浸 

泡时间的增加，GBC的生物活性也随之增强。 

从在SBF中浸泡不同天数的试样进行的x射线衍射分析 

结果(见图3)可以看出，随着浸泡时问的增加，GBC中无定型的 

玻璃相逐渐减少，而晶体的含量逐渐增多。图3中GBC的数据 

摘自参考文献[10]。 

Fig 3 XRD patterns of GBC samples of different immersion time 

从图3中可以看出，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GBC中HAP衍 

射峰强度逐渐增加，且峰趋向于变窄。在 7天时已经观察到有 
一 定量的HAP生成，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 GBC的一些衍射峰 

强度比较小，峰也比较宽，说明 HAP的晶体还不多，发育不完 

善，晶形较小。随着浸泡时间达到 15天和 30天，GBC中 HAP 

晶体的发育会逐步完善。在 GBC中，玻璃粉末水化，会在玻璃 

粉末表面形成一个多孔的 SiO 胶体层，SBF溶液中的 ca 和 

HPO：一通过这一胶体层，在适当的温度和pH的条件下，最终生 

成 HAP 。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玻璃粉末中的 ca“和 HPO 

溶解的量也会增多，于是 HAP 晶体长大，Et趋完善，使 HAP晶 

体逐步发育完善，其衍射峰也相应的变窄变锐。 

从3个衍射图谱中衍射峰的尖锐程度可以判断，GBC中所 

形成的 HAP晶体属于弱结晶结构。比较 3个衍射图谱可以发 

现，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300)晶面(20：32．9。)衍射峰强度 

有所增加，峰呈尖锐化趋势，而(002)晶面(20=25．8。)衍射峰 

强度增加相比而言，则更加显著，呈明显的尖锐化趋势也更加明 

显，这表明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 GBC中的 HAP 晶体存在着向 

完善的柱状晶体转化的趋势。 

已有研究表明 在人体骨中所存在的生物 HAP 是一种细 

针状晶体，直径约数十纳米，为弱结晶和非化学计量比的晶体， 

含有 CO： 等基团。从 GBC的 XRD和 一IR图谱可以分析得 

出，GBC中所形成的HAP 晶体为弱结晶特征且部分含有CO；一 

的碳羟基磷灰石，这无疑使得 GBC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 

3．2 GBC显微结构分析 

利用扫描电镜对在 SBF中浸泡不同时间的 GBC块状试样 

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研究表明 ，在玻 

璃或陶瓷的表面所生成的具有生物活性的类骨状羟基磷灰石是 

材料具有生物活性从而与人体骨结合的重要前提。因而 GBC 

在体外模拟液的浸泡过程中是否有类骨状 HAP的生成也是其 

是否具有生物活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将7天和 15天、30天的SEM照片(见图4(a)、(b)、(C)) 

比较可以看出，15天和30天的玻璃粉末表面形貌和7天时明 

显不同，这表明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玻璃粉末所受到的侵蚀也 

进一步加剧，玻璃粉末水解增多，从而使得玻璃粉末表面形貌发 

生改变。 

从图4中还可以看出，在7天时，GBC中存在着大量的玻璃 

相(见图4(a))，仅观察到在玻璃颗粒表面生成了少量的细小微 

粒(见图4(d))，结合前面的XRD结果(见图 3(a))可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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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小的徽粒为HAP。从图4(d)中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晶 

体基本为球状颗粒．其尺寸主要分布在 30—50nm之同。此时 

骨水泥中玻璃块体表明存在着由调和液与玻璃块体反应所产生 

的的无定形 CaO- q 层．GBC只是通过无定形层将各个玻璃 

块粘结在一起，其强度较低 在 l5天时，玻璃颗粒界面之间已 

经有一定量韵柱状颗粒生成(见图4(e))，且相对7天其发育已 

轻为完善，从7天时的球状颗粒长大成为柱状晶体，结台前面的 

XRD结果(见图3(b))．可以判定判定为HAP晶体。从圄中可 

以看出，在 l5天时HAP晶体的端面尺寸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仍主要分布在 30~5Ohm之间。而其长度则达到了100～20Onto。 

到了30天时，CBC的结构进一步完善．玻璃体界面之闻的空隙 

已经大为减少(见图4(c))．这是由于生成的 HAP晶体已经填 

充到其间。从图4(f)中可以看出此时 GBC中已经具有较多数 

量的 HAP晶体，这些晶体的长度进一步增加．达到 2OO～ 

300r~m．而端面尺寸仍维持在30～50am之间。这些由玻璃块体 

表面所长出的HAP晶体填充到玻璃粉末的界面之间加强了玻 

璃块体间的连接．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较少了GBC中孔隙的数 

量 

圈4 不同浸泡时闸GBC的S肼 照片 

ng 4 SEM of GBC samples obtained for different immersion time 

从图4中可以看出GBC中所生成的 HAP晶体主要分布在 

玻璃粉末结合的界面之间．而且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晶体形貌 

从7天时的粒度在30—5Ohm的球状晶体(见图4(d))，逐步向 

发育较好的柱状晶体转化。到 30天时．在玻璃粉末的界面之间 

所生成的 HAP晶体相对比较完善，里典型的六方柱状结构，其 

端面尺寸分布于30~5Ohm之间(见图4(f))。从晶体学的角度 

考虑，在玻璃粉末界面之间由于 SBF和调和液的水化作用使得 

玻璃粉末水化所产生的 cä 溶解于界面的溶液之中，从而使得 

界面中的溶液 ca“浓度过饱和，于是溶解度最小的 HAP晶核 

就易于折出，而玻璃粉末表面所形成的多孔 SiO：腔体层则为这 

些晶棱提供了理想的成核点 。在诱导成核作用下．HAP晶体 

在pH值>7．4的SBF中的析出是一个白发过程。一旦沉析过 

程发生，固相将发生自发的自我催化，于是随着爱泡时间的延长 

以及col。等离子的掺杂，CaO os无定形化含物会发生一系 

列组成、结构的调整．最终形成为热力学上稳定的碳酸羟基磷灰 

石。将7天和l5天、30天的SEM图片对照可以看出，GBC中所 

生成的HAP的端面尺寸没有显著变化，而长度有所长大 

从 GBC的 x衍射图谱(见图 3)中(002)晶面的衍射峰随 

GBC浸泡时间的延长而呈明显的尖锐化而(3OO)晶面没有显著 

变化，以及SEM图(见图4(d)、(e)和(f))中 FLAP晶体端面尺 

寸变化不明显而长度显著长大的现象可以判断，随浸泡时间延 

长在 GBC中所生成的 HAP晶体主要沿 c轴方向柏尺寸增长， 

而沿 a轴方向的晶体尺寸则基本不变。这表明HAP晶体是沿晶 

轴方向生长的．于是就形成了SEM图中所观察到的柱状 HAP 

晶体。 

可见，GBC中所生成的 HAP晶体与人体骨中的生物 HAP 

在结晶度、化学组成和形貌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看作 

类骨磷灰石，具有较好的生物活性。 

3．3 抗压强度结果分析 

由图5可以看出．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GBC抗压强度逐 

渐增加 

№ 4 Compressive strength Vs immersion time 

这是由于随着浸泡时问的延长，玻璃粉末水化所生成的胶 

体层中HAP晶体量逐渐增多(见图3)。反应物由开始的无定 

形 CaO．P2O，化合物层逐步向交错连接并形成网络状 HAP晶体 

转化(见图4(a)、(b))．从而使得整个骨水泥结构变得紧密，减 

少了玻璃 眦 之间形成的的缝隙数量和尺寸，从而使抗压强度 

提高。并且随着畏泡时阃的增加．骨水泥中HAP晶体长大并交 

织排列榴互嬗结，填充到玻璃粉末界面的孔隙中(见图4(f))， 

而在它们的周围则分布着的水化胶体层，将分离的玻璃颗粒通 

过此腔体层，连接成一整体．于是骨水泥结构内部的结合状况有 

了明显的改善．空隙减少，强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4 结 论 

(1) GBC在人体模拟藏中爱泡7天时即有少量羟基磷灰 

石晶体生成，并且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其晶体发育逐步完善。 

(2) GBc中所生成的碡灰石为弱结晶度的类骨状碳酸羟 

基磷灰石微晶，这些馓晶主要分布于玻璃粉末的界面之问．端面 

尺寸在30—50nm，这使得 GBC具有良好的生物话性。 

(3) cBc最终会形成结构致密且具有一定强度的固化产 

物．其抗压强度随着程泡时间的增加逐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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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 Rui．yu ．LI Jian．rong ，ZHANG Hua．feng ，WANG Luo．1i ，QIAO Xue·liang ，GUAN Wen—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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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oundation Medical School，Ton~i Medical Col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e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30，China； 
3．Hub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stry，Wuhan 430074，China； 

4．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As superplasticizer，fl series of comb—shaped copolymers of polycarboxylic acid were synthesized by polyoxyethylene allyl methyl 

diether(APEO．n)．maleic anhydride(MAn)，and styrene(St) th difierent initiators，and esterified with PEO—n．The effects of structure， 
composition，and dosage of copolymers on cement particles dispersing capability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e rties of supe r— 

plastisizer were effected by the end group，the esterification，the length an d density of graft chain．The superplasticizer has excellent dispe r- 

sing capability as the length of gr chain was 30． 

Key words：comb-shaped copolymer of polycarboxylic acid type；esterLffcation；superplasticizer；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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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SiO organic．inorganic nano．hybrid f0r new collagen materials 

FAN Hao-jun ．SHI Bi ．DUAN Zhen-ji 
(1．The Key Lab．of Leather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2．China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y Institute。Beijing 100016，China) 
Abstract：A nano—composition of collagen—SiO2 organic—inorganic hybirds was prepared by sol-gel process．The result from FT·IR shown that a 

new chemical bonding oc curred resulting from the binding between Han O— SiO2 produced by the hydrolysis of tetraethoxy silan e and 
— C— N— groups of argl’nine．histidine and trypophan e on the backbone of protein．At the salne time。as the condensation reaction of sil— 

anol proceed．the pendent hydroxyl groups of protein may partly react with the Si— OH and fornl fl strong inter·reaction between organic and 

inorganic phase．The size of HallO．SiO，in protein vary with SiO，content and pH value，when the SiO，content was low 3％ (based on solid 

content of protein)and pH is about 3．0—3．5，fl range of 50—80nm SiO，was obtained，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organic particles-SiO，in 

protein is even．no agglutination can be observed．When the SiO，content excess 3％ and the hydrolysis of tetraethoxy silane was rapid(pH 

low 3．0)，the size of inorganic particle increase up to above 100nm．In any case，the solubility in water of modified protein decreased while 

the thermal stab ility and hydrolytic stability at present of enzyme，acid and alkali increased． 

Key words ：protein；llano-SiO2；organic-inorganic hybrid；coflagen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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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0n the formation 0f nano．size hydr0xyapatite in glass based bone cement 

FU Qiang，zHOU Nai，HUANG Wen．hai。WANG De—ping。ZHANG Li．yi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ongi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In this experiment ass based bone cement(GBC)was synthesized by mixing CaO．SiO，．P，O based glass powder with ammonium 
phosphate liquid．Phase compositions．chemical compositions and microstructure of the final products of GBC were measured and observed u— 

sing X—ray diffraction(XRD)，Fourier transfoITfl infrared spectroscopy(F11R)and scanning electronic microscope(SEM)respectively．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with fl longer immersion time in simulated body fluid(SBF)the glass phase in GBC gradually changed to hydroxyapa． 
tite(HAP)．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crystal formed in GBC belongs to fl boBe．1ike hydroxya．canbonate apatite crystallite with the end plane 
granularity 30～50nm．Mechanical 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GBC increases with the proceeding of immersion in 

SBF．reaching 80MPa after 30days．It was evident that GBC was fl desirable biomedic·al material for the repairing of boBe defects with an ex— 

cellent bioco pabi1ity and high mechanical stren h． 
Key w0rdIs：glass based b0ne cement；b0ne-Uke hydr0xyapatite：bi0acti、，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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