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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和没注意到的
任何人在他们或他们身边的人需要医疗时极少考虑的一件事是镍在
保护或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时所起的作用。但镍是存在的，有时是看
不见的，但通常是没被注意到。
本期镍杂志探讨了含镍材料如何贯穿于整个健康链，从产品纯度最
重要的药品生产直到在严重过敏反应情况下，紧急剂量的肾上腺素
的个人注射。
似乎矛盾的是，镍往往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太常见。由于烈性
流行性感冒菌种的复活，其中H1N1变种是最新的一个，引发了注射
疫苗的数量急剧增加。每年，数十亿中空针头被用在流行性感冒注
射或提供其他药物，以及抽取验血和献血的血液，和用于输血。针
头都是用含镍不锈钢制造的。
专业无菌针头注射，重点是找到合适的静脉或肌肉。病人看到针头
靠近，想到的是会有多么痛。然而，我们知道针头很锐利并且很好
地结合了刚度和强度，而非脆性——含镍不锈钢使得这一品质成为
可能。
镍无形的好处之一是保护灵敏的造影和其他装置不受医疗护理环境
中的电磁辐射影响。这种保护有许多用途，特别是在通信方面。我
们在无线电频率干扰方面的文章介绍了镍在保证医疗设备功能正常
时所起的特殊作用。
其他文章还涉及到镍在其他各种领域中的使用，在这些领域，生活
的乐趣是关注的重点：在染料中使用它的目的是使纯棉的衣服色彩
鲜艳（了解镍：硫酸镍），以及用镀镍模具生产出有特殊声音的塑
胶唱片。无论你怎么看，镍在当今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Stephanie Dunn
《镍》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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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镍合金是生物制药行业的首选材料
不锈钢316L(S31603)一直是制造生物制药设备的主
要材料，并有可能在这个行业保持其主导地位。然
而，由于在过去的15年中一些法规及性能要求的变
化导致工艺设备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耐腐蚀性能更好
的含镍合金。
超级奥氏体不锈钢，通常被称为6%钼钢家族（例
如UNS N08367或S31254）和镍－铬－钼“C”系
的镍基合金（例如UNS N10276或N06022）是生物
制药行业最常用的高性能合金。
使用更耐腐蚀材料的一个明显诱因是为了确保与美
国联邦政府法规相一致，如联邦法规第210条和第
211条的D-211.65所述：“所制造设备的表面在与
组分、中间产物或药物产品接触时不得起反应，不
得产生添加物或吸附，从而改变药物的安全性、特
性、药力、品质或纯度发生超出法定或者其他既有
的要求的变化。”这意味着设备的腐蚀或对产品产
生任何形式的污染都是不可接受的，促使对设备制
造材料提出了高要求。
这 些 法 规 促 使 生 物制药公司使用耐腐蚀性能更
好的合金。在工业中使用的许多介质含氯化物，
使用环境的pH值从酸性到中性，温度从低到中
等。S31603不锈钢在含氯化物环境中，即使在低
温条件其性能也有可能令人不满意，因此腐蚀和
它导致产品被污染成为令人担心的问题。6%钼不
锈钢的耐腐蚀性能一般远远优于S31603。然而，
镍－铬－钼合金在许多含氯化物环境，无论酸性还
是碱性，在温度范围更宽的情况下都具有优良的耐
腐蚀性，从而在制造工艺设备方面提供比不锈钢
更广泛的用途。
正如在任何行业一样，选择一种合金都要涉
及到评估其成本效益。美国每年在这一领域投
资总额约45亿美元，其中约5亿美元与腐蚀费用有
关。这个数字不包括因关键生产设备意外停机时间
产生的间接成本和导致的生产损失，或对库存和生
产调度产生的次要影响。在生物技术领域，间接费
用可达到直接费用的10～-20倍之多。考虑这样一
2010年第2期，11月号， 第25卷

种情况，一批最终产品由于金属催化损坏蛋白质而
不得不被丢弃。例如，一个采用不锈钢316L（UNS
S31603）制造的容量为120升的成品容器花费3万美
元，用镍－铬－钼合金如C－22（UNS N06022）
制造的容器花费6万美元，存放价值100万美元的半
成品。如果由于316L某种程度的腐蚀导致这样一批
料必须被丢弃，不仅生产成本受到损失，而且会损
失潜在的收益和利润。避免一批料的损失就可以收
回使用耐腐蚀性能更好的材料所增加的资金成本。
合金的冶金质量对耐腐蚀性能以及最终对产品的污
染有着直接影响，因此是很重要的。由于去除贯穿

设备腐蚀或任何形式的产品污
染都是不可接受的，促使对设
备建造材料提出了高要求
表面的夹杂物而产生的表面断续点会释放污染物，
而它们会影响产品质量和产量。大多数生物制药
用设备对质量要求都很高，表面无凹点是十分重要
的。采用常规的冶炼和工艺方法生产S31603很难使
其显微组织无析出和无偏析。镍－铬－钼合金的冶
炼和加工一般采用电渣重熔（ESM)工艺来实现低
偏析特征。因此这些合金有可能获得含杂质非常少
的耐腐蚀的显微组织。
常常通过电解抛光和钝化来改善S31603的耐腐蚀性
能和清洁性。高性能合金采用电解抛光主要是去除
划痕、重叠和擦伤，以及有些地方可能嵌入的研磨
抛光剂。电解抛光去除这些缺陷，使表面在显微镜
下看十分均匀而且干净。电解抛光法可以使清洁、
消毒和杀菌更容易和更好地进行，从而降低清洁成
本，保持最低的维护成本。
生物加工设备（BPE）标准于1997年首次出版，目
前仍被认为是用于设备制造的一个良好的制造加工
续转第15页
实践的文件。10年来该标准只是
用镍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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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胶唱片

——镍在彼此争议的模拟与数字两

原始 10 kHz 信号
CD 音频输出
DVD 音频输出

在录音领域，这样的产品却可能意味着某
种音质上的“妥协”。不过，不管采用哪种
工艺技术来把音乐传送到听众的手中和耳朵
里，有个东西对每种技术而言都是其重要的组成
部分,而且它不会对质量打折扣，这就是镍电铸成
型。您可能会惊讶地得知，镍电铸成型不仅用于生
产CD和DVD，也用于生产黑胶唱片。
25年前主流音乐摒弃了黑胶唱片。在当时看来，未来
是数字化的，黑胶唱片只是为具有更多怀旧情感的人所
存在的。但渐渐令人吃惊地是，黑胶唱片又设法在音乐
复制领域重获一席之地。
一方面，对唱片进行“刻制”的想法捕获了录音艺术家的
半径，盘面以准确的速度（每分钟33 1 / 3转）旋转，刻针
就在一张平整的涂漆铝盘上刻出一道精确的螺旋形声槽。
主盘镀漆


虽然刻盘与数字式录音一样是一个工业过程，但对很多的艺术家来
说，这比起刻板机械地制成数百万片CD和DVD的方式或定期下载
MP3文件的方式似乎更“充满生气”。
黑胶唱片保持影响力的另一个原因是音乐节目主持人更喜欢它，因
为它在混音时功能多样并且易于操作。

想象力。在刻制过程中，一根刻针移动着划过盘面的整个

s

资料来源：© 2000 它们是怎样工作的

一些人认为，对任何产品而言，新式、
光亮和数字式就意味着“高品质”。但

s

用封套包装


不过，黑胶唱片不会消失的主要的原因还是音质。模拟和数字录音
之间的争论，即用黑胶唱片产生的音质与采用数字技术产生的音质
之间的比较，日益激烈和扩大。进而言之，对关心此类事情的人来
说，这里不存在调和的余地。
模拟录音指的是那些类似于原始声波的持续振动格式。在采用数字
事实上，所有的声音是模拟的，因此，所有的录音都是以这样的方
式开始。当进入数字格式时，模拟波被变成了一系列的快照（即信
息字节），它们记录波形的特定时刻——而非全部的波形。只有用

照片来源: United Record Pressing

黑胶唱片才能将原模拟主盘的内容以模拟形式传送给消费者。
这是否会在听觉体验中产生听众能意识得到的差别则取决于听众的
耳朵。模拟方式的崇拜着坚持认为其声音更“温情”，更有“深
度”和“特征”，也有人可能会认同二者音质确有差别，但作为介
质的选择，数字方式的方便性还是淘汰了黑胶唱片。而对另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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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 : ISTOCK PHOTO © Katrin Solansky

录音技术之前，声音被刻或雕进唱片或以磁波的形式写到磁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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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流行
照片来源 : ISTOCK PHOTO © Krystian Kaczmarski

种技术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而言，仍可能根本感觉不到其间有任何区别。
镍的作用

镍对这两种形式并无偏爱。无论用何种形式保存音乐，镍都提供了
两个基本品质：完整和强度。
在使用乙烯树脂制造时，将抛光处理过的铝或铜盘涂上一种类似指
甲油的硝基纤维素漆，通过在这种漆的表面上进行刻制来录音：模
拟信号的音乐信息被一个红宝石激光器传递到声槽内，这样做不会
丢失任何细节，声音完整地被保存在被叫做“主盘”的盘片上。
但是主盘耐受不了在压制唱片时必然存在的应力作用。现在需要一
种物质，它既强壮耐用得多，又能将主盘声槽中的信息忠实地进行
复制。这时，就显示出了镍的宝贵价值。

镍并无偏爱之曲
当CD以及后来的DVD格式得到发展和完善时，
将音乐或视频信息以数字形式转存到实体产品的

首先要用肥皂水冲洗主盘，然后喷洒氯化锡和液态银的混合物。氯
化锡作为敏感剂，有助于银的粘附。这样，就得到一个有约1微米
厚银镀层的比较脆的主盘。
通常，将这个漆/银主盘放入氨基磺酸镍电镀池。金属镍被用作电

物理技术已存在，这一技术与乙烯树脂刻盘技术一
样都要靠镍来实现。
当然这两种技术有所不同。通常前者的主盘材料是
光学玻璃，而不是铝或铜。然而乙烯树脂主盘通常有

镀阳极，这样约200微米厚的镍镀层被镀到主盘的表面。
当该电镀镍层被剥离出来时，它具有主盘的镜像，被称为“负

一层很薄的镀银层来接载最后的电积镍涂层，而数

片”。然后使用负片重复这一过程，复制出的盘被叫做“阳盘”。

字盘片用的玻璃主盘最开始的一层常常由镍－钒真

阳盘具有与原始主盘准确相同的信息，惟一不同的是，它现在是用

空蒸发形成。不管怎样，最后一层都是电积镍，虽然

镍复制成的，而不是用漆。

对于玻璃主盘而言它要稍厚(300微米)一些。

再使用相同的电铸镍工艺，通常要做出两张“母”盘（阳盘的负片
形式），并由每张母盘生产出大量的“压模”。压模的作用正如其
名称所示，在这些盘的家族里，它是最终用来压制唱片的工作盘。
在产生劣化前，每个压模可生产1000至2000张黑胶唱片。
因此，你可以在数字和模拟格式之间进行选择，但要知道这二者之
间的争论是不会消失的……而镍则使它们都能得以实现。

2010年第2期，11月号， 第25卷

Ni

对于短期生产而言，首个制自玻璃主盘的镀镍盘亦
可作为压模使用。然而，对于长期生产来说，则要
按照主盘－阳盘- 母盘-压模这个与乙烯树脂产品
相同的顺列来进行生产。
所以，无论哪种形式，镍都助其实现。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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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重要的作用。虽然几乎任何导电金
属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EMI /
RFI，但镍有很高的磁导率和耐腐蚀
性能，可以以小薄片的形式用在聚
合物涂层中或能够镀在其他材料上。
例如，加拿大的一家化学品生产商，
生产电子行业用化工产品的MG化
学品公司生产一种纯镍涂层广泛
用于消费电子领域的产品，以屏蔽

屏蔽保证安全

“…到目前为止最受欢迎
的是镍镀层，因为它在大
多数频率下有很高的效
率。而且它比其他替代品
便宜，并且对于磁场和电
波都能够屏蔽。

镍是医疗健康行业电磁屏蔽系统设计
的优选导电材料

EMI / RFI，它在医疗保健方面有
着潜在的应用前景。

含40%～70%小镍片的丙烯酸涂料
可喷在塑料外壳内，为电子设备内
在医院、诊所、私人住宅，屏蔽电 安全屏蔽的解决方案对于医疗健康 部提供均匀的保护以及避免EMI泄
子医疗器械避免电磁波的干扰确实 行业越来越成为一种挑战。与此同 漏。因为镀层敷于外壳的内表面，
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知道， 时，监督管理机构正在制定越来越 使用者没有机会与镍接触。
由于来自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电 全面的标准，以防止医疗器械相互干 虽然该公司还生产银涂层及镀银铜
磁干扰（或叫做EMI，包括无线电 扰和受到外来的EMI / RFI源的影响。 涂层，总经理Howard Clark表示到
频率干扰或称RFI）的原因，设备 有两个因素使得用于屏蔽医疗保健 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是镍镀层，因
会误动作或出现故障。EMI引起一 环境中EMI / RFI的设计要具有独 为它在大多数频率下有很高的效率。
个回路中的电流或电压在另一个回 特之处。首先，医疗器械在使用 而且它比其他替代品便宜，并且对
路中产生电流和电压。使用屏蔽， 时常常彼此紧邻并且与其他电子设 于磁场和电波都能够屏蔽。
既可以保护设备不受相邻设备发射 备挨在一起，使它们对干扰高度敏 “ 在 某 些 频 率 ， 如 在 军 事 应 用 中 ，
信号的影响，同时防止设备发出电 感。第二，屏蔽装置必须能抵抗对 银优于镍、但镍能满足大多数顾客
子信号干扰其他设备。
这些设备进行清洁、消毒时所用的 的要求，” Clark说。
但随着电子设备激增，并且变得更 化学品的侵蚀。
当电子机壳中存在接缝或有其他开
为紧凑和携带更加方便，设计确保
8 特写

镍在这个快速增长的设计领域起着 口时，屏蔽将变得更为复杂，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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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多根线缆、开关和监视器的医疗设
备就是如此。电磁辐射会从即使是最
微小的缝隙中泄露出去。

r

例如，俄亥俄州的Parker Hannifin公 s
司，在克利夫兰的Chomerics事业部生
产的泡沫垫圈提供有效的屏蔽和优良
的压缩变形。它们通常是用Monel®(一
种铜镍合金)合金编织的丝网包在一个
柔软的聚氨酯泡沫核心上。该垫圈在
受狭小的空间限制的机壳内部或那些
要求低闭合力的地方特别有用。

图：用做柔性垫圈的MONEL合金
上
丝网材料.
下图： 仍为使用MONEL合金材料制

造的垫圈，用作电源要求的小开口

sheilding products courtesy of Chomerics, Holland Shielding Systems

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导电垫圈进行
EMI / RFI屏蔽和密封，防止灰尘这
类环境污染。根据外壳的特点和需求
以及不同的辐射频率，垫圈设计种类
繁多。镍通常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医疗器械中的电子元器件就
得到屏蔽保护，但这些器材上的监
视器尚未得到保护。Chromerics还生
产具有EMI屏蔽保护的轻质玻璃和塑
料视窗，且具有良好的光学清晰度
和图像分辨率。这种屏蔽功能是由
针织或编织的丝网提供的，丝网被
夹在玻璃或塑料基片之间，有时丝
网采用不锈钢制成。

照片来源 : istockphoto © yumiyum, © Scott Hirko, © Mark Kostich © Yarinca, © Karl Dolenc

进 入 市 场 的 最 新 产 品 允 许 EMI 屏
蔽被集成到外壳塑料模铸中，省
去了设计一个单独屏蔽的设计费用。
Chomerics Premier就是一个例子：
它是一种充满导电镀镍碳纤维的注射
成型热塑树脂制品。模压断面厚度可
做成2毫米那么薄但机械强度仍很高，
在温度达180℃时仍能保持稳定。

r	
内充导电镀镍碳纤维注射成型热塑
树脂

对医疗器械的合规要求是相当严格
的。国际标准要求制造商详细说明
其医疗器械的电磁兼容性（EMC）
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EMC是一 r 
轻质玻璃和塑料视窗提供出具有良
种设备的能力，指其在预定的环境下
好光学清晰度和图像分辨率的电磁
续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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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 : ISTOCK PHOTO © zentilia

——含镍不锈钢使皮下注射器针
头成为生命拯救者

尖锐的针头
几乎每个人都接受过皮下注
射器针头的注射。它在医学
领域不辞辛苦，负责输送药品和
预防接种，抽取血样等，总之，
就是拯救生命。皮下注射器针头
是一个简单的装置—一个薄的中
空金属针与塑料管相连接——但
它是当今医疗工具包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皮下注射（希腊语意“皮肤下”）
发明于19世纪中期。被称为“套
管”(拉丁文为“小芦苇杆”)的
针头本身必须结实、锐利和无
菌。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能和
强度的304（UNS
S30400）和
316(S31600)不锈钢，成为理想的
医用材料，”美国马萨诸塞州
Needham的Vita针公司市场营销
和工程总监Frederick Hartman二
世这样说。公司生产全集成注射
器和尖头套管供给北美、欧洲、
亚洲和中东的客户。

Vita Needle Company

Vita针公司自1932年成立以来，
在其制造工艺中一直使用300系列
不锈钢，Hartman估计公司每年
要使用5吨不锈钢生产针头。
“材料是通用的，具有成本效益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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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不锈钢管以准备磨制针尖


和可预见的性能，”
Hartman
说。“在各种应用上都很受欢
迎，这意味着容易获得合理成本
水平的管材。而且，由于有大量
的材料可用，它很容易找到与客
户要求相对应的尺寸。”
该材料非凡的可加工性能使制造
的针头可达到精确的公差。管形
原料用电化学方法切断，针尖可
用电化学方法或研磨法成型。
针头在硬化－回火状态下具有高
抗拉强度。“必须使针头尽可能
尖，并足够宽大以便能有效地抽
取或注射东西，壁要薄，强度要
高，”Hartman说。此外，304和
316的耐腐蚀性意味着针头可以在
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存放或对可重
复使用的针头进行强力消毒而不
必担心它会被腐蚀。
为了能够用于健康保健，材料必
须容易消毒，且不得有害于人体
健康，这是300系列不锈钢的主要
性能。在医院和医生诊室使用的
大部分注射器打算一次性使用，
但300系列不锈钢是耐用的，非常
适合做成能被清洁和重复使用的
Ni
特殊的针头。
2010年第2期，11月号， 第2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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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镍(II)

通用名称变体:
硫酸镍（II）
硫酸镍

NiSO4 ——镀镍工业的主力

CAS号：
无水形式：黄色固体
CAS号：7786-81-4
六水合物形式： 鲜绿色晶体
CAS号：10101-97-0
七水合物形式：绿色晶体
CAS号: 10101-98-1

这是镍化学品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见第25卷，第1期关于氢氧化镍的信息)。

虽然大部分镍被用在含镍合金的 电镀
生产中，但是所有镍的约15%用于 在表面镍镀有多方面的原因，有
镍化学品生产，其中硫酸镍使用 几种方式可获得所希望的最终结
EINECS号：232-104-9
最广泛。
果，包括低摩擦、高硬度和高耐
性质（六水合物）
硫酸镍 - 或镍（II）硫酸盐 - 是一 蚀性。镀镍也可以作为粘附装饰
摩尔质量:
种高可溶性盐，它在无水形式颜 表面涂层如黄金、铬或铱的基础。
262.84 g/mol
色为黄色，在更普遍生产的水合 在电路板上，通常在铜的沉积之
密度:
式则呈现为深绿到蓝绿色。镀镍 前采用薄镀镍层，铜用来提供电
2.07 g/cm3
工业是其最突出的最终用途。
气通路。
每年生产的硫酸镍约10000吨，在 并 非 所 有 的 镀 镍 工 艺 需 要 使 用
六水合物晶体形态中镍平均含量 硫 酸 镍 ， 但 它 的 存 在 是 大 多 数
约22％。根据应用也可提供不同 常 见 镀 镍 工 艺 的 关 键 。 “ 瓦 特
的纯度水平。
（watts）电解液”中作为补充物
硫酸镍可直接或间接地用在某些 质的硫酸镍与氯化镍的比例约为
颜料和染料、电池和催化剂的生 1:8。使用其他添加物，可获得从
产中。它也可在其他镍化学品的 极亮到缎面效果的金属化表面。
生产中被用作中间体。例如，碳 硫酸盐－氯化物溶液中具有两种
酸镍是通过硫酸镍与碳酸钠反应
等量盐，使得镍比在Watts池中有
生产的，也用在某些催化剂和
可能沉积得更快和更厚。无氯化
颜料中。硫酸镍被用来改善染料
镍的硫酸镍溶液主要用在使管道
的色牢度，特别是棉纺织品。它
略微“隐藏”的部位和小管件的
也可以被用来产生某些装饰饰面
电镀。在要求高抗拉强度和硬度
如“黑铜”。然而，其最重要的
的地方，氯化铵按1:7的比例加到
用途是作为镀镍池溶液的关键组
硫酸镍池中。硫酸镍还常在化学
成部分。
镀镍工艺中使用。

晶体结构:
四角形
比重:
2.07
熔点:
53°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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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ourtesy of Benjah-bmm27

照片：美标 JASMINE WIDESPREAD 盥洗室水龙头

有关镀镍的更多信息可从我们网
站http://www.nickelinstitute.org/
index.cfm/ci_id/3307/la_id/1/
document/1/re_id/0下载。镍出
版物No. 10088 镀镍和电铸成型 Ni
用硫酸镍处理获得的黑铜效果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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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不锈钢
含镍不锈钢是优质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同一句话中一提到“无菌材料”及“不锈钢”，
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医院的环境。虽然不锈钢本身不
能天然灭菌，但它作为无菌材料有许多医疗用途。
那是因为它可以反复用烈性消毒化学品处理而不会
降低品质。在医院和医疗机构这是特别重要的，来
自外部有害的微生物在这些地方很容易蔓延。有两
种医疗应用，即植入物和工具的无菌性特别重要。
骨科植入物，如膝、髋和其他关节置换等，以及相
关的螺丝、板和线通常用不锈钢制成。使用的其他
金属包括钴基合金（常常含有镍）和钛基合金。不
锈钢植入物在关节运动时通常与聚乙烯硬塑料摩
擦。其他一些设计使用陶瓷植入物。关节置换手术
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加。
对植入材料要求不仅与人体兼容而且与后处理诊
断技术如X射线和磁共振成像（MRI）兼容。为使
MRI检查安全地进行，植入物必须只含非铁磁性材
料。为了确保不含有铁磁性的铁素体相，在这些奥
氏体不锈钢中额外添加了奥氏体形成元素如镍、氮
和锰。

照片来源: © thiebaut, iStockphoto © mediaphotos

四种常用的不锈钢植入材料行业规范是ASTM F138

12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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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1673），F1314（S20910），
F1586（S31675）和F2229
（S29108）。由于这些标准要求
的合金要非常“干净”，即非金
属夹杂物，如硫化物、硅酸盐和
氧化物的含量低，它们通常使用
电渣重熔（ESR）生产。ESR是
一个超精炼工序，能使不锈钢具
有满足这些规范要求的优良的显微清洁水平。它也
能满足这些ASTM标准对植入材料的其他特殊要
求，如具有细晶粒组织。

医疗器具和仪器市
场在世界范围内约
300亿美元，不锈钢
占很大一部分

长期临床经验证实，符合ASTM F138的S31673不
锈钢制成的植入物与人体的生物兼容性是可以接受
的。这种不锈钢是几种进行新材料生物兼容性比较
的对照材料之一。 F138标准注明了外科手术植入
材料无法保证避免不良反应，如在体内发炎。一种
用做植入物的镍含量非常低的钢种（S29108）可用
于对金属特别敏感的病人。
在骨科植入物中使用的一些不锈钢钢种也可用于制
作骨螺钉、骨和髋骨钉、板和线。对于那些需要

2010年第2期，11月号， 第25卷

超高机械强度的螺钉，使用UNS
S17400（通常叫做17-4PH或630
型）不锈钢。这是一个沉淀硬化
钢种，可通过热处理获得所需的
强度。

不锈钢的另一个主要应用是医疗
工具和仪器。这些产品的市场在
世界范围内约300亿美元，不锈钢
占很大一部分。含镍不锈钢用于制造牵引器（在进
行手术时，约束下面的器官和组织），刀和其他切
割和凿孔工具，镊子，钳子和剪刀。
近代医学的发展使微创手术兴起,即外科手术只有一
个小切口,或者根本就没有。对病人的好处包括减少
身体创伤，恢复更快，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
用。因此,医院需要更多为这些手术设计的仪器(直
径小但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微创手术设备的生产
不断上升，每年增长了近8%。
用于医疗工具和仪器的不锈钢必须有特定的力学性
能并能承受体液和清洗、消毒杀菌所用的化学品。
它 们 也 必 须 符 合 行 业 规 范 。 IS O
续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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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 : ISTOCK PHOTO © Daniel Laflor

三言两语话镍
手机中的镍
镍协会获悉近期媒体关注因“长时间”直接接触某些手机表面的含
镍材料可能出现皮肤过敏反应。这些可能的过敏反应是能够防止的。
自2000年以来，镍协会就一直在与主要的手机生产厂商进行讨论。发
生问题的重要因素是源自于手机表面的镍释出，而非其实际镍含
量。所有已经对与皮肤“长时间”密切接触的物品（如首饰）设定了
镍释出限值的国家都认可这一点。比如，欧盟在2008年对1994年的
94/27/EC指令进行修订时就明确，该指令是适用于手机表面的。(
见2009年7月出版的《镍》杂志2009第2期，第24卷，http://www.
nickelinstitute.org/ index. cfm/ ci_id/ 19074. htm )

2010年9月28日，由镍REACH联合体运

根据欧盟的定义，“长时间”是指使用者脸部与手机密切接
触30分钟或更长的时间。因此，只要采取一些简单的预防
措施，例如使用免提工具、封套、扬声器或仅仅是缩短
通话时间, 可能产生的镍过敏就不再是个问题。镍协会
积极支持通过恰当的法规，并鼓励制造厂商采取主
动行动来防止由手机表面的含镍材料产生过敏反应
的可能性。因此，镍协会欢迎最近进行的使对
镍过敏机制了解更加深入的研究（http://
www.nickelinstitute.org/index.cfm/ci_
id/19239/ la_id/ 1.htm)。

照片来源 : ISTOCK PHOTO © Luca di Filippo

镍的REACH注册
任务已提前完成
作的最后8种镍物质的主导注册人收到
了来自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的
确认：他们的卷宗注册已经完成。这比
2010年11月30日的截止期提前了一个多
月。
2010年4月，主导注册人对镍金属和
硫酸镍的注册开启了镍物质的注册进
程。2010年7月，另外三种物质也成功地
完成了注册。

含镍材料在手机的电子及其他内装
部件上仍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

这13份卷宗的注册极富挑战性，需要包
续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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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 细节说明

本期《镍》杂志中提到的含镍合金和不锈钢（按重量百分数计）的化学成分

C

Co

Cr

Fe

Mn

Mo

N06022
p. 5

0.015
max

2.5
max

20.022.5

2.06.0

0.50
max

12.514.5

N08367
p. 5

0.030
max

20.022.0

rem

2.00
max

6.007.00

N10276
p. 5

0.02
max

14.516.5

4.07.0

1.0
max

15.017.0

S17400
p. 13,15

0.07
max

15.017.5

S20910
p. 13

0.06
max

20.5023.50

S29108
p. 13

0.08
max

19.0023.00

S30400
p. 10,15,16

0.08
max

18.0020.00

S31254
p. 5

0.020
max

19.5020.50

S31600
p. 10

0.08
max

S31603
p. 5,15

2.5
max

Cu

3.005.00

0.25
max

N

Ni

P

S

Si

V

W

rem

0.02
max

0.02
max

0.08
max

0.35
max

2.53.5

23.5025.50

0.040
max

0.030
max

1.00
max

rem

0.030
max

0.030
max

0.08
max

0.35
max

3.04.5

0.150.45

3.005.00

0.040
max

0.030
max

1.00
max

0.100.30

11.5013.50

0.040
max

0.030
max

1.00
max

0.05
max

0.03
max

0.01
max

0.75
max

8.0010.5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17.5018.50

0.030
max

0.010
max

0.80
max

0.180.25

1.00
max

rem

Nb

4.006.00

1.503.00

0.200.40

21.0024.00

0.501.50

0.851.10

2.00
max
1.00
max

6.006.50

16.0018.00

2.00
max

2.003.00

10.0014.0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0.030
max

16.0018.00

2.00
max

2.003.00

10.0014.0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S31673
p. 13

0.030
max

17.0019.00

0.50
max

2.00
max

2.003.00

0.10
max

13.0015.50

0.025
max

0.010
max

0.75
max

S31675
p. 13

0.08
max

19.522.0

0.25
max

2.004.25

2.03.0

0.250.5

9.011.0

0.025
max

0.01
max

0.75
max

S42020
p. 15

Over
0.15

12.0014.00

1.25
max

0.60 max
(optional)

0.060
max

0.15 min

1.00
max

S43100
p. 15

0.20
max

15.0017.00

1.00
max

0.040
max

0.030
max

1.00
max

S44004
p. 15

0.951.20

16.0018.00

1.00
max

0.040
max

0.030
max

1.00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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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00

0.1800.220

0.250.8

1.252.50
0.75
max

0.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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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31603型不锈钢为基础。由于

使用时不会由于无意的电磁干扰而引起或受到

越来越多地使用高性能不锈钢和

能力降低。制造商还必须执行设备和辐射健康

镍基合金，最新（2009）的版本

中心(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分支)、医疗仪

包括了6%钼不锈钢和镍－铬－钼

器促进协会（总部也设在美国）以及欧盟的医

镍基合金。

疗器械指令制定的标准，。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高性能镍

EMI/RFI屏蔽在医疗领域应用的激增，证明着

基合金在高品质药物的生产中起

镍作为在许多设备的屏蔽系统设计中使用的一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种导电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

Ni

不锈钢

不锈钢外科手术器械通常是用
硬化马氏体不锈钢制造的。常
见 的 钢 种 包 括 4 3 1 ( S 4 3 1 0 0 )，
420F(S42020)，440C(S44004)和

手机

17-4PH(S17400)。这些材料中的
某些钢种镍含量可达4%。
人们熟悉的奥氏体不锈钢钢种304
型（S30400）和316L型（S31603)
被用于制造强度和硬度要求不高
的器械。它们比400系硬化马氏体
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能要好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外科手术不锈

接转第14页

关如何在常用场合（包括使用
移动电话）中避免过敏可能性
的信息和指南可在镍协会网站
获得(http://www.nickelinstitute.
Ni
org/1/1/2/index1.shtml)。

括进口商、生产商以及不锈钢、合金、
镍工业价值链上许多参与者的通力合作。
是主导注册人的出色工作保证了注册的
成功:他们付出了大量努力，在注册截止
国际镍协会负责为镍联合体运作注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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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这个词常被广告商利用来描
述珠宝、表带甚至炊具，通常是
指300系钢种之一；但是该术语不
精确，没有指定任何特定合金的
技术条件。
医疗保健方面不断进步发展，了
解不锈钢，特别是含镍不锈钢有
Ni
助于使这些进步得以实现。

在线《镍》杂志

电镀、电池、催化剂等下游用户在内的

期前圆满完成了注册。

Last updated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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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3/1包含可供外科手术、牙科
和骨科仪器使用不锈钢的概览和
选择说明，ASTM(美国材料试验
协会)F899是外科手术器械用锻轧
不锈钢的一个标准规范。

ADVISORY NO
TE

照片来源 : ISTOCK PHOTO © Scott Hirko

清洁高效的药品生
接转第5页
产

程。凯文•布瑞德里(kevin

Bradley)博士

代表国际镍协会说：“这一成就为今后
的任何合作都创造了舞台。现在重要的
是：那些没有为这一注册作出积极贡献
且尚未完成其注册任务的企业也必须要
尽早地完成他们的注册”。
有关镍及镍化学物质生产商、进口商
以及用户的责任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www.nickelconsortia.org。也可
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网站http://echa.
europa.eu获得更广泛的信息。

www.nickelinstitute.org
免费订阅《镍》杂志并在每期新杂志上线
时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www.nickelonline.org/subscribe
可以英文、中文、日文、俄文、法文、德
文、西班牙文等7种语言在线阅读《镍》
杂志。
www.nickelmagazine.org/language
在我们的在线档案频道可以搜索到早至1998
年7月号的过刊。
www.nickelmagazine.org/archive
在You Tube上搜索“Nickel Institute”并访
问镍协会频道可以观看九部关于镍的视频
短片，包括我们自制的《气候行动》、三
部BBC世界的商业宣传片和三部可循环不
锈钢的商业宣传片。
www.youtube.com/user/NickelInstitute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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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拯救者

遇到严重过敏反应时紧急注射一
种药物是皮下注射器针头用于拯
救生命的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
代中期发明的EpiPen®使用了含
镍不锈钢制造的无菌针头。
EpiPen是一个手持式的自动注
射装置，装有应对过敏紧急事件
所需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是治
疗过敏性反应用的关键药物，过
敏性反应是对某些食物（例如花
生或鸡蛋等）、蜜蜂或黄蜂蜇伤
以及其他过敏原产生过敏反应而
引起的一连串反应。事实上对过
敏性反应敏感的人在几分钟内就
会死亡：气管肿胀阻断空气通过
和病人的血压急剧下降，导致抽
搐。除非马上注射肾上腺素，否
则常常会发生病人马上死亡或有
可能受到严重的长期影响。
美国一位工程师谢尔登·卡普兰
(1939-2009)发明的EpiPen自动注
射器是一种急救形式，它被快速
送入大腿肌肉，如果必要的话直
接穿过衣服。
许多科学家认为对食物过敏的人
数在不断增加，并非巧合的是，
使他们产生过敏的食物种类也在
增加。特别是儿童，越来越多地
对某些食物有过敏反应。“普遍
认为目前可获得的有限数据意味

“它可靠、安全，寿
命期内可随时使用，
这部分是因为使用了
耐用、卫生、耐腐蚀
的针头。”
着与食物过敏有关的反应和死亡
存在着漏报”，美国食物过敏和
过敏性反应网络报告说。事实上,
每出现一个报告病例，或许就有
两三个没有报告。
所有这些都使得肾上腺素注射装
置–进而言之，镍-在拯救生命中
是不可缺少的。
304型（UNS S30400)不锈钢针是
医疗行业标准材料，EpiPen也不
例外。“不锈钢针可进行消毒，
而且不会被降级”，加拿大King
Pharmaceutica公司的销售部主任
Ava Armstrong说，该公司在加拿
大生产EpiPen。“我们的病人靠这
种产品治疗严重过敏突发事件。它
可靠、安全，寿命期内都可随时使
用，这部分是因为使用了耐用、卫
生、耐腐蚀的针头。”

目前，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已经
使用约25年。与一般注射器中使
用的针头一样，针头有一个保护
部件，它能防止针尖使用前和使
用后暴露在外。用完后，阀盖自
动超出针头。因此在注射前后和
注射过程中都不会暴露。
“在严重的过敏反应时及时和
正确地注射肾上腺素可以帮助
拯救生命，”加拿大汉米尔敦
McMaster大学过敏和免疫学家
Susan
Waserman博士证实，
“危机时，简便易用，会在健
康紧急事件中对使用者产生显
著区别。”
Ni

照片来源 : ISTOCK PHOTO © Tryfonov Ievgenii, © Natasha Litova, © Lauri Patterson

肾上腺素注射笔的耐腐蚀不锈钢针头保持无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