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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磷酸三钙复合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诱导新生骨与种植体骨结合的影像学与力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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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植入种植体

分别植入同品牌同型号同批次种植体
在第 4，12 周进行 Micro-CT 与种植体推出实验

文题释义：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是一种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自体来源血液材料，条索较为粗大，
白细胞及单能干细胞数目较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增加，特别是嗜中性粒细胞增多，可释放更多凝血因子及中性
粒细胞趋化因子等，更有利于预防感染；在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降解过程中，血小板被激活，其 α 脱颗
粒可释放多种生长因子，如骨形成蛋白、血小板衍生因子 AB、转化生长因子 β、胰岛素增长因子、白细胞介
素 4 等，促进软组织愈合和骨缺损的修复。
骨整合：是指正常的改建骨与种植体表面形成稳定的直接接触，种植体承受的负载通过直接接触周围骨组织
的途径均匀分散到骨组织中。

摘要
背景：前期兔临界性骨缺损修复实验显示，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复合材料可诱导新生骨形
成，促进骨组织的修复，效果优于单独使用 β-磷酸三钙或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
目的：进一步探索 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复合材料引导的新生骨与种植体骨整合性能。
方法：取 18 只日本大耳兔(成都达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建立双侧股骨髁部骨缺损模型(直径 6 mm、深
度 10 mm)，随机分 3 组：β-磷酸三钙组将 β-磷酸三钙材料填入骨缺损处，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将改
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填入骨缺损处，复合组将质量比为 1∶1 的 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混
匀，填入骨缺损处；材料植入后 3 个月，植入 DIO 种植体，种植体植入后第 4，12 周获取带种植体的新生骨
标本，进行 Micro-CT 及种植体推出实验，检测骨结合界面质量与推出最大荷载值。
结果与结论：①Micro-CT 检测显示，随着时间的延长，各组新生骨量逐渐增加，并且复合组植入后第 4，12
周的新生骨量多于 β-磷酸三钙组、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P < 0.05)；②种植体推出实验显示，随着时间
的延长，各组最大推出力增加，并且复合组植入后第 4，12 周的最大推出力高于 β-磷酸三钙组、改良型富血
小板纤维蛋白组(P < 0.05)；③结果表明相对于单独应用，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复合材料可
优化新骨与种植体的结合。
关键词：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β-磷酸三钙；种植体骨结合；推出最大荷载；新生骨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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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reliminar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β-tricalcium phosphate loaded with advanced platelet-rich fibrin can induce bone
formation and promote bone repair, which is better than β-tricalcium phosphate or advanced platelet-rich fibrin alone.
OBJECTIV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osseointegration properties of newly formed bone induced by β-tricalcium phosphate loaded with
advanced platelet-rich fibrin.
METHODS: Eighteen Japanese rabbits provided by Chengdu Dashuo Biotechnology Co., Ltd. in China were used for establishing the
bilateral femoral condyle defect models (6 mm in diameter and 10 mm in depth). There were three groups implanted with advanced
platelet-rich fibrin, β-tricalcium phosphate or β-tricalcium phosphate loaded with advanced platelet-rich fibrin (mass ratio 1:1) composite,
respectively. At 3 months after implantation, the DIO implant was implanted. The newly bone samples with the implants were then obtained to
perform micro-CT and push-out test of implants at 4 and 12 weeks. The osteogenic properties and maximum load of the implant-bone
interface were detec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Micro-CT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amount of newly formed bone in each group was increased with time,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mbined group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at 4 and 12 weeks after implantation (P < 0.05). Results from
the push-out test of implants showed that as time went on, the maximum push strength of each group was increased,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mbined group than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at 4 and 12 weeks after implantation (P < 0.05). In summary, the combined strength
of the implant-bone interface of β-tricalcium phosphate loaded with advanced platelet-rich fibrin is superior to that of advanced platelet-rich
fibrin or β-tricalcium phosphate.
Subject headings: Fibrin; Calcium Phosphates; Dental Implants; Synostosis;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Open Project of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ilitary Stomatology, No. 2016KB01 (to SY)

0 引言 Introduction

材料

1.3

瑞典学者Branemark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种植体

实验动物 ：8-12周龄雌性日本大耳兔21只，体质量

骨整合的概念[1]，为口腔种植学研究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生

2.5-3.5 kg，由成都达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动物使用

物学基础。如今口腔种植发展迅速，其适应证范围也随着

许可证号：SYXK(川)2014-189。

骨增量技术等的迅速发展而扩大 [2]。临床上大量患者存在

实验主要药品与仪器：β-磷酸三钙(奥林巴斯泰尔茂生

种植区域骨量不足，而引导骨再生技术是临床常用的骨增

物材料株式会社，日本)；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真空玻

[3]

量技术 ，合适的人工骨替代材料与生物膜既是引导骨再

璃采血管(10 mL，VACUETTE，奥地利)；改良型富血小

生技术基础研究的重点也是临床发展的必然选择[4-5]。引导

板纤维蛋白工具盒(Process，Nice，法国)；种植体、愈合

骨再生技术引导新生骨形成的临床效果已获大量研究的肯

帽、工具盒(Φ3.8 mm×10 mm，DIO，韩国)；世新打磨机

定[6]，而其引导的新生骨与种植体的良好结合是种植体负

(strong 90，碧豪斯，中国广州)；动物活体断层扫描仪及

载与长期稳定性的关键。β-磷酸三钙是一种生物陶瓷类骨

分析软件μCT V6.1(SIEMENS

[7]

支架材料，具有良好的骨引导性与生物可降解性 。改良型

力学试验机(科普WDW-300H)。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由Ghanaati于2014年提出，主要有较高

1.4

[8]

Inveon MM，德国)；万用

实验方法

含量的相关生长因子 ，如血小板衍生因子AB、转化生长因

1.4.1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膜的制备

按照课题小

子β、胰岛素增长因子。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2 000 r/min

组前期实验所得出的最佳兔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膜参

离心24 min制备的兔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与采用标

数离心标准流程制备[10]。术前实验兔禁食12 h，将其固定

准离心方法制备的人血液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最为相

于兔盒中，采血侧耳朵局部剃毛后，5%聚维酮碘伏消毒，

近；兔临界性骨缺损修复实验显示，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

采集5 mL静脉血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无菌真空玻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的复合材料对骨组织修复、新生骨形成

璃采血管中(空泡管，无任何添加剂)，立即转移至台式离

有明显促进作用，优于单独使用β-磷酸三钙或改良型富血

心 机 转 筒 中 配 平 ， 25 ℃ 室温 条 件 下 2 000 r/min 离 心

小板纤维蛋白[9]。此次实验将研究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富

24 min。静置5 min后，用专用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工

血小板纤维蛋白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成骨后，与种植体的

具盒内专用镊子移出中部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凝块，

骨结合情况，为两种材料的复合使用及诱导形成的新生骨

置于工具盒内，利用专用压板自身重力压制改良型富血小

与种植体骨结合界面情况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板纤维蛋白凝块后，即得到标准实验兔自体改良型富血小
板纤维蛋白膜，备用。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分组对比观察动物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2017年5至12月在西南医科大

学口腔医学院实验室完成。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1.4.2

制备兔股骨髁临界性骨缺损模型

随机挑选3只实

验用兔，用中空取骨钻在双侧股骨髁制备直径6 mm、深度
10 mm的松质骨缺损，缺损制备后不填入任何材料，作为
空白组。取18只实验兔，用中空取骨钻在双侧股骨髁制备

www.CR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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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6 mm、深度10 mm的松质骨缺损，随机分为3组，每

骨缺损植入材料实验兔均存活，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组6只：β-磷酸三钙组将β-磷酸三钙材料填入骨缺损处，

2.2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将自体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

2.2.1

白填入骨缺损处，复合组将质量比为1∶1的β-磷酸三钙与

新生骨与种植体骨整合界面Micro-CT分析
三维重建图像

改良型富血小板
纤维蛋白组

自体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混匀，填入骨缺损处。GTR

见图1。

β-磷酸三钙组

复合组

膜覆盖缺损区至缺损外缘1 mm。在缺损近、远端1.5 mm
处骨面上，旋入定位钛钉2个。3个月后，在定位钉连线的
中点(即新生骨中心)备洞后，手动植入Φ3.8 mm×10 mm

种植体植入

DIO种植体，上愈合帽。

第4周

标本处理

1.4.3

种植体植入后第4，12周时，每组每个时

间点处死3只实验兔，采用中空取骨钻于兔股骨髁部以种植
体为中心，取下带种植体的新生骨标本，直径为6 mm、深
度10 mm。取下标本后，将种植体底端垂直于种植体长轴方
种植体植入

向磨平，放入40 g/L多聚甲醛溶液中，-20 ℃下密封保存。

第 12 周

主要观察指标

1.5

新生骨与种植体骨整合界面Micro-CT检测： 通过调整
将种植体周围0.5 mm的范围作为Micro-CT分析的感兴趣

图注：种植体植入 4 第周时，各组均可见种植体骨结合，新生骨散布
于种植体表面，骨小梁稀疏且数目较少；植入第 12 周时，各组种植
体表面紧密结合的新生骨呈网织状包绕种植体，骨小梁排列紧密且数
目显著增多。
图 1 种植体植入后不同时间点的 Micro-CT 种植体-骨结合重建图像
Figure 1 Micro-CT reconstruction of implant-bon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mplantation

区域，观察感兴趣区域内的成骨情况，检测分析具体指标
包括骨小梁体积/组织体积、骨小梁厚度、骨小梁间隙和骨
小梁数目。

种植体推出实验：将种植体底部悬空，力学试验机的
顶冲头以1 mm/min的恒定速度垂直愈合基台加压，观察推
出过程，记录种植体的最大推出载荷值(N)。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7.0分析软件进行随机设

三维重建中，将种植体设置为绿色，骨组织为红色，

计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判断Levene方差齐

便于更加直观地进行观察分析。种植体植入第4周时，各组

性后，组间比较用SNK-q和LSD检验；α=0.05。

均可见种植体骨结合，新生骨散布于种植体表面，骨小梁

1.6

稀疏且数目较少；植入第12周时，各组种植体表面紧密结

结果 Results

2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2.1

合的新生骨呈网织状包绕种植体，骨小梁排列紧密且数目
空白组3只兔双侧股骨髁骨缺损

显著增多。

a

0.6
a
0.4
0.2

0.10
0.05

12 周

a

a

0.15
0.10
0.05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复合组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复合组

a

4周

12 周
a

3

0.20

见图2。

a

0.15

0
4周

感兴趣区域骨计量学统计学分析

0.20

0

0.25
骨小梁间隙(mm)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复合组

骨小梁厚度(mm)

0.8

2.2.2

骨小梁数量(1/mm)

骨小梁体积/骨组织体积(%)

未见修复，说明临界性骨缺损造模成功；18只双侧股骨髁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复合组

a

2
1
0

0
4周

12 周

4周

12 周

图注：同一时间点，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β-磷酸三钙组比较，aP < 0.05。
图 2 种植体植入后不同时间点各组种植体周围感兴趣区域骨计量学指标变化
Figure 2 Changes of bone indexes in the regions of interest surrounding the implant of each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m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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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icro CT专用软件可对感兴趣区域的骨小梁体积/

前较为准确、评价较高的Micro-CT检查及较直观、简便常

组织体积、骨小梁平均厚度、骨小梁间隙、骨小梁数目进

用的力学推出实验。选择了临床上早期负载(4周)和常规负

行评估。骨小梁体积/组织体积与骨形成总量呈正相关，值

载 (12 周 ) 的 2 个 时 间 点 来 进 行 种 植 体 骨 结 合 界 面 的

越大提示新骨形成量越多；骨小梁平均厚度、骨小梁间隙

Micro-CT检测与推出实验。其中Micro-CT可在不破坏标本

和骨小梁数目与新生骨的致密程度相关：骨质疏松时，骨

的情况下获得内部详细的三维结构信息，将感兴趣区域的

小梁平均厚度、骨小梁数目值减小，而骨小梁间隙增大，

新生骨及其与种植体的结合情况直观反映出来，是目前研

反之亦然。各组组内种植体植入12周时的骨体积分数较4

究种植体骨结合处微观结构的最佳方法[18-19]。Goldberg等[20]

周时均明显提高，随时间延长，骨替代材料成骨效果更佳。

使用Micro-CT能清晰客观地观察到骨标本的微观结构，并

同一时间点，复合组的各指标均显著优于其余两组。

且明确其在纵向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优势。有研究表明选用

种植体植入第4，12周时各组

21-40 μm的分辨率扫描体格中型(兔)动物骨标本能清晰明

种植体推出的最大力值分析，见图3。种植体植入第4，12

了其内部的细微结构[21]，此次实验采用了19 μm分辨率，

周时，复合组最大推出力显著高于其他两组(P < 0.05)，反

更进一步减少细微结构的丢失，完全能满足骨小梁形态的

映出复合组种植体与周围新生骨的骨整合强。

表达。

2.3

种植体推出实验结果

大量研究报道种植体表面与骨组织之间骨结合率最常
最大推出力(N)

600

a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复合组

b
400

见是在50%-70%[22]，均可负载行使正常咀嚼功能。从此次
实验Micro-CT分析可知，种植体植入第12周时，复合组种
植 体 周 围 形 成 的 新 生 骨 量最 多 ， 骨 体 积 分 数 平 均值达

200

67.1%；β-磷酸三钙组次之，为60.2%；改良型富血小板

a

纤维蛋白组形成的新生骨量最少，为57.5%，均相对于第4

0
4周

周种植体周围骨组织明显增加，并且都达到负载行使正常

12 周

图注：同一时间点，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β-磷酸三钙组比
较，aP < 0.05；同一时间点，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比较，
b
P < 0.05。
图 3 生物力学检测各组种植体推出实验最大力值
Figure 3 Maximum strength value in the push-out test of implants
in each group

咀嚼功能的水平。种植体推出实验对评价种植体-骨结合的
结合强度虽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但确实是最常用、简便、
直观的力学检测手段。推出实验操作简便且推出过程由力
学试验机完成，最大限度排除了操作者所导致的人为误差。
很多学者进行种植体的推出或拉出实验得到了比较满意的
效果[23-24]，并同期通过检测种植体周围骨组织的细微结构，

3

讨论 Discussion

发现推出力与种植体周围结合的新生骨骨体积及骨质量呈

将在有限的观察期间内且动物在无其他

正相关[25]。研究通过测定3组材料诱导骨中植入种植体后推

影响因素下，自身修复能力不能发生自行愈合的骨缺损定

出力的大小可以直观反映种植体与骨组织的结合情况，从

义为临界性骨缺损。兔股骨髁部提供制造骨缺损的空间较

材料的力学角度分析，种植体推出实验检测的是种植体骨

大，适合建立骨缺损模型，奠定了实验科学性、可行性的

结合界面抵抗剪切力强度，推出力越大种植体与骨组织结

基础。此次实验阴性对照组缺损区边缘仅见少量成骨，中

合越牢固，其稳定性越好。此次实验各组的诱导新生骨在

央为纤维结缔组织，骨缺损区未发生自行愈合，验证了实

第12周时均能与种植体形成良好的稳定骨结合，最大推出

验选择兔股骨髁端直径6 mm[12]、深度10 mm大小的骨缺

力均高于第4周，与Micro-CT检测骨微观结构的密度值结

Hoshino等

[11]

损，符合临界性骨缺损的要求

[13-16]

，通过该模型观察骨结

果一致；第4周时提示早期种植体周围的诱导骨组织量较

合具有科学性及可行性。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利用同一直

少，骨小梁尚不成熟。因此临床骨量明显不足，二期手术

径环形中空取骨钻制取骨缺损及定位钉设计，可增加后期

植入种植体的患者，应根据情况适当延缓种植体负载时间，

种植手术操作及取材的精准性，减少人为误差，增强各组

利于引导骨再生术后新生骨与种植体结合的长期稳定性。

之间的可比性，加大实验的重复性和科学性。临床通常于

此次实验所有样本均植入同一型号植体，骨结合性能差异

引导骨再生完成6个月后行种植体植入，大量实验验证了兔

与种植体表面新生骨密切相关，可推知复合组诱导新生骨

临界性骨缺损区引导骨再生术12周后新生骨支持植入种植

的能力较其余两组更强。

体的可行性和科学性[16-17]。兔股骨髁有丰富的血运与骨松
质，利于新生骨的生长成熟

[13]

从生理学角度而言，种植体植入体内后其表面立即吸

，且兔的生命周期明显短于

附周围环境中的血液及蛋白质，周围的炎性细胞也会在种

人类，遂此次实验选择引导骨再生后12周植入种植体是科

植体表面分泌一些基质蛋白，共同参与形成20-40 nm糖蛋

学可行的。

白膜，构成生物大分子层，有利于成骨细胞的黏附。随着

随着骨整合研究不断深入，其检测方法也不断改进，

微环境中钙、磷离子的介入，在生长因子协助下，大量新

比如脱钙切片、硬组织切片、Micro-CT、透射电镜及力学

生血管不断形成提供营养，成骨细胞增殖、分化，产生大

实验等。实验此阶段研究对于骨结合进行初步探索，考虑

量的分泌钙基质，矿化成骨，不断的形成骨沉积，与种植

到临床上患者进行种植后评价骨结合最常进行的影像学检

体形成紧密的骨性结合[26-27]。种植体植入第4周时，改良型

查，因此实验在众多检测方法中选择了与临床最贴近且当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与β-磷酸三钙组的最大推出力相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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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在第12周时，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与β-磷酸

白复合材料相比单一使用2种材料能更有效促进种植体周

三钙组的最大推出力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从骨小梁

围新骨的形成，骨整合能力佳。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富血

平均厚度来看，种植体植入第4周时，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

小板纤维蛋白的比例选择采用质量比，是因为颗粒状骨替

蛋白组新生骨生长状况及骨结合情况与β-磷酸三钙组较为

代材料与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的体积均不稳定，而此次实验

相似；而第12周时，β-磷酸三钙组新生骨生长与骨结合均

探索性选择质量比1∶1取得了较好的成骨效果。实验将进

优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说明在创口愈合的初期，

一步研究探索复合组骨结合效果更佳的微观机制以及不同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改良型富

比例的两种材料混合的效果比较，进行更为丰富多层次的

血小板纤维蛋白条索较为粗大，白细胞及单能干细胞数目

检测，如组织切片观察、分子生物学检测等，为临床使用

较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增加，特别是嗜中性粒细胞增多，可

提供更确切的依据。

释放更多凝血因子及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等，有利于预防
感染；在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降解过程中，α颗粒型的

作者贡献：刘丹、闵昌琴进行实验设计，实验实施为刘丹、闵昌

血小板被激活，其降解过程中所释放的生长因子，骨形成

琴、陈跃，实验评估为芦帅，资料收集为闵昌琴，刘丹成文，孙勇审

蛋白(骨形成蛋白2、骨形成蛋白7)、血小板衍生因子AB、
转化生长因子β、胰岛素增长因子、白细胞介素4等[28]，可
促进软组织愈合和骨缺损的修复。随着时间延长，改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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