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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组织工程中生物活性支架的研究应用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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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活性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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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制作技术：
气体发泡，冷冻干燥等；
(2)3D 打印技术：
立体激光光刻、熔融沉积成
型及选择性激光烧结。
(1)金属及合金
(2)生物陶瓷
(3)天然及合成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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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生物活性支架：具有三维结构的骨组织工程支架，既可填充骨缺损，提供必要的机械强度，具有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和多孔结构，可为骨细胞提供附着，又可搭载抗骨质疏松药物，对修复骨缺损起积极作用。
溶剂浇铸/颗粒浸出技术：具体方法是将致孔剂与目标材料溶液混合，随后即形成聚合物-致孔剂网络。复合物
中溶剂蒸发，使支架硬化，随后用水溶解致孔剂，形成了具有孔隙的支架。此种制作方法有着相对简单的技
术，可形成具有规则孔隙率、孔径的支架。

摘要
背景：随着生物打印技术与化学合成技术的进展，将这些技术纳入组织工程支架制作，用于促进骨再生已成
为当今研究的热点。
目的：介绍生物活性骨组织工程支架，讨论并总结不同制作材料在促进骨再生及治疗骨缺损方面的应用。
方法：由第一作者于 2018 年 7 至 9 月以“bone tissue engineer，3D-printed，scaffold，composite scaffold”
为关键词，检索 2003 至 2018 年期间 PubMed、Web of Science、SpringerLink、Medline 数据库发表的相关
文献。初检文章 237 篇，筛选后对 70 篇文章进行分析。
结果与结论：生物活性支架主要包括金属材料复合支架、生物陶瓷材料复合支架与聚合物材料复合支架，目
前已被应用于骨组织工程中。已开发了几个具有临床转化成功的骨和软骨构建体实例，其中陶瓷和聚合物复
合材料与天然骨具有相似的组织组成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能获得最大成功。若可将现有的生物活性材料、
生长因子、功能化技术和仿生支架设计相结合，在未来可能为特定患者创建复杂的骨组织工程支架，这也为
治疗各种具有挑战性的疾病提供了希望，包括骨肿瘤、骨质疏松症和严重的骨缺损。
关键词：
骨科材料；生物活性材料；3D 打印；骨缺损；骨再生；仿生支架；功能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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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responding author:

BACKGROUND: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bio-printing technology and chemical synthesis technology,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to tissue engineering scaffolds for promoting bone regener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current research.
OBJECTIVE: To introduce bioactive bone tissue engineering scaffolds, and to discuss and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scaffold materials in promoting bone regeneration and treating bone defects.
METHODS: The first author searched PubMed, Web of Science, SpringerLink, and Medline databases in July to
September 2018 for relevant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2003 to 2018 using the keywords of “bone tissue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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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printed, scaffold, composite scaffold”. Initially, 237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and only 70 articles were eligible for result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Bioactive scaffolds mainly include metal composite scaffolds, bioceramic composite scaffolds and polymer
composite scaffolds, which have been used in bone tissue engineering. Several examples of successful bone and cartilage construction with
clinical transforma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in which bioceramic and polymer composites may be the most successful due to their similar
tissue composition and good biocompatibility with natural bone. And if combined with existing bioactive materials, growth factors,
functionalization techniques and biomimetic scaffold designs, the potential for creating complex bone tissue engineering scaffolds for
patient-specific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is enormous. This also provides hope for the treatment of a variety of challenging diseases, including
bone tumor, osteoporosis and severe bone defects.
Subject headings: Bone Regeneration; Polymers;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671804, 81171681 and 81772456

0 引言 Introduction

与活组织相互作用或结合活体组织能力的材料，增加支

虽然骨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自愈能力，但包

架生物活性，以改善骨细胞向内生长(骨传导)，支架稳

括创伤、感染、肿瘤切除术后和关节翻修在内的先天性

定锚定到宿主骨组织(骨整合)，刺激宿主体内干细胞发

和后天性疾病仍然会形成超出自身自愈能力的临界尺

育成成骨细胞(骨诱导)和增加血管形成

[14-17]

。

寸骨缺损。骨骼是世界上第二大最常被移植的组织，每

因此，文章将参考理想支架的性质和可用的支架制

年至少有400万次手术使用骨移植物和骨替代材料。这

造方法，研究最近在骨组织工程中使用的一些重要生物

些患者通常需要侵入性外科手术治疗，以帮助愈合。治

活性复合材料，将重点讨论既能成功桥接骨缺损残端又

疗骨缺损的手术过程中可能涉及临床使用的骨移植物、

能积极诱导骨再生的3D支架。

骨替代材料、生长因子和植入金属制品，以加强稳定和
促进骨再生

[1-2]

。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

对于骨缺损，现在的治疗手段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于2018年7至9月以“bone

弊端。自体骨移植是目前治疗骨缺损的金标准，但由于

tissue engineer ， 3D-printed ， scaffold ， composite

可获取移植物的大小限制及供体部位并发症(如感染或

scaffold”为关键词，检索2003至2018年期间PubMed、

持续疼痛)等问题，该治疗方法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3-4]

。

Web of Science、SpringerLink、Medline数据库发表的

与自体移植组织相比，从尸体和生物来源(例如在髋关节

相关文献。初检得到相关文献237篇。

臵换期间移除的股骨头)收获的同种异体移植组织供应

1.2

资料筛选

相对较多。然而，同种异体移植物具有疾病传播和免疫

纳入标准：根据文章题目及摘要进行初步筛选，剔

排斥的潜在风险，同时缺乏帮助组织再生的细胞成分。

除重复文献；通过文献精读和泛读后，得到与骨组织工

此外，金属内植物的使用可获得较好的稳定性，但与其

程3D生物活性支架方面相关的研究原著、综述、病例报

使用相关的局限性，包括由于应力遮挡引起的骨质疏

告、临床研究。

排除标准：非时效性文章；研究目的与文章无关及

松，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磨损和失效及翻修手术的风
[5]

险 。非侵入性治疗方法如超声波疗法，也在促进骨再

重复性研究；质量低，证据等级不够的文章。

生方面显示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非侵入性治疗方法主

1.3

要用于成年患者稳定的、对线整齐的小块骨缺损，对于

的主题和质量进行评估；剔除与文章内容无关或重复的

[6]

较大的骨缺损却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因此，具
[7]

有优秀能力的骨替代材料亟待开发 。

资料提取

首先阅读所有检索文献，并对所有文献

文献，共选入文献70篇，见图1。文献检索和筛选结果
的输出采用文献的引用形式，且保持格式一致性，文献

为了克服当前治疗选择的局限性，骨组织工程领域
的重要研究已致力于创造传统骨移植的新替代物，其以

的引用形式包括作者、题名、期刊名称、发表年代、卷
数(期数)、页码等。

一系列生物材料为原料，通过各种方法制造的多孔三维
支架已被用于辅助和指导骨再生

[8-10]

。无机材料如金属

通过检索关键词获得相关文献(n=237)

或生物陶瓷等，在机械强度上虽然可满足骨组织工程的
阅读题目和摘要排除无关重复文献(n=103)

需求，但在生物相容性及可降解性方面并不令人满意。
而有机材料如壳聚糖、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等所制造的
支架，在机械强度上有着较大的不足。完美组织工程材
料的缺乏，使得3D支架的临床应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初筛后得到文献(n=134)

[11]

。

阅读全文后排除文献：陈旧性文章；证据
等级不足(n=64)

骨是一种复合材料，其成分包括无机基质(羟基磷灰
石及水等)
蛋白等)

[12]

[13]

、混合有机成分(Ⅰ型胶原、脂质及非胶原

。因此在支架制造过程中，多种不同类材料

组合产生的复合支架似乎是合乎逻辑的。通过掺入具有
964

最终纳入文献(n=70)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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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esults

长因子直接添加于支架中，所以现在已很少使用此类方
一般而言，理想的3D支架由应由

理想支架的属性

2.1

法。

具有生物相容性和可生物降解的材料组成，同时应具有

气体发泡法消除了溶剂浇铸/颗粒浸出方法中有机

与其植入组织相似的机械特性。设计的支架不是永久性

溶剂的使用，首先通过压缩成型技术将目标材料压缩成

植入物，并且能促进宿主细胞依附于细胞外基质，并随

圆形盘，然后在室温下暴露于5.5 MPa CO2压力下72 h，

着时间的推移替换支架结构。支架的3D结构应该是高度

然后将CO2压力降低至大气压水平，快速降低气体在聚

多孔的，具有相互连接的结构，以允许细胞和营养物迁

合物中的溶解度，使CO2气体聚集在一起，产生孔隙。

移。还应优化支架表面以促进细胞附着、增殖和分化，

使用该技术可达到93%的孔隙率和高达100 mm的孔径。

见表1。从手术角度来看，在满足足够力学支撑的情况

然而，通过气体发泡仍难以控制孔隙连通性和孔径

下，还希望将支架材料容易地操作成不同形状和尺寸，
以允许原位治疗个体患者的骨缺损

[18-19]

。

[21]

。

冷冻干燥法首先将聚合物溶液冻结，于是便得到了
被聚合物骨架包围的溶剂结晶，然后通过真空将周围压
力降低至低于冷冻溶剂的平衡蒸气压水平，触发溶剂直

表 1 理想支架特征总结

接升华为气体；当溶剂完全升华时，保留具有互连多孔

支架特征

理想的功能

结构的干燥聚合物支架。乳化冷冻干燥也可用做主要支

生物相容性

无毒的分解产物；非炎症性支架原料，避免免疫排斥反应

生物降解性

具有可控制的降解速率，既能保持足够的力学支撑又能保证组

然后与水混合得到乳液，将混合物倒入模具中并冷冻，

织向内生长；可通过宿主酶或生物过程降解；允许依附的宿主

然后分离两相；将冷冻的乳液冷冻干燥，以除去溶剂和

细胞产生自身细胞外基质
生物活性

支架材料可与宿主组织相互作用并与其结合；具有骨传导性和

分散的水，在固化支架中产生孔隙结构。虽然这种方法

骨诱导性；包含生物信号和生长因子，以刺激细胞、附着和分

避免了固体致孔剂的应用，但仍未减少有机溶剂的使

化
支架架构

具有相互连通的孔状结构，允许细胞扩散和迁移；微孔性为细
胞-支架提供相对较大的相互作用表面积；大孔隙允许细胞迁移
和血管系统长入；针对靶组织和细胞定制的孔径；足够的孔隙
率促进细胞向内生长而不削弱机械强度

机械性能

架制造方法。该方法首先将聚合物/陶瓷溶解在溶剂中，

用，并且处理时间长且孔隙率难以控制。
静电纺丝是另一种流行的支架制造技术，能产生纳
米纤维互连的多孔支架。该方法使用外部施加的电场，

与宿主组织相当的压缩、弹性和疲劳强度，允许发生细胞机械

将聚合物溶液或聚合物熔体的带电线从毛细管朝向集

调节并保持体内结构的完整性；支架材料应在临床环境中更易

电板拉出，可依次创建和沉积由复合材料和生物分子构

操作，以治疗个体患者的骨缺损

成的微米和纳米级别纤维，以形成支架

[22]

。静电纺丝所

制造的支架具有较大的表面积，以促进细胞附着，而且
所以在3D生物活性支架的效果选择上，应在有利于

技术简单且廉价，研究人员也在对这种技术进行不断的

细胞功能、细胞活力及负载下的机械完整性之间做出更

开发。但此法难以精确掌控支架的机械性能及微观结

加平衡的调整。

构，仍需要研究及攻克。

支架制作方法

2.2

现如今多种技术已被用于3D支架

2.2.2

3D打印技术

传统支架制造常面临着造孔剂残

制作中，有时一种支架的制作会应用多种技术。通常使

留、重复性低、孔隙率难以控制等缺点。较常规支架制

用常规技术制作的支架，难以精确控制形成复杂的微观

造技术而言，3D打印技术在空间上控制支架微架构和空

结构。然而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建模将3D打印技术应用

间内容的能力已得到改善。通常，3D打印技术通过粉末、

于骨组织工程中，显著提高了支架制造的制造精度和可

液体或固体材料的逐层处理来制造物体，从底部开始构

重复性，并可控制支架的宏观和微观结构。因此，此节

建，每个新形成的层黏附到前一层，产生逐渐增大的构

介绍传统支架制造与3D打印技术的方法及优缺点。

造，而且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帮助更能实现个体化定

2.2.1

传统支架制造

传统支架制造方法包括溶剂浇

铸/颗粒浸出、气体发泡、乳化冷冻干燥、静电纺丝等制
造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不同的优缺点。

制。常见的3D打印技术包括立体激光光刻、熔融沉积成
型及选择性激光烧结等

[23]

。

立体激光光刻是最早得到开发的3D打印技术之一，

溶剂浇铸/颗粒浸出技术的具体方法是将致孔剂与

它使用定向激光固化液体光敏聚合物(如树脂等物质)形

目标材料溶液混合，随后形成聚合物-致孔剂网络，复

成3D模型，其中紫外激光器可以固化模型横截面，留下

合物中溶剂蒸发，使支架硬化，随后用水溶解致孔剂，

液体形式的剩余区域，然后去除过量的未固化树脂，得

从而形成了具有孔隙的支架

[20]

。致孔剂可分散到模塑结

到完整的支架。虽然立体激光光刻可快速生产具有受控

构中，并且一旦结构凝固随后就溶解，从而产生孔隙。

结构和微米水平的支架，但范围较小的材料选择和昂贵

这种制作方法有着相对简单的技术，可形成具有规则孔

的技术仍制约着立体激光光刻的发展

[24]

。

隙率、孔径的支架。但由于难以控制支架产生的孔隙形

熔融沉积成型使用温控打印头以逐层方式将热塑

状和孔隙互连并同时使用有机溶剂，就不能将细胞或生

性材料沉积到平台上，以构建3D构造。将热塑性长丝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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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热的印刷头中，使长丝熔化，使得半熔融聚合物(如

A

B

C

D

聚己内酯)顺序精确沉积。熔融长丝在打印环境中的空气
中冷却，使长丝快速熔合在一起，形成支架。尽管较高
的制造温度限制了水凝胶或生物分子的应用，但熔融沉
积成型作为生产合成支架的方法，也已成功应用于骨组
织工程中

[25]

。

选择性激光烧结使用计算机控制的激光束来熔化
粉末层，将粉末材料烧结在一起，以形成实心3D结构。
选择性激光烧结能生产具有与骨小梁相似机械特性的
生物活性复合支架，并初步应用于骨组织工程中

[26]

。然

而该过程中涉及的升高温度，限制了选择性激光烧结生
产包含细胞和生物材料的支架。
由此可看出，上述方法都有着温度过高而不能加入
生物活性物质的缺点，所以3D生物打印由此产生。生物
打印可从上而下制造包含活细胞、细胞外基质及其他生

图注：图中 A，B 为微弧氧化及水热法处理多孔钛合金支架的扫描
电镜图片，显示支架壁表面的微孔及纳米棒结构；C，D 分别为未
处理钛合金支架与微弧氧化及水热法处理多孔钛合金支架植入兔
股骨髁缺损 8 周后的组织切片(钙黄绿素及茜素红染色)。
图 2 微弧氧化及水热法处理钛合金支架的微观结构及促成骨性能[38]

物材料的复杂结构支架，也能够改善血管向支架内长入
的能力。相比常规3D打印技术，3D生物打印实现了细
胞或生物活性成分的分层放臵
包括喷墨
等

[28]

、激光辅助

[29]

[27]

近些年铁作为支架原材料正得到不断的应用，铁基

。常用的生物打印技术

支架在满足可生物降解的条件下，还能拥有优秀的机械

、微型阀和挤出生物打印

性能，而且有研究显示其植入18个月不会产生明显的炎

[30-31]

。打印成功后，可直接植入患者体内或在体外培

症反应或全身毒性

[39]

。Chou等

[40]

在此基础上利用3D喷

养，构成被称为生物反应器的生物活性培养环境，促使

墨印刷制作铁镁复合支架，发现3D打印后铁镁构建体具

细胞向特定方向成长，所以3D生物打印技术正不断被研

有开放的多孔结构，具有与松质骨相似的拉伸机械性

究者们开发利用。

质。体外分析发现暴露于支架后细胞活力良好，细胞也
渗透到孔隙中。金属作为应用历史最久的支架材料，正

生物活性支架应用的材料

2.3
2.3.1

金属材料复合支架

钴铬合金、锆合金、钛合金

在不断得到新的使用方式。

和不锈钢等金属合金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强度，因

2.3.2

此通常被用于关节臵换和骨折固定植入物，以支持骨愈

合材料、无定形玻璃和生物玻璃等，具有良好的生物活

合

[32]

。然而其缺乏生物降解性，不太适合骨组织工程，

作为骨折内固定物还需要额外手术来移除金属植入物，
特别是当它们用于未达到骨骼成熟度的儿童患者时

[33]

生物陶瓷材料复合支架

性、耐腐蚀性和抗压缩性

[41]

生物陶瓷包括陶瓷复

。其中骨组织工程中最常用

的材料为羟基磷灰石、磷酸三钙和他们不同比例的混合

。

物双相磷酸钙，这些材料作为骨组织工程支架在体内经

虽然有这些限制，但通过制造复合金属支架已取得了一

由细胞降解为钙和磷酸根离子，从而通过骨诱导促进骨

些成功。Chen等

[34]

发现给予3D打印钛支架孔隙率在达

[42]

再生

。生物陶瓷在结构和化学组成方面也与天然骨的

到50%的情况下，抗压强度可达到109 MPa，并且具有

矿物质含量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这使得生物陶瓷构

粗糙的微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骨髓间充质干细

建体能够提供生物相容的骨传导性界面，能够促进与宿

胞在支架上的附着与增殖。而在支架中加入锶、镁的等

主组织的整合，而不会形成瘢痕组织

一系列金属微量元素，可促进骨生成和血管生成，在增

[44]

强骨重建和修复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35]

通过Tang等

[43]

。

进行的4种生物陶瓷支架的对比实

。其中锶得到了广

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生物陶瓷支架拥有着良好的骨传

泛研究，因为它具有与钙相似的大小及电荷，现已证明

导性及骨诱导性，而且随着组成成分的不同，产生效果

锶可在成骨细胞介导的骨再生过程中取代钙，增强骨生

的侧重点也不同，但也证明了生物陶瓷支架具有优秀的

成，同时防止破骨细胞再吸收。此外，锶已被证明可增

应用前景。然而，在骨组织工程的背景下，陶瓷支架相

强成骨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

[36]

通过冷冻干燥

对易于脆化。与金属基支架一样，它们也难以精细控制

法将锶与羟基磷灰石和壳聚糖混合，用以制作复合纳米

的降解速率。因此，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用于开发陶瓷

杂化支架，发现支架中存在的锶-羟基磷灰石纳米晶体

复合支架。而且生物陶瓷相比其他骨组织工程材料更易

可显著增强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和成骨分化能

于表面添加涂层，增强其功能。Mohseni等

力，显著改善骨再生。通过微弧氧化及水热法处理钛合

合磷酸三钙/胶原支架植入兔股骨节段性骨缺损中，45 d

金支架后，不但增强了羟基磷灰石的形成能力，而且在

后在组织学上发现了良好的骨形成，且比单纯的羟基磷

兔股骨髁缺损中促进了骨整合及骨再生，见图2。

灰石支架表现更为优异。而添加聚合物涂层的另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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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可以搭载药物，并能达到药物缓释的目的，从而产
生更优秀的骨再生效果。Tarafder等

[46]

在3D打印了磷酸

支架在一些实验中也被用于可注射黏合剂搭载抗生素
或聚合物，被发现具有良好的细胞相容性并能够治疗体
[55]

三钙支架后，对其进行了聚己内酯/阿仑膦酸涂层，发现

内骨缺损。Zhang等

与裸露的磷酸三钙或聚己内酯包被的磷酸三钙支架相

玻璃-壳聚糖复合骨水泥并注入兔股骨髁缺损中，有明

比，具有聚己内酯与阿仑膦酸复合涂层的支架可局部缓

显的新骨形成。因此，这种可注射生物支架为通过微创

慢释放阿仑膦酸，促进早期骨形成增加。而含有二氧化

手术治疗不规则形状的骨缺损提供了新的思路。

硅的生物陶瓷复合材料在骨组织工程中也受到了极大

2.3.3

的关注，因为含Si支架的离子分解产物具有优秀的骨传

备的聚合物材料，包括天然聚合物和人工合成聚合物。

导性

[22]

。Dai等

[47]

制备了掺杂锶的硼酸盐生物活性

聚合物材料复合支架

用于骨组织工程支架制

烧结碳酸钙和二氧化硅以产生新型多

由于天然聚合物具有延展性、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

孔β-硅酸二钙支架，机械分析发现这种复合支架最大抗

等有利性质，使其在骨组织工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关注，

压强度达到28.1 MPa，孔隙率高达71%，表现出了良好

而且通常天然聚合物表面含有生物功能分子，可帮助支

的生物相容性，体外细胞增殖实验发现MG-63细胞和间

架上的细胞附着、整合和分化。已在骨组织工程中研究

充质干细胞增殖良好。同时将支架放臵在模拟体液培养

的天然聚合物包括胶原、蚕丝、藻酸盐、壳聚糖和透明

后发现了表面磷灰石的形成。他们还发现在小鼠体内植

质酸。然而，使用天然聚合物也可能受到限制，包括存

入支架9周后，支架中有骨组织生成，提示支架的骨诱

在致病性杂质(如内毒素

导特性。

降解相关的局部细胞抑制。尽管交联可在一定程度上提

诸如耐腐蚀性、生物相容性和刚度的性质导致生物

[56]

高天然聚合物的结构性能

)、缺乏降解速率的可调性和

[57]

，但其机械性能也未能达到

陶瓷在临床骨科广泛使用。成千上万的患者已经从陶瓷

最佳标准。已在骨组织工程中应用的合成聚合物包括聚

关节臵换组件，以及用于填充骨缺损的陶瓷粉末和颗粒

乳酸、聚乙醇酸、聚己内酯、聚乙二醇及共聚物聚乳酸-

中受益

[48]

。

乙醇酸等。将聚合物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可根据需要

生物活性玻璃代表了陶瓷材料的另一个子组，已在

制造具有定制孔径、孔隙率、降解速率和机械强度的聚
[58]

骨组织工程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生物活性玻璃可被视

合物支架

为具有无定形结构的表面活性玻璃-陶瓷生物材料。植

胶，不但具有理想的多孔结构，而且具有良好的互连性、

入体内后，生物活性玻璃溶解有助于在生物玻璃表面上

弹性和显著的骨传导性，体外可显著增强骨髓间充质干

形成羟基磷灰石层，其反过来与宿主骨中的胶原原纤维

细胞的增殖活力及碱性磷酸酶活性，且细胞/水凝胶构建

相互作用，以产生强烈的结合。事实上，与骨骼形成的

体在成骨分化后也显示出良好的机械强度和弹性，体内

黏合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通常不能通过破坏周围骨骼来

实验也验证了水凝胶聚合物的生物相容及促进骨形成

去除生物活性玻璃。生物活性玻璃相互连接的多孔结构

的特性

类似于骨小梁，为细胞提供了一个临时模板，促进骨再

使用时相对较差的承载能力，与金属和陶瓷化合物相比

生

[49]

。目前生物活性玻璃已开始被用于临床，包括用于

。由壳聚糖及丙烯酰胺共聚形成的温敏水凝

[59]

。然而无论合成和天然聚合物，都面临着单独

具有较低的弹性模量

[60]

。在骨组织工程中，对支架的抗
[61]

整形外科和颌面外科领域的假体；颗粒和微粒也被用来

压缩与拉伸、抗疲劳性能机械要求是复杂的

代替传统的骨移植物，来帮助治疗慢性骨髓炎、软组织

决这一问题，可将生物陶瓷作为涂层或填料添加到聚合

缺损和伤口

[50-51]

。虽然生物活性玻璃在生物活性和骨传

物基质中，提高聚合物的生物活性及机械性能

。为了解

[62]

。而通

导性等具有吸引力，但固有的脆性使其临床应用具有局

过表面改性也可增加聚合物支架的性能与生物活性，包

限性。所以可通过掺入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来改善生

括生长因子和表面配体，以帮助细胞黏附和增殖

物活性玻璃的孔隙率、降解速率和弹性模量等性能

[52]

。

[53]

Villa等

[64]

[63]

。

通过共沉淀和冷冻铸造工艺开发了胶原-

研究了多种聚合物涂层3D打印生物

羟基磷灰石支架，所形成的支架具有高度的渗透性，适

活性玻璃支架的骨诱导特性，包括明胶及交联明胶，并

合细胞浸润、附着和成骨，具有99%的孔隙互连性。将

在接种间充质干细胞后植入免疫缺陷小鼠中，8周后组

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种到此支架上，在体外培养12 h

织形态测定和微计算机断层扫描发现，明胶包被的支架

后观察到良好附着。将该支架植入小鼠颅骨缺损中，3

整体表现最好，同时还发现生物活性玻璃支架具有优秀

周后在射线照相和矿化分析中发现接近完全填充颅骨

Wessuser等

的药物传递能力。Jiang等

[54]

用酰胺涂覆中孔生物活性

缺损的再生骨组织；数周后胶原蛋白的基质金属蛋白酶
[65]

玻璃支架，随后将庆大霉素加载到支架中孔表面上，体

分解，必然导致支架降解。相比之下Marcacci等

外与未经过胺化的生物活性玻璃支架相比实现了更高

羟基磷灰石支架植入4例长骨缺损患者，发现6年支架仍

的庆大霉素负载和更长的药物释放；体外生物活性也得

未能降解。Hou等

到改善，在模拟体液中浸泡3 d后，酰胺涂覆中孔生物

合并进行冷冻干燥，并将载有骨形态发生蛋白的壳聚糖

活性玻璃支架表面羟基磷灰石形成增加。生物活性玻璃

微球/可吸收胶原海绵复合支架植入兔长15 mm桡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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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损中，早在4周时发现缺损就会被新骨桥接，12周X射线

增殖，表现了良好的生物相容性。Shaui等

和组织学分析可见骨髓腔完全愈合和再通，见图3。这

羟基磷灰石可提高共聚物聚乳酸-乙醇酸的成骨能力和

些结果表明，复合壳聚糖-胶原支架是骨形态发生蛋白2

弹性模量，而共聚物聚乳酸-乙醇酸可以平衡羟基磷灰

用于治疗节段性骨缺损的有希望载体。在支架中添加不

石的脆性和降解速率，并通过实验证明纳米羟基磷灰石

同的成分，对骨再生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研究证明，

含量最多为20%。Haider等

在聚合物支架中加入骨骼组成成分(如羟基磷灰石)，可

酸-乙醇酸-羟基磷灰石和纯共聚物聚乳酸-乙醇酸支架

显著增强其骨诱导能力。Chang等

[67]

发现纳米

[70]

证明，与球形共聚物聚乳

将透明质酸作为羟

相比，共聚物聚乳酸-乙醇酸-羟基磷灰石纳米纤维支架

基磷灰石-β-磷酸三钙颗粒的水性黏合剂，观察是否可

显示出更高的细胞黏附、增殖，增强的成骨效应和增加

减少所需的骨移植量并增加临床情况下移植物处理的

的钙离子释放。但与合成聚合物相比，天然聚合物(如胶

便捷性。将羟基磷灰石-β-磷酸三钙加载到交联的透明

原和壳聚糖)具有改善的矿化特性。天然聚合物中存在许

质酸中，形成新的透明质酸/羟基磷灰石-β-磷酸三钙复

多离子分子基团，允许发生诸如钙螯合的过程，并且可

合物，然后将其注入体内兔颅骨缺损，组织学和微CT

通过负表面电荷改善矿化速率。合成聚合物表面很大程

分析发现，即使羟基磷灰石-β-磷酸三钙颗粒数量减少，

度上是疏水的，不利于细胞黏附。因此已尝试改变合成

透明质酸也能维持骨再生。事实上，与对照支架相比，

聚合物的表面，以增加其细胞亲和力。

透明质酸/羟基磷灰石-β-磷酸三钙样品在2周后的骨形
成量增加了1.7倍。总之，向骨移植物中添加透明质酸，
不仅促进了骨传导，而且在临床情况下也改善了处理特
性。

3

总结与讨论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各种类型的骨组织工程支架都被应用于大型骨缺

损治疗中。已开发了几个具有临床转化成功骨和软骨构
建体的实例，其中陶瓷和聚合物复合材料具有与天然骨
相似的组织组成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能获得最大成
功，应作为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尽管对骨缺损治疗进行了大量且新颖的研究，但由
于超出临界尺寸骨缺损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其修复对组
织工程师和骨科医生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目前
骨组织工程支架的研究重点如何促进骨再生，而忽略了
2周

4周

8周

12 周

纵截面

血管再生对骨与软骨再生也有着重要作用，为了在将来
最大化促进骨生成和软骨形成效率，不但要支架促进骨
再生，更应促进支架内血管形成。而如何应用生长因子
也应成为关注的重点，希望在未来可通过材料及打印技
术的进步，在支架随着骨再生程度而降解的过程中，能
将所含有的药物或生长因子梯度释放，达到理想的应用
效果。
3D生物制造和生物打印技术为构建微结构和空间
内容提供了越来越精确的控制，3D打印可有效保证支架
有效性的同时实现个体化定制，自身的微孔结构为细胞
依附及骨传导提供了空间支持，在未来更应达到更高的
打印精度，使细胞相容性得到进一步提高。而如今随着

图注：图中 a 为具有多孔结构壳聚糖微球(A)及普通壳聚糖微球(B)
的扫描电镜照片；b 为壳聚糖微球/可吸收胶原海绵修复桡骨缺损的
三维显微 CT 重建图像：其中 A 为应用聚糖微球/可吸收胶原海绵
修复骨缺损，B 为将骨形态发生蛋白 2 直接植入聚糖微球/可吸收
胶原海绵并用于修复骨缺损，C 为用壳聚糖微球包裹骨形态发生蛋
白 2 后植入聚糖微球/可吸收胶原海绵并用于骨缺损。
图 3 壳聚糖微球/可吸收胶原海绵的微观结构与骨修复能力

在合成聚合物方面，Yang等

[68]

利用聚乳酸、聚己内

酯和疏水改性的纳米二氧化硅粒子制造了生物支架，不
但具有分层结构，更能支持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黏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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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化技术和仿生支架设计相结合时，在未来为特定患
者创建复杂的骨组织工程支架成为可能，也为治疗各种
具有挑战性的疾病提供了希望，包括骨瘤病、骨质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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