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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磷酸三钙复合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促成骨：
影像学及免疫组织化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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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β-磷酸三钙联合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的骨修复能力
β-磷酸三钙：
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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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骨引导：骨缺损周围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为终末分化的细胞，无迁徙能力。当缺损大小超过临界值时，即
临界性骨缺损，必须利用骨替代材料维持骨缺损处的空间，引导血管原细胞和骨原细胞向多孔的材料表面迁
移、长入，同时骨替代材料逐步降解，最后全部由新生骨替换。
骨诱导：在相关骨诱导因子如骨形成蛋白的作用下，诱导骨缺损区的间充质细胞、成纤维细胞等向成骨细胞
分化，从而有利于新生骨组织形成。因此，实现骨诱导需要具备 3 个基本要素：可溶性骨诱导信号；能对骨
形成诱导信号作出反应的细胞；富含并释放生长因子和细胞的载体。

稿件接受：2018-10-13

摘要
背景：目前研究证明多种骨替代材料与血液衍生物联合应用均具有更好的成骨作用。现阶段国内外均未见关
于 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复合应用于骨缺损修复的相关报道。
目的：观察 β-磷酸三钙复合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用于骨缺损修复的成骨特点及效果。
方法：将 39 只日本大耳兔随机分为 4 组，均在兔双侧后肢股骨髁外侧面制备 6.0 mm×8.0 mm 的柱状临界性
骨缺损，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n=12)骨缺损中填入兔自体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碎屑，β-磷酸三钙
组(n=12)填入 β-磷酸三钙颗粒，复合组(n=12)填入 β-磷酸三钙颗粒与兔自体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碎屑的
等质量混合物，空白组(n=3)不填入任何材料。术后 1，2，3 个月获取完整股骨段，拍摄 X 射线片后进行破骨
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蛋白免疫组织化学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X 射线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圆形透射影从边缘向中心密度逐渐
增高，β-磷酸三钙组和复合组圆形阻射影从边缘向中心密度逐渐降低，最后密度都接近周围天然骨或者与周
围天然骨一致；②免疫组织化学显示，4 组均有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蛋白阳性表达，相同时间点下
破骨细胞分化因子与骨保护素蛋白表达的平均吸光度值比较为：复合组>β-磷酸三钙组>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
蛋白组>空白组(P 均<0.05)；③结果表明，β-磷酸三钙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复合应用时的成骨效果优于
二者单独应用。
关键词：
骨科材料；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β-磷酸三钙；临界性骨缺损；骨再生；生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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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various bone substitute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blood derivatives contribute to osteogenesis. At
present, no relevant reports have been report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β-tricalcium phosphate (β-TCP) combined with advanced platelet-rich
fibrin (A-PRF) in the repair of bone defects.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β-TCP combined with A-PRF for repair of bone defects.
METHODS: Thirty-nine Japanese big ear rabbits (provided by the Chengdu Dashuo Experimental Animal Center in Chin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PRF group (n=12), β-TCP group (n=12), composite group (n=12), and blank control group (n=3). A 6.0 mm×8.0 mm cylindrical
critical bone defect was made on the lateral femoral condyle of each side of hind legs of each rabbit and filled in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in
corresponding groups, respectively. No implantation was done in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The whole femur of each rat was taken at 1, 2 and 3
months after implantation, and X-ray films were taken as well as receptor activator nuclear factor kappa B ligand and osteoprotegerin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Over time, X-ray films showed high-density shadow in the bone defect area in the A-PRF group, and
there was a centripetal growth trend from the edge of bone defect to the center, while in the β-TCP group and composite group, there was a
centripetal decrease trend from the edge to the center of the bone defect, and finally the density was close to natural bone or consistent to the
surrounding bone tissues. (2) Receptor activator nuclear factor kappa B ligand and osteoprotegerin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showed a
positive expression in all the groups. The order of the mean absorbance value in the four groups was as follows: the composite group > β-TCP
group > A-PRF group > blank group, all of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o conclude, β-TCP combined with A-PRF has a
better osteogenic effect than individual use.
Subject headings: Calcium Phosphates; Bone Regeneration; Osteoprotegerin;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Project for Military Stomatology, No. 2016KB01 (to SY)

0 引言 Introduction

式会社，日本)；GTR胶原膜(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

由于种植义齿具有功能良好、美观、方便、不损伤邻

国福建)；Rankl兔多克隆抗体(1∶500，BS-0747R，BIOSS

牙等优点，在临床上应用广泛且受到患者的一致好评。但

ANTIBODIES) ； 骨 保 护 素 兔 多 克 隆 抗 体 (1 ∶ 500 ，

临床上常见由于拔牙、牙周炎、长期佩戴活动义齿等原因

BS-0431R ， BIOSS ANTIBODIES) ； DAB 试 剂 盒

导致的骨量不足，影响种植体的植入。为了为种植创造条

(DA1010 ， Solarbio) ； 山 羊 抗 兔 工 作 液 (SP-9001 ，

件，各种骨增量技术应运而生，显著扩宽了种植修复的适

ZSGB-BIO)；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不抗凝真空离心管

应证。在各种骨增量技术创造的额外空间中，都需要植入

(VACUETTE)；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工具盒(法国，Process，

骨替代材料来促进成骨。临床常用的骨替代材料包括自体

Nice)；离心机(TDZ4-WS台式低速离心机)；种植机(Surgic

[1]

骨、同种异体骨、异种骨和人工合成植骨材料等 。已有

4 XT Plus，NSK)；图像分析软件Image-Pro Plus 6.0；

不少研究证明，不同的骨替代材料与血液衍生物联合应用

牙片机(BLX-8，FALCON)；口腔数字化影像系统(DS630，

具有更好的成骨作用[2-4]。β-磷酸三钙属于无机源性骨替代

西诺德)。

材料，具有高度的生物相容性，避免了免疫反应和传播疾

1.4

[5]

实验方法

病的风险 ，可在机体内缓慢降解，引导骨缺损区的成骨

1.4.1

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爬行与增殖，分化促进骨组织形成。

组，分别为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n=12)、β-磷酸三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是用受植者自身血液离心制成的

钙组(n=12)、复合组(n=12)、空白组(n=3)。

生物活性材料，安全度高，患者接受度高，且富含高浓度

1.4.2

[6]

的血小板、白细胞及各种生长因子 ，对软硬组织的再生
[7]

实验动物分组

采用随机数表法将39只实验兔分4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的制备

术前，取改良型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复合组兔，采集耳中动脉全血各

均有促进作用 。实验将β-磷酸三钙和改良型富血小板纤

8 mL，置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不抗凝真空离心管

维蛋白复合应用于兔股骨髁临界性骨缺损，通过X射线影

中，放入台式低速离心机中，在2 000 r/min离心24 min[8]，

像学和免疫组织化学观察骨修复效果。

获得兔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使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
专用工具盒压制成膜，剪碎备用。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1.2

时间及地点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

临界性骨缺损模型的建立与分组干预

改良型富

血小板纤维蛋白制备完成后，取4组兔，称质量，采用3%

实验于2017年6至12月在成都达硕实

验动物中心、四川省里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1.3

1.4.3

材料

戊巴比妥钠(1 mL/kg)行静脉注射麻醉，略弯曲实验兔后肢
膝关节，在股骨髁外侧做一直线切口，逐层分离皮肤及软
组织，暴露股骨髁外侧面，设置种植机转速为1 000 r/min，

实验动物：雌性日本大耳兔39只，体质量3.0-3.5 kg，

用取骨钻制备6.0 mm×8.0 mm的柱形骨缺损，全程伴有冷

由成都达硕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并饲养，动物许可证号：

冻生理盐水冲洗降温。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骨缺损

SYXK(川)2014-189，术前观察1周，确认健康无疾病。实

中填入兔自体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碎屑，β-磷酸三钙

验过程中所有处置符合动物福利要求。

组填入β-磷酸三钙颗粒，复合组填入质量等比混合均匀的

实 验 主 要 试 剂 及 仪 器 ： 3% 戊 巴 比 妥 钠 (Sigma

兔自体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碎屑与β-磷酸三钙颗粒，

Merck)；80×104 U青霉素钠(瑞阳制药有限公司，中国山

空白组不填入任何材料。所有骨缺损表面覆盖一张GTR膜，

东)；β-磷酸三钙骨替代材料(奥林巴斯泰尔茂生物材料株

膜的边缘至少盖过缺损边缘2 mm，关闭创口。按上述步骤，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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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兔另一侧后肢进行相同操作。术后常规护理，肌肉

白组>空白组，以上组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注射80×104 U青霉素钠，3次/d，连续3 d。

0.05)，见表1，2。同一实验组在不同时间节点比较发现：

主要观察指标

1.5

随着时间推移，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β-磷酸三钙

骨缺损区影像学观察 ：术后1，2，3个月，空白组每

组和复合组破骨细胞分化因子蛋白表达逐渐增强 (P <

个时间点随机选1只兔处死，其余3组每个时间点随机取4

0.05)，术后1个月时，破骨细胞分化因子蛋白表达强于骨

只兔处死，获取完整股骨段，分离去净周围组织，置入塑

保护素蛋白；至2个月时，破骨细胞分化因子与骨保护素蛋

料器皿中，由同一人拍摄X射线影像图片。

白表达基本持平。3组骨保护素蛋白表达均呈现出先增加后

免疫组织化学分析：拍摄完X射线片后，仅取骨缺损

减弱的趋势，术后2个月时，骨保护素蛋白表达最强。在实

处标本，制备组织切片，进行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

验周期内，空白组破骨细胞分化因子蛋白表达持续缓慢增

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利用Image-Pro Plus 6.0系统分析平均

强，骨保护素蛋白表达基本保持平稳，有轻微的减弱。

吸光度值。
统计学分析

1.6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β-磷酸三钙组、复合组
使用SPSS 17.0 软件对平均吸光度值
_

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比值在术后1-3个月先减小再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结果表示为x±s，

增大，空白组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比值则先增大再

P < 0.05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减小，见表3。

显红肿、积液，未发生病理性骨折，伤口愈合良好，无充

表 1 术后不同时间点各组新生骨组织破骨细胞分化因子蛋白平均吸
_
光度值的比较
(x±s，n=8)
Table 1 Mean absorbance value of receptor activator nuclear
factor kappa B ligand in new bone tissues at different postoperative
time points

填材料漏出，打开伤口后未见GTR膜移位。

组别

术后 1 个月

术后 2 个月

术后 3 个月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

0.320±0.009a

0.327±0.011a

0.343±0.009a

0.334±0.006ab

0.338±0.009ab

0.357±0.009ab

2

结果 Results

2.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2.2

大体观察结果

影像学观察结果

2.3

39只兔均进入结果分析。

各个取材时间点，所有兔术区未见明

见图1。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术后1个月时，骨缺损边
缘锐利，清晰可见类圆形黑色低密度影，较同期空白组范

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围有所减小，周围可见天然骨的骨小梁；术后2个月时，中

复合组

央可见低密度影区域，形状不规则，边缘模糊，骨缺损区

空白组

边缘隐约可见新旧骨之间的移行线；术后3个月时，可见明
显高密度影，中央可见部分密度较低影像，新生骨与周围
天然骨互相移行，移行线模糊不易见。

0.343±0.016

abc

abc

0.302±0.010

0.357±0.009

0.365±0.009abc

0.319±0.006

0.324±0.015

a

表注：与空白组比较，P < 0.05；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比较，bP < 0.05；
与 β-磷酸三钙组比较，cP < 0.05。

密度逐渐降低，边界变得模糊，形状不规则，向中心缩小；

表 2 术后不同时间点各组新生骨组织骨保护素蛋白平均吸光度值的
_
比较
(x±s，n=8)
Table 2 Mean absorbance value of osteoprotegerin in new bone
tissues at different postoperative time points

术后3个月时，密度降低到与周围天然骨密度相似，新生骨

组别

术后 1 个月

术后 2 个月

术后 3 个月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

0.316±0.008a

0.329±0.009a

0.324±0.011a

0.328±0.009ab

0.339±0.014ab

0.335±0.013ab

β-磷酸三钙组：术后1个月时，骨缺损区呈圆形高密度
影，边界较清晰，且明显高于周围天然骨；术后2个月时，

小梁与周围天然骨小梁互相移行。

复合组：术后1个时，骨缺损区亦呈圆形高密度影，但
低于同时段的β-磷酸三钙组，稍高于周围天然骨，边界尚
清；术后2个月时，骨缺损区密度已接近周围天然骨密度；
术后3个月时，缺损区的密度则与周围天然骨密度基本一
致，密度均匀，新旧骨组织完全融为一体，无法分辨。

空白组：术后1个月时，骨缺损区可见边界清晰的低密
度黑色透射影，随着时间渐进，边界逐渐模糊，透射区域
减小，但至整个实验周期结束，仍可见轮廓可辨的低密度
区域。
破骨细胞分化因子与骨保护素蛋白免疫组织化学分

2.4

析结果

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蛋白免疫组织化学

阳性结果为黄色或黄棕色，阴性结果为无色，4组均有破骨
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蛋白阳性表达，见图2。
实验主要采用吸光度法进行检测，吸光度值与蛋白表
达强弱呈正相关。经统计分析后得出，在同一时间点，4
组间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蛋白平均吸光度值大小
关系均为：复合组>β-磷酸三钙组>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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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复合组

0.334±0.007

空白组

abc

0.302±0.002

abc

0.359±0.009

0.343±0.026abc

0.298±0.005

0.296±0.006

a

表注：与空白组比较，P < 0.05；与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比较，bP < 0.05；
与 β-磷酸三钙组比较，cP < 0.05。

表 3 术后不同时间点各组新生骨组织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
_
的吸光度比值
(x±s，n=8)
Table 3 Ratio of the absorbance value of receptor activator
nuclear factor kappa B ligand to osteoprotegerin in new bone
tissues at different postoperative time points
组别

术后 1 个月

术后 2 个月

术后 3 个月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

1.030±0.047

1.027±0.035

1.031±0.077

β-磷酸三钙组

1.038±0.023

1.025±0.058

1.066±0.044

复合组

1.060±0.054

1.053±0.042

1.068±0.065

空白组

1.000±0.031

1.071±0.038a

1.040±0.058

a

表注：与同组术后 1 个月相比，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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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生长因子、细胞因子，是骨诱导和骨引导共同作用的体现。

Schmitz等[9]在1986年首次提出临界性骨缺损的概念，

X射线对骨组织成像效果好，结合数字化影像系统可

是指在无治疗状态下不能自行愈合的最小骨缺损。临界性

直观观察到不同时期的骨质密度和骨量变化[22]。此次实验

骨缺损的大小在不同动物不同类型的骨组织上都有所不

中，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和空白组在早期表现为骨

同[10]，所以，选取实验动物制造出符合条件的临界性骨缺

缺损区密度低于周围天然骨的黑色透射影像，而β-磷酸三

损是研究骨修复材料修复效果的基本要求

[11-12]

。此次实验

钙组和复合组在早期表现为骨缺损区密度高于周围天然骨

制备的日本大耳兔股骨髁部6.0 mm×8.0 mm的柱形骨缺

的白色阻射影像，分析认为：实验初期骨缺损区新生骨尚

损，在整个实验周期内，经过X射线观察及破骨细胞分化

少，X射线成像特征主要取决于缺损区充填材料的性质；

因子/骨保护素蛋白免疫组织化学分析空白组的表现，证明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属于血液浓缩产物，与空白组中

成功制备出了临界性骨缺损，排除了机体自身修复能力对

的天然血凝块相似，对X射线无阻射性，所以表现为黑色

修复材料的影响。

透射影；β-磷酸三钙的主要成分磷酸钙是一种无机源性骨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和β-磷酸三钙分别具有骨诱

支架材料，在X射线片中呈高密度影像。而后，随着新生

导性和骨引导性。骨引导是利用骨替代材料维持骨缺损处

骨组织的不断形成、改建、成熟，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

的空间，引导前体成骨细胞和成骨细胞在多孔的材料表面

白组的圆形透射影从边缘向中心密度逐渐增高，β-磷酸三

迁移、长入，同时骨替代材料逐步降解，最后全部由新生

钙组和复合组的圆形阻射影从边缘向中心密度逐渐降低，最

骨替换；骨诱导则主要是在相关骨诱导因子如骨形成蛋白

后密度都接近周围天然骨密度或者与周围天然骨密度一致，

的作用下，诱导骨缺损区的间充质细胞、成纤维细胞等向

说明新生骨组织的生长模式具有向心性。这种向心性生长模

成骨细胞分化，从而有利于新生骨组织形成[13]。改良型富

式可能是由于血管从缺损周围长入，缺损外围首先得到充足

血小板纤维蛋白是由Ghanaati等

[14]

发现的第4代自体血液

的血液循环供细胞新陈代谢，有利于骨组织的形成[23]。

制品，电镜下观察显示其呈疏松的三维立体结构，其中网

骨骼的改建贯穿于人的一生，改建过程包括成骨细胞

络了大量血小板、白细胞、生长因子及细胞因子，包括转

介导的骨形成和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成骨细胞和破骨

化生长因子β、白细胞介素4、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胰岛

细胞是骨代谢中的直接执行体，二者受体内众多循环激素

素样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

[15]

，这些成分共同形

和细胞因子的调控。近来发现的骨保护素/破骨细胞分化因

成一个具有高度生物活性的储蓄池，持续缓慢地释放活性

子/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系统，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

因子，利于成骨细胞增殖、分化，促进骨组织修复

[16]

。但

相互作用息息相关，由隶属于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的骨保

随着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中纤维蛋白的降解，其三维

护素、破骨细胞分化因子和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3个细

结构会逐渐崩塌，对骨缺损区的空间维持能力有限。有学

胞因子组成。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是破骨细胞分化因子

者观察到，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人工唾液中17 d即

的唯一受体，当破骨细胞分化因子与破骨前体细胞上的核

完全降解[17]，在体内4周就液化，最长8周就完全降解[18]，

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结合后，可将信号传导入破骨前体细

故不建议将其用作骨替代材料单独应用于引导骨组织再生

胞，通过级联扩增反应活化破骨细胞，引起骨质疏松[24]。

术中。此次实验中，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的成骨效

骨保护素的主要作用是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和活性，诱导

果仅优于空白组而低于β-磷酸三钙组和复合组，可以支持

破骨细胞凋亡，增加骨密度[25]。Nelson等[26]比较了破骨细

此观点。β-磷酸三钙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无机源性骨替代材

胞分化因子-破骨细胞分化因子和骨保护素-破骨细胞分化

料，形状不规则，颗粒之间可形成许多交通的孔隙通道，

因子的晶体结构，发现骨保护素与破骨细胞分化因子的结

其表面还具有多孔性，孔隙直径10-500 µm，在扫描电镜

合亲和力是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与破骨细胞分化因子

[19]

下还可观察到孔隙在内部相互连接，相互交通

，这些通

结合亲和力的500倍，骨保护素可竞争性结合破骨细胞分

道和孔隙都利于血管的生成长入[20]，以及前体成骨细胞、

化因子，阻止破骨细胞分化因子与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

成骨细胞等细胞在材料表面及其内部的迁移、增殖、分化。

的结合，抑制破骨细胞分化因子的活性。破骨细胞分化因

β-磷酸三钙在体内降解速率较慢，与其表面的构造、含孔

子-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骨保护素轴是维持骨代谢动

率及植入物种有关。有学者在人体胫骨骨缺损中观察到，

态平衡的关键，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的表达还受

表面含孔率为75%的β-磷酸三钙在6个月时完全降解并被

到许多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的调控，如白细胞介素4及13、

骨组织替代，而含孔率为60%的β-磷酸三钙在6个月时仍有

转化生长因子β、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保护性

1/3体积的材料尚未降解

[21]

。实验中也观察到术后3个月时，

细胞因子能上调骨保护素[27-28]，前列腺素E2和糖皮质激素

仍有较多的未降解材料。此次实验结果观察到β-磷酸三钙

则下调骨保护素[28]。破骨细胞分化因子负性调控因子有白

组的促成骨效果较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更好，可能

细胞介素2、4、10及干扰素等，正性调控因子有白细胞介

是由于β-磷酸三钙能更好地维持骨缺损区空间，在体内的

素1、3、6、7及肿瘤坏死因子等[29]，但大多数细胞因子缺

降解速度与骨再生速度相适应，而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

乏对破骨细胞的直接刺激，而是作用于成骨细胞，使之旁

白虽具有大量诱导因子，但降解速度快于骨再生速度。复

分泌破骨细胞分化因子，激活破骨前体细胞和破骨细胞[30]，

合组成骨效果最好，可能为：β-磷酸三钙提供细胞爬行的

同时成骨细胞也会分泌骨保护素，避免过度骨吸收。此次

支架，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提供诱导细胞增殖分化的

实验中观察到，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和β-磷酸三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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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复合组

空白组

术后 1 个月

图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
白组圆形透射影从边缘向中心密度逐渐增高，β磷酸三钙组和复合组圆形阻射影从边缘向中心
密度逐渐降低，最后密度都接近周围天然骨或者
与周围天然骨一致；空白组术后 3 个月时仍可见
轮廓可辨的低密度区域。
图 1 术后不同时间点各组兔股骨髁缺损部位 X
射线检查
Figure 1 X-ray observation of femoral
condyle defect in each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surgery

术后 2 个月

术后 3 个月

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

β-磷酸三钙组

术后 1 个月

术后 2 个月

术后 3 个月

复合组

空白组

图注：
4 组均有破骨细胞分化因
子、骨保护素蛋白阳性表达。
图 2 术后不同时间点各组兔
股骨髁缺损部位破骨细胞分化
因子/骨保护素蛋白表达(IHC，
×100)
Figure 2 Expression of
receptor activator nuclear
factor kappa B ligand and
osteoprotegerin in femoral
condyle defect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100)

能促进成骨细胞表达骨保护素和破骨细胞分化因子，且两

板纤维蛋白逐渐降解，β-磷酸三钙继续持续释放出大量钙、

者联合效果更佳。在同一实验组内观察到随时间延长，改

磷离子，局部高浓度的钙、磷离子在材料表面最终合成生

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β-磷酸三钙组、复合组破骨细

物性的磷灰石，使新生骨组织与β-磷酸三钙形成紧密的直

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蛋白的表达趋势相似，术后1个月时

接结合[31]。同时成骨细胞、骨髓基质细胞骨保护素蛋白表

破骨细胞分化因子蛋白表达较骨保护素蛋白多，破骨细胞

达逐渐增多与破骨细胞分化因子蛋白基本持平，破骨细胞

分化因子/骨保护素比值较大，说明在骨形成早期手术创伤

分化因子/骨保护素比值有所减小，说明此时破骨细胞活性

可能使局部的组胺、前列腺素2等炎性因子增多，同时改良

被抑制，以新骨形成为主。术后3个月时，破骨细胞分化因

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释放了大量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

子表达继续增强，但是骨保护素蛋白表达减弱，此时破骨

素1、白细胞介素4、肿瘤坏死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细胞分化因子蛋白表达明显多于骨保护素蛋白，破骨细胞

转化生长因子β等上调破骨细胞分化因子，破骨细胞分化因

分化因子/骨保护素比值又增大，说明进入新生骨组织的改

子得以与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结合，促使破骨细胞增

建阶段。但可能由于样本量有限，同一组内不同时间点的

殖、成熟，以骨吸收活动为主。术后2个月，改良型富血小

破骨细胞分化因子/骨保护素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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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改良型富血小板纤维蛋白、β-磷酸三钙均能促
进骨组织的再生，但是二者联合应用，可互为补充，发挥
更强大的骨修复能力，值得进一步的临床应用观察。此次
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样本量不足、观察时间较短及
未观察到缺损区血管新生情况，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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