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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实验研究

载药硼酸盐骨水泥的制备及其体外生物活性和抗菌性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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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以硼酸盐生物活性玻璃和改性壳聚糖液相制备了新型的硼酸盐骨水泥

同时负载骨髓炎治疗药物硫

酸庆大霉素 考察其体外抗菌性能 以探讨其治疗骨髓炎的可能性 方法 以硼酸盐骨水泥为载体 制备了负载
硫酸庆大霉素 GS 的骨水泥 探究负载 GS 对骨水泥的可注射性能 初凝时间的影响 将负载 GS 且预固化的
硼酸盐骨水泥浸泡于磷酸盐缓冲溶液 PBS 中 考察其体外生物活性 生物降解性和药物释放 利用抑菌圈实
验评估了负载 GS 的硼酸盐骨水泥的体外抗菌性能 结果 制备的载药硼酸盐骨水泥能够被完全注射 初凝时间
约 6 min 在体外的磷酸盐缓冲溶液 PBS 中浸泡时 GS 能够持续稳定的释放 药物释放长达 26 天 负载 GS
的硼酸盐骨水泥能够很好地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 S.aureus 和大肠杆菌 E.coli 的生长 结论 制备的负载 GS
的硼酸盐骨水泥具有优异的可注射性 合适的原位自固化时间 长期持续的药物释放和抗菌性能
髓炎治疗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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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于骨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borate bone cement (BBC) that could serve as a
carrier for delivering Gentamycin Sulfate (GS) and evaluate the capacity of antibiotic in vitro.
A local drug
delivery system, using novel BBC as carrier for GS, was prepared. The effect of drug loading on the injectability, initial
setting time of the injectable BBC was tested. The bioactivity, biodegradation and loading/release capacity of the BBC
was evaluated by immersing the pre-set BBC samples in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The in vitro antibiotic property
was test by the inhibition zone of the E.coli and S.aureus cultured on the LB agar plates.
The BBC loaded with
GS can be almost completed injected by syringe, and had a proper initial setting time of about 6 min. When immersed
in PBS, sustained release of GS occurred over 26 days, while the borate bioactive glass in BBC converted continuously
to hydroxyapatite (HA). After loading with GS, the BBC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E.coli and S.aureus effective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GS loaded BBC, had an excellent injectability, proper in-situ self-curing time,
long and sustained drug release and the ability to inhibit bacterium growth.
Injectable; Borate bioactive glass; Bone cement; Drug delivery; Anti bacterial property

肿瘤切除 外伤 感染和先天畸形等疾病 造成大量需
要接受骨组织缺损修复的病患 传统的骨组织缺损修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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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体骨移植和同种异体骨移植实现 上述传统修复方法
虽然具有很好的疗效

但前者以牺牲自体健康组织为代价

是一种 以伤治伤 的办法 后者常常会带来疾病传播和免
疫排斥等问题 此外 二者的来源有限 [1] 因此 越来越多
人工合成的生物材料被用于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 以考察替
代自体骨移植的可行性途径

[2]

得益于骨水泥良好的可加工性能 近年来 能够自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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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骨水泥已经被广泛研究并应用于骨组织工程领域 骨水
泥通常包括固相粉末组份和液体组份 室温下将其按一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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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缺损部位 并于骨缺损部位原位固化 [1] 可注射性能使得

盐生物活性玻璃和硫酸庆大霉素

骨水泥能够以微创的方式植入体内 从而最小化手术过程中

为壳聚糖

的组织损伤 减少疤痕的面积 减少患者的痛苦

硼酸盐生物玻璃通过传统的熔融法制备获得 其摩尔组
成如下 14R2O-30MO-54B2O3-2P2O5 其中 R2O 为碱金属氧
化物 MO 为碱土金属氧化物 将各碱金属 碱土金属所对

[3-5]

目前

可注射骨水泥主要有 丙烯酸骨水泥 硫酸钙骨水泥 磷酸
钙骨水泥及复合骨水泥 [6] 而上述四大类可注射骨水泥都因
各种各样的不足而使应用受到限制 [3,7-12]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 骨水泥不能降解 缺乏生物活性 与椎体宿主骨
之间的界面结合力低 易形成纤维组织包裹 从而导致无菌
性松动或者植入失败 同时 PMMA 骨水泥刚性过高 长期

GS

的混合粉末

液相

甘油磷酸钠 盐酸和去离子水的混合溶胶

应碳酸盐 磷酸盐和硼酸等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按照配比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将装有混合药品的白
1350 的硅钼炉中 熔制 2
4h
金坩埚置于 1200

植入脊柱椎体后容易引起临近椎体再骨折 引发患者的局部

熔体淬冷后获得块体玻璃 将玻璃块研磨筛分获得粒径位于
20 m
40 m 范围的粉末 备用

疼痛 [7] 磷酸钙骨水泥具有生物活性和骨传导性能 但是力

液相为壳聚糖 甘油磷酸钠 盐酸 分析纯 国药集团

学性能差 不能应用于承重部位的骨缺损修复 而且其抗溃
散性能差 容易造成渗漏和栓塞 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 [9,12]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和去离子水的混合溶液 首先 将壳聚
2 h 至溶
糖溶于 pH 值为 4±0.4 的盐酸溶液 磁力搅拌 1

硫酸钙骨水泥也缺乏生物活性 而且硫酸钙材料本身的水溶
性使其在植入体内后会被快速的吸收 速度远远快于新骨长

液澄清 制备 20 mg/mL 的壳聚糖/盐酸溶液 并置于 4 冰
箱中冷藏备用 然后将 5.6 g 甘油磷酸钠溶于 10 mL 去离子

入的速度 会在椎体腔内留下孔隙 临床骨修复性能较差 [8]
自从 Hench [13] 发明硅酸盐生物玻璃 45S5 以来 45S5

水
后

生物玻璃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整形外科 牙科和皮肤等组织工
程领域 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生物玻璃具有生物活性 与体
液接触后 能够降解成为羟基磷灰石 hydroxy apatile, HA
骨骼的无机组成

从而与骨骼和软组织形成牢固的结合

硼酸盐生物玻璃作为一种新型的生物材料 已经应用于
诸多生物医学领域

[14-17]

张等

[14,15]

以硼酸盐生物玻璃为基

体作为负载替考拉宁的药物载体 可以用于炎症治疗和骨缺
损部位的修复 硼酸盐生物玻璃支架能够促进细胞增殖 维
持细胞正常功能 植入老鼠皮下 6 周后 硼酸盐生物玻璃支
架能支撑组织的长入 表明硼酸盐生物活性玻璃兼具优异的
生物活性和降解性 生物相容性 以及骨传导和骨诱导性能
[16,17]
但是 以硼酸盐生物玻璃为基体的可注射骨水泥却鲜
有研究
此外 伴随骨创伤治疗的细菌或真菌感染的骨髓炎具有
10%
15%的发生率 且治疗较为困难 [18] 为到达更好的
治疗效果 医务工作者们往往向骨再生材料中加入抗生素
GS 是一种广谱的糖肽抗生素 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具
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尤其是治疗和预防大肠柑橘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引起的骨骼感染 [19]
本文制备了新型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药载体
系 对载药骨水泥的可注射性 初凝时间 生物活性和降解
性 药物释放进行了考察 并以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为模型

评估了其体外的抗菌性能

1 材料和方法
1.1 载药骨水泥的制备
硼酸盐骨水泥载药体系由固 液两相组成 固相为硼酸

磁力搅拌至溶液澄清透明 制备甘油磷酸钠溶液 最
将制备的壳聚糖/盐酸溶液与甘油磷酸钠溶液按照体积
比 5 1 混合 制备壳聚糖混合溶液 然后置于 4 的冰箱
冷藏备用
为制备载药硼酸盐骨水泥 将硼酸盐生物玻璃粉末与硫
酸庆大霉素均匀混合 然后加入壳聚糖混合溶胶 在玛瑙研
钵中研磨搅拌 混合 1.5 min 后 即获得载硫酸庆大霉素硼
酸盐骨水泥浆体 硫酸庆大霉素粉末 硼酸盐生物玻璃粉和
液相的比例为 30 mg 1 g 0.5 mL
1.2 载药硼酸盐骨水泥的体外性能研究
1.2.1 载药前后硼酸盐骨水泥的可注射性

初凝时间和抗压

强度
可注射性和初凝时间是衡量骨水泥应用的重要指标 本
文利用专用的骨水泥枪头 浙江科惠

配合专用注射器 上

海康德莱 测试载药前后硼酸盐骨水泥浆体的可注射性 采
用 20 mL 医用注射器 骨水泥枪头孔径为 2.7 mm 将 5 g 的
硼酸盐生物玻璃粉和硫酸庆大霉素混合均匀 与壳聚糖混合
溶液按照 2 1 的比例混合 1 分钟左右 待混合均匀后利用
药勺转移至注射器中 注射器 骨水泥枪头向下 被垂直固
定后 利用电子万能试验机 CMT6104 MTS 中国 上海
中国 加载 100N 的恒定压力 并以 10 毫米/分钟的速度匀
速向下挤出浆体 挤出前浆体的总重量为 M 挤出后 剩余
浆体的重量为 M1 利用公式 (1) 计算载药硼酸盐骨水泥的
可注射性 每组实验重复 4 次 计算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
INJ %= [(M1-M) /M] ×100 % (1)
采用通用的吉尔摩双针 (ASTM C266) 测试载药前后硼
酸盐骨水泥的初凝时间 利自制的多孔有机玻璃 ( 孔尺寸
为 宽 5 mm 高 10 mm) 做模具 将骨水泥浆体填进模具

2017 年 12 月
第 14 卷 第 6 期

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
ORTHOPAEDIC BIOMECHANICS MATERIALS AND C LINICAL STUDY

并置于振荡器震荡 20 s 以除去浆体可能包裹的空气 然后
置于 37
湿度大于 90%湿度的恒温箱中养护 每组实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并粘嵌骨水泥样品的琼脂培养基置于 37
培养 24 h 后 记录样品的抑菌圈照片

重复 4 次 计算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
利用电子万能试验机 CMT6104

1.3 统计分析

MTS 中国 上海
中国 评估载药前后硼酸盐骨水泥的抗压强度 电子万能试
验机的探头加载速度为 0.5 mm/min 硼酸盐骨水泥样品的

所有的生物学实验 4 个样品 1 组 都重复三次 所有
结果都以算术平均值±标准差的形式呈现 以单项方差进行
统计分析 统计学水平差异设置为 <0.05

尺寸为 Ø6 mm × 12 mm

2 结果与讨论
2.1 可注射性 初凝时间和抗压强度
图 1 是载药前后硼酸盐骨水泥的可注射性 A
初凝
时间 B 和抗压强度 C 与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 采用
具有可注射性的骨水泥能够以微创手术植入体内 减少患者
的痛苦和费用 载药前后硼酸盐骨水泥均显示出优异的可注
射性能 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的可注射性能约
为 97% 而单纯的硼酸盐骨水泥的可注射性能约 95% 由
于注射器枪头里面不可避免地会有部分骨水泥浆体残留而无
法完全注射干净 这意味着本实验制备的硼酸盐骨水泥 无
论载药与否 骨水泥浆体都已达到浆体其挤出极限 皆具有
理想的可注射性能 [21] 由图 1 B 可知 载药前 硼酸盐
骨水泥的初凝平均时间约为 5 min 硫酸庆大霉素的负载稍
微增加了硼酸盐骨水泥的初凝时间 约为 6 min 左右 但仍
15 min [22] 图 1 C 为负载
然是临床的适用范围 6
和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的抗压强度 固化成
型的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的抗压强度为
30.3±1.6 MPa 硫酸庆大霉素的负载使得抗压强度有所
降低 为 25.6±2.3 MPa

每组实验重复 4 次

计算算术平

均值和标准差
1.2.2 载药硼酸盐骨水泥体外生物活性和降解性
分别制备载药和不载药的预成型硼酸盐骨水泥短柱状样
品 尺寸为 Ø4.7 mm×3.5 mm 将 4 粒骨水泥样品浸泡于 10
mL 0.01 M 磷酸盐缓冲液 (PBS pH 7.2 7.4) 然后置于
湿度大于 90% 温度为 37 的恒温箱中 每 48 h 更换一次
浸泡液 PBS 利用天平分析样品的重量变化 利用日产
S-236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观察样品浸泡前后表面形貌的变化 同时结合能谱分
析 energy 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S 检测其表面
成分 利用日本 D/max2550VB3+/PC 型 X 射线衍射仪 Xray diffractometer XRD 分析样品浸泡后的相组成 将 4
粒载药骨水泥样品和 4 粒未载药骨水泥样品各浸泡于 10 mL
7.4) 然后置于
的 0.01 M 磷酸盐缓冲液 (PBS pH 7.2
37
湿度大于 90 %的恒温箱中 不更换浸泡液 PBS 利
用溶液 pH 计

FE20, Mettler Toledo 检测浸泡液的 pH 值
每组样品重复 4 次 计算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

变化
1.2.3 载药硼酸盐骨水泥的体外药物释

制备负载硫酸庆大霉素 尺寸为 Ø4.7 mm×3.5 mm 的预
成型硼酸盐骨水泥短柱状样品 浸泡于 0.01 M 磷酸盐缓冲
7.4) 中 以评估其体外药物释放行为
液 (PBS pH 7.2

A

B

C

4 个骨水泥样品浸泡于含有 10 mL PBS 的无菌聚乙烯塑料瓶
中 PBS 每两天更换一次 利用检测极限为 0.2 mg/L 的高
性能液相色谱仪 HPLC Model 1100, Agilent Technologies,
USA 检测磷酸盐缓冲液中硫酸庆大霉素的含量 每组样品

图 1 载硫酸庆大霉素前后硼酸盐骨水泥的可注射性能(A) 初凝时间
(B)和抗压强度(C)的变化

重复 4 次 计算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
1.2.4 载药硼酸盐骨水泥体外抗菌活性

混合或者直接与固化液混合 但是无论以何种形式添加 负

采用抑菌圈法定性测试载药硼酸盐骨水泥的体外抗菌性
能 实验选用革兰氏阳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S.aureus, ATCC
25923 和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菌 E.coli, ATCC 25922 为

降低其力学强度 抗菌药物添加进骨水泥后 与基体材料相

骨水泥负载抗生素药物一般是将药物与骨水泥固相粉体
载药物都会改变骨水泥的理化性质而影响骨水泥的自固化反
应 [23] 一般来说 抗生素倾向于增加骨水泥的固化时间而
互作用的机理主要有三种

[24]

物理填充

是指外加抗菌

细菌模型
以不载药的骨水泥以空白对照组 首先 取
100 L 菌悬液均匀涂布于 LB 培养基上 然后将预成型好的
载药硼酸盐骨水泥 Ø4.7 mm×3.5 mm 约 80 mg 粘附于

药物在骨水泥浆体结构中仅仅起到固相填料的作用 可以使
得骨水泥的结构更加紧密
化学反应 是指由于抗菌药物

琼脂培养基 并嵌入些许深度 所有样品在实验之前都经紫
外灭菌 3 h 预成型的载药骨水泥中 硫酸庆大霉素的含量
约为 10 mg 分别将涂覆大肠杆菌并粘嵌骨水泥样品和涂覆

应 也可能同骨水泥水化产物再反应

[20]

的反应活性 使其与骨水泥的某一或者某些组分发生化学反
物理化学作用 是

指因为外加组分与骨水泥末形成较强的作用力而掩盖了水化
反应的活性中心 上述相互作用机理取决于添加药物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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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性质

硫酸庆大霉素与壳聚糖/盐酸溶液不发生化学反

应 本实验中 硫酸庆大霉素仅仅物理填充 硫酸庆大霉素
为水溶性的抗生素

A

B

当硼酸盐生物玻璃/硫酸庆大霉素的混

合粉体与壳聚糖溶胶液相混合时 硫酸庆大霉素迅速溶解于
其中 因此 水溶性的硫酸庆大霉素增加了固化液的体积和
基体气孔率 而不是增加固相粉体的量 也就相对地减少了
硼酸盐生物玻璃粉和骨水泥液相的比例

[22,23]

因此 硫酸庆

大霉素的添加增加了硼酸盐骨水泥的可注射性和固化时间
降低了抗压强度
2.2 生物活性和降解性

图 2 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在 PBS 中浸泡后的累积失重
(A)和浸泡液 PBS 的 pH 值(B)随时间的变化

骨水泥基体中的硼酸盐生物玻璃会

硼酸盐生物玻璃降解时析出的钙离子能够与溶液中磷酸
根结合 在 pH 为碱性的条件 形成最稳定的磷酸钙沉淀
羟基磷灰石 [25,26] 图 3 为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

析出钠 钾 钙和硼等离子 使得样品逐渐失重 析出的钙
与溶液中的磷酸盐 [25,26] 能够反应形成羟基磷灰石 骨骼的

在 PBS 中浸泡前后的表面微观结构和能谱图 浸泡前 图
3 A 硼酸盐生物玻璃颗粒和硫酸庆大霉素包裹于壳聚糖粘

无机组成
从而表现出优异的体外生物活性和降解性 图
2 分别是负载和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在 PBS

合剂 形成整体 部分表面暴露着硼酸盐生物玻璃颗粒 图
3 C 浸泡 60 天后 图 3 B
表面更加粗糙 骨水泥基体

中浸泡后 试样的累积失重随浸泡的变化以及浸泡液的 pH
值随时间的变化 负载和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
泥 其累积失重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规律 图 2 A
浸泡初

中硼酸盐生物玻璃逐渐降解 形成球形颗粒堆垛的微观结构
图 3 D EDS 图 3 E 显示表面沉积物为钙磷化合物 骨
水泥浸泡前与浸泡 60 天的表面能谱图差别不大 但是生成

期

钙磷化合物的 Ca/P 则从 1.72 降低至 1.66 更加的接近于羟
基磷灰石的理论化学计算比例 1.67 图 4 是载硫酸庆大霉

在 PBS 中浸泡后

样品失重较快

重量迅速减少

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

样品的失重逐渐放缓 硫酸庆大霉素的负载 加速了硼酸盐
骨水泥前期的失重 这可能是因为硫酸庆大霉素的水溶性增
加了前期骨水泥基体与浸泡液的接触面积 加速了硼酸盐生
物玻璃的降解转化 [15] 浸泡 60 天后 未负载 GS 硼酸盐骨
水泥的累积失重率约为 36.1% 载药硼酸盐骨水泥的累积失
重率约为 37.5% 因此硫酸庆大霉素的负载并未显著降低硼
酸盐骨水泥的体外降解性 负载和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
酸盐骨水泥浸泡液 PBS 的 pH 值也呈现出类似的变化规律
图2 B
浸泡初期 PBS 的 pH 值迅速增加 随着浸泡时
间的延长 浸泡液的 pH 值逐渐下降 并趋于平稳 由于碱
金属离子溶出 浸泡初期 pH 值迅速升高 但随着反应时

素的硼酸盐骨水泥试样在 PBS 中浸泡 20 和 60 天后以及标
准羟基磷灰石 JCDPS 72-1243 HA 的 XRD 图谱 结果表
明骨水泥基体中的 硼酸盐生物玻璃组份逐渐转变为 HA
但是反应产物的 XRD 衍射峰出现宽化 说明所获得的 HA
晶体结构不完全或者其晶体尺寸在纳米尺度范围内
综合失重曲线 pH 变化曲线 XRD SEM 和 EDS 等
试验结果可知 制备的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试
样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和可降解性

A

B

C

D

间的推移 产物由最初的磷钙化合物向 HA 过渡 消耗了
OH 基团 因此 pH 值又逐渐降低 在有 HA 的晶核之后
骨水泥再降解时直接形成 HA 所以 pH 值并趋于平缓 研
究发现

单独的硼酸盐生物玻璃颗粒在含磷溶液中浸泡后

浸泡液的 pH 值最终会达到 9.6 以上 且维持在此水平 但
是过高碱性的局部环境 pH 值会使得机体产生炎症 [27, 28] 本
实验中 混合溶胶液相的 pH 值约为 4.6 酸性的溶胶液相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中和硼酸盐生物玻璃降解形成的过高碱
性 使 pH 值更趋近于生理环境 从而可以避免局部 pH 过
高引起的炎症 [29] 且体内动态 循环的体液流动也进一步
减少了局部环境 pH 值过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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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终实现完全释放

[15,30]

同时 硼酸盐骨水泥降解形成的碱性

环境进一步降低了壳聚糖的溶出度 加之材料表面 HA 的逐
渐形成 从而降低了抗生素早期的爆发性释放 而有利于后
期的持续缓慢释放

图 3 载硫酸庆大霉素硼酸盐骨水泥在 PBS 中浸泡前和浸泡 60 天后
的 SEM 观察和 EDS 分析 (A C 浸泡前的 SEM 观察 B D 浸泡 60
天后的 SEM 观察 E F 浸泡前和浸泡 60 天后的 EDS 分析) 彩图见
插页
图 5 硼酸盐骨水泥药物载体在 PBS 中浸泡后 硫酸庆大霉素的累积
释放曲线

2.4 体外抗菌活性
图 6 是载药硼酸盐骨水泥的抗菌实验结果 区域 2 和区
域 1 分别为负载和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组

图 4 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在 PBS 中浸泡不同天数的 XRD
(a. 20 天 b. 60 天) 彩图见插页

2.3 体外药物释放
理想的药物载体不仅要有良好的生物活性 而且要能够
持续缓慢地释放药物 以实现骨髓炎症的彻底根治 [18] 图
5 是载药硼酸盐骨水泥在 PBS 中浸泡后 硫酸庆大霉素的累
积释放曲线 缓释初期 存在药物的突释 第一天药物释放
量大约为 41% 1 周后释放量达到 74% 随后药物缓慢持续
释放

4 周 26 天时最终药物释放总
总释放时间长达 3
89%
量为
继续延长试验时间 由于药物持续释放的量已
经超出仪器的测量极限 因此骨水泥试样在浸泡 26 天后
表观上显示无药物释出 前期药物的大量释放有助于炎症的
控制

后期长期持续释放有助于炎症的根治

由图可知 负载和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均显
示对大肠杆菌 (E.coli) 图 6 A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S.aureus)
图 6 B 生长的抑制作用 负载了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
骨水泥对大肠杆菌 (E.coli) 的抑菌圈大小约为 16 mm 未
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骨水泥对大肠杆菌 (E.coli) 的抑菌圈约
为 6 mm 而负载了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 (S.aureus) 的抑菌圈大小约为 14 mm 未负载硫
酸庆大霉素的骨水泥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S.aureus) 的抑菌
圈约为 5 mm 因此与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
相比 负载了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对大肠杆菌大肠
杆菌 (E.coli)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S.aureus) 的抑菌圈均更
大更显著 未负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的抗菌性能
可能是由于在 LB 琼脂培养基中培养前期 骨水泥高浓度的
释放而具有的抑菌作用

A

B

在硼酸盐玻璃粉末固化后 药物就被封装于玻璃粉末之
间 由于硫酸庆大霉素是水溶性抗生素 当 PBS 渗透进入
骨水泥基体时

表面或浅层的硫酸庆大霉素迅速原位溶解

因此初期具有较高的药物量 由于生物玻璃粉末的外表面为
壳聚糖所包围 以及在 PBS 浸泡后骨水泥药物载体表面会
形成的 HA 使药物局限于载体之中 以载体内外的药物浓
度差为动力 骨水泥基体内部的硫酸庆大霉素只能通过粉末
的间隙逐渐向外释放而实现缓释 从而避免了在浸泡第一天
所产生的爆发性释放 随着壳聚糖降解量的增加 玻璃粉末
之间的药物也逐步释放 因此 壳聚糖对玻璃体的修饰作用
的结果是增长了释放周期 使药物持续均匀地长期释放 最

图 6 在琼脂培养基培养 24 h 后 载硫酸庆大霉素前后的骨水泥对大
肠杆菌(E.coli) A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S.aureus) B 的抑菌圈 彩图见
插页

4 结论
制备的载硫酸庆大霉素的硼酸盐骨水泥具有良好的降解
性和生物活性 能够被完全注射入体内 在合适的时间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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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固化 骨水泥在磷酸盐缓冲溶液中浸泡 表面可生成
羟基磷灰石 其药物缓释作用可达到持续 26 天 最终的药
物释放率达到 86%

[15]

而且长期持续的释放药物并有效地抑

制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 因此载硫酸庆大霉素
的硼酸盐骨水泥可以用于骨髓炎再生修复的进一步研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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