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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稳定固定对骨量减少长骨骨折愈合影响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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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骨折端加压螺钉对兔骨量减少股骨骨折愈合的影响。方法 36 只新西兰雌兔中随机选取 30 只肌注
甲强龙构建骨量减少模型（包括模型组 6 只），另外 6 只为对照组（肌注生理盐水）。肌注后 4 周，模型组和对照组
行骨密度，血清 P1NP、CTX，Micro-CT 检测。造模成功后，24 只骨量减少兔建立股骨骨折模型，分为 S1 组（单
纯钉板系统，4 周）、L1 组（骨折端加压螺钉结合锁定钢板，4 周）、S2 组（单纯钉板系统，8 周）和 L2 组（骨折
端加压螺钉结合锁定钢板，8 周），每组 6 只。骨折术后 4、8 周行 X 线、Micro-CT、生物力学测试、组织病理及免
疫组化分析。结果 肌注后 4 周，模型组腰椎骨密度为（216±21）mg/cm2，对照组为（251±21）mg/cm2；模型组
股骨近端骨密度为（237±30）mg/cm2，对照组为（281±28）mg/cm2。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P1NP及CTX均有提高
（P＜0.05）
。模型组腰椎三维骨密度为（208.61±18.75）mg/cm3，对照组为（243.83±21.17）mg/cm3。模型组的骨
体积分数、骨小梁厚度及骨小梁数量较对照组下降，骨小梁分离度及结构模型指数较对照组上升（P＜0.05）。骨
折术后 X 线示 L1、L2 组骨折愈合较快，S2 组有 1 例出现骨折延迟愈合。术后 4 周，Micro-CT 提示 L1 组骨痂组织
的骨体积分数更高，骨小梁厚度明显、数量较多、分离度更低（P＜0.05）
；L1组最大载荷及弹性模量更高（P＜0.05）；
HE、Masson及番红固绿染色显示L1、L2组更早出现成熟骨组织；TRAP染色显示L1、L2组破骨细胞数量更少（P＜0.05）
；
免疫组化提示两组 BMP-2 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治疗骨量减少性长骨骨折时，骨折端
加压螺钉结合锁定钢板固定有助于早期形成骨痂以及骨折的快速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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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osteopenic long bone fracture healing with absolute stability
Zhang Jun1, Wei Yan2, Li Guoding1, Yin Weizhong1, Wang Jian1. 1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201299; 2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20129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interfragmentary lag screw on the healing of osteopenic femoral
fracture in rabbits. Methods Thirty-six female white rabbi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i. m. injections of
methylprednisolone sodium succinate (MPS) to make osteopenic model (n=30), including MPS group (n=6), or i. m.
injections of equivalent normal saline (control group, n=6). After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for 4 weeks, BMD, serum level of
P1NP and CTX, and micro-CT of MPS and control group were detected. Twenty-four osteopenic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1 group (without lag screw, 4 weeks), L1 group (locking plate combined with interfragmentary lag screw, 4
weeks), S2 group (without lag screw, 8 weeks), and L2 group (locking plate combined with interfragmentary lag screw, 8
weeks), six rabbits were in each group. X-ray, micro-CT, biomechanical test, histopat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changes were measured at 4 and 8 weeks postoperatively. Results After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for 4 weeks, BMD of
lumbar spine in MPS group was (216±21) mg/cm2, which was (251±21) mg/cm2 in control group. BMD of proximal femur
in MPS group was (237±30) mg/cm2,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was (281±28) mg/cm2. P1NP and CTX in MP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hree-dimensional BMD of lumbar spine in MPS group was (208.61±
18.75) mg/cm3,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was (243.83±21.17) mg/cm3. The bone microstructure parameters showed that the
volume/total volume, trabecular thickness and trabecular number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MPS group; trabecular
separation and structural model index were increased in MPS group (P<0.05). X-ray showed that the fracture healing was
faster in L1 and L2 group, and one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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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ed fracture healing in S2 group. Four weeks
after operation, Micro-CT displayed that bone
volume/total volume, trabecular thick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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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becular number in L1 group were higher, and trabecular separation was lower; the maximum load and elastic modulus of
L1 group were higher; HE, Masson, and safranin and fast green staining demonstrated that mature bone tissue appeared
earlier in L1 and L2 group; TRAP staining exhibited that the number of osteoclasts was less in L1 and L2 group (P<0.05).
Immunohistochemistry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MP-2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ong bone fractures with osteopenia, locking plate combined with interfragmentary lag
screw can achieve compression effectivel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early formation of callus and rapid fracture healing.
[Key words] Osteopenia; Femoral fracture; Lag screw; Locking plate

股骨远端骨折是老年人常见的骨折之一，主要由低能
量损伤引起，多为简单骨折[1-2]。对于老年股骨远端骨折，
采 用 锁 定 钢 板 联 合 微 创 接 骨 术 （minimally invasive plate
osteosynthesis，MIPO） 治疗是目前的主流选择[3]。MIPO
的最佳适应证是干骺端粉碎性骨折及骨质疏松骨折[4]。一
般认为，老年股骨远端骨折多为骨质疏松骨折[5]，但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临床发现多为骨量减少的简单骨折[6]。
有较多文献报道，运用 MIPO 治疗有时很难纠正简单骨
折[7-9]。由于锁定钢板强度较大，如果骨折端间隙过大，同
时没有合适的钢板工作长度，很难有足够的应变力诱导产
生骨痂，易引起相关的并发症[10-12]。近年来，通过拉力螺
钉技术复位骨折端，结合锁定钢板固定老年股骨远端骨折
开展得越来越多，生物力学及临床疗效满意[6,13-14]。为此，
笔者以新西兰大白兔为实验对象，制备骨量减少模型，通
过建立股骨骨折来模拟老年长骨骨折，探讨骨折端加压螺
钉结合锁定钢板固定对骨折愈合的影响，以期为临床治疗
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用 5 月龄发育成熟的雌性新西兰大白兔 36 只，体重
2.3 ～ 2.7 kg，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伦
理：prylz2020-078，动物使用许可证：SYXK（沪）20170002]。主要实验药物和试剂：甲泼尼龙琥珀酸钠（methyl‐
prednisolone sodium succinate，MPS）（比利时辉瑞公司），
Ⅰ型前胶原氨基端肽（procollagen type 1 N-terminal propeptide，
P1NP）及 Ⅰ型胶原羧基末端肽 （cross-linked C-telopeptide
of type 1 collagen，CTX）试剂盒（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TRAP 染色试剂盒（美国 Sigma 公司），BMP-2 检
测试剂盒（英国 Abcam 公司）。主要实验仪器和材料：双
能 X 线骨密度测定仪（美国 GE 公司），Micro-CT（比利时
SkyScan 1172 型），微型接骨板系统（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骨量减少模型制备
用信封法随机选取 30 只新西兰兔构建骨量减少模型
（包括模型组 6 只），另 外 6 只 为 对 照 组 。 模 型 组 肌 注
MPS， 剂 量 1 mg/（kg⋅d），持续 4 周，对照组肌注等量生
理 盐 水 。 模 型 组 和 对 照 组 进 行 骨 密 度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血 清 骨 转 换 指 标 （P1NP、 CTX） 及
Micro-CT 检测。
1.2.2 骨折内固定模型制备
骨量减少模型制备成功后，余下 24 只大白兔用信封法
随机分为 S1 组（单纯钉板系统，4 周）、L1 组（骨折端加
压螺钉结合锁定钢板，4 周）、S2 组（单纯钉板系统，8 周）
和 L2 组（骨折端加压螺钉结合锁定钢板，8 周），每组 6
只。10% 水合氯醛 1 mL/kg 开始从耳缘静脉麻醉，沿右股
骨外侧做纵形切口，从肌间隙进入暴露股骨，用摆锯由外
上向内下斜形锯断股骨，建立 45°左右股骨中段骨折模型。
复位骨折端并用克氏针临时固定，置入 6 孔微型加压锁定
板（2.4 系统），便于骨折端拉力螺钉的置入。S1、S2 组：
骨折近端及远端分别植入 2 枚锁定螺钉，在臀部肌注青霉
素 40 万 U 抗感染，每天 1 次，连续 3 d。L1、L2 组：先用
拉力螺钉实现骨折端的坚强加压，余处理同 S1、S2 组。术
后即刻予以患肢管型石膏保护性固定 4 周。
1.3 观察指标
1.3.1 BMD 测定
MPS 肌 注 前 后 均 采 用 双 能 X 线 吸 收 法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检测 L3-L4 椎体及左侧股骨近
端 BMD。
1.3.2 血清骨转换指标检测
腹主动脉取血，离心并收集上层血清，用 ELISA 法检
测血清骨转换指标（P1NP，CTX）的表达水平。
1.3.3 Micro-CT 检测
将大白兔处死，取出 L5 椎体，行 Micro-CT 扫描，检测
三维骨密度（BMD）、骨体积分数（BV/TV）、骨小梁厚度
（Tb.Th）、骨小梁数量（Tb.N）、骨小梁分离度（Tb.Sp）与
结构模型指数（SMI）等。
1.3.4 骨折术后影像学检测
骨 折 术 后 4 周 S1、 L1 组 兔 X 线 摄 片 ， 随 后 处 死 行
Micro-CT 扫描，观察骨痂的生长情况。骨折术后 8 周，S2、
L2 组兔同样处理。
1.3.5 三点弯曲力学测试
将股骨标本放置于生物力学机上，承载点的间距为
20 mm，加载速度为 2 mm/min 直至发生骨折，记录载荷位
移曲线并计算生物力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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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骨折术后 4、8 周，骨痂标本脱钙、脱水、石蜡包埋，
切片行 HE、Masson、番红固绿及 TRAP 染色，行免疫组化
观察骨形态发生蛋白（BMP-2）的表达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均数±标
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是对照组均值减去 1.7 SD，股骨近端 BMD 是对照组均值减
去 1.6 SD，见表 2。
表 2 两组实验兔肌注前后腰椎及股骨近端 BMD 的比较（x±s）

表 1 两组实验兔体重变化（x±s）

腰椎（mg/cm2）

股骨近端（mg/cm2）

组别

n

0周

4周

0周

4周

模型组

6

252±24

216±21

281±35

237±30

对照组

6

249±25

251±21

277±29

281±28

t值

0.226

-2.844

0.208

-2.622

P值

0.826

0.017

0.840

0.026

2 结果
2.1 体重变化
模型组与对照组体重在肌注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肌注 2 周后，模型组体重出现较
大幅度下降；肌注 4 周后，模型组体重回归基线水平，对
照组体重较基线上升明显，各时间段两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15.

2.3 血清骨转换指标分析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血清学指标（P1NP、CTX）肌注
4 周后都有所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实验兔肌注 4 周后 P1NP 及 CTX 水平变化的比较（x±s）

组别

n

组别

n

0 周（kg）

2 周（kg）

4 周（kg）

模型组

6

6.83±0.65

7.19±0.34

模型组

6

2.43±0.16

2.24±0.19

2.37±0.23

对照组

6

5.79±0.46

6.55±0.44

对照组

6

2.38±0.15

2.44±0.14

2.54±0.13

t值

3.215

2.862

t值

0.585

-2.062

-1.591

P值

0.009

0.017

P值

0.571

0.066

0.143

2.2 BMD 检测
模型组与对照组 BMD 在肌注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肌注 4 周后，模型组腰椎及
股骨近端 BMD 较基线出现明显下降，对照组无显著变化，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腰椎 BMD

P1NP（ng/mL） CTX（ng/mL）

2.4 Micro-CT 检测
肌注 4 周后，模型组与对照组腰椎三维 BMD 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腰椎三维 BMD 是对照
组均值减去 1.7 SD。模型组的骨微结构参数 BV/TV、Tb.
Th、Tb.N 较对照组下降，Tb.Sp、SMI 较对照组上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4 两组实验兔肌注 4 周后 L5 椎体骨微结构参数的比较（x±s）

组别

n

BMD（mg/cm3）

BV/TV（%）

Tb.Th（mm）

Tb.N（1/mm）

Tb.Sp（mm）

SMI

模型组

6

208.61±18.75

30.74±2.81

0.15±0.02

2.23±0.24

0.26±0.03

1.09±0.19

对照组

6

243.83±21.17

38.31±3.54

0.18±0.02

2.61±0.27

0.21±0.03

0.76±0.17

t值

-3.046

-4.104

-2.736

-2.568

2.909

3.184

P值

0.013

0.002

0.021

0.028

0.016

0.010

2.5 骨折术后 X 线片
S1 组骨折线模糊，但尚未完全愈合；L1 组骨折线基
本消失。S2 组骨折基本愈合，但有 1 例骨折端从模糊状向
清晰状转变，出现延迟愈合现象 （见图 1C）；L2 组已完
全愈合。
2.6 骨痂 Micro-CT 检测
与 S1 组相比，L1 组 BV/TV 更高，骨小梁厚度明显、数
量较多、分离度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S2、L2 组 BV/TV、Tb.Th、Tb.N 及 Tb.Sp 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6。
2.7 生物力学研究分析
术后 4 周，两组最大载荷及弹性模量比较差异有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5）， 见 表 7。 术 后 8 周 ， 两 组 最 大 载
荷 及 弹 性 模 量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5），
见表 8。
2.8 组织学观察
HE 染色：S1 组为典型的纤维骨痂及软骨骨痂，纤维
骨痂较明显；L1 组以明显的软骨骨痂为主。S2 组有大量硬
骨痂出现，骨小梁粗细不均；L2 组的硬骨痂体积大，骨小
梁粗细均匀（见图 2）。
Masson 染色：S1 组大部分由淡红色的组织构成，蓝染
的纤维软骨相对明显；L1 组主要由淡红色的组织构成，蓝
染的纤维软骨较少。S2 组红染的组织逐渐增多；L2 组骨组
织成熟度较高（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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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1 骨折术后 X 线片：A. S1 组；B. L1 组；C. S2 组；D. L2 组
表 5 两组实验兔骨折术后 4 周骨痂骨微结构参数的比较（x±s）
表 6 两组实验兔骨折术后 8 周骨痂骨微结构参数的比较（x±s）
组别

n

S1 组
L1 组
t值
P值

6
6

BV/TV
（%）
31.62±3.08
36.02±2.22
-2.842
0.017

Tb.Th
（mm）
0.14±0.03
0.18±0.04
-2.387
0.038

Tb.N
（1/mm）
4.24±1.35
6.14±0.94
-2.828
0.018

Tb.Sp
（mm）
0.21±0.03
0.17±0.03
2.314
0.043

组别

n

S2 组
L2 组
t值
P值

6
6

表 7 两组实验兔骨折术后 4 周生物力学结果（x±s）

组别
S1 组
L1 组
t值
P值

n
6
6

最大载荷（N）
248.33±10.15
269.83±14.03
-3.040
0.012

A

250 μm

C

250 μm

BV/TV
（%）
43.40±3.16
45.09±3.93
-0.817
0.433

Tb.Th
（mm）
0.19±0.04
0.20±0.03
-0.771
0.459

Tb.N
（1/mm）
6.54±1.46
6.99±1.72
-0.487
0.636

Tb.Sp
（mm）
0.17±0.04
0.16±0.03
0.799
0.443

表 8 两组实验兔骨折术后 8 周生物力学结果（x±s）

组别
S2 组
L2 组
t值
P值

弹性模量（GPa）
0.28±0.03
0.35±0.05
-3.028
0.013

n
6
6

最大载荷（N）
323.67±50.21
370.33±23.92
-2.055
0.067

B

250 μm

D

250 μm

图 2 骨折术后 HE 染色（×100）：A. S1 组；B. L1 组；C. S2 组；D. L2 组

弹性模量（GPa）
0.34±0.04
0.38±0.03
-2.098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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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50 μm

250 μm

C

D

250 μm

250 μm

图 3 骨折术后 Masson 染色（×100）：A. S1 组；B. L1 组；C. S2 组；D. L2 组

TRAP 染色：S1 组破骨细胞数量为（9.7±2.7），L1 组

番红固绿染色：S1 组有部分纤维软骨（淡红色），周
围有较多骨性组织（蓝色）；L1 组主要由大量骨性组织为

为（6.3±1.9）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69，P=0.033）
。

主（蓝色）。S2 组出现大量的绿色骨性组织；L2 组由大量

S2 组 （5.5±2.4），L2 组 （3.3±1.6），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绿色骨性组织构成，排列整齐（见图 4）。

学意义（t=1.813，P=0.100）（见图 5）。

A

250 μm

C

250 μm

B

250 μm

D

250 μm

图 4 骨折术后番红固绿染色（×100）：A. S1 组；B. L1 组；C. S2 组；D. L2 组

A

250 μm

B

25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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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50 μm

250 μm

图 5 骨折术后 TRAP 染色（×100）：A. S1 组；B. L1 组；C. S2 组；D. L2 组

2.9 免疫组化分析

组 （5.8±1.5）， L2组（4.8±1.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BMP-2 表达：S1 组 （10.3±2.2），L1 组 （12.5±2.7），

义（t=1.041，P=0.322）（见图6）
。

两 组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t=-1.522， P=0.159）。 S2

A

B

250 μm

250 μm

C

D

250 μm

250 μm

图 6 骨折术后骨痂 BMP-2 表达（×100）：A. S1 组；B. L1 组；C. S2 组；D. L2 组

3 讨论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本研究首先对雌兔采用肌注 MPS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低能量损伤引起的老年

的方法诱导骨量减少模型来模拟骨量减少的老年患者。兔

股骨远端骨折逐年增加，其中有一大部分为骨量减少性骨

与人类有相似的哈佛氏系统，骨骼转化快，适合作为激素

折，骨折类型主要为 A1、A2、C1 型简单骨折[2]。闭合复

性骨量减少模型的研究[16]；兔的骨骼较大、价格低廉、便

位、运用 MIPO 微创插板治疗具有创伤小、可避免对软组

于长期动态观察，因此在开放性骨折模型中有着广泛的应

[3]

织广泛剥离的优点，因此是治疗该类骨折的首选方法 。

用。本实验笔者选择新西兰大白兔作为实验动物，以 1mg/

然而，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股骨远端骨折中 A1、A2、

（kg⋅d）的剂量 MPS 肌注 4 周，肌注 2 周后模型组体重出现

C1 型简单骨折采用 MIPO 治疗有时很难获得满意复位，尤

较大幅度下降，肌注 4 周后模型组体重回归基线水平，对

其是螺旋形骨折，容易导致骨折延迟愈合等一系列并发症

照组体重较基线平稳升高，与既往文献报道一致[17]。与对

的发生[10-12]。Märdian 等[14] 通过生物力学研究发现，在 A1

照组相比，模型组腰椎、股骨近端 BMD 及腰椎三维 BMD

型老年股骨远端骨折中运用骨折端加压螺钉结合锁定钢板

降低幅度达到均值减去 1.0 SD 以上到 2.5 SD 之间，参考

固定后，骨折端剪切微动出现明显降低，有利于骨折愈

WHO的判定标准[18]，可以判定为骨量减少。与对照组相比，模

[15]

[6]

合 。Chung 等 对 A1、A2、C1 型老年股骨远端骨折进行

型组 P1NP 和 CTX 在 MPS 肌注 4 周后都有所升高（P＜0.05），

临床分析，发现骨折端使用螺钉固定后骨折愈合时间提

P1NP 和 CTX 明显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存在骨

早，术后 1 年愈合率更高，同时并发症更少，效果优于传

质疏松[19]，本研究结果提示骨组织的高转化状态，预示模

统 MIPO 治疗方式。

型组向骨量减少方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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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T 能对骨的形态结构行三维角度评估，有助于

.19.

了解骨质疏松的病理结构改变 。本研究 Micro-CT 扫描结

（P＜0.05），虽然 L1 组 BMP-2 含量稍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研究表明骨折端加压螺钉固定能够有利于骨痂组织的早

果发现，模型组实验兔 MPS 肌注 4 周后 L5 椎体骨微结构参

期形成，有利于骨小梁的早期改造与重塑，能够在骨组

数 BV/TV、Tb.Th、Tb.N 较对照组下降，同时 Tb.Sp、SMI

织愈合时抑制破骨细胞的活动，与既往文献报道一致[24]。

[20]

综上所述，在治疗骨量减少性长骨骨折时，骨折端加

较对照组上升。BV/TV 代表骨小梁组织骨量含量的多寡，
Tb.Th、Tb.N、Tb.Sp 是评价骨小梁形态结构的指标，SMI

压螺钉结合锁定钢板固定有助于早期形成骨痂以及骨折的

代表组织骨小梁板状结构与杆状结构一定比例的参数，数

快速愈合。骨折端无拉力螺钉固定时，有发生骨折延迟愈

[21]

值增大代表骨小梁结构从板状结构向杆状结构转变 ，松

合或骨折不愈合的风险。

质骨结构出现退变。本实验模型组 BV/TV、Tb.Th、Tb.N
降低，Tb.Sp、SMI 增加，代表分解代谢占优势，与其他文
献[22] 报道一致，结合 BMD 及血清骨转化指标，可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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