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06 月
第 19 卷 第 3 期

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

.1.

O RTHOPAEDIC B IOMECHANICS M ATERIALS A ND C LINICAL S TUDY

doi: 10.3969/j.issn.1672-5972.2022.03.001
文章编号: swgk2021-08-00193

论著·实验研究

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在兔股骨髁松质骨缺损
中的应用研究*
何志敏

宋天喜

胡刚

吴晶晶

仇志烨*

[摘要] 目的 研究聚乳酸/矿化胶原人工骨修复材料（NBG）在兔股骨髁松质骨缺损中的疗效，以及该材料与自体
骨、骨髓混合使用的效果，考察材料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在兔双侧股骨髁造成松质骨缺损，将 60 只雄性大
白兔进行不同骨材料植入。试验分为 5 组：空白（Blank）组、人工骨（NBG）组、人工骨混骨髓（NBG+ABM）
组、人工骨混自体骨（NBG+AGB）组、自体骨（AGB）组，通过影像学观察、组织学评价、生物力学分析等方
法考察 5 组材料的骨修复性能。结果 观察新生骨和周围骨质结合情况，拍摄 X 线片并进行灰度值分析以及进行
CT 三维重建分析，不同时间点的组织切片观察，均表明 NBG 组、NBG+ABM 组、NBG+AGB 组、AGB 组骨修复
效果良好，生物力学测试也表明各实验组相对于空白组可以承载较高的压力载荷。AGB 组、NBG+AGB 组、
NBG+ABM 组、NBG 组修复效果依次降低，但均接近完全修复。结论 聚乳酸/矿化胶原基人工骨修复材料有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及骨诱导性，是良好的骨植入材料。单独使用即可以获得良好的骨修复效果，也可以和自体骨或骨
髓混合使用，修复效果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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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mineralized collagen graft materials for bone repair on a femoral condyle defect model in ra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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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polylactic acid /mineralized collagen based artificial bone repair material
(NBG) in rabbit cancellous bone defect of femoral condyle,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material mixing with the body bone and
bone marrow, and to examin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aterial. Methods In the rabbit bilateral femoral condyle
caused cancellous bone defect, 60 male rabbits were implanted with bone material. The experiment was divided into 5
groups: Blank group, NBG group, NBG+ABM group, NBG+AGB group, AGB group. The X-Ray and CT, histological
evaluation, biomechanical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bone repair performance of 5 groups of
materials. Results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newborn bone and surrounding bone, taking
X photos and analyzing the grayscale value and performing CT 3D reconstruction analysis, tissue slicing observation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ime showed that the bone repair ability of NBG, NBG+ABM, NBG+AGB, AGB group was good, and
the biomechanics test also showed that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could carry a higher pressure load relative to the Blank
group. The repair effect of AGB, NBG+AGB, NBG+ABM and NBG group was reduced sequentially, but these groups
were close to complete repair.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lylactic acid/mineralized collagen based artificial
bone had good biocompatibility and osteoinductivity, and was a good bone implant material. It can be used alone to obtain
good bone repair effect, or mixed with autologous bone or bone marrow, and the repair effect is more obvious.
[Key words] PLA; Mineralized collagen; Artificial bone; Femoral condyle; Bone defect; Bone repair

自体骨被认为是植骨的“金标准”，尽管优势突出，但
其供骨部位的并发症却不容忽视。同种异体骨移植是治疗
骨缺损的另一个选择，但也有疾病传播和免疫排斥等并发
症[1-2]。因此，一些人工骨替代材料应运而生。磷酸钙陶瓷

性[3]，高分子聚合物具有生物活性但机械强度低[4]，传统人

与骨有着相似的化学组成，但其溶解性影响破骨细胞的活

产品，体现了我国人工合成骨修复材料良好的发展态势[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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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骨替代材料的缺点限制了其在骨缺损修复中的应用。从
我国已获批准上市的骨修复材料产品种类及注册证数量
看，人工合成材料产品在各细分领域多于异体骨和异种骨
然而聚乳酸和矿化胶原复合的人工骨材料目前国内还没有
取得注册证的上市产品。
人体细胞外骨基质含有无机矿物成分、胶原纤维和

.2.

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

O RTHOPAEDIC B IOMECHANICS M ATERIALS A ND C LINICAL S TUDY

水，骨材料中使用的羟基磷灰石 （hydroxyapatite，HAp）
在结构上类似于骨基质的无机矿物成分[6]。本研究利用胶
原/羟基磷灰石（collagen/hydroxyapatite，COL/HAp）研发
了新一代仿生骨替代材料矿化胶原，其成分和结构与天然
骨组织相似，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成骨活性，并逐渐
应用于临床[7-8]。经临床反馈，需要对材料的生物相容性、
生物力学性能和生物降解性进行优化，使其达到最佳的生
物适配效果，以提高骨缺损修复的临床愈合率。虽然聚乳
酸（polylactic acid，PLA）疏水性较强，细胞黏附能力和
诱导成骨能力较差[9]，但其可降解，且有着优异的生物相
容性和机械性能，使其在生物医用材料中应用广泛[10]。针
对以上材料特点，本研究在矿化胶原人工骨修复材料的基
础上，引入聚乳酸制备复合支架材料，开发了聚乳酸/矿化
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
本研究使用聚乳酸和矿化胶原为原料，制备了聚乳酸/
矿化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虽然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
材料有大量的研究，但是目前国内并无已上市产品，也未
有用于临床应用的产品。本研究的目的是采用自有专利技
术制备材料，研究考察本材料在兔股骨髁松质骨缺损模型
上的骨修复情况，并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为下
一步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的临床试验及研
究应用提供依据与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NBG），奥精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及生产，室温保存。
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中矿化胶原与聚
乳酸的质量比为 45∶55 ～ 60∶40，其中，矿化胶原中Ⅰ型
胶原与羟基磷灰石的质量比为 10∶90 ～ 20∶80。此人工骨
材料先以牛跟腱为原材料制备胶原蛋白，再 进 行 体 外
矿 化 制备矿化胶原骨粉，然后将聚乳酸和矿化胶原通过
特殊工艺共混，进行冻干造孔制备而成。材料的力学强度
≥1.0 MPa，且具有多孔网状结构，孔隙率≥70％，孔隙大
小主要分布在 25 ～ 600 μm。
人工骨与自体骨髓 （autologous bone marrow，ABM）
的混合比例为 1∶1（即 1 cm3 人工骨修复材料使用 1 mL 自
体骨髓）。取骨髓时，严格在无菌条件下用普通骨髓穿刺针
自兔髂后上棘进针，穿刺针进入骨髓腔，深度1.0 ～ 1.5 cm，进
入髓腔后有落空感，然后快速不间断抽吸骨髓液。
人工骨与兔自体髂骨（autologous graft bone，AGB）的
混合比例为 2∶1（即 2 g 人工骨修复材料使用 1 g 自体骨）。
1.2 实验动物
4 ～ 5 月龄普通级雄性新西兰大白兔 60 只，平均（2.5±
0.5） kg，由北京隆安实验动物养殖中心提供，动物生产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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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号：SCXK（京）2014-0003。
1.3 仪器设备
CT 机 （GE Lightspeed Ultra 16， 美 国 ）； X 光 机
（SIEMENS AG，德国）；硬组织切片机（德国 Leica 公司）；
光 学 显 微 镜 （Olympus x71， 日 本 ）； 万 能 力 学 试 验 机
（AG-IC 100kN SHIMADZU，日本岛津）。
1.4 实验分组
将 60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成 5 组，每组 12 只。实
验分为空白（Blank）组、人工骨（NBG）组、人工骨混骨
髓（NBG+ABM）组、人工骨混自体骨（NBG+AGB）组、
自体骨（AGB）组。实验部位为股骨髁松质骨区域。分别
在 4 周、8 周、12 周对各组进行组织学、影像学评价，12
周进行生物力学的评价。
1.5 实验方法
速眠新耳缘静脉麻醉后，无菌条件下取兔一侧膝关节
外侧切口，显露股骨外髁，切去骨膜。用直径 6 mm 电钻
由外髁最宽大处中点为进点向内髁方向制作约直径 6 mm、
深度 10 mm 的松质骨骨缺损，以探针探测穿通深度及是否
穿透对侧皮质骨，骨缺损处植入对应材料，填塞、压实，
关闭切口，同法进行对侧股骨髁缺损填充。见图 1。
植入材料后不固定肢体，允许自由活动，连续 3 天肌
肉注射青霉素 G 钠预防感染。
1.6 实验观察与测试
1.6.1 影像学观察
分别于术后 4 周、8 周、12 周采用过量麻醉剂处死各实
验点兔子，完全剔除软组织、肌肉。拍摄 CT、X 线片，X
线 片 测 试 条 件 为 距 离 100 cm、 60 kVp 及 300 mA， 曝 光
0.03 s，检测骨缺损的修复情况。利用 IPP6.0 软件对缺损区
域灰度值进行定量，总共 5 个组别，n=3。
1.6.2 组织学观察
切取股骨髁骨标本，将标本于 4% 的多聚甲醛中固定
24 h。从股骨髁上 1 cm 左右去掉股骨干部分，将股骨髁沿
着矢状面使用硬组织切片机切成 3 ～ 4 mm 薄片。标本薄
片采用 70%、90%、100% 梯度乙醇脱水，10%EDTA 脱钙
液脱钙，树脂包埋，分层切片后 HE 染色，光学显微镜 100
倍镜下，沿着缺损 4 个垂直交叉方向视野随机拍取图片 ，
观察新生骨形成及骨缺损修复情况。
1.6.3 生物力学测试
植入后 12 周，取每组各 3 只兔股骨髁，修整成上下面
平整的柱状样本（直径 10 mm×长度 15 mm），取材时用生
理盐水持续冲洗，保持样本湿润与冷却，-20℃冰箱保存。
样本室温解冻后，置于万能力学试验机载物台缓慢加
载（0.5 mm/min），直至组织出现破裂。记录此时载荷大
小、修复组织的应变位移，计算载荷/应变比值，将结果进
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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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入实验的操作照片：A. 电钻制作骨缺损模型；B. 确定缺损模型尺寸；C. 缺损模型制作完成；D. 植入材料

2 结果
2.1 影像学观察
X 线图片观察显示：第 4 周，空白组可见清晰缺损边
界，灰度值偏低，自体骨组、人工骨混自体骨组、人工骨
混骨髓组、人工骨组缺损部位灰度较高，缺损边界较空白
组模糊。第 8 周，空白组与第 4 周时相比骨缺损灰度值无明
显升高，缺损面积无缩减，而自体骨组、人工骨混自体骨
组、人工骨混骨髓组、人工骨组与第 4 周相比灰度值明显
升高，缺损面积明显缩小。第 12 周，自体骨组缺损边缘明
显模糊、消失，人工骨混自体骨组缺损区域也出现高密度
骨组织修复影像表现，缺损边缘消失，人工骨混骨髓组、
人工骨组缺损边缘较之前明显缩小。具体见图 2。
X 线灰度值统计显示：自体骨组与空白组，以及自体
骨组与前一个时间点自身灰度值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1）。第 4 周和第 8 周，5 组 X 线灰度值进行组内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第 4、8、12周每组
间，人工骨组与自体骨组、人工骨混骨髓组、人工骨混自体骨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见图3。
CT 三维重建图显示：第 4 周，自体骨修复效果较为明
显，人工骨混自体骨组、人工骨混骨髓组、人工骨组相对
于空白组缺损区域明显缩小；第 8 周，人工骨混自体骨组、
人工骨混骨髓组、人工骨组相对于 4 周时缺损面积明显缩
小，自体骨缺损面积修复最明显，仅剩缺损中央小块部分
被次高密度影覆盖；第 12 周，人工骨混自体骨组、人工骨

图 2 骨缺损修复第 4、8、12 周的 X 线图片

混骨髓组、人工骨组的缺损接近完全修复，修复效果明显

注：Blank 为空白组，NBG 为人工骨组，NBG+ABM 为人工骨混骨髓组，

优于空白对照组，自体骨组则完全修复。具体见图 4。

NBG+AGB 为人工骨混自体骨组，AGB 为自体骨组。

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

O RTHOPAEDIC B IOMECHANICS M ATERIALS A ND C LINICAL S TUDY

.4.

2022 年 06 月
第 19 卷 第 3 期

组缺损边缘清晰可见，缺损中央以炎性组织为主，稍有结
缔组织。第 8 周，人工骨组材料缺损处降解产物少见，主
要被大片状成熟骨和类骨质及结缔组织等填充，与自体骨
骨修复效果相仿，无明显差异。而人工骨混自体骨、人工
骨混骨髓组材料部分降解，代替是大片新生骨修复填充。
空白组则是主要以大片胶原结缔组织填充，有小块新生骨
形成。第 12 周，人工骨组、自体骨组、人工骨混自体骨、
人工骨混骨髓组缺损区域出现大面积成熟板层骨覆盖，材
料几乎完全降解，缺损边缘界限消失，缺损边缘新生骨与
缺损处既有骨紧密结合在一起，组间从新生骨面积、血管
图 3 第 4、8、12 周 5 组的 X 线灰度值统计计算
注：**表示两组间比较，P＜0.01；ns 表示组间比较，P＞0.05。

密度方面观察无明显差异。空白组缺损边缘也出现新生
骨，但缺损边缘仍可见。

M－植入材料；
NB－新生骨组织。
图 5 植入 4、
8、
12 周后股骨髁的组织学观察（HE 染色，
×40）

2.3 生物力学测试
图 4 骨缺损修复第 4、8、12 周时的 CT 三维重建图

2.2 组织学观察

第 12 周，从实验组和对照组股骨髁生物力学测试结果
可见，人工骨组、人工骨混骨髓组、人工骨混自体骨组、

如图 5 所示为 5 组材料在植入第 4、8、12 周后股骨髁

自体骨组股骨髁最大压力载荷较空白组高，差异具有统计

的 HE 染色（×40）组织学观察照片。第 4 周，人工骨组在

学意义（P＜0.05）。人工骨组与自体骨组、人工骨混自体

缺损中央仍可见未降解的材料，材料空隙间有大量类骨质
和胶原结缔组织填充，少量新生骨从缺损边缘长入。空白

骨组、人工骨混骨髓组分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具体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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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12 周股骨髁生物力学测试样本的最大载荷

.5.

的同时，也能促进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和成骨分化。

分组

最大载荷（kN）

生物材料移植物在体内的炎症反应，是植入物能否发挥作

Blank

0.132±0.005

用的关键因素。过重的炎症可导致纤维黏连、瘢痕形成和

NBG

0.296±0.013*

“材料－骨”结合失败，而适度炎症产生的趋化因子和生长

NBG+ABM

0.307±0.016*

NBG+AGB

0.311±0.012*

AGB

0.334±0.014*

*
注：
表示与空白组比较，
P＜0.05。

因子有助于诱导成骨分化和新生血管形成，矿化胶原复合
材料具有降低支架炎症反应的优点，在与机体免疫系统的
相互作用中能取得很好的平衡[17]。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人
工骨修复材料的原料之一聚乳酸（PLA），是被 FDA 批准
用于生物医学的合成聚合物之一[18-19]。PLA 虽具有很好的

3 讨论
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结合了聚乳酸和
矿化胶原的优点。复合材料中的胶原能促进成纤维细胞、
成骨细胞和内皮细胞等在材料表面的生长、扩散和增殖[11] ，
[12]

羟基磷灰石则增加了对成骨细胞的调节能力 。聚乳酸/矿
化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不仅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骨
传导性和生物相容性，还具有相互连接的多孔空间，有利
于成骨细胞、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运输[13]。人的骨基质
围绕血管在空间里呈网状排列，形成很多相互连接的孔

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但会产生酸性降解产物，骨的
一些成分可能会因此溶解[20]。研究表明，在 PLA 基质中添
加 COL/HAp，可以缓冲 PLA 降解产物引起的局部 pH 下降，
调节其降解速率，进而提高细胞黏附性、力学性能[21-22]。
本实验采用兔股骨髁松质骨模型，观察期限适中，样
本含量合理，通过不同的结果测试，证明了聚乳酸/矿化胶
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优良的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和
骨传导性，并具有一定的力学性能，可以取得很好的骨修
复效果。人工骨复合材料可以通过生物安全的原材料合成

隙[14]。人骨小梁的孔隙率为 40% ～ 95%，且当支架孔隙直

制备，没有供应不足的问题，并且材料具有一定的孔隙率

径在 100 ～ 500 μm 时有利于骨整合[15-16]。本研究制备的人

和力学强度，解决了自体骨来源有限的问题。

工骨复合材料具有多孔网状结构，孔隙率≥70％，有利于
成骨细胞和血管向内生长，能满足临床骨修复需求。
本实验表明，除空白组骨缺损部位有少量骨质瘢痕出

尽管如此，对于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人工骨修复材料
性能的解释必须谨慎，还应考虑到本实验的一些限制。首
先，实验动物均选用雄性，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差。松质

现外，其余 4 组均能在术后 12 周内实现骨质愈合。实验组

骨的孔隙度和性别具有相关性[23]。雌激素对骨修复的影响，

的新生骨和周围骨质彼此结合，X 光和 CT 三维重建显示，

以及对材料降解的作用机制有待阐明。其次，可以考虑增

自体骨（AGB）组、人工骨混自体骨（NBG+AGB）组、人工骨

加第 4 周和第 8 周的生物力学测试。当人体在植入支架进行

混骨髓（NBG+ABM）组、人工骨（NBG）组的修复效果依次

骨缺损修复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主动或被动运动来避免

降低，但都接近完全修复。组织学切片观察显示，除空白

肌肉萎缩，同时加快血液循环。若能测试骨修复不同阶段

组外，其余组材料已完全降解。生物力学测试表明，自体

材料的机械强度，有助于指导患者的康复训练，为负荷强

骨组机械强度最高，但其余实验组的机械强度接近自体骨

度提供参考价值。

组。实验期间，5 组动物无明显临床异常，也无动物死亡。

总之，在新西兰兔标准尺寸股骨髁缺陷缺损模型的动

于各考察时间点解剖动物，手术部位无可见形态变化，病理组

物实验数据分析得出，制备的聚乳酸/矿化胶原复合人工骨

织学检查未见感染性炎症反应。

修复材料在临床上可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自体骨髓植

植入后 4 周、8 周、12 周，缺损区表面观察及与股骨髁

入，或者混合自体骨植入，可以促进骨修复和骨再生，可

间线垂直剖面切开观察骨缺损修复情况。结合切开骨缺损

有效地代替单纯自体骨移植引起的并发症。本动物试验研

部分直接观察及专业医生的手触，实验组均表现了良好的

究证明了材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后续临床试验和应用

骨愈合，新生骨与周围骨质彼此结合，与周围骨质界限变

提供了有效证据。

模糊；自体骨组难以区分新生骨与周围骨质界限，彼此之
间结合牢固；空白组骨愈合效果较差。
矿化胶原在组成和层次结构上与自然骨高度相似而备
受关注，它能为骨细胞成骨过程提供良好的微环境，有利
于引导骨组织再生。矿化胶原复合材料在提供成骨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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