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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治疗下颌角区骨缺损实验研究
张自强ꎬ丁
[ 摘要] 目的

芳ꎬ张以河ꎬ安

琪ꎬ徐荣荣ꎬ刘明东

本研究旨在对比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与市售生物修复膜修复骨缺损的效果ꎮ 方法

１２ 只兔子分为 ２ 组: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 ６ 只( 左侧植入自体骨覆盖喜勒可吸收生物膜ꎬ右侧不植骨不
覆膜) ꎬ市售生物膜组 ６ 只( 左侧不植骨不覆膜ꎬ右侧植入自体骨覆盖市售生物膜) ꎬ在生理盐水充分冷却的条

件下ꎬ采用直径为 ６ ｍｍ 的球钻在兔下颌骨左右两侧下颌角区分别制备直径 ６ ｍｍ 洞穿性的骨缺损ꎮ 覆盖生

物膜ꎬ需超出缺损边缘 ２ ｍｍꎬ分层缝合创口ꎮ 术后 ３ ｄ 每天皮下注射抗生素ꎮ 分别于术后 １ 个月、３ 个月采用
空气栓塞法处死实验兔ꎬ取整个下颌骨ꎮ 结果

Ｘ 线及组织学检查结果显示ꎬ术后 １ 个月覆膜的动物骨缺损

有不同程度修复ꎬ而不覆盖膜的骨缺损均明显存在ꎬ且骨缺损内有肌肉长入ꎬ但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具有
完整的生物膜结构ꎮ 术后 ３ 个月覆膜的骨缺损区均有新骨形成ꎬ而不覆膜缺损区被结缔组织填充ꎬ没有新骨
形成ꎮ 结论

喜勒可吸收生物膜与市售生物修复膜均能有效阻挡软组织长入骨缺损区ꎬ作为骨细胞载体促进

骨修复ꎬ但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有较强的抗降解能力ꎮ
[ 关键词] 引导骨再生ꎻ骨缺损ꎻ可吸收生物修复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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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骨再生(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ｏｎ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ＧＢＲ) 技
术采用生物膜阻挡周围软组织的成纤维细胞进入骨
缺损区ꎬ保护缺损区具有成骨能力的血凝块的稳定ꎬ

[ 基金项目] 北京市科技计划专项课题( Ｚ１６０１０１０４２７)
[ 作者单位] １０２２００ 北京ꎬ非金属矿物与固废资源材料化利用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ꎬ中国地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自强ꎬ张以河ꎬ
安 琪)ꎻ１０２２００ 北京ꎬ北京湃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张自强ꎬ徐荣荣ꎬ刘
明东)ꎻ１０００２９ 北京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口腔科(丁 芳)

维护血块充填的间隙ꎬ最终实现缺损区的骨修复再
生 [１￣２] ꎮ 成骨过程中具有成骨潜能的细胞向缺损区
生长、移行的速度慢于周围的结缔组织ꎬ可吸收生物
修复膜的存在机械性地阻碍了纤维结缔组织和周围
软组织进入骨缺损部位ꎬ保持骨缺损部位具有成骨
潜能的间质细胞具有相对稳定的生长环境 [３￣４] ꎮ 可
吸收生物修复膜作为骨缺损修复的关键材料ꎬ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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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早应用于引导牙周缺损的修复与再生ꎬ如种植
牙前种植区骨量不足ꎻ即刻种植时种植体与拔牙创
之间有间隙ꎻ种植时出现骨裂及种植体暴露ꎻ种植术
后种植体周围炎症引起的病理性骨吸收等

[５￣６]

ꎮ 胶

原作为天然的生物材料ꎬ广泛的应用于组织工程和
再生医学中 [７] ꎮ 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以牛跟腱

为原料ꎬ采用酶解、透析、体外分子自组装、灭菌等工
艺制得ꎮ 本研究旨在对比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与
市售生物修复膜修复骨缺损的效果ꎮ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材料
实验动物

新西兰大白兔由北京金牧阳试

０００５] ꎮ 共选取健康成年新西兰大白兔 １２ 只ꎬ体重

２ ~ ２ ５ ｋｇꎬ雌雄不限ꎬ单笼喂养ꎬ自由饮水进食ꎬ在实
验室饲养 １ 周后进入实验ꎮ 实验动物手术前 １ 天禁
食( 不禁水) ꎮ

仪器和设备

生物膜) ꎬ分别在 １ 个月时间点、３ 个月时间点处死 ３
只实验兔取下颌骨ꎮ

１ ３

观察方法

肉眼观察皮肤创口愈合情况ꎬ解剖

观察创口处感染情况ꎻＸ 线观察:对处理过的下颌骨
进行 Ｘ 光拍摄ꎬ并对 Ｘ 线图像进行处理ꎬ以便较直
观地反映骨缺损愈合情况ꎻ组织学观察:常规石蜡包
埋ꎬ脱钙切片ꎬ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ꎬ光镜下观察ꎮ

２

结果
肉眼观察

１ 个月时ꎬ６ 只兔子下颌骨表皮创

口愈合良好ꎬ无感染现象ꎬ解剖时发现下颌骨膜植入

验动物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 ＳＣＸＫ￣( 京) ￣２０１５￣

１ １ ２

骨不覆膜作为空白对照ꎬ右侧植入自体骨覆盖市售

２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４７

位置创口愈合良好ꎬ无感染粘连现象ꎻ３ 个月时ꎬ毛
已恢复正常长度ꎬ兔子下颌骨表皮创口愈合良好ꎬ下
颌骨膜植入材料位点恢复良好ꎮ 说明喜勒可吸收生
物膜与市售生物修复膜生物相容性良好ꎬ不会引起
机体炎性反应( 图 １) ꎮ

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由北

京湃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 批 号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ꎮ
市售生物修复膜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批
准的市售生物修复膜( 批号 １６０３１７￣ＳＳ１６０１０２) ꎮ

１ ２

１ ２ １

方法

手术方法

新西兰大白兔称重后用 ３％ 戊

巴比妥钠 ３０ ｍｇ / ｋｇ 经耳缘静脉滴注ꎬ全身麻醉ꎮ 将
兔仰卧位固定在手术台上ꎬ下颌角试验区用剪刀去

毛ꎮ 用 ２ ５％的碘伏和 ７５％ 的酒精进行常规皮肤消
毒铺巾ꎬ无菌条件下ꎬ在下颌角区下缘做 ３ ｃｍ 长的
皮肤切口并切透骨膜ꎬ贴骨面向上剖离咬肌与翼内
肌ꎬ充分暴露下颌角手术区 [８] ꎮ

１ ２ ２

自体骨髂骨取骨

为保持髂嵴的外形和完

整性ꎬ骨切口采取髂嵴上 Ｈ 型开窗术ꎬ暴露松质骨ꎬ
用挖匙挖出块状松质骨ꎬ钢丝剪剪碎ꎬ无菌纱布包好
待用ꎬ用可吸收线将髂嵴复位ꎬ皮下及皮肤逐层缝
合ꎬ加压包扎ꎮ

１ ２ ３

骨缺损模型的建立

在生理盐水充分冷却

的条件下ꎬ采用直径为 ６ ｍｍ 的球钻在兔下颌骨左
右两侧下颌角区分别制备直径 ６ ｍｍ 洞穿性的骨缺
损ꎮ 覆盖生物膜ꎬ需超出缺损边缘 ２ ｍｍꎬ分层缝合

Ａ:１ 个月时表皮伤口愈合良好ꎻＢ:１ 个月时下颌角肌肉区创口愈合良好ꎻ
Ｃ:３ 个月时表皮伤口愈合良好ꎻＤ:３ 个月时下颌角肌肉区创口愈合良好

图１

新西兰大白兔下颌角解剖图

２ ２ Ｘ 线观察 从 Ｘ 光图片可以看出ꎬ植入材料 １
个月后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和市售生物修复膜
组的大白兔下颌骨孔洞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ꎬ说明
缺损处都有不同程度的新骨生成ꎬ骨生成情况无明
显区别ꎮ 但与空白对照相比ꎬ覆膜下颌骨孔洞明显
缩小( 图 ２) ꎮ

创口ꎮ 术后 ３ ｄ 每天皮下注射抗生素ꎮ 分别于术后

１ 个月、３ 个月采用空气栓塞法处死实验兔ꎬ取整个
下颌骨ꎮ

１ ２ ４

骨缺损模型的分组

１２ 只兔子分为 ２ 组:

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 ６ 只( 左侧植入自体骨覆
盖喜勒可吸收生物膜ꎬ右侧不植骨不覆膜作为空白
对照) ꎬ分别在 １ 个月时间点、３ 个月时间点处死 ３

只实验兔取下颌骨ꎻ市售生物膜组 ６ 只( 左侧不植

Ａ: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左侧下颌骨新生骨组织已覆盖钻孔ꎻ
Ｂ:空白对照组左侧下颌骨孔洞明显ꎻＣ:市售生物修复膜组右侧
新生骨组织已覆盖钻孔ꎻＤ:空白对照右侧下颌骨孔洞明显

图２

术后 １ 个月兔下颌 Ｘ 光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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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月时ꎬ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敷膜处骨缺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７ Ｎｏ.３ꎬ Ｊｕｎ ２０１８
１ 个月时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膜结构依然完

损区消失ꎬ市售生物修复膜组敷膜处骨缺损消失ꎬ空

整ꎬ但市售生物修复膜已经消失ꎮ 说明喜勒可吸收生

白对照缺损区无明显变化ꎮ 表明使用喜勒可吸收生物

物修复膜与市售生物修复膜生物相容性良好ꎬ但喜

修复膜与市售生物修复膜后ꎬ经过 ３ 个月的修复生

勒可吸收生物膜较市售生物修复膜抗降解能力强ꎮ

长ꎬ新生骨进一步增加ꎬ骨缺损已基本愈合ꎬ说明喜勒

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左下颌角区ꎬ钻孔内

可吸收生物修复膜与市售生物修复膜都可以阻挡肌肉

植入自体骨覆盖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ꎬ骨缺损区

组织长入骨缺损部位ꎬ并引导骨缺损修复再生(图 ３)ꎮ

域具有类骨质生成ꎬ类骨质表面具有一层到多层成
骨细胞ꎻ市售生物修复膜组右下颌角区ꎬ骨缺损区填
充自体骨覆盖市售生物修复膜ꎬ骨组织修复良好ꎬ骨
缺损区已连接植入自体骨ꎬ骨内膜和外膜层整齐排
列一层呈柱状成骨细胞ꎻ空白对照左下颌角区ꎬ断骨
区明显ꎻ空白对照右下颌骨区骨缺损区域明显ꎬ骨缺
损区内被胶原纤维或成纤维细胞填充ꎬ无骨质样结

Ａ: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左侧下颌骨新生骨组织已覆盖钻孔ꎻ
Ｂ:空白对照左侧下颌骨孔洞明显ꎻＣ:市售生物修复膜组右侧
新生骨组织已覆盖钻孔ꎻＤ:空白对照右侧下颌骨孔洞明显

２ ３

图３

术后 ３ 个月兔下颌 Ｘ 光图

组织学检查

取下颌角部位ꎬ剔除部分肌肉组

构形成ꎮ

植入材料 １ 个月时ꎬ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与

市售生物修复膜引导骨再生能力无明显区别ꎬ骨缺
损区都已连接植入自体骨并有类骨质生成ꎮ 覆盖喜

织ꎬ以 １０％中性福尔马林固定ꎬ５０％甲酸室温下脱钙

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的骨缺损区内有成骨细胞生

处理ꎬ然后石蜡固定ꎬ脱钙切片ꎬ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ꎬ光镜

成ꎬ而空白对照骨缺损区内被胶原纤维或成纤维细

下观察生物膜吸收、降解情况及骨缺损愈合情况ꎬ显

胞填充ꎬ无成骨细胞ꎮ 说明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

微镜下观察( 图 ４) ꎮ

能起到物理阻隔作用ꎬ能够有效的引导骨再生( 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植入材料 １ 个月时ꎬ４ 倍镜下

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结构完整ꎬ紧贴骨组织ꎬ将骨

５) ꎮ

植入材料 ３ 个月时ꎬ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与

缺损区与肌肉组织隔离ꎬ无炎性细胞ꎮ １０ 倍镜下喜

市售生物修复膜都降解完毕ꎬ２ 组骨缺损都修复良

炎性细胞ꎮ 植入材料 ３ 个月时ꎬ喜勒可吸收生物修

基质内有一层扁平状的成骨细胞ꎬ骨基质结构呈板

植入材料 １ 个月时ꎬ４ 倍镜与 １０ 倍镜下市售生

间充质细胞填充ꎬ再次说明敷盖喜勒可吸收生物修

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结构清晰ꎬ膜结构内及周围无
复膜消失ꎬ骨缺损区修复良好ꎬ无炎性细胞ꎮ

物修复膜消失ꎬ缺损区无炎性细胞ꎬ植入材料 ３ 个月
时ꎬ骨缺损区修复良好ꎬ无炎性细胞ꎮ

好ꎬ骨膜完整ꎬ骨外膜细胞为扁平状ꎬ骨组织完整ꎬ骨
层状较为致密ꎻ空白对照断骨区域明显ꎬ骨缺损区被
复膜能够起到物理阻隔作用ꎬ可良好的引导骨组织
再生( 图 ５) ꎮ

Ａ:１ 个月时 ４ 倍镜下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结构完整ꎻＢ:１ 个月时 １０ 倍镜下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结构完整ꎻＣ:３ 个月时 ４ 倍镜下
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消失ꎻＤ:３ 个月时 １０ 倍镜下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消失ꎻＥ:１ 个月时 ４ 倍镜下市售生物修复膜消失ꎻ
Ｆ:１ 个月时 １０ 倍镜下市售生物修复膜消失ꎻＧ:３ 个月时 ４ 倍镜下市售生物修复膜消失ꎻＨ:３ 个月时 １０ 倍镜下市售生物修复膜消失

图４

不同植入材料不同时间点修复膜降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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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 个月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左侧下颌角区ꎻＢ:１ 个月市售生物修复膜组右侧下颌角区ꎻＣ:１ 个月空白对照左下颌角区ꎻ
Ｄ:１ 个月空白对照右下颌角区ꎻＥ:３ 个月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组左侧下颌角区ꎻＦ:３ 个月市售生物修复膜组右侧下颌角区ꎻ
Ｇ:３ 个月空白对照左下颌角区ꎻＨ:３ 个月空白对照右下颌角区(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ꎬ×４)

图５

３

不同植入材料与空白对照组标本病理图

讨论

ＧＢＲ 技术 应 用 了 膜 的 屏 障 作 用、 空 间 保 护 作

Ｎ 末端区域的主要免疫原性位点“ 端肽” [１５] 无法去
除ꎬ因此不能完全去除其免疫原性ꎮ 而喜勒可吸收

用、诱导引导作用ꎬ应用于牙种植ꎬ引导种植体周围

生物修复膜采用精准酶切技术从牛跟腱中提取Ⅰ型

过膜的机械屏障作用ꎬ阻止了来自周围组织的成纤

原蛋白的端肽结构ꎬ彻底去除了其免疫原性ꎮ 与脱

骨再生ꎬ都取得了理想的骨再生效果ꎮ ＧＢＲ 技术通

胶原蛋白ꎬ其纯度达 ９９％ 以上ꎬ酶切去除了Ⅰ型胶

维细胞侵入骨缺损区ꎬ并通过缺损区植入材料的引

细胞真皮基质膜不同ꎬ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采用

导支架作用ꎬ使自体成骨细胞有足够时间在缺损区

的是体外自组装工艺ꎬ运用了胶原蛋白大分子中携

增殖、成骨ꎬ最终达到缺损区骨组织重建ꎮ

带不同电荷的基团ꎬ氢键、通过静电作用、疏水性作

为可生物降解与不可生物降解 ２ 大类ꎬ其中第一代

子键使其机械强度比脱细胞工艺基质膜高ꎬ组织相

ＧＢＲ 技术中应用的可吸收生物修复膜材料分

再生膜的材料是不可降解的钛膜、聚四氟乙烯等ꎮ
这类材料易操作且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和较理性
的机械强度ꎬ但是这类膜通透性较差ꎬ影响营养物质
进入上方瓣膜ꎬ易于引起牙龈退缩ꎬ从而引发感染及
膜暴露ꎬ同时材料不能被组织吸收且无法与周围组
织结合ꎬ因此不可避免的要经受二次手术ꎬ增加了创
伤 [９￣１０] ꎮ 第二代再生膜材料为生物可降解材料ꎬ膜
材料在机体内可降解吸收ꎬ从而避免了二次手术取

出ꎮ 可降解生物膜材料有聚乳酸、胶原、聚乙烯二
醇、壳聚糖等ꎬ这些材料中ꎬ胶原膜具有纤维网架结
构ꎬ有利于再生细胞附着ꎬ易于放置贴附ꎬ生物相容
性好ꎬ在促进细胞的粘附、增殖和分化方面优于其他
可吸收生物修复膜材料 [１１] ꎬ 因此在各类可吸收性

ＧＢＲ 膜中ꎬ胶原膜备受关注ꎮ 目前临床中应用较多

用等非共价键力自发地自组装形成的膜 [１６] ꎬ这些分
容性好ꎮ
可吸收性生物修复膜植入生物体后ꎬ在被吸收
之前需要维持一定时间才能起到良好的修复作用ꎬ
即膜的降解速率应当与组织愈合的速率保持一致ꎮ
如果膜的降解时间低于骨的形成时间ꎬ骨的缺损修
复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１７￣１８] ꎮ 宋爱梅等 [１９] 和 Ｋａｒｒｉｎｇ

等 [２０] 研究发现ꎬ术后 ２ ~ ３ 周是牙周再生愈合的关
键时间ꎬ因此生物修复膜用于治疗牙周病时ꎬ降解周

期需要在 ３ ~ ４ 周以上ꎬ膜材料用于修复骨缺损时ꎬ
其降解周期应保持 １７ 周左右时间ꎬ以平衡人类骨的
正常形成周期ꎮ 市售生物修复膜在植入 １ 个月时已
经消失ꎬ而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结构依然完整ꎬ且
紧贴骨组织ꎬ无炎性细胞ꎬ表明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
膜的降解时间更长ꎬ抗降解能力优于市售组ꎮ

喜勒可吸收生物修复膜在进行 ＧＢＲ 时ꎬ具有很

的胶原膜为脱细胞真皮基质膜ꎬ脱细胞真皮基质膜

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ꎬ能够起到生物屏障膜的作用ꎬ

去除了真皮的细胞成分ꎬ保留真皮内的细胞外基质ꎬ

阻止来自周围软组织的成纤维细胞ꎬ让成骨细胞有

维持完整的胶原形态和基底膜结构
皮基质膜采用 Ｄｉｓｐａｓｅ￣Ｔｒｉｔｏｎ 法

[１３]

[１２]

ꎮ 脱细胞真

或 ＮａＣｌ￣ＳＤＳ 法

[１４]

去除了基质外的细胞成分ꎬ但是膜中胶原分子内 Ｃ、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增殖ꎬ最终达到引导组织再生、定
向修复的目的ꎬ实现缺损区的骨修复再生ꎮ

( 下转第 １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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