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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回顾性病例研究的目的在于报道将钛网、可吸收膜和重组人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rhPDGF-BB）

联合应用于垂直向牙槽嵴骨增量的临床结果和组织学评估。以 19 名采用自体骨和无机小牛骨为移植材

料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术中将移植材料与 rhPDGF-BB 充分混匀后，放置于骨缺损部位，恢复骨缺损区

骨量与邻近牙槽嵴顶等高。随后将预塑形的钛网固定在移植部位，覆上可吸收胶原膜，严密对位缝合

伤口，确保伤口无张力。术后，17名患者软组织愈合良好，1名患者在组织愈合早期发生了伤口裂开，

1 名患者在组织愈合后期出现胶原膜暴露。进行取出钛网手术的时候，随机收集 3 名软硬组织愈合良好

患者的骨组织进行活检，对钛网下的再生组织进行组织学分析。结果显示，新生的骨组织平均高度为

8.6±4.0mm。该研究表明在引导性骨再生术中，将钛网、可吸收生物膜与 rhPDGF-BB 联合应用对实现

垂直向牙槽嵴骨增量具有显著效果。该方法扩大了种植手术的适应证，也使牙槽嵴伴严重骨缺损患者

的三维美学结构能够恢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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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口腔种植治疗领域，就种植手术适应证的扩

大及获得最终的美学效果而言，垂直向牙槽嵴骨增

量手术是一项挑战。许多临床研究证明，在垂直骨

缺损部位使用钛网联合自体骨与异种骨能够实现可

靠的骨再生效果。然而，钛网在局部骨增量手术的

应用中有其自身的缺陷。从技术上说，在伴复杂骨

缺损形态的牙槽骨上放置骨移植材料并覆盖钛网是

有难度的，有时还会导致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在牙

槽嵴骨增量手术中，使用钛网后常会出现手术切口

的开裂和钛网的暴露，增加了移植区感染的风险。

此外，钛网的网眼还可使某些液态因子流失，如在

移植位点使用的外源性生长因子等。

近年来，钛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在

术前将钛网进行预塑形，并联合应用具有良好生物

相容性、抗感染能力和较长生物降解期（超过24周）

的胶原膜获得解决。理论上，将钛网与胶原膜联合

应用，有互补和协同效应，与传统骨增量方法相比

更具优势。牙龈内的纤维组织可移行至胶原表面，

防止伤口处龈瓣裂开。此外，胶原膜能阻止软组织

长入移植区内，并保证骨移植材料和诸如重组人血

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B（rhPDGF-BB）之类的外

源性生长因子不会从钛网的缝隙中渗出。这些外源

性生长因子在组织再生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包括

对细胞增殖、趋化及基质合成的作用等。本回顾性

病例研究旨在通过对临床再生骨的直接测量和组织

学评价来证明引导骨再生术中联合应用钛网、胶原

膜和 rhPDGF-BB 对牙槽嵴进行垂直向骨增量的有 

效性。

2　材料和方法

2.1  患者的选择

研究包括 19 名患者（10 名为上颌前牙、4 名

为上颌后牙、2名为下颌前牙、3名为下颌后牙），

其中女性患者 10 名、男性患者 9 名，平均年龄为

50.2±14.4岁（年龄范围：17 ～ 68 岁），上述患

者于 2007年 4 月到 2009 年 10 月间分别在 3 个私

人诊所接受了引导骨再生术，对牙槽嵴进行垂直骨

增量。所有患者都曾要求用种植牙来修复缺失的牙

齿。患者接受了全面的检查并制定治疗方案，由于

拟种植区存在严重的骨缺损，需先行垂直向牙槽嵴

骨增量术后再行种植牙手术。所有患者总体健康情

况良好，没有手术禁忌证，在被详细地告知治疗计

划后，所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2.2  手术操作

手术使用的钛网厚度为 0.1mm（Jeil Medi-

cal）。术前，将钛网在消毒过的诊断模型上进行预

塑形（图 1）。患者局部麻醉下于牙槽嵴顶作正中

切口，沿骨面向唇颊侧翻起黏骨膜瓣，彻底清除骨

面（牙槽嵴顶和唇颊侧）的软组织。在皮质骨表面

备滋养孔，使骨髓腔开放，有利于血管和细胞长入

骨再生区。通过松弛骨膜，龈瓣作冠向复位，实现

术区的一期缝合。

所有 19 名患者的自体骨均通过刮骨刀（bone 

scraper）（Safe-scraper Twist，META）取自下

颌骨外斜线，并与从患者术区抽取的血液混合。将

0.25 ～ 1mm 的颗粒状无机牛骨（Bio-Oss，Os-

teohealth）与自体骨以 1∶1 或 4∶1 的比例混合。

移植骨混合物浸泡在 rhPDGF-BB（Gem 21S，

Osteohealth）中 10min 后（图 2），放置于发生严

重骨吸收的牙槽嵴处，恢复其与相邻的牙槽嵴相同

的高度（图 3）。再将经过预塑形的钛网覆盖在移

植骨混合物的上方，用螺丝钉（Jeil Medical）固定。

最后，用胶原膜（Ossix Plus, Orapharma）将骨

移植混合物和钛网完全覆盖，使用 5-0 可吸收缝线

间断水平褥式缝合切口。嘱患者两周内拆线前术区

避免刷牙，每天用 0.12% 葡萄糖酸氯己定漱口清洁

2 次，并服用阿奇霉素（500mg/d，连续 3d）和氯

索洛芬（180mg/d，连续 7d）预防感染。患者需要

对术区的护理非常小心，保护术区在愈合的过程中

免受临时义齿的压迫。

图 1　术前将钛网在消毒过的诊断模型上进行预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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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患者右后下颌骨区存在严重骨吸收；b. 骨缺损深

度的测量：通过测量从骨缺损最深处到钛网相应网洞的探

针的长度获取；c. 从下颌（骨外斜线）收集的自体骨和无

机牛骨以及 rhPDGF-BB 混合在一起；d. 胶原膜完全覆盖骨

移植区；e. 术后 6 个月钛网下新生的骨组织，骨增量区顶

端的骨表面与邻牙牙槽嵴顶在同一水平

a

ｃ

ｅ

ｂ

ｄ

2.3  临床测量和数据分析

对术区小范围软组织开裂及组织裂开没有感

染迹象（愈合后期开裂）的患者，需每周采用米

诺环素对术区进行冲洗。术区组织无开裂或愈合

后期伤口开裂的患者，钛网需放置 6 个月以上。

当复诊检查牙槽嵴恢复到令人满意的高度后，就

进行再次手术移除钛网同期进行种植手术。在

引导骨再生术和再次手术治疗中，通过牙周探

针（UNC15，Hu-Friedy）获取以下参数（图

2b）。DD1：骨缺损深度，即缺损最深处与放置

在缺损区钛网表面最顶端网眼间的距离；DD2：

新生骨表面的顶端到钛网的距离，该距离通过在

二次手术移除钛网时，测量钛网网眼到骨表面

的距离获得；VHAB：骨增加的垂直高度，即

DD1 减去 DD2；VHAB/DD1：骨增量百分比，

即 VHAB 除以 DD1。使用统计软件（SPSS，

IBM），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分析两组

患者在平均治愈时间和骨增量百分比上的差异。

P ＜ 0.05 被视为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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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上牙前区严重的骨吸收（唇面）；b. 上牙前区严

重的骨吸收（咬合面）；c. 骨替代物和自体骨混合物复合

rhPDGF-BB后植入骨缺损区，表面覆盖预塑形的钛网（唇面）；

d. 骨替代物和自体骨混合物复合 rhPDGF-BB 后植入骨缺损

区，表面覆盖预塑形的钛网（咬合面）；e. 在增高的牙槽

嵴上制备种植窝，坚固的类骨质形成明显

dc

e

2.4  组织样本制作

经患者知情同意，收集种植手术中制备种植窝

时所获得的组织作为标本，进行组织学评价。这些

组织是取自术区未暴露的三名患者钛网下方最贴近

钛网处的再生骨组织。样本被固定在 10% 中性福尔

马林中，并用5%的甲酸进行为期6周的脱钙处理。

脱钙后的样本经梯度酒精脱水，最终进行石蜡包埋。

组织切片机沿矢状方向制作3.5μm连续组织切片，

经苏木素—伊红染色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组织

学分析。

3  结果

3.1  临床测量

在 19 名患者中，有 17 名患者整个愈合过程中

术区软组织为一期愈合，且无并发症出现（术区无

暴露组）（图 2 和图 3）。这 17 名患者在接受种植

体植入的同时移除了钛网。这些患者骨缺损深度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5.0mm 和 2.3mm。在术

区无暴露组中，有 11 名患者的新生骨组织在垂直

方向上与邻近骨组织的高度一致。至钛网移除时，

患者平均治疗时间为 8.0±1.4 个月。大部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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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引导骨再生术的部位为上颌前牙区（表 1）。 

DD1 平均值为 10.0±3.8mm，VHAB 平均值在

所有患者中为 8.6±4.0mm，在术区无暴露组

中为 8.8±4.2mm，VHAB/DD1 平均值在所有

患者中为 85.8%±25.6%，在术区无暴露组中为

87.3%±25.6%。

1 名患者在愈合后期由于小的伤口裂开使得钛

网暴露（愈合后期开裂），但并未出现感染迹象。

该患者骨缺损位于上颌中切牙区，牙槽骨缺损深度

达 7.3mm。该患者由于仍有足够的新骨进行种植

手术，因此不需要进行二次骨增量手术（图 4a、

4b）。另有 1 名患者在术后 4 周出现了一个大的

组织裂开并伴有轻度的感染，该患者的手术部位

为左上侧切牙区，该部位有一个深达 11.5mm 的

骨缺损（愈合早期开裂）。这种情况需取出钛网，

用米诺环素和生理盐水彻底清洁伤口，保留龈瓣

下方的肉芽组织再将其缝合。在取出钛网7个月后，

该患者仍获得了大约 7mm 的垂直向骨增量。在术

区无暴露组中，有 1 名患者术后下颌前牙区存有

深度为 6.5mm 的骨缺损，缺损区由混有骨粉的结

缔组织长入，没有新骨形成。采用同样的方法对

该部位进行二次引导骨再生术，成功地恢复了垂

直向骨增量，并在二次手术后 6 个月完成种植体

的植入。

DD1 中位数＞ 8.5mm 和≤ 8.5mm 的患者数

量分别为 9 名和 10 名（表 2）。这两类患者的平

图 4  a. 愈合后期术区裂开的患者，可见左上前牙区钛网轻微暴露；b. 愈合后期术区裂开的患者，术区可见大量的新生骨

 患者数量 平均数±标准差

总数
上颌 下颌

年龄（年）
DD1

（mm）

治愈时间

（月）

VHAB

（mm）

VHAB/

DD1（%）前牙 后牙 前牙 后牙

术区无暴露组 17 8 4 2 3 49.5±15.1  9.8±3.8 8.0±1.5 8.8±4.2 87.3±25.0

术区暴露组 2 2 0 0 0 55.5±6.4 11.1±5.4 7.8±0.7 7.2±0.2 73.4±37.7

合计 19 10 4 2 3 50.2±14.4 10.0±3.8 8.0±1.4 8.6±4.0 85.5±25.6

表 1　接受引导骨再生术的部位及患者数量，所有患者的 DD1，至钛网取出时的愈合时间，VHAB 及 VHAB/DD1 值

 平均数±标准差

患者数 DD1（mm） 治愈时间（月） VHAB（mm） VHAB/DD1（%）

DD1（mm）
＞ 8.5mm 9 13.1±2.3 8.2±1.7 11.4±2.8 88.0±17.1

≤ 8.5mm 10  6.5±1.3 7.8±1.2  5.5±2.5 83.4±33.7

合计 19 10.0±3.8 8.0±1.4  8.6±4.0 85.8±25.6

表 2　在 DD1 ＞ 8.5mm和 DD1 ≤ 8.5mm两种情况下所有患者的 DD1、至钛网取出时的愈合时间、VHAB 及 VHAB/DD1 值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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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组织愈合时间均为 8 个月，无显著性差异（P ＞

0.05）。DD1 中位数＞ 8.5mm 时，DD1 的平均

值为 13.1±2.3mm，再生骨组织恢复了 88% 的骨

缺损（VHAB/DD1），而 DD1 中位数≤ 8.5mm

时，DD1 的平均值为 6.5±1.3mm，VHAB/DD1

为 80%。两组的 VHAB 平均值分别为 11.0mm 和

5.5mm。因此，两组VHAB/DD1 的值相近。

3.2  组织学检测

垂直骨增量术后形成的再生组织样本经苏木

素—伊红染色见图 5，图 5b 为放大 4 倍的图像，图

5c 为放大 20 倍的图像。骨移植区的再生组织主要

由含少量致密结缔组织的骨组织组成（图 5b），这

些致密结缔组织将骨粉颗粒和自体骨碎片包绕并连

结起来，表现为苍白的不规则结构（图 5b）。新形

成的骨小梁出现致密钙化，并形成含有骨细胞的板

层样结构（图 5c）。移植的人工骨粉和非细胞类骨

质（图 5c）直接附着并部分融入新骨中。

4  讨论

本回顾性病例研究中患者的平均 VHAB 为

8.6±4.0mm。有研究采用不可吸收生物膜和自体

骨或异体移植材料进行垂直向骨增量手术，所获得

的垂直向骨增量为 2 ～ 8mm。本研究通过引导骨

再生术获得的垂直骨增量等同或超过先前研究所报

告的数值，但由于评估方法存在差异，本研究结果

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分析。总体而

言，不论牙槽骨缺损深度低于还是高于 8.5mm，

采用本研究中的引导骨再生术都恢复了 80% 以上的

骨缺损（VHAB/DD1）。这些结果也表明，虽然

骨缺损的大小和形态各异，但采用了本研究中的引

导骨再生术都有可能获得可预期的、良好的骨再生

效果。

之前的研究中，当平均骨缺损深度达到

3 ～ 6mm 时，就会选用钛网来进行垂直骨增量

治疗，可术后钛网暴露的发生率较高（发生率

图 5　a. 在骨增量区的最顶端提取部分组织学样本；b 和

c. 垂直向骨增量术后再生组织的组织学图片；可观察到广

泛而密集的新骨（星号）环绕并填补了移植物间的缝隙（三

角），移植物包括Bio-Oss骨粉颗粒及自体骨碎片（HE染色）

a

c

b 1.0mm

2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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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3% ～ 100%，有 7 ～ 23 名患者出现钛网

暴露）。但本研究中，骨缺损的深度最大可达

10.0±3.8mm，19 名患者中仅有 2 名患者术区出

现了钛网暴露（钛网暴露的发生率仅为 10.5%）。

但这 2 名钛网暴露的患者骨缺损区仍获得了大量的

骨组织再生。在愈合后期术区发生裂开的患者中，

7.3mm深的骨缺损几乎完全被再生骨组织修复（图

4a、4b），而愈合早期术区就裂开的患者在移除钛

网后，VHAB为 7.0mm（修复了 47%的骨缺损）。

在所有组织学标本中，均可检测到广泛而密集

的新骨围绕长入至骨移植颗粒当中。这表明为恢复

垂直方向的骨量而采用的引导骨再生术可以获得与

移植材料融合良好和矿化完全的板层骨样结构，这

意味着新形成的组织是一种稳定的骨组织且具备长

期的稳定性。以往的体外研究已证明，与其他生物

惰性材料相比，在钛网表面成骨细胞可以形成一层

更加坚硬、矿化更好的基质，提示钛网在空间维持

和骨结合（骨生物相容性）方面具有优势。此外，

rhPDGF-BB 募集间充质细胞至术区，促进术区的

血管生成。尽管胶原膜在阻断骨膜细胞方面的作用

仍存在争议，但使用胶原膜将有助于 rhPDGF-BB

在成骨细胞迁移及血管再生方面发挥作用。但也有

一些基础研究表明，rhPDGF-BB 与成骨细胞分化

及骨再生无直接关联。明确 rhPDGF-BB 在引导骨

再生术中的临床作用是未来研究的方向，这些研究

包括临床对照试验。

5  结论

尽管本回顾性病例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

将胶原膜、钛网及 rhPDGF-BB 联合使用可实现各

种骨缺损情况下牙槽骨的再生。然而，要评价其临

床疗效，仍需进行长期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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