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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减少拔牙后牙槽骨吸收，进行拔牙位点保存和骨增量已成为标准的拔牙后治疗方案。

该病例系列单独使用矿化异体移植物和联合 0.3mg/ml 的重组人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BB（rhPDGF-BB）

对拔牙窝进行处理，比较术后 4 个月再生骨组织学和组织形态计量结果的差异。材料与方法：拔牙位

点分为单独使用矿化异体移植物（对照组）和联合使用 rhPDGF-BB（实验组）两组进行处理，包括完整

拔牙窝和颊侧骨壁缺损拔牙窝，经过 4 个月的愈合期后，进行环钻活检及种植体植入。观察再生骨组

织学和组织形态计量结果的不同。结果：术后 4 个月，剩余矿化异体移植材料的平均百分比，实验组

明显小于对照组。同时，有髓骨平均百分比的差异显示相对于对照组（32.5%），实验组明显有更多

的骨形成（41.8%）。结论：在骨移植过程中，添加生长因子可能会加速骨再生，并使早期成功植入

种植体成为可能。

1  引言

牙拔除后，牙槽嵴保存和骨增量技术常用来预

防或纠正牙槽嵴不良形态学改变。众所周知，拔牙

后牙槽嵴吸收是一个可预测的现象，且大部分的骨

改建发生在拔牙后的前 3 个月内。骨量丧失在上颌

前牙美学区尤为常见，高达骨体积 23% 的骨量丧失

会发生在拔牙后的前 6 个月内，在未来 5 年内继续

丢失 11%。如果不进行处理，上颌前牙美学区 1 年

后将要发生高达 50% 的颊舌侧骨量丢失。最近一个

系统评价检测牙槽骨在拔牙后的维度变化，发现其

宽度和高度都有减少，临床上宽度的损失大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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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预见的拔牙后牙槽嵴吸收，颊侧骨壁缺损也

很常见，尤其在上颌与下颌前部。颊侧骨壁缺损常

见的原因包括薄的唇颊侧骨壁、牙周病、束状骨吸

收和拔牙创伤。

若处理不当，拔牙后牙槽嵴吸收和颊侧骨壁缺

损会对种植体植入提出较大挑战。目前，临床医生

可以运用一些方法来解决拔牙后骨缺失和颊侧壁骨

缺损，包括拔牙窝骨移植和引导骨再生。这些方法

在保存牙槽嵴形态和纠正骨开裂缺损的有效性上，

文献中记载得很清楚。常见移植物包括自体骨、矿

化异体骨、冻干脱钙异体骨或经射线处理的异体骨、

异种骨和人工合成骨。

牙槽嵴保存和骨增量的关键是在种植体植入之

前，有足够的时间用于骨再生。大量研究显示，各

种骨引导和骨诱导材料，其在移植后到种植体植入

前所需的骨再生时间变化范围较大，从 3 ～ 9 个月

不等，有少数研究提出可以早期或晚期植入种植体。

关于同种异体骨移植的研究显示，在术后 3 ～ 6 个

月的时间段，骨形成百分比将近 17% ～ 47%。

组织工程的进展，可能为牙槽嵴保存和骨增量

过程中加速骨形成提供机会，从而缩短种植体在移

植术后的植入时间。rhPDGF-BB 的关键作用是促

进血管再生和促进成骨细胞的趋化作用及有丝分裂

作用，在新骨形成过程中有重要影响。近期多项研

究显示，使用异种移植物、矿化异体移植物或人工

合成物联合 rhPDGF-BB 处理较困难的上颌窦提

升、牙槽嵴骨增量和牙槽嵴保存时，术后 3.5 个月

观察到改善的再生骨骨质及骨量。

基于以上的阳性发现，添加生长因子能改善骨

形成。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单独使用矿化异体移植

物和联合使用 rhPDGF-BB 处理拔牙窝 4 个月后，

再生骨组织的组织学和组织形态计量分析结果。

2  材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收集上下颌因严重龋坏、牙周病、外伤而拔

除并要求种植修复的患者 30 例，包括骨壁完整和

颊侧骨壁缺损拔牙窝，其中年龄为 18 ～ 70 岁。纳

入标准：患者无系统性疾病，或曾患系统性疾病但

经药物控制较好。未服用过类固醇、双磷酸盐类及

化疗药物。在研究开始前，至少停止吸烟 2 个月。

患者对手术过程及潜在危险性都已知晓，术前签

署知情同意书。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异体移植物

+rhPDGF-BB）和对照组（异体移植物+盐水），

拔牙后直接进行骨移植。指定第一个接受治疗的患

者分配到实验组，其余接受治疗的患者，则根据前

面患者拔牙后的骨移植方案而分配到对照组或实验

组。骨移植术后 4 个月，进行环钻活检和种植体植

入术。

2.2  缺陷表征

除了两名患者需要进行多颗牙拔除外，其余

每名患者提供了一个拔牙位点，共计 34 个位点。

在这 34 个拔牙窝中，18 个骨壁完整（实验组，

n=10；对照组，n=8），16个伴有颊侧骨壁缺损（实

验组，n=9；对照组，n=7）（图 1）。

对所有患者进行了标准的头、颈和口腔临床检

查，在首次就诊和研究过程中收集拔牙位点的根尖

放射线片、CT 和术前照片。

2.3  牙齿拔除、牙槽嵴位点保存及环钻活检

在轻度静脉镇静和局部麻醉后，进行颊舌侧全

厚黏骨膜瓣翻瓣。所有的患者均进行微创拔牙，必

要时进行分牙以免过多的去骨，随后彻底清创。使

用 0.25 号圆钻在拔牙窝内钻孔，以引导适度的静

脉出血。随后植入 0.6 ～ 1.25mm 粒径大小的异

体骨移植物 (MinerOss, BioHorizons)，用来维持

或者修复牙槽嵴解剖形态，表面放置异体脱细胞真

皮基质 (Alloderm, Life Cell) 以获得移植物封闭

性（图 2a 和图 2b）。实验组使用 0.5 ml 异体移

植物与 0.5 ml  0.3 mg/ml 浓度 rhPDGF-BB(-

GEM 21S, Osteohealth) 的配比物，对照组使用

无菌盐水浸透的异体移植物。软组织瓣使用聚四氟

乙烯（PTFE）丝线进行连续褥式缝合（图 3a 和图

3b）。

移植4个月后，使用2mm内径的钻获取骨芯，

进行组织学和组织形态学检查，接着植入种植体

(Internal RBT LaserLok, BioHorizons)（图 4）,

两组植入扭矩均为 40 ～ 50Ncm。种植体植入前，

使用CBCT 测定骨密度。

2.4  组织学制备

将获取的样本放置在 10% 中性缓冲甲醛液中，

样本被明尼苏达大学硬组织研究实验室接收后，将

使用分级浓度系列乙醇对其进行为期 9d 的脱水处

理。脱水后，使用光固化 (Technovit 7200 VL-

C,Kulzer）包埋树脂对样本进行渗透处理。在正常

大气压下，持续震荡渗透 20d 后，包埋样本的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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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使用 PTFE连续褥式缝合 ; b.术后 3周无炎症或肿胀

图 1  上颌左侧尖牙骨粘连，拔除后大

面积颊侧骨壁缺损

图 2  a. 使用颗粒状异体骨移植物联合 rhPDGF-BB 恢复牙槽嵴形态，水平放置脱

细胞真皮基质，并用外科钉固定 ; b. 使用脱细胞真皮基质实现移植物的封闭性

a b

a b

图 4  术后 4个月，用环钻获得组织芯样本

用 450nm 光照聚合，样本温度保持低于 40℃。经

过 Donath 切割方法处理后，样本在 EXAKT 切割

系统 (EXAKT Technologies) 上被切割成 150 μm

厚。使用 800 ～ 2400 粒度的一系列抛光碟及 0.3 

μm 的铝抛光膏将其抛光到 45 ～ 65μm 的厚度。

用 Stevenel blue 和 Van Gieson picro fuchsin 染

液对切片进行染色，偏振显微镜进行组织学分析。

这种染色方法能使有髓骨和无髓骨形成差异染色，

有髓骨随着骨成熟度的增加，其染色偏于亮红色，

无髓骨及类骨质组织则染成亮绿色。

2.5  骨组织形态计量分析

组织学制备完成后，样本需要进行组织形态计

量评估，每个样本至少有两块切片被评估。使用显

微镜 (Elipse 50i,Nikon) 和数码相机 (Diagnostic 

Instruments)，将所有样本在相同的放大倍率下进

行数据记录，使用数码相机 (Adobe Photoshop, 

Adobe Systems) 和图像处理软件 (National Insti-

tutes of Health) 完成组织形态计量分析。以下参

数就总核心区面积的百分比进行测定：总骨面积百

分比、有髓骨百分比、无髓骨百分比、新生骨百分比、

剩余移植材料百分比和骨髓间隙百分比。

2.6  统计分析

假设方差相等，使用 t 检验对各组原始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认为α=0.05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临床表现

每位患者术后愈合状况良好，有些有轻微的肿

胀和炎症，没有术后感染发生。在种植体植入前，

每位患者牙槽嵴的表皮生长良好，软组织健康，没

有肿胀和炎症。每一个治疗部位，有充足的骨量用

于环钻活检、种植体的植入和修复治疗（图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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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病例中，种植体都能获得良好的初始稳定性。

骨密度值为 224 ～ 1 765HU，平均值 763HU，实

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实验组 7 个月

时， X 线片显示稳定的种植体周围骨水平及良好

的骨结合（图 7）。

3.2  组织形态测定结果

表 1对术后 4个月，实验组和对照组各参数进

行了比较。移植物剩余平均百分比在两组间，有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实验组=6.6%，对照组=16.9%，

P=0.0005）。在实验组中观察到了明显的骨再生，

但有髓骨百分比在两组之间并没有统计学差异（实

验组 =41.8%，对照组 =32.5%; P=0.0528)。其余

参数在两组之间，未显示统计学差异。

表 2 比较完整骨壁拔牙窝移植的效果，得出的

结果与表 1 相似，移植物剩余平均百分比在两组间

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实验组中剩余的移植物明显

较少，有髓骨百分比较高 ( 实验组 =43%，对照组

=29.8%，P=0.0638).

图 5  种植体植入时的影像学检

查

图 6  联合 rhPDGF-BB 异体移植物，术后 12 个月，

种植体上部冠修复完成

图 7  术后 7 个月，影像学检查

显示稳定的牙槽嵴骨水平及良

好的骨结合

表 1  术后 4个月，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组别
有髓骨

（%）

异体移植物

（%）

骨髓/CT

（%）

设定扭矩

（Ncm）

密度 

（HU）

实验组（n=19）平均值（范围）41.8 (16 ～ 66) 6.6 (0 ～ 2) 51.6 (32 ～ 64) 46.3 (45 ～ 50) 763.2(334 ～ 1765)

对照组（n=15）平均值（范围）32.5 (7 ～ 66) 16.9 (0 ～ 29) 50.6 (34 ～ 65) 46.3 (40 ～ 50) 626.8 (342 ～ 966)

P 0.0528 0.0005* 0.7273 0.9872 0.2535

HU=Hounsfield units. 亨氏单位

* 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完整骨壁拔牙窝移植术后 4个月，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组别
有髓骨

（%）

异体移植物

（%）

骨髓/CT

（%）

设定扭矩

（Ncm）

密度 

（HU）

实验组（n=19）平均值（范围）43(16 ～ 58) 6.4(0 ～ 25) 50.6(38 ～ 60) 46.5 (40 ～ 50) 820.2 (224 ～ 1765)

对照组（n=15）平均值（范围）29.8(7 ～ 48) 16.6(0 ～ 28) 53.6(39 ～ 65) 46.9 (40 ～ 50) 605.5 (342 ～ 858)

P 0.0638 0.0244* 0.4473 0.8256 0.2952

HU=Hounsfield units. 亨氏单位

* 有统计学意义



271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7 年 9 月　第 20 卷　第 5期

3.3  实验位点组织学结果

图 8a ～图 8c 显示实验位点的组织学表现，在

×25 倍率下，图 8a 显示一个完整骨芯样本（51%

有髓骨，3% 移植物，46% 骨髓）。术后 4 个月，

剩余移植颗粒与相对致密的有髓再生骨整合在一

起，在整个样本中，新生骨桥接邻近移植物颗粒，

所有的再生骨和剩余移植颗粒都被骨髓所包绕。正

如上述的组织形态测定结果，剩余移植颗粒为有髓

骨所主导，并进行着重塑。

在 ×40 倍率下，图 8b 显示形态良好的有髓骨

与移植物颗粒之间形成整合与桥接。在 ×100 倍率

下，发现形态良好、致密有髓骨与稀疏可见的移植

颗粒整合（图 8c）。

3.4  对照位点组织学结果

图 9a ～图 9c 显示典型的对照组骨质和组织学

形态，相对于总体平均定量发现，其有髓骨百分比

较低，移植物剩余百分比较高。在 ×25 倍率下，

图 9a 显示一个完整骨芯样本（28% 有髓骨，26%

移植物，46% 骨髓）。和实验组样本一样，剩余移

植颗粒与形态良好的新生骨相整合。剩余移植物与

有髓骨的比例，对照组高于实验组（图 8a）。在

×40 倍率下，看到的组织结构更清晰（图 9b）。

在 ×100 倍率下，新生有髓骨与剩余移植物紧

密接触。在整个样本中，可以看到矿化的类骨质，

预示着活跃的、正在进行的骨再生（图 9c）。

图8  a.实验组术后4个月，丰富的新骨形成，与剩余移植颗粒形成桥接（×25）NB=新生骨，AG=移植物，M=骨髓；b.大

量的新生骨取代大部分矿化移植物（×40）NB= 新生骨，AG=移植物，M=骨髓 ; c. 致密且形态良好的有髓骨与剩余移植

颗粒紧密结合（×100）NB= 新生骨，AG=移植物，M=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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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a 相对于新生骨，可见较多的矿化异体移植物（×25）NB= 新生骨，AG= 移植物，M= 骨髓，NAB= 天然骨 ;  b. 新生

骨与剩余移植颗粒紧密接触（×40）NB =新生骨，AG=移植物，M=骨髓 ; c. 新生骨与移植颗粒接触，见明显的类骨质，

指示活跃、持续的骨形成（×100）NB= 新生骨，AG=移植物，M=骨髓，NAB= 天然骨，OS=类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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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对于牙槽嵴位点保存和骨增量来说，有骨髓、

良好血管化的再生骨对于长期积极效果是至关重要

的。重组生长因子的研究进展，可能为临床加速有

髓骨的形成，允许更早的植入种植体提供机会。这

个连续的病例系列，初步尝试检测 rhPDGF-BB 在

牙槽嵴保存和骨增量过程中，对再生骨组织学和组

织形态计量结果的潜在影响。在这项研究中，潜在

有意义的发现是移植物剩余百分比在两组间有统计

学上的差异。在动物和人类研究中，一致发现 rh-

PDGF-BB 加速了异种和异体移植物的重塑过程。

尽管有髓骨百分比在两组中没有差异，但在实验组

中加速的异体骨移植物重塑能潜在增加新生骨量。

在临床方面，尤其是在考虑种植体植入时间时，

该研究最有意义的发现是当矿化异体移植物中加入

rhPDGF-BB 时，术后 4 个月能促进骨再生。尽管

实验组（41.8%）和对照组（32.5%）的有髓骨百

分比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但其可能代表了临床上

显著的差异。由于植入时间没有设定多个变化值，

因此不能从本研究中明确有髓骨百分比在决定种植

体植入时间的作用。

将组分层为完整拔牙窝和颊侧骨壁缺损拔牙窝

时，仍显示实验组更多的新骨形成。每个亚组中研

究对象数目较少，是造成 P 值难以向统计学意义靠

近的部分原因（表 1～表 3）。  

最近发表的一系列病例研究，rhPDGF-BB 添

加到各种移植材料中的积极骨再生效应，包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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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时间点检测组织学和组织形态计量结果的研

究。Scheyer 和 McGuire 研究发现，在重度气化上

颌窦中植入联合 rhPDGF-BB 的复合移植物（异种

移植物 Bio-Oss 和异体移植物 LifeNet），在 3.5

个月和4.5个月时，有大量新生骨再生。在移植2.4

年和 3 年后，所有的上颌后部种植体都很稳定，并

充分支持上部修复体发挥功能。McAllister 等进行

小样本系列病例研究，检测到在完整拔牙窝中分别

植入联合 rhPDGF-BB的β-磷酸三钙 (GEM21S, 

Osteohealth) 和异种骨 (Bio-Oss, Geistlich Phar-

ma)3 个月后，有髓骨形成百分比分别为 21% 和 

24%，这一结果小于目前研究所得的结果。

本研究术后 4 个月，添加 rhPDGF-BB 的拔

牙位点较单独用异体移植物处理的拔牙位点，有

更多的新生有髓骨形成。平均有髓骨百分比在实验

组完整骨壁拔牙窝为 43%，颊侧骨壁缺损拔牙窝为

40.3%，大致相等。rhPDGF-BB 可能通过加速移

表 3  颊侧骨壁缺损拔牙窝移植术后 4个月，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组别
有髓骨

（%）

异体移植物

（%）

骨髓/CT

（%）

设定扭矩

（Ncm）

密度 

（HU）

实验组（n=19）平均值（范围）40.3(28 ～ 66) 6.9(0 ～ 29) 52.8(34 ～ 55) 46.1(45 ～ 50) 699.8(365 ～ 1 028)

对照组（n=15）平均值（范围）35.6(22 ～ 66) 17.3(0 ～ 29) 47.1(34 ～ 55) 45.7(40 ～ 50) 651.1(335 ～ 966)

P .4816 .0095* .2185 .7832 .6947

HU=Hounsfield units. 亨氏单位

* 有统计学意义

植颗粒的重塑，从而加速新生骨形成的速度。虽然

在目前的研究中实验位点和对照位点的数量有限，

但其提供了有意义的临床信息，即在拔牙后进行骨

移植的过程中可考虑添加生长因子。

未来需要增加研究个体数量，早期进行活组织

检查，研究其他的载体移植材料，对种植体存活率

和功能状态进行长期的临床随访来验证目前研究结

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5  结论

在骨移植过程中，添加生长因子可能会加速骨

再生，并使早期成功植入种植体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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