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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肢骨缺损、特别是大段骨缺损的治疗是骨科医生在临床中遇到的棘手难题。尽管有多种

治疗技术可供选择，但仍缺乏统一的治疗规范，造成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及心理痛苦。

随着新材料与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患者对患肢功能及外形恢复要求的不断提高，如何为每例患者

提供个性化的最佳治疗方案成为骨科医生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对四肢骨缺损治疗的研究进展进

行综述，旨在为骨科医生的治疗选择提供参考与帮助。

【关键词】 四肢；骨缺损；骨移植；膜诱导技术；牵张成骨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委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z1811000叭718195)

DOI：10．3760／cma．i．issn．167 1—7600．2019．06．014

Study progr鹳s in treatment of extreⅡlity bone defects

￡池曰i咿^眦n， 孔o“凡昭， 死血n地凡， ^胁，御uⅡn， 劢口昭劢厶^。n

却on僦眦Q厂0n^opⅡed虹 ＆^i愕踟i口e乃妙孤ird舶印itof， Be驴昭JOD』9J， 吼inn

I[br，唧。几d打lg口Mt^or? 死Ⅱ凡yMn， E，nniZ? ￡in，v@￡驴nu．edM．cn

【Abstract】 Treatment of extremity bone defects，especiaIly large segmental ones，is a difficult pmblem

encountered by orthopedic surgeons jn the clinic． Despite a variety of treatment techniques available， lack of

unifbnTl protocols causes patients to sufkr enormou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I pain during their medical treat—

ment． Now that new materials and new techniques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patients’ requirements for func—

tional and morph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injured limb become more demanding，it has become a great challenge

for onhopedic surgeons to pmvide an optimal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protocol for each patient．This review in—

tends to heIp surgeons with brief update information on the research pm铲ess in the treatment of extremity bone

defb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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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缺损是由创伤、感染、肿瘤及先天疾病等多种原因造成

的复杂病理学变化，缺损的部位、周围软组织情况及患者的全

身状况都会对疾病进展及治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骨缺损的治

疗一直是骨科医生面临的严峻挑战，治疗周期长且尚无统一的

治疗金标准，使得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及心理

痛苦。临床上可供选择的手术方案主要包括骨移植技术、

IIizarov技术、Masquelet技术、cvlindrical mesh技术、单边外固定

支架和六轴外固定支架技术等。随着组织工程学及材料学的革

新发展，多种骨替代材料也逐渐在基础研究及临床骨缺损治疗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辅以3D打印技术及显微外科技术，新的

治疗方法及技术正逐渐改变着骨缺损的治疗理念。

本文将系统地介绍骨缺损治疗相关技术的研究进展，从技

术发展、手术实施、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等多方面进行综述，旨

在为骨科医生的治疗选择提供参考与帮助。

·综述·

骨移植技术与骨替代材料

骨移植技术是指将骨或骨替代材料填充于骨缺损区，以重

建骨干的完整性并实现局部的力学稳定。移植骨的来源包括自

体骨、同种异体骨或异种骨。自体骨因成骨性、骨诱导性及骨传

导性都接近缺损区原始骨，同时不会发生免疫排斥反应及传播疾

病，自体骨移植曾被认为是治疗骨缺损的“金标准”。Tavlor等“1在

1975年首次报道了使用带血管蒂的自体腓骨移植成功治疗超过

6 cm的骨缺损。之后更多的研究报道也证实了该技术治疗大段

骨缺损的有效性【2⋯。当患者骨缺损范围较大(长度>4 cm)或者

为了避免取自体骨对患者造成二重伤害时，可以选择进行异体

骨移植，其优势在于数量充足且可塑性强，但有发生免疫排斥

反应的风险。Bishop和Pelzer【51曾报道用同种异体骨移植治疗

大段骨缺损，由于术后出现免疫排斥反应，患者长期接受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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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疗法治疗。

对于感染性骨不连遗留的骨缺损，Papineau植骨(开放性

植骨)也是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即感染区彻底病灶清除后伤

口敞开1～3周，再行自体或异体松质骨移植，最后进行皮瓣移

植修复。Yin等⋯及Bao等⋯先后报道应用Papineau植骨治疗感

染性骨缺损，都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对于合并严重软组织损

伤的骨缺损，可选择复合组织瓣进行治疗，常见的有腹股沟一髂

骨和小腿外侧．腓骨复合组织瓣。wang等旧I将以腓动脉为蒂的

皮瓣和腓骨进行复合移植，游离腓骨最长达16．5 cm，最大皮瓣

切取面积为25 cm×10 cm，最终都获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为了弥补自体骨来源有限及异体骨免疫排斥反应重的不

足，各种骨替代材料伴随着生物材料技术及组织工程技术的发

展应运而生，主要包括高分子材料、陶瓷类材料、金属材料、复

合材料及组织工程骨等。高分子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

及可塑性良好，但存在机械强度及生物降解速率与人体骨不匹

配的缺点，且其降解产生的代谢物可能会导致局部生物环境失

衡，进而影响细胞生长，导致炎症发生【9】。陶瓷类骨替代材料拥

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及稳定的空间结构，具有代表性的生物活性

玻璃及羟基磷灰石已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应用”““】。但此类材料

具有弹性模量高、脆性大和抗疲劳性能差等缺点，限制了其应

用于承力较大的骨修复。医用金属材料具有高强度、耐疲劳、延

展性和重现性好的优点，多孑L金属材料在结构和机械性能方面

与骨小梁类似，有利于骨组织向其内部生长并获得早期稳定。

非可降解钛合金植人材料在大段骨缺损治疗中的有效性已被

证实”2‘1”，但其潜在如弹性模量过高、植入区组织反应重及金

属离子缓慢溶出等问题。可降解金属植入材料以镁、锌、钽及其

合金为代表，其解决了高弹性模量材料远期带来二次骨折的问

题，但同时也带来了降解速率难控影响力学强度、降解产物对

局部环境及体内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潜在隐患。复合骨替代材

料综合了天然及人工合成材料的优点，并可在复合材料中载人

生长因子、生物蛋白、细胞及抗生素等，同时发挥促进骨、软骨

形成，以及预防和控制局部感染的作用。但是，复合骨替代材料

多处于基础实验研究阶段，材料性能的探索、相关机制的深入

研究及适应证的准确化等都需要更多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数据

加以佐证。

11izamv技术

Ilizamv技术，又称牵张成骨技术，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

由G．A．Ilizarov医师提出”“，能够一次性解决骨缺损、骨不连

及肢体短缩3个难题。该技术遵循张力．应力法则，通过在体

外调节支架环距可促进骨生长与重建，且轴向加压及缺损区骨

端微动可进一步刺激骨的再生。Ilizarov技术的手术过程首先要

彻底清除病灶的感染及坏死组织，选择合适的范围进行截骨后安

装外固定支架，调整各环的间距以适应缺损长度。术后每天按照

节律(常规为O．75—1．00 mm／d)调整环距以实现缺损区骨端的

缓慢牵张，逐渐完成新骨重建。同时，术后定期复查患肢x线片以

观测力线和延长端骨矿化程度，必要时调整牵张的速度和频率。

Ilizarov技术自问世以来，在骨缺损修复、畸形矫正、创伤后

骨感染或骨不连等各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Papakostidis等¨51

通过分析37篇应用Ilizarov技术治疗下肢大段骨缺损的相关

文献(共898例患者)，认为该技术可有效治疗骨缺损，术后二

次骨折的发生率为5％，合并神经、血管损伤的概率为2．2％。

杨永强等mJ和辛晓林等m1报道应用Ilizarov技术分别治疗31、

60例感染性骨缺损患者，远期随访均获得满意的临床效果。对

于合并严重软组织损伤的创伤后骨缺损，可联合皮瓣移植技术

同时重建骨与软组织缺损。xu等”81运用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

联合11izarov技术治疗18例下肢创伤后复合组织缺损患者，其

中最大牵张距离为9 cm，最大皮瓣覆盖面积达15 cm×20 cm，

经平均38．8个月随访，所有患者获得满意的外观和功能。

Ilizamv技术的优势在于医生可在患者体外操作，并同时矫

正患肢的短缩与畸形。在逐渐牵张的过程中，外固定支架的刚

性固定逐步向弹性固定转变，更适用于神经、血管等软组织的

重建和塑形。但是，Ilizamv技术也存在不足：一方面临床操作繁

琐，治疗周期相对长，外固定支架体积大影响患者生活等；另一方

面会出现如钉道松动、感染、再骨折等并发症，也会出现成角畸

形、对位不良及软组织嵌入等情况，严重时需要再次手术治疗。

为了进一步优化Ilizarov技术，有学者提出了进行反复的

压缩．牵张(即“手风琴”技术)以加快骨的再生，相关动物实验结

果支持在早期进行压缩一牵拉，认为这样有利于骨痂形成”⋯。wu

等n刚的临床研究表明，与传统方法相比，反复压缩一牵张可缩短

骨愈合时间并提高愈合率，但在整体治疗效果方面二者并无明

显差异。也有一些医师联合llizarov技术和骨移植技术进行大

段骨缺损修复，semava等【21】运用带血管蒂的游离腓骨移植以

辅助IIizamv技术治疗14例创伤后骨缺损患者，手术时间缩

短，创伤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局部血供，所有患者均获得满意

的骨愈合。此外，在Ilizamv环形外固定支架基础上发展出现的

六轴外固定支架以及单边外固定支架也可以在骨缺损的治疗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23l。

Masquelet技术

Masquelet技术，又称膜诱导技术，由Masquelet医师在

1986年首次提出，他在1986年至1999年期间采用该技术治疗

35例长骨缺损患者，获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㈣l。Masquelet和

Begue【251的进一步研究也证实了使用诱导膜和植骨相结合的方法

优于单纯植骨或单纯诱导膜修复的成骨效果。Masquelet技术应

用的前提是骨缺损区有良好且完整的软组织覆盖，其实施分为

2个阶段：一期行彻底病灶清除，修整缺损区骨端并用外固定

支架将其固定，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骨水泥假体置入骨缺损区；二期(4．6周后)待PMMA

假体周围形成诱导膜后，取出spacer并在缺损区充分植入颗粒

骨。对于感染性骨缺损，需在PMMA骨水泥中混入适量的抗生

素(目前常用万古霉素)，以进行局部抗感染治疗。Masquelet技

术产生的诱导膜比正常骨膜厚，其中的活细胞数约是正常骨膜

的1 1倍旧“。多项动物实验研究表明诱导膜内含有大量的I型

胶原细胞、成纤维细胞与少量的巨噬细胞等，并有密集排列的

小血管系统，还可分泌如骨形态发生蛋白、转化生长因子及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等，促进骨再生他7。2⋯。

Masquelet技术的适用范围广泛，包括：①创伤性骨缺损。

sivakumar等”9】采用该技术治疗1例缺损长度为6 cm的股骨远端

和1例缺损长度为7 cm的胫骨远端开放性骨折患者，最终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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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损均实现修复重建。邱旭升等【301报道了10例应用Masquelet

技术治疗的创伤性大段骨缺损患者，平均缺损长度为5．1 cm

(2～15 cm)，术后平均随访2．8年，仅1例患者因植骨量少而

未愈合，其余9例患者均获得骨愈合。②感染性骨缺损。

Mnhlhausser等【31】回顾性研究了8例开放伤合并感染的胫骨干

骨折患者，经过多次软组织病灶清除后控制感染，再行

Masquelet技术进行治疗，术后疗效满意。丁国成等【321及傅景曙

等口31分别报道了应用Masquelet技术治疗53、107例下肢感染

性骨缺损患者，骨愈合率分别达92．5％、94．4％。③Masquelet

技术在骨肿瘤领域也有一定作用，有文献报道其可用于儿童肿

瘤切除后的大段骨缺损【34‘3“。但由于肿瘤患者手术前、后需要

放、化疗，可能会影响诱导膜内生长因子的生物活性，导致植骨

后骨吸收、骨不连及再骨折等并发症。对于自体骨难以满足植

骨量要求的大段骨缺损，Aur69an和B69u6【36’建议可将自体松

质骨与同种异体骨进行混合使用。傅景曙等¨3l在二期植骨时部

分混合了同种异体骨，也未影响治疗效果。

MasqueIet技术的优势在于适用范围广，可应用于大段骨缺

损的治疗，且没有显微外科技术的要求，供区并发症相对较

少。但该技术仍存在如缺乏诱导效果更强且具有生物活性的诱

导材料，以及移植骨来源有限等不足【26，，”。因此，将Masquelet

技术与组织工程技术相结合，以具有良好生物性能的人工材料

替代PMMA骨水泥和自体骨完成2个阶段手术，具有更重要的

研究价值。

Cylindrical mesh技术

Cvlin晶cal mesh技术，即圆柱钛网植骨技术，最初由Cobos

等【3引在2000年提出，他们将填有同种异体骨的圆柱形钛网植

入胫骨缺损处并辅以髓内钉进行固定，术后1年随访2例患

者均获得稳定的骨愈合。Cylindrical mesh技术的优势在于缺

损区植入装有移植骨的钛网并稳定固定可通过一期手术完

成。Attias和Lindsey【39】应用该技术治疗3例GustiloⅢB型合

并重度骨及软组织缺损的胫骨骨折患者，平均骨缺损长度达

12．2 cm，术后1年随访证实所有患者均获得满意的骨愈合，

患者下肢各关节活动未受到明显影响。cvlindrical mesh技术

更适用于难以耐受多次手术的患者，但该技术对缺损处的软

组织条件要求较高，缺损较大时植骨来源受限，制约着其在临

床的广泛应用。

生物基因技术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将相关目的基因通过载体

导人靶细胞，进而表达特定的生长因子蛋白以促进骨折愈合成

为研究热点。zhou等⋯1及Yan等1411分别报道了应用重组骨形

态发生蛋白．2及骨形态发生蛋白．7治疗骨折、骨缺损的实验

研究，结果显示骨修复均得到加强及促进。另外，将目的基因与

载体靶细胞结合形成骨组织工程种子细胞，载人合适的生物支

架材料构建人工骨可进一步发挥2种技术的优势，允许基因载

体受控地缓慢释放到周围组织及细胞中，保证其稳定且持久的

治疗效果。但是，生物安全性问题依旧是基因技术应用于临床

的主要瓶颈，相信随着各相关领域技术的发展，人造组织工程

骨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3D打印技术在骨缺损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3D打印技术可实现骨缺损植入物的个性化设计，其宏观

外形及内部微孑L结构可与患者的骨结构相匹配，不同的骨替代材

料可使植人物具备更好的骨重建及骨修复性能。Tetswonh等“3l

应用该技术治疗2例股骨大段缺损患者，结合术前影像学数据

设计假体并植入缺损区，分别应用髓内钉及锁定钢板固定假

体，术后患者可早期负重并进行功能锻炼。本课题组正在进行

的探索研究是将Masquelet技术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在诱导

膜内植入个性化设计制备完成的微孑L钛合金假体进行骨缺损

重建，辅以髓内钉进行稳定固定，目前的短期随访可见假体外

围有骨痂包绕生长。我们植入的3D打印钛合金假体未载生物

骨材料及生物活性因子，依靠假体与骨缺损端接触面的轴向应

力与微动，以及诱导膜的成骨活性作用，刺激机体的自身成骨

潜能，实现骨痂生长及骨缺损重建。在不久的将来，应用3D打

印技术制备具有理想生物力学强度及骨诱导性能的可降解植

入物进行骨缺损重建，将会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几种治疗四肢骨缺损的技术特点详见表l。

表1 几种四肢骨缺损治疗技术的关键步骤、主要优点和缺点

注：PMMA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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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展望

在组织重建研究领域，外形与功能的恢复是重建的两大核

心主题，材料与技术是重建的两大关键问题。一方面要利用新

技术与新材料的紧密结合，使骨替代植入物的生物相容性、机

械性能、降解性、形态及孑L隙等各方面特性满足治疗骨缺损的

临床要求；另一方面临床医生应进一步优化手术操作，缩短治

疗周期并降低并发症，减轻患者的痛苦，为每例患者提供最优

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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