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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层人工骨促进成骨细胞的体外成骨能力△ 

吴一民 陈建庭 孙 炜 金 大地 

摘 要 目的：研究珍珠层人工骨对人成骨细胞体外成骨能力的影响。方法：将珍珠层人工骨、聚乳酸(对照组)与 

人成骨细胞共同培养，观察细胞形态、细胞活性、碱性磷酸酶(ALP)活性和基质钙化情况。结果：实验组在细胞形态、细 

胞活性等指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实验组在培养 7d及 14d后 ALP阳性细胞数多于对照组；培养 21d后可观察 

到骨结节，对照组没有骨结节产生。结论：珍珠层人工骨可促进成骨细胞的体外成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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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 cAbilityofOsteublastPromoted byNacreCompositeArtif~iaiBoneinVitr~I／／wUYi-min，CHENJian—ting， 

SUN W ，et a1．Department ofOrthopedic Surgery，Nanfang Hospital，Guangzhou 510515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nacre composite artificial bone on osteogenic ability of human OS— 

teoblast in vitro．Methods：Human osteoblasts isolated from iliac bone were incubated with nacre composite artificial Ixme an d 

polylactic acid．The appearance of human ostmblasts were observed under the phase oontrast micrO6∞pe．Neutral red assay was 

tested to observe the viability of human osteoblasts．The activity of alkaline ph~phatase(ALP)and the formation of mineralized 

noduleswereidentified by histomorphometric analysis．Results：TheODvalue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forneutral redtestswas 

similarwith the valueof the contro1．Therewere significantincreaseofALP positive cellsinthe experimentalgroup．andforma· 

tionofmineralizednoduleswereidentified 21 days after sub~dtureinthe experimental groupandnotfoundin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Tl1e nacre composite artificial bone can promote the osteogenic ability of human 0ste0blaSt in vitro． 

Key w0r凼 Nacre； Artificial bone； Osteoblast： Osteogenesis 

目前 临床常用的人工骨材料可分为天然生物材料 和人工 

合成材料两大类。天然生 物材料具有 细胞识别信号 ，但其力 

学性能不足 ；人工合成材料可 以提供可靠 的机械性能 ，但 缺乏 

生物信息使其不 能与 细胞发挥理想的相互作用 ，为解决机械 

性能与生物学性 能之 间的不协调，新 型的具有生物活性 的复 

合材料逐渐成为研究 的重点[1,2 3。本 实验将天然生物材料珍 

珠层粉与聚乳酸相复合 制成多 孔材料，该材料具有 良好 的生 

物力学性能，适合作为人工骨材料[引。本实验在体外将人成 

骨细胞与珍珠层人工骨共同培养，观察成骨细胞成骨能力的 

改变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珍珠层复合人工骨材料为本实验室自行研制。将珍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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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人工骨和聚消旋乳酸(中山大学高分子研究所)制成直径 

5mm，厚 lmm的圆片状 ，环氧乙烷消毒备用。 

1．2 人成骨细胞分离培养和鉴定 

无菌条件下将髂骨剪碎，冲洗，0．25％胰蛋白酶(sigma)消 

化 45rain，去除上清，1％ I型胶原酶(Sigma)消化 45rain，弃消 

化液，Hank液冲洗。胶原酶重复消化 2h，滤除杂质，1000r／ 

min离心 lOmin，弃上清液，IMDM(Gibco)培养液重悬，置入培 

养瓶中。培养条件为 37"C，5％o32，加 10％胎牛血清(Gibo0)， 

青霉素 100U／ml和链霉素 100tLg／ml。经碱性磷酸酶活性检测 

鉴定为成骨细胞。 

1．3 实验分组 

取 24孔培养板 4块(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2块)，每孔加盖 

玻片 1片，实验组每孔加 1片珍珠层复合人工骨，对照组加入 

聚消旋乳酸 ，将第 2代人成骨细胞 以 1．5×10 ／ml接种于培养 

板，每 3d更换培养液 1次。另取 96孔板 1块，每块板设实验 

组和对照组各 48孔 ，按上述密度接种成骨细胞 。于不同时间 

进行处理 ，用于观察及检测。 

1．4 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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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光镜观察 

Olympus倒置显微镜 观察 细胞 在材料周 围附着及生长情 

况。 

1．4．2 中性红实验检测细胞活性 

细胞培养 3d更换 培养 液前 ，进行 · 红染色 ：96孔板 中 

每孔加入 0．1％的中性红生理盐水 1．继续培养 1h。倾 

去上清液 ，用磷酸缓冲液冲洗 3遍，{ ，、醋酸一乙醇溶液 

200d，室温放置 30min，用酶标仪在波 ／0nm处测 OD值。 

1．4．3 Gomori细胞化学染色检测碱性磷酸酶活性 

材料与细胞共 同培养 7d及 14d，取培养板 中生长 的成骨 

细胞盖玻片，冷丙酮固定 30min，蒸馏水冲洗 3次，将盖玻片放 

入孵育液 中 37℃下孵育 2h，滴 加 2％硝酸钴 2min，流水 冲洗 

lmin，滴加 1％硫化胺 5min，流水冲洗 2min，封片后在光学显 

微镜下观察。每张玻片随机观察 200个细胞，统计阳性细胞 

数。 

1．4．4 Von·Kossa染色显示钙化结节 

材料与细胞共同培养 14d及 21d，将附有细胞的玻片取出， 

95％酒精固定 10min，蒸馏水洗 3次，浸于2％硝酸银溶液中，紫 

外线照射 15rain，蒸馏水冲洗 lmin，浸入 5％硫代硫酸钠水溶液 

2min，蒸馏水充分洗涤 ，中性红复染，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1．5 统计学分析 

所测数据采用 SPSS 8．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T检验 

作组问均数的显著性检验，P<O．05时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倒置显微镜观察 

细胞接种后 12h可见材料周 围有细胞 附着 ，随时间延长 ， 

附于材料上的细胞逐渐增 多。细胞 形态 为梭形 、三角形、纺缍 

形等多种形态(图 1)。培养 lOd相邻细胞突起相互连接，细胞 

边界难以区分 ，培养 15d出现立方形结节样物(图 2)。实验组 

与对照组细胞形态无差别 。 

2．2 中性红细胞活性检测 

细胞活性 测定结果 是 ：实验组 A值 ( ±S)为 (0．383± 

0．023)，对照组 A值为 (0．393±0．021)，t值 为 1．77，P：0． 

08，差异无显著性(P<0．05)。 

2．3 碱性磷酸酶活性 

经 Gomori改 良钙钴法染色后，在细胞的胞浆 中可见浅棕 

色至棕黑色的细小颗粒，细胞着色程度不一，在细胞密集区反 

应强烈(图3)。实验组ALP阳性细胞数多于对照组(表 1)。 

妻 

≮ 
幸 

(2) 

图 1 第 2代人成骨细胞形态为梭形、三角形、纺缍等多种形态 中性红染色 ×100 图 2 成骨细胞在珍珠层人工骨周围附着并形成结 

节物(15d)倒置显微镜 ×100 图3 ALP阳性细胞胞浆中可见棕黑色的颗粒
．细胞着色程度不一 ri染色 ×100 图4 骨结节 

中央钙化部位为黑色．周围细胞及基质为红色 Von-Kossa x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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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LP阳性细胞数(；±s．n=24) 

2．4 骨结节形成 

材料与细胞共同培养 14d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均没有骨 

结节产生，培养 21d后实验组中可见有骨结节形成，对照组中 

未观察到骨结节。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骨结节为圆形，中央钙 

化部位为黑色，周围细胞及基质为红色(图4)。 

3 讨 论 

人工骨材料植入体内后，植入部位的毛细血管和破骨细 

胞、成骨细胞长人人工骨，其中成骨细胞在材料上增殖、分化最 

终形成新生骨组织。因此，研究人工骨材料对成骨细胞骨形成 

能力的影响，是评定人工骨材料生物学性能的重要依据。随着 

组织工程学的发展，利用体外细胞培养法观察生物材料与细胞 

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 

在体外培养系统中，能够最终反映成骨细胞形成能力的因 

素是形成类似体内编织骨样的骨结节。骨结节的形成途径为 

成骨细胞大量增殖并聚集成团，形成多层细胞，细胞合成并分 

泌I型胶原，羟基磷灰石沉积在胶原纤维形成框架上，完成基 

质的矿化L 41。 

Buttery等的研究证实【5】，体外培养的成骨细胞形成胶原 

纤维框架后，需要在一些化学物质的诱导下才能完成基质矿 

化。其中较为常用的是在培养基中加入 p一磷酸甘油，加入后 

15d左右可形成大量的骨结节。目前常用的人工骨材料如羟 

基磷灰石、聚乳酸等在体外与成骨细胞共同培养后，均需在p一 

磷酸甘油等诱导物质的存在下才能产生骨结节【 ， 。碱性磷 

酸酶能水解p一磷酸甘油，释放出磷离子，促进羟基磷灰石的形 

成，因此碱性磷酸酶活性代表了成骨细胞的成骨能力。本实验 

在培养基中加入珍珠层复合人工骨与成骨细胞共同培养，结果 

显示珍珠层复合人工骨组细胞碱性磷酸酶活性高于聚乳酸组， 

并且在不需要 p一磷酸甘油存在的条件下，实验组细胞在培养 

3周后可形成骨结节，说明珍珠层复合人工骨在体外可促进成 

骨细胞 的成骨能力。 

珍珠层是海洋生物珠母贝的贝壳内层，属于天然生物材 

料，其主要成分是文石型碳酸钙，并含有能够促进成骨细胞基 

质钙化的有机物质[引。将珍珠层与聚乳酸加工形成的复合人 

工骨，即具有良好的微观结构和类似与皮质骨的机械性能，又 

包含必要的生物信息，可促进骨结节的形成，是有应用前景的 

骨替代材料。该材料植入体内后的生物相容性、降解过程及在 

体内修复骨组织的能力等问题需继续研究，为珍珠层聚乳酸人 

工骨的临床试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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