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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基生物骨水泥的研究进展

    付 强， 周 茶， 黄文昌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骨水泥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聚甲基丙烯酸骨水泥和磷酸钙骨水泥，直

到近期的玻璃基生物活性骨水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骨水泥的力学性能和生物学性能不

断得到改善，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综述了骨水泥，特别是玻璃基生物活性骨水泥的研究

进展，并对影响骨水泥性能的因素进行了讨论，指出了该领域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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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search on Glass-based Bone 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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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bone cement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from polymethyl methacry-

late(PMMA) bone cement, calcium phosphate cement (CPC) to glass-based bioactive bone cement

(GBC). In this period, the mechanical and bioactive properties of bone cement was improved and its

application was developed. In this article the latest research in bone cement, particularly, glass-based

bone cement is introduc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property is discussed and the possible future

advances in this field is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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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器官和组织往往因为炎症、肿瘤、受伤、老化或先天畸形等损伤或缺损，从而丧失原来的功

能 我国是生物材料的需求大国，775万肢残患者和每年新增的300万骨损伤患者需要大量的骨修

复材料.因此 骨修复材料的研究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生物材料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课题

1 生物骨水泥的研究进展

    骨水泥是在骨矫形修复过程中，用于填补缺损和固定移植体的材料，早期曾使用石膏等_1960

年，英国人CharnleylI I首次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醋(PMMA)用于固定矫形移植体 由于PMMA骨水
泥能够牢靠地固定移植体，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使用PMMA骨水泥仍然存在着几个问

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与人体骨不能直接结合，在两者之间会产生纤维层图，进而导致炎症;而
且PMMA骨水泥机械强度低[131，会导致骨水泥断裂，产生碎片141，进一步引起移植体的松动.为了
克服这些缺点，研究人员对PMMA骨水泥进行了改进 但是，这些改进虽然可使PMMA骨水泥的

某些性能得到改善，毕竟它是生物相容性较差的异物，因而人们一直在寻求能替代它的新型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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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材料 生物活性经基磷灰石(HAP )陶瓷由于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结合强度高，稳定性好，

有研究人员曾尝试使用其来做骨修复材料.但是HAP陶瓷烧结成型及修整困难，而且难以降解，使

它的使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1986年，Brown和Chows〕研制出了1种新型的非陶瓷羚基磷灰石骨水

泥(CPC)，发现它具有良好的诱导成骨和骨结合的性能[6,71;同时它制备简单、使用方便，并能逐步

降解 因此，CPC TV快就取代了生物相容性差的PMMA骨水泥，成为一r研究的热点[[81.研究表明，
CPC的生物相容性高，在人体环境中可自行转化为与人体骨结构相似的经基磷灰石，并且操作方

便，可任意成型，固化放热少，因而可应用于非负重部位的骨修复 但是，CPC较低的机械强度(见

表1)，使其无法用于负重部位的骨修复.

          表1  PMMA骨水泥,HAP陶瓷,CPC与骨的物理性能

Table 1 Physical pmperties of PMMA hone cement, HAP ceramic, CPC and hone

Material Bendin" stmnxth/MPa Compressive stre.Kth/MPa El- i, m�,inloa/GPa

PMMA(1 d)

HAP ceramic 103一113 462-509

CPC(I d)

  B.-

5一to 1:Ml.13. m-
114一 16o 89一164 17.0-18.9

2 玻璃基生物活性骨水泥

    为了提高骨水泥的强度，使其能够用于负重部位的骨修复，研究人员又研制成功了玻璃基骨水

泥.

    从发展历史来看，生物惰性陶瓷和合金一样，都较早进人了生物材料领域，在基础理论研究及

临床应用技术上较为成熟.但是生物活性玻璃陶瓷却显示出了更明显的优势，发展得更快，在某些

领域内有取代生物惰性材料，后来居上的趋势.生物玻璃陶瓷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能与骨形成

骨性结合界面，且结合强度高，稳定性好，植入骨内还能诱导骨细胞的生长，并逐步参与代谢，甚至

完全与生物体骨齿结合成一体.

    生物玻璃普遍含有磷、钙等氧化物，部分含有Si几，MgO, K20, N820, A12马，场仇，TiO:等，形

成络阴离子阳iq]4  ,[P04]5一和其它聚合群.其聚合程度、络合物中阳离子含量、种类及其比例等
决定了磷酸盐或磷硅酸盐玻璃的结构及其稳定性.当玻璃中的碱金属及碱土金属氧化物以离子形

式存在于络阴离子群间隙中，在有水、酸等介质存在时，易被溶出，释放出一价或二价金属离子，使

玻璃表现出有限溶解性，并在表面形成轻基磷灰石，此即为生物活性的标志之一 生物玻璃分相后，

材料中某一相的组分易被浸析或降解，促使新骨组织的生长，从而加速增强植人材料与自体骨的结

合强度.分相而引起的生物玻璃稳定性的下降则会增加生物玻璃的生物活性.而且生物玻璃在溶液

中所形成的翔基磷灰石表面吸附了某种蛋白质，能够促进骨生长，活化骨的萌芽细胞.因而，含有经

基磷灰石的生物玻璃能诱发骨的生长，促进骨重建 生物玻璃的化学组成与生物体的自然骨骼相

似，容易与周围的骨骼形成紧密牢固的化学键合，或经生物降解形成新的骨骼成分，对人体不会产

生毒副作用.Hench[9l认为，生物玻璃表面能够缓释出可溶性硅、钙、磷，从而激发骨细胞转化成生

长因子R，生长因子R又在活性玻璃表面的氢氧化硅磷酸钙凝胶层内可逆地吸附和解吸，不断地激
发生物玻璃周围骨组织干细胞的分化和生长.

    周蔡等人〔’“]使用活性玻璃粉末做无机填充物，磷酸钱溶液做调和液制得玻璃基骨水泥，并对

其反应动力学原理和结构进行了研究.对骨水泥的动力学试验表明，在骨水泥中，玻璃粉末表面由

于调和液或体液的作用，CaZ+不断沥析，一与调和液或体液中的HPO,'一作用，形成了磷酸盐一在37 0C
和pH值约为7.4的介质条件下，由于HAP的溶解度很小，此时即使形成其他的磷酸盐，也是处于
不稳定状态，会重新溶解，而调和液或体液中的HAP高度饱和，在溶液中将自发形成HAP晶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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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长大，于是析出在热力学上处于最稳定状态的HAP相.而研究人员对在生理模拟液中保持了

15d的试样用SEM进行观察时，发现了针状HAP晶体的生成，而且这些晶体密布于颗粒表面，相

互交叉连生，形成了交织的网络结构-

    国外研究人员用生物活性粉末与树脂混合，以期获得高强度的骨水泥.一段时间以来，研究最

为广泛的是由生物活性玻璃粉末与有机树脂混合而形成的骨水泥.这类骨水泥不仅具有优良的生

物活性，而且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因而成为了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 199。年，Taguchi等人〔川研
制成了由Ca0-SiCl2-几05-CaF2玻璃粉末与磷酸氢氨混合而成的骨水泥.玻璃粉末在溶液中与磷酸
反应生成轻基磷灰石，并目.与骨头直接结合.然而这种骨水泥的抗压强度较低(在固化后1d仅为

26.4 MPa).为了提高骨水泥的生物活性及其力学性能，Kokub。和Nikimura等人〔12,13」采用CaO-

Si姚-P205-Ca几玻璃粉末与磷酸氨溶液混合，形成了一种新的骨水泥一这种骨水泥具有良好的生物

活性，但是1d后的抗压强度为51 MPa，仍不能应用于负重条件下.1993年，Kawanab。等人〔is]采
用了经硅烷处理过的生物活性玻璃与BIS-GMA(双酚一a-缩水甘油基甲基丙烯酸醋)树脂混合的

骨水泥 这种骨水泥的生物活性和力学性能也成为了研究的重点.目前研究人员主要关注于2类骨

水泥;I类是由AW(磷灰石一硅灰石)微晶玻璃粉末和BIS-GMA树脂所组成的AW骨水泥;另1

类是由生物活性玻璃粉末和PMMA树脂所组成的GBC骨水泥

2.I AW骨水泥

    生物活性玻璃型骨水泥是由Kawanabe等人较早开发出来的，它由生物活性玻璃粉末和BIS-

GMA树脂2部分组成.
    研究人员认为玻璃粉末的组成、质量分数、反应机理、处理工艺及其晶相的组成对其力学性能

和生物活性有着重大的影响.

    Tamura等人(151研究了玻璃粉末(CaO-Si姚P2几-CaF2)的质量分数对骨水泥力学强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对每一种生物活性骨水泥(玻璃质量分数为30%一80%)，其抗压强度均大于PMMA骨

水泥，而弹性模量则随着玻璃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增大.虽然其弹性模量值(2-7 GPa)比皮质骨(10

-20 GPa)要低，但是却高于PMMA骨水泥的值，其抗张强度、抗弯强度和断裂韧性均高于或至少

等于PMMA骨水泥的值_这说明该骨水泥具有足够的强度，可以应用于负重条件下的骨修复 在

考虑生物活性时，含有较多(70%-80%)玻璃粉末的骨水泥更加有效.然而，在负重条件卜，由高的

玻璃质量分数所带来的较大的反应层有可能成为力学强度的薄弱区，而且，在生物材料领域，高的

生物活性经常会导致显著性的降解.因此，此类骨水泥在长期负重条件下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Tamura等人〔16〕对玻璃粉末(MgO-CaO-Si姚-P,O,-CaF2)和BIS-GMA树脂所组成的AW骨水
泥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含有微晶玻璃粉末的AW骨水泥与原先的AW骨水泥相比，具有较低的

降解性能，这会对长期处于负重条件下的骨水泥的修复有利

    Nakumur。等人厂171比较了由AW微晶玻璃、经基磷灰石和夕一磷酸三钙这3种填充物与BIS-
GMA树脂所组成的骨水泥的骨结合强度(分别称为AR骨水泥,HA骨水泥和TCP骨水泥)这3

种骨水泥在10个星期时的破坏荷载分别为39.5,20.4,20.3 N，在25个星期时的破坏荷载则分别

为43.6,34.5,31.0 N.AW骨水泥具有较高的骨结合性能，而这可能与其在AW粉末和骨的界面

之间存在着一个富含Ca, P的反应层有关 无论是HA骨水泥还是TCP骨水泥，在它们的粉末和骨

之间均没有这样的反应层.研究表明，虽然3种类型的骨水泥都具有骨结合强度，但AW骨水泥的

结合强度要比另外2种骨水泥大得多

    由于骨水泥表面的愈合状况对其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Shinzat。等人〔‘“〕分别对由AW微
晶玻璃和HA粉末与B!S-GMA树脂所组成的骨水泥的表面状况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在植入兔

子大腿骨8个星期后，未愈合的AW骨水泥表面与骨的结合力(20.5 N)显著高于愈合了的ANA骨

水泥表面的结合力(2.8 N);同样，未愈合的HA骨水泥表面与骨的结合力也显著高于愈合了的

HA骨水泥 并且，AW骨水泥在未愈合及愈合表面的骨结合力均高于HA骨水泥.在AW骨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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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HA骨水泥未愈合的表面都观察到了有骨直接生成，但是只有在AW骨水泥表面观察到了一个

富含Ca, P的反应层.这些结果表明，未愈合的骨水泥表面有利于生物活性填充物的暴露，从而可

以有效地提高骨水泥的结合能力.

    Okada等人〔191对由AW微晶玻璃,HA和户TCP这3种无机填充物与BIS-GMA树脂所组成
的骨水泥和骨之间界面的超微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由AW微晶玻璃作为无机填充物的骨

水泥最先生成与骨类似的组成，且生成的量要比HA骨水泥、TCP骨水泥多.研究人员认为，AW微

晶玻璃在造骨细胞的环境中会引发生物矿物质的生成.AW微晶玻璃，特别是由其所形成的磷灰石

层可以提高造骨细胞的活动性.并且，磷灰石层也具有加速玻璃表面血清生长的能力.因此，研究人

员认为ANN微晶玻璃是一种对诱导骨生成十分有利的材料.

    由此可见，由AW微晶玻璃粉末与BIS-GMA树脂所组成的骨水泥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和生

物学性能，可以应用于负重条件下的骨修复，因此必将成为骨水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2  GBC骨水泥

    Shinzato等人〔201最近又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骨水泥:GBC.这种骨水泥不仅具有良好的力学、

生物学性能，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其操作性能可以与PMMA骨水泥相匹敌 研究人员对

GBC骨水泥的组成以及各种影响其力学、生物学性能的因素进行了探索.

    GBC骨水泥由活性玻璃珠和大分子量的PMMA所组成，因而玻璃珠的质量分数、尺寸及其处

理情况对其力学和生物学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Shinzat。等人[[21)就玻璃珠的质量分数对骨水泥力学和生物学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他们把

玻璃珠分别以质量分数30%,40%,50%,60%,70%加人到骨水泥中，并对其力学性能和生物学性

能进行了测量，结果见图1所示.由图1可见，GBC的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均随着玻璃珠质量分数

的增加而增大，而在抗压测试中的应变则随玻璃珠质量分数的增加而相应减小，并且所有类型的

GBC的力学性能均远高于PMMA骨水泥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由于圆形的玻璃珠具有较小的颗粒

粒径[221，并且在其表面存在着玻璃相而引起的.因为这些会导致在玻璃珠上形成很多的Si-O-Si

键，从而增强了其力学性能.对每个时间段的研究揭示，随着玻璃珠质量分数的增加,GBC的亲和

性指数也增加，但是在增至60%-70%时，其亲和性指数并没有进一步增加，而且在含70%玻璃珠

的GB〔中还曾观察到降解的趋势.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在同时考虑力学性能和诱导骨生成性能的

情况下，玻璃珠质量分数为60%的GBC为最适宜的配方设计.

创
一

川
一

w (glass bead) / 叨(glass bead)/ I

                      图1  GB(:的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随玻璃珠质量分数的变化

          Fig. 1  Change of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elastic modulus of GBC with glass heads content-211

    Uupraz等人〔231对Y一甲基丙烯酸丙基三甲基硅烷的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硅烷具
有比其他类型的硅烷祸联剂更好的离子传输性能，以及骨诱导性能.基于此，Shinzato等人[[2a;研究
了玻璃珠的硅烷处理对骨水泥力学和诱导骨生长性能的影响.他们把用于处理玻璃珠的硅烷(Y-

甲基丙烯酸丙基三甲基硅烷)质量分数分别定为:0%,0.1%,0_2%,0.5%和1.0%，并把相应的骨

水泥命名为GBCsO, GBCsO. I , GBCsO. 2, GBCsO. 5和GBCsl. 0.将这些试样分别植人到兔子大腿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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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4个星期和8个星期之后，对试样进行力学和生物学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在植人4个星

期和8个星期后，GBC的亲和性指数均随着硅烷加人量的增多呈降低的趋势 而从组织结构上看，

在4个星期内，所有的“BC表面均有新骨生成.研究人员认为,GBC亲和性指数的下降同生物活

性玻璃珠表面的键与键结合情况有关.由于硅烷水解后形成R-Si-OH基团，这种基团会与玻璃

珠表面的Si-OH基团结合在一起，并且在硅烷的质量分数达到0.2%时，这种硅烷会覆盖整个玻

璃珠表面，并在表面上形成一个单分子层，而且这个伴生层还会随着硅烷量的增大而变厚，从而阻

止离子的传输，并进而阻止骨的生成 因此从诱导骨生成的角度来讲，研究人员认为以质量分数小

于0.2%的硅烷处理过的玻璃珠制成的GBC具有最好的力学和生物学性能

    最近，Kamimur。等人[25〕对GBC和AW骨水泥与骨之间界面的抗张强度进行了研究.实验结
果表明，在把GBC和AW骨水泥植人兔子胫骨4个星期以后，它们与骨之间的结合强度明显好于

PMMA骨水泥，并且该强度还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大 〔.BC骨水泥在植人后16个星期时强度最

大值可达到17.9-12.3 N.而且，对兔子胫骨组织结构的观测表明，在骨和骨水泥之间不会产生纤

维层，而在PMMA骨水泥和骨之间则观察到了纤维层的生成.研究人员认为，以PMMA为基的生

物活性骨水泥与骨的结合强度比PMMA骨水泥的结合强度更高,GBC骨水泥应该成为骨水泥发

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由此可见，由生物活性玻璃珠和大分子量的PMMA所组成的骨水泥具有良好的生物和力学

性能，因而也一直是最近几年的研究热点.

3 研究展望

    1.提高现有骨水泥的可靠性，提高其强度，降低弹性模量.可以采用新型的填充物如纳米材料、

胶原质材料等来增强其性能.

    2选择适宜的调和液来增强骨水泥的可操作性能及其生物相容性.

    3.与医生紧密合作，对骨水泥在体内的长期反应状况进行观察，了解骨水泥的降解情况，探索

控制降解速度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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