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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下颌骨牵张成骨实验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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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兔下颌骨牵张成骨实验模型。方珐：选用30只新西兰大白兔，右侧下颌骨行骨切开术，自制牵张器牵张固

定，经过7天潜伏期后进行牵张，取标本行组织学观察。结果：实验动物手术后均成活，健康状况良好。全部动物右侧下颌骨

被成功延长3 mill。结论：自制牵张器符合牵张成骨动物实验的要求，兔作为牵张成骨模型具有町行性和可重复性。

[关键词]生物医学工程；模型，生物学；下颌骨；牵张成骨；兔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318 [文献标识码]A

Establishment of model of mandibular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in rabbits

HUANG He，LI Gnang—zao，ZHU Yong—yun

(Department ofPlastic 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mandibular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in rabbits．Methods：Thirty white New Zealand

rabbits underwent osteotomy in the fight mandible．The bone stumps were repesitioned and fixed with self-devised distraction

equipment．After 7 days’latency period，the distraction was carried out，and the specimens were performed histology examination．

Results：All the rabbits survived and were in good condition within the experiment period．The right mandible of all the rabbits wa$

lengthened 3 ulln successfully．Conclusions：Self-devised distraction equipment may be used for animal experiment，and rabbits can be

established a8 an experimental model for study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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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张成骨(distraction osteogenesis，DO)是一种

内源性组织工程技术，指在骨缝处或截开的骨断端

处用特制的牵张装置以一定的速度和频率牵开，从

而激发机体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再生潜力，使两骨段

延长，并在其间隙内形成新生骨组织，以达到延长骨

组织的目的。随着新生骨的延长，附着其上的血管、

神经、肌肉、皮肤、黏膜、韧带、软骨及骨膜等在牵引

产生的张力作用下得到相应的扩展，称为牵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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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distration histogenesis)。本实验在对兔下颌骨

离体标本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一种新型的兔下颌骨

牵张器，成功建立兔下颌骨DO实验模型。

1材料与方法

1．1 牵张器的设计进行兔下颌骨离体标本研究，

观察其下颌骨形态，切牙、磨牙、颏孑L的位置，测量牙

槽骨厚度和高度，设计牵张器。本牵张器为口内型

牵张器，医用不锈钢材质，主体部分为圆柱形，全长

60 mm，前端为固定杆，后端为螺旋杆。螺旋杆前端

为螺纹，固定杆中空，两者靠螺纹连接。螺纹段螺距

目前，我国对部分家用化学品进行卫生审查，主

要是针对其功效，而对其有可能对人体产生的危害

以及如何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来预防危害的发生则

没有更多的考虑，检测指标单一，使人们在享受家用

化学品带来方便干净的同时，也造成了潜在的健康

危害，构成了社会卫生和安全问题捧1。为了防止家

用洗涤用品对人体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应鼓励生

产安全性高的家用化学品，同时，应加强LAS对人

体产生损伤的分子机制研究并采取措施，防止LAS

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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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nl，螺旋杆每旋转一圈牵张器延长1 mnl，误差l／

100 mm：最大牵张距离为8 mm。通过前后固定臂

固定骨断端，牵开骨质。螺旋杆杆后端为加力帽，可

用螺丝力插入加力帽凹槽内旋转螺旋杆，也可手动

旋转螺旋杆杆后端的加力帽进行牵张。配套件：直

径为2．0 mm、长5 mm的自攻螺钉，配套螺锥。

I．2 实验动物30只新西兰大白兔，雌雄不限，3

月龄，体重(2．35—2．65)kg，随机编为5组，分别称

重、编号。

1．3 牵张器的安置 氯胺酮和地两泮肌肉注射麻

醉，麻醉生效后将兔子置于手术台上，取仰卧位，常

规消毒、铺巾。取右侧下颌体中前份正对下颌骨下

缘下方做切口，切开皮肤、皮下，在第一前磨牙和颏

孔之间用来复锯锯开下颌骨骨皮质(见图1)。来复

锯频率控制在l 000次／分。牵张器置于下颌骨体

部侧面，将牵张器两固定臂与骨面紧密贴合，螺钉固

定。在下颌角前方另取一较小切口，牵张器螺旋杆

后端自此处穿出皮肤。将薄的骨凿插入裂隙，轻轻

旋转折断下颌体。注意保护好下齿槽血管神经束，

充分止血后，逐层缝合肌层、皮肤。

1．4 牵张及固定 经过7天潜伏期，拆除皮肤缝

线。以每次旋转螺旋杆90。，每天2次的速度牵张，

每天牵开0．5 mm，连续6天。牵张期结束进入固定

期。术后每周进行x线拍摄。

1．5标本处理取牵张区标本处理制成切片，经常

规HE，Masson三色染色，I型胶原免疫组化染色后

光镜观察。

2结果

2．1 大体观察实验动物全部存活，安全渡过手术

后恢复期，无出血、窒息等现象。仅4号和7号兔子

牵张区切口有感染，经过积极处理后好转。所有兔

子下颌骨右侧均被延长3 mm。未发现骨不连、骨缺

损、软组织长入及成角畸形。

2．2 X线观察牵张器置入后可见切开的骨折线；

牵张结束时可见牵张区被牵开，呈完全的x线低密

度透射影；固定期2周见骨断端呈毛玻璃状模糊不

清；固定期4周牵张区髓质骨已基本连续，而皮质骨

仍然不连续；固定期6—8周可见下颌骨右侧牵张区

成骨良好，与周围骨质连续，无明显界线(见图1)。

2．3 组织学观察牵张结束：牵张区中央为沿牵张

力方向排列的胶原纤维柬为主，其间可见新生毛细

血管及大量梭形的纤维母细胞。固定期2周：牵张

区可见沿牵张方向走行的较细的骨小梁结构，骨母

细胞增生活跃，单层骨母细胞包绕骨基质周围。

Masson三色染色见骨小梁幼稚呈亮绿色，免疫组化

见骨母细胞内I型胶原高表达。固定期4周：牵张

区已被沿牵张方向走行的较粗的骨小梁结构所充满

!，鬯型：。免鉴鬯些墨苎曼竺竺空。II掣蹙霉烹查 图：固定期。周新，￡骨小梁沿牵张方
达。固定期6周：牵张区出现大量新生骨，骨小梁变 嵩靠茄蔷荽条军毒另高(ij芰商00；
粗，沿牵拉方向呈编织状充满髓腔，Masson染色见

骨小梁钙化程度较高而呈现较均匀的砖红色，其间
J 川比

能看到绿色的钙化程度较低的骨样组织。固定期 3．1 DO技术DO技术自从意大利学者Codi、，illa

8周：新生骨小梁进一步增粗、致密、钙化成熟，被较 报道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其技术主要用于延
均匀一致的成熟板层骨取代。 伸四肢长骨的矫形外科。近二十年来随着DO引入

 



颅颌面外科，DO技术及应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目前，DO技术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并获得

了良好的治疗效果。Paoli等⋯使用DO技术治疗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获得成功。Triaca等Bo报道DO治

疗下颌骨颏部后缩，效果满意。Liuc等¨1对8例

2—4岁腭裂患儿行DO术治疗，成功关闭裂隙，延长

硬腭，缩小咽腔。赵晋龙等【41报道使用牵张成骨技

术矫治18例无法采用常规方法治疗的多类颅颌面

畸形患者。

3．2兔下颌骨牵张器的设计 我们在兔下颌骨离

体标本研究基础上进行牵张器的设计。兔下颌骨切

牙和前磨牙之间为无牙区，颏孔位于前磨牙前方约
3 mm处，我们将切口设计在前磨牙前方1．5 mm处，

前后固定臂间距设计为12 mill，这样可以很好的保

护下齿槽血管神经束。在本实验中大体观察发现，

牵张器固定稳定可靠，无锈蚀弯曲及断裂现象，无松

动、脱落，在器械外露端处，皮肤与牵张器紧密接触，

无明显红肿，所有兔右侧下颌骨均被延长3 mm，牵

张间隙内骨质生成良好。该牵张器术后会遗留瘢

痕，其结构主要根据3月龄新西兰大白兔下颌骨设

计，使临床应用受到限制。实验中兔子作为模型动

物，其下颌骨较人类短小，骨质薄弱，设计牵引3 mm

可以反映颅颌面手术的牵引距离。根据兔下颌骨离

体标本特点设计制造的该内置式兔下颌牵张器完全

符合DO的技术要求，在科研实验中有广泛的应用

价值。组织学观察发现牵张间隙内新生骨质为沿牵

张方向走行的骨小梁结构，这不同于骨折愈合时的

成骨形态。

3．3 DO的模型学者们已经利用狗、大鼠、兔子、

山羊等多种动物应用于下颌骨牵张成骨实验研

究口娟。。大鼠的下颌骨骨质较薄，不适宜牵引器的

安置，而且牵引加力时固定不方便，牵张器容易脱

落；狗性情凶猛，牵引加力时难固定，每次均需要麻

醉，非常不方便；狒狒具有和人类更为相似的下颌骨

结构，但其价格昂贵，来源困难，饲养条件要求高等，

使研究工作所要求的动物数量和质量难以保障。兔

下颌骨的血供丰富，且血供来源与人类下颌骨相似，

以兔作为牵张成骨模型动物对临床有一定的价值。

兔的下颌骨颏孔和前磨牙之间的无牙区适合作骨切

开和牵引一J。兔的价格低，方便获取，容易饲养，性

情温驯，能较好地配合实验操作，牵张时不需麻醉，

作为下颌骨DO模型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和可重

复性。

3．4 DO的成骨方式Karp等¨驯的研究表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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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颌骨DO方式主要为膜内成骨(intramembranous

ossification)。Komuro等[7】认为，兔下颌骨牵引成

骨骨质形成以膜内成骨和软骨内骨化两种方式同时

进行。Yasui等¨u提出DO有三种骨形成方式，牵

张早期主要是软骨内成骨，后期主要是膜性成骨，另

外还发现一种方式，称之为“经软骨样骨形成”

(transchondroid bone formation)，软骨样骨是一种介

于骨与软骨之间的组织，由软骨样细胞直接形成，能

从纤维性组织逐渐、持续地转变为骨组织。在本实

验中，固定期2周可见骨母细胞排列在较细骨小梁

周围；固定期4周可见骨小梁逐渐增粗。免疫组化

可见骨母细胞胞质内I型胶原活跃，阳性表达。整

个成骨过程中未见软骨细胞。本实验中观察的兔下

颌骨牵张成骨的成骨方式为膜内成骨，成骨最早见

于骨断端及骨膜下，这和Karp等【lo’的研究相符合。

Komuro等o¨提出的软骨内骨化的出现可能与其实

验中牵张器的松动和牵张器固定时破坏了骨膜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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