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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膜在牵拉成骨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付繁刚，张锴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创伤骨科（山东滨州 256600）

【摘要】 目的 综述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方法 广泛查阅近年来国内外有关骨膜在牵
拉成骨过程中作用的文献，分析总结骨膜在牵拉成骨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骨膜富含新骨生成所
必需的各种细胞（MSCs、成骨细胞等）、微血管及各种生长因子等，为牵拉成骨过程中新骨的生成提供必要的细
胞支持、营养物质支持及代谢调节，能显著促进牵拉成骨过程中新骨的生成。 结论 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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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role of periosteum in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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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role of periosteum in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Methods The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bout the role of periosteum in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in recent
years was extensively reviewed, summarized, and the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riosteum during traction
and osteogenesi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eriosteum is rich in all kinds of cells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steoblasts,
etc.), microvessel and various growth factors,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bone. It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new bone in the process of traction osteogenesis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e periosteu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gress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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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拉成骨是指在骨断端两侧安放牵张装置，经

织不论是在牵拉成骨还是在骨折手术中都已成为

过缓慢牵拉，间隙内不断形成新生骨组织，从而达

一项基本原则。现对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的作

到骨延长、修复骨缺损目的的一种技术。牵拉成骨

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综述。

过程中新骨的生成方式主要是膜内成骨，即由 MSCs
分化为成骨细胞并分泌骨基质，最终矿化成骨。骨
膜是 MSCs、成骨细胞等细胞的聚集地，是牵拉成

1 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的作用
1.1 骨外膜的成骨作用

骨过程中新骨生成细胞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新骨生

牵拉成骨会产生膜内成骨，骨折端新骨的再生

成提供必要的细胞支持。此外，新骨生成还需要多

能力主要依赖于成骨细胞的诱导作用及其向新骨

种生长因子的调节作用，而骨膜中富含这些生长因

形成区的迁移能力

子，对牵拉成骨有着明显促进作用。新血管的生成

MSCs 向成骨细胞分化进而分泌骨基质形成，而骨

是成骨的前提和基础，骨膜丰富的血管能为新骨生

膜中富含这些具有成骨能力的细胞。Nakahara 等

成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因此，骨膜在牵拉成骨过

用小鼠进行颅骨牵拉成骨实验，实验组骨膜被完全

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大程度保留骨膜组

剥离，对照组骨膜保存完整，牵拉后测量发现对照

[1-4]

。新生骨组织主要是通过
[5]

组新骨生成量显著高于实验组，证明了骨膜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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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好的成骨能力。Takushima 等 以兔进行牵拉实
验，将兔随机分为实验组（剥离骨膜）和对照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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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牵拉不剥离骨膜），切开兔胫骨皮质后实验组剥

成骨潜能细胞的进入、增殖 ，从而起到促进新骨

离断端周围 1 cm 内的骨膜，对照组不剥离骨膜，牵

生成的作用。有实验表明，在截骨后当骨外膜缺

拉一段时间后发现实验组兔截骨间隙内新骨含量

失、不连续时，成纤维细胞由于失去了骨膜的屏障

相比对照组明显减少。此外，他们还通过向兔胫骨

作用而快速聚集在截骨部位，大量纤维结缔组织在

牵拉间隙内注射骨膜细胞来进一步研究骨膜的成

截骨处形成，阻碍了新骨的生成。基于该原理的引

骨效应。他们将兔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

导骨组织再生技术现已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疗骨缺

均剥离胫骨牵拉端周围 1 cm 内的骨膜，实验组剥

损的一种方法。

离对侧胫骨的骨膜并分离出骨膜细胞，然后将骨膜

1.4 骨膜牵拉成骨
有学者通过实验发现，在不切开骨皮质的情况
下，单独对骨膜进行牵拉也能刺激骨膜中具有成骨
潜能的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诱导骨膜下形成新
[19]
骨，因此提出了骨膜牵拉成骨的概念。Schmidt 等
通过将兔下颌骨骨膜牵开，在骨膜下安置牵张装
置，发现在牵开的骨膜下有大量成骨细胞聚集，与
未行骨膜牵拉的对照组相比新生骨质明显增加，
[20]
该实验证明了骨膜牵拉成骨的可行性。刘亚等 以
山羊为实验对象，在两侧下颌骨骨膜下分别放置牵
张装置，不作皮质切开，定期牵拉一侧骨膜，另一
侧不作牵拉，分别于 30、45、60 d 处死山羊，通过组
织学观察到牵拉骨膜侧有明显新骨生成，而对侧未
见新生骨组织。这些实验都证明了骨膜牵拉成骨

细胞培养后植入牵张间隙内，对照组不向牵张间隙
内注射骨膜细胞；结果显示，实验组兔胫骨间隙内
骨质生成较对照组明显增多，骨愈合时间缩短。一
系列实验均证实，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能明显增
加骨质生成、缩短骨愈合周期，在骨愈合过程起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
牵拉成骨是一个复杂的生物级联反应过程，牵
拉端新骨痂的生成不仅需要各种具有成骨能力的
细胞，还需要各种生长因子的协同作用

[7-9]

。骨膜能

合成 BMPs、TGF-β 及 IGFs 等重要生长因子

[10-12]

，这

些因子能调节骨原细胞、成骨细胞等细胞的增殖、
分化及代谢功能，通过自分泌及旁分泌机制来启动
和调控骨再生过程。大量实验结果表明

[13-14]

，在牵

拉成骨过程中包括 BMPs、TGF-β 在内的多种生长

的可行性，但骨膜牵拉成骨主要是促进骨膜下横向

因子均高度表达，局部应用这些生长因子不仅对牵

骨生成，且骨量相对有限，因此在临床中的应用较

拉端新骨生成有着明显促进作用，还能加快骨质矿

局限。

化速率，增加新骨质量。

1.2 骨外膜的营养作用
牵拉成骨是一个血管生成依赖的过程。在牵
拉成骨实验中，对成骨区血供进行观察，结果发现
每个新生骨柱都被丰富的血管窦包绕，而这些新血
管主要由骨膜供养，没有血管的再生就不会有骨组
[15]
[16]
织和其他组织的修复 。Choi 等 对大鼠进行牵拉
胫骨实验，通过透射电镜观察牵拉区血管变化，发
现骨髓内血管和骨膜血管生成均增加，但骨膜血管
[17]
的生成量多于骨髓内血管。Casap 等 进行了兔下
颌骨牵拉实验，向实验组的牵张间隙内加入外源性
VEGF，促进牵张区血管生成，而对照组在牵张间
隙注射等量生理盐水，结果发现实验组兔牵张区新
骨生成较早且骨量明显多于对照组，证实了血管在
牵拉成骨中的重要作用；而骨膜含有丰富的微血
管，因此该实验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骨膜在牵拉成
骨中的重要作用。
1.3 骨外膜的引导作用
骨外膜由于其膜性结构能够阻挡成纤维细胞、
脂肪组织等在牵张间隙的聚集，在骨质愈合过程中
最大程度减少了牵拉端软组织的嵌入，有利于具有

2 影响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成骨作用的
因素
2.1 截骨方式
骨膜成骨作用的强弱与截骨过程中是否保留
骨膜组织的完整性密切相关。牵拉成骨要求低能
量截骨，使用骨凿和旋转截骨术进行皮质骨截骨，
能最大程度保留骨内膜的血液供应，成骨效果明
显。高能量截骨（如摆锯截骨）会产生大量热量，
导致截骨平面骨细胞及周围组织坏死，从而影响骨
生长进程。此外，骨膜外截骨和骨膜下截骨对骨膜
成骨的影响也不同。任志勇等

[21]

以家兔为动物模

型，通过骨膜外截骨（实验组）和骨膜下截骨（对照
组）两种不同方式对家兔胫骨进行截骨，牵拉后比
较两种截骨方式对牵拉端骨生成的影响。对照组
先在家兔胫骨前方切开骨膜，然后环形剥离骨膜，
最后再用线锯在骨膜下截骨；实验组不进行骨膜
环形剥离，直接用线锯在骨膜外进行截骨。术后经
过 7 d 间歇期后开始牵拉，共牵拉 20 d，于术后 27、
37 d 通过 HE 染色和影像学检查发现，实验组家兔
截骨端骨组织成熟度及新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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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结果证实了骨膜外截骨比骨膜下截骨在牵

方法能促进骨膜成骨的根本机制是对骨膜产生应

拉成骨中更有利于骨痂生成这一结论。骨膜下截

力作用，而骨膜中的成骨细胞对张力变化较敏感，

骨因其环形剥离骨膜，破坏了骨断端的血运，营养

导致成骨细胞膜上的张力感受器对应力变化作出

物质供应减少，最终导致新骨生成减少；骨膜外截

反应，诱导成骨细胞等分泌细胞外基质，促进骨质

骨仅截断骨膜，未剥离骨膜，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牵

愈合。物理疗法除了对骨膜中具有成骨潜能的细

拉区的血供。

胞产生影响外，还能通过刺激骨膜促进 VEGF 等加

2.2 机械牵张应力
牵拉成骨过程中新骨生成主要是骨膜受牵拉
所致，当骨断端受到牵拉时，骨膜也受到相应张
力，骨膜中未完全分化的成骨细胞和 MSCs 分化成
具有较高活性的成骨细胞，分泌大量细胞外基质，

速骨断端部位的血管再生。Moore 等 通过牵拉成

经过一系列反应后最终矿化成骨。骨膜在牵拉成

骨端，发现其能加速新骨的生成和钙化。

骨过程中的成骨作用受牵张应力的大小、频率、速

2.4 生长因子
骨膜能合成多种生长因子，参与骨组织的再生
与修复。BMP 在这些生长因子中尤其重要，大量
[29]
[30]
实验证明它是目前最强的骨诱导因子 。Issa 等
通过大鼠下颌骨牵拉实验发现，在牵拉端骨膜分泌
BMP-2 增多，而生成的 BMP-2 又能诱导骨膜中的
骨祖细胞向成骨细胞和成软骨细胞分化，加速新骨
的生成和钙化。此外，有学者把分离出的 TGF-β 注
射到小鼠股骨骨膜下，发现该因子能诱导骨膜
MSCs 向成骨细胞及成软骨细胞分化，并刺激这些
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蛋白形成。其他一些生长
因子，如 FGF、IGF 等也能诱导骨膜中具有成骨作
用的细胞发生增殖、分化，促进膜内成骨和软骨内
成骨的发生。近年来，人们不断对生长因子在牵拉
成骨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但其具体分子机制及各因
子间的相互作用尚不清楚。

度等因素的影响。不论是在动物牵拉成骨实验中，
还是在临床牵拉成骨应用中，截骨后通常要进行截
骨端的加压，保证骨膜断端充分接触，增加骨膜的
愈合速度，从而促进牵拉成骨反应。
一般认为，过小的牵张力不能有效刺激骨膜中
MSCs 和成骨细胞的分化，导致废用性骨丢失；而
过高的牵张力会产生病理性编织骨，同样不利于骨
[22]

[23]

折愈合 。Weyts 等 通过成骨细胞牵张应力实验
证明了不同大小的牵张力对成骨细胞的分化有着
不同影响。来源于骨膜的成骨细胞受到张力后，其
表面的钙离子通道复合体、G 偶联蛋白、各种生长
因子受体等被激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信号传导通
路完成自身的增殖分化。
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的成骨作用除了受牵
张应力大小的影响外，还与牵拉频率密切相关，周
期性应力的成骨效能优于持续性应力的成骨效
[24]

能。Winter 等 通过细胞学实验发现，周期性应力
与连续性应力相比，在周期性应力条件下成骨细胞

[27]

骨实验证明了包括负重锻炼在内的物理治疗能有
效促进骨膜部位新生血管的生成，且外骨膜对张力
变化的感应比内骨膜更加敏感。此外，Kesemenli
[28]

等 在牵拉成骨实验中通过应用脉冲电磁场刺激截

3 小结
近年来，人们不断对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的
作用进行研究，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增殖分化明显，成骨效应较佳。
牵张速度也是影响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成

也逐渐得到认可。为了更好地应用牵拉成骨技术

骨效能的一种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 ，在牵拉成

治疗骨髓炎、骨不连、骨缺损等疑难病症，应充分

骨过程中以较低的牵张速度牵拉骨折端，有利于骨

发挥骨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的作用，但其具体作用

膜中的 MSCs 和成骨细胞在骨折端的进入、增殖和

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5]

分化，还有利于血管的生成，为骨折愈合提供丰富
[26]

的营养物质，促进新骨质生成。Choi 等 以不同速
度牵拉大鼠胫骨，实验结果表明 0.5～1.0 mm/d 的
牵拉速度最有利于骨膜内成骨细胞分化，骨折端愈
合较快。

2.3 物理治疗
大量实验证明，负重锻炼、低频超声波、电磁
场刺激、电刺激、高压氧等物理治疗方法能增强骨
膜在牵拉成骨过程中的成骨作用。这些物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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