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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抗生素递送系统治疗骨髓炎的优势与问题

刘  飞 1，崔宇韬 2，刘  贺 2

文题释义：

骨髓炎：为一种骨的感染和破坏，可由需氧或厌氧菌、分枝杆菌及真菌引起，好发于长骨，严重者可导致骨坏死等并发症，其治疗通常

需要彻底的清创、清除异物及有效的抗生素治疗。

局部药物缓释系统：是指在时间、空间和剂量上能够对药物在体内的分布进行调控的体系。其目的是在恰当的时机将适量的药物递送到

正确的位置，从而增加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在提高疗效的同时减少药物毒副作用。

摘要

背景：局部抗生素递送系统可提高局部药物浓度、减小药物毒性、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提高抗菌疗效，为骨髓炎的长期治疗提供了新

的方法。

目的：总结介绍多种局部药物缓释系统在骨髓炎治疗中的应用进展，并分析目前的不足及研究方向。

方法：作者以“osteomyelitis，drug delivery system，antibiotics，PMMA，Degradable material，骨髓炎，药物缓释系统，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可降解材料”为关键词，检索2007至2020年期间PubMed、Web of Science、Medline、万方、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初检文章221
篇，筛选后对76篇文章进行分析。

结果与结论：目前常用于局部药物释放系统的载体材料包括可降解材料(如胶原、生物活性玻璃等)及不可降解材料(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

水泥)等。不可生物降解的抗生素载体在临床上已有成功应用，但这些载体需要通过第二次手术移除，并且其早期的爆发性药物释放会对

其疗效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对于不可降解材料的改进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而更好地提高其疗效。可生物降解材料的局部抗生素传递系统

不仅可在感染部位持续地传递药物，而且还可在早期充当骨填充材料，而某些降解产物甚至可以为血管及新骨生成创造良好的骨传导环

境，但是复合系统中药物释放的精确控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材料；骨；骨髓炎；递送系统；抗生素；骨水泥；组织工程；综述

缩略语：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PMMA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local antibiotic delivery system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myelitis 

Liu Fei1, Cui Yutao2, Liu He2 
1Yixing Shanjuan Orthopedic Hospital, Yixing 214233, Jiangsu Province, China; 2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41, Jilin Province, China
Liu Fei,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 Yixing Shanjuan Orthopedic Hospital, Yixing 214233, Jiangsu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He, MD, Attending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41, Jili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Local antibiotic delivery system can increase local drug concentration, reduce drug toxicity, and increase drug bioavailability, thereby improving 
the antibacterial efficacy and providing a new method for the long-term treatment of osteomyelitis.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various local drug sustained-release systems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myelitis,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deficienci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https://doi.org/10.3969/j.issn.

2095-4344.2332

投稿日期：2020-01-21   

送审日期：2020-02-10

采用日期：2020-03-18   

在线日期：2020-05-13

中图分类号： 

R459.9；R313；R-1

文章编号： 

2095-4344(2021)04-00614-07

文献标识码：A 

1
宜兴市善卷骨科医院，江苏省宜兴市   214233；2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骨科，吉林省长春市   130041
第一作者：刘飞，男，1973 年生，江苏省无锡市人，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足踝外科及创面修复的研究。

通讯作者：刘贺，博士，主治医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骨科，吉林省长春市   130041    
https://orcid.org/0000-0003-2309-0371 ( 刘飞 ) 
引用本文：刘飞，崔宇韬，刘贺 . 局部抗生素递送系统治疗骨髓炎的优势与问题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21，25(4):614-620. 

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描述—

△讨论多种可降解和不可降解的抗生

素递送系统及其抗生素的选择及

材料系统改进方向。
不可降解材料，聚
甲基丙烯酸甲酯

→

局部药物

缓释系统

载体

药物

可降解材料，胶原、
聚合物等

多种抗生素

(1) 局部药物递送系统可

提高抗生素在局部的

生物利用度；

(2) 减少其毒副作用，提

高其治疗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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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髓炎是一种由化脓性细菌、某些分枝杆菌和真菌等引

起的骨感染与破坏，最终导致骨坏死等严重并发症的感染性

疾病
[1]
，其感染可以局限于骨骼的一部分，也可以涉及多个

区域，如骨髓、皮质、骨膜和周围的软组织。根据发病时间

的长短，骨髓炎可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 3 种类型。其中

急性骨髓炎常来源于细菌的血源性感染，导致骨骼局部感染、

水肿，局部缺氧和脓液形成，常见于老年患者和青春期前儿

童。慢性感染则主要来源于急性感染的延迟治疗或者治疗不

当导致的局部死骨及窦道形成
[2-3]

。临床上对于骨髓炎的治

疗通常需要彻底的清创、清除异物及抗生素治疗。对于抗生

素治疗来说，首先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细菌敏感性抗生素；

其次在整个治疗期间，抗生素需要维持在足够的抑菌浓度血

清水平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4-5]

。因此在治疗中，不仅要考虑

到药物的种类，还要考虑到将药物运送到感染部位的方法。

目前常规的给药方法包括口服及静脉注射抗生素，然而由于

骨血屏障及细菌耐药性的增加等因素的存在，系统用药浓度

需高于常规浓度才能达到局部持续的抑菌效果
[6]
，而较高的

抗生素浓度无疑会增加了其对正常组织的不良反应，使药物

毒性增加。此外，骨髓炎感染所导致的局部血管堵塞、坏死

等情况进一步降低了到达感染局部的药物浓度，因此系统用

药对于骨髓炎的长期治疗来说不够理想
[7]
。

近年来组织工程和生物材料的迅速发展，为骨髓炎治

疗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将生物材料与抗生素结合可在感

染局部形成直接的给药系统。目前，国内外已经研发出了多

种抗生素药物递送系统，如机械泵、非生物降解和可生物降

解系统等
[8-9]

。局部给药系统将药物直接释放到病灶部位，

明显提高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与系统用药相比显著减少了

药物用量，降低了不良反应发生率
[10]
。此外，药物在局部的

持续释放可长时间维持良好的抑菌浓度，对致病菌及生物膜

均可发挥较好的治疗作用
[11]
。近年来，多种多样的生物材料

已被开发并用作抗生素局部缓释的载体，大致可分为不可降

解材料和可降解材料。在不可降解材料体系中，常用的传统

药物载体有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oly(methyl methacrylate)，
PMMA][12]

、表面涂层的金属支架
[13]
、羟基磷灰石等

[14]
。另

一方面，可降解材料如由胶原，硫酸钙矿物等已被视为下一

代更为优良的药物载体，这些材料不仅具有上述非降解性材

METHODS: The authors searched for related articles in PubMed, Web of Science, Medline, Wanfang and CNKI databases published from 2007 to 2020. The 
key words were “osteomyelitis, drug delivery system, antibiotics, PMMA, degradable material” in English; and “osteomyelitis, drug release system, P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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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优点，而且能够在生理条件下以适当的速率降解，避免

了再次手术的风险，并且可以诱导骨传导和新生骨形成
[15-16]

。

在此篇综述中，将以不同的生物材料为基础，介绍多种

不同的抗生素药物缓释系统，总结不同种类药物递送系统在

骨髓炎治疗中的具体疗效及缺点，为骨髓炎的治疗提供新的

思路方法，并为药物缓释系统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在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以

“osteomyelitis，drug delivery system，antibiotics，PMMA，
Degradable material，骨髓炎，药物缓释系统，PMMA，可

降解材料”为关键词，检索 2007 至 2020 年期间 PubMed、
Web of Science、Medline、万方、CNKI 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

初检得到研究原著、综述、临床研究及论著共 221 篇。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按照所查文献的题目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

剔除重复与陈旧文献。通过文献精读和泛读后得到： ①局部

药物缓释系统负载抗生素在骨髓炎局部应用的相关文章；②

论点论据清晰可靠，可信度高的文章；③在领域内具有代表

性权威性的文章。

排除标准：①发表时间过早的陈旧性文章；②非药物递

送系统治疗骨髓炎的相关文章；③文章质量低，证据等级不

够及重复性研究。  

1.3   质量评估   首先阅读所有检索文献，并对所有文献的主

题和质量进行评估。剔除与文章无关或重复的文献，共入选

文献 76 篇 ( 图 1)。文献检索和筛选结果的输出采用文献的

引用形式，且保持格式一致性，文献的引用形式包括作者、

题名、期刊名称、发表年代、卷数 ( 期数 )、页码等。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通过关键词检索得到相关文献

(n=221) 

初筛得到文献(n=116) 

最终纳入文献(n=76) 

阅读题目及摘要排除无关

及重复文献(n=105) 

阅读全文后排除文献：陈

旧性文章；质量低，非局

部缓释系统(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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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Results 
2.1   抗菌药物的选择   在慢性骨髓炎的长期治疗过程中，有

效的抗菌药物治疗是成功治疗的关键。局部抗生素递送系统

的原位植入为消除该区域的细菌、减少病灶部位死骨形成提

供了很好的思路方法
[17-18]

。目前多种抗生素均已被成功应用

于骨髓炎的预防及治疗。对于局部药物缓释系统中抗生素的

选择，应当根据导致感染致病菌的种类及载体材料的性质进

行确定。引起慢性骨髓炎最常见的微生物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A 组 β- 溶血性链球菌和革兰阴性菌，特别是沙门氏菌、结

核分枝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
[19-20]

。根据慢性骨髓炎中的细菌

学特征，局部药物递送系统中最常应用的药物是氨基糖苷类

药物，其次是各种 β-内酰胺类药物和喹诺酮类药物
[21]
。此外，

研究显示抗生素的联合应用有助于减少个体毒性的产生，还

可降低菌株出现耐药性的可能，并且可以治疗混合感染性骨

髓炎
[22]
。

应用于局部缓释的抗生素还应适应于载体材料，药物应

在与载体的复合过程中保持稳定性，例如 PMMA 骨水泥聚

合的高温环境需要与之复合的抗生素有着较好的热稳定性。

这其中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包括链霉素、庆大霉素、丁胺

卡那霉素和妥布霉素在高温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因此是较

为理想的抗生素而常与 PMMA 骨水泥相结合，其他抗生素

如头孢菌素类 β-内酰胺类药物、环丙沙星和糖肽 (万古霉素 )

也可与 PMMA 复合形成局部缓释系统
[23-24]

。相应的，药物

的复合也能对载体产生不良的影响，比如利福平在与 PMMA

复合时会干扰到 PMMA 的聚合，因此无法与之联合应用
[25]
。

羟基磷灰石是常用的抗生素载体，其晶体结构中具有 2 种不

同的结合位点，即带正电荷的钙位点和带负电荷的磷位点，

因此羟基磷灰石表面对许多物质如蛋白质、抗生素和生长因

子具有很高的吸附能力
[26-27]

。大多数含羧基的抗生素如环丙

沙星可通过羧基与羟基磷灰石晶体的钙离子结合而负载于羟

基磷灰石载体，除此之外，环丙沙星中的氟离子也可与羟基

磷灰石相结合而增强其与羟基磷灰石的结合力，因此环丙沙

星可作为羟基磷灰石载体的良好选择之一
[28-29]

。除此之外，

万古霉素、替加环素、头孢曲松、舒巴坦钠等也是羟基磷灰

石载体的常用选择
[30]
。但同样的，抗生素在与羟基磷灰石复

合后也会对羟基磷灰石晶体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抗生素

浓度过大时，更多的药物可与羟基磷灰石发生相互作用，从

而抑制羟基磷灰石结晶，导致晶粒尺寸和结晶度的减小
[31]
。

在药物递送系统中，大多数药物是通过自由扩散的方式

从载体材料基质中释放到局部环境中，因此所选择的抗生素

应当是水溶性的，并且在正常体温及体液环境下是可以稳定

存在的
[32]
。对于慢性骨髓炎的长期治疗，局部药物缓释系统

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药物浓度，但大多数药物释放

系统在初期都存在爆发性的高浓度释放，因此在选择合适浓

度的抗生素时应当考虑到初期较高浓度的药物是否会产生药

物毒性而加剧局部骨坏死
[33-34]

。此外，局部应用的抗生素应

具有不易进入循环系统而影响其他器官功能的能力
[11]
。

2.2   局部药物释放系统   材料工程和骨组织工程的发展，使

得多种载体材料负载抗生素组成的局部药物缓释系统在骨髓

炎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材料的成功应用是由于他们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药物负载能力，可在局部提供持续

高浓度的药物。这一方法所提供的药物浓度可以达到 10 倍

于系统用药，并且可以减少系统性并发症的发生
[35-36]

。目前，

用于局部药物缓释系统的生物材料可主要分为不可分解材料

及可分解材料。

2.2.1   不可降解性 PMMA 载体

药物释放：PMMA 是目前最为常用的抗生素的药物载

体，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令人满意的力学性能，可为

骨髓炎局部提供良好的支撑
[37]
。PMMA 粒子较大的表面积

为抗生素药物的结合提供了充足空间，并且其具有优良的

药物洗脱性能，为 PMMA 药物释放系统的应用奠定了良好

基础
[38]
。在 PMMA 骨水泥中，抗生素的释放是通过在骨水

泥表面直接溶解和扩散来实现的，因此载药 PMMA 中药物

的释放速率主要取决于体液到达 PMMA 基质的方式
[39-40]

。

PMMA 由较为紧凑的基质组成，在植入体内后的初期仅有

少量体液进入其基质外层，但是由于表层的药物结合通常

较为不牢靠，造成药物释放的初期通常会出现爆发释放。

这种爆发性释放可能来源于结合于载体表面和亚表面的药

物，其可能会导致随后的持续释放阶段药物量减少，局部

无法维持最低抑菌浓度，不能起到治疗效果，并且还可能

增加耐药性致病菌的产生
[41-42]

。另一方面，在随后的药物

释放期间，体液很难进入到 PMMA 基质内部，使得负载的

药物无法充分释放。SCHURMAN 等
[43]

的研究显示，负载庆

大霉素的 PMMA 复合载体中具有药物释放能力的部分仅有

100 μm 的深度。并且有研究表明，从 PMMA 骨水泥中释放

出的抗生素总量仅为总负载量的 10%[44]
。相比于手动混合

的 PMMA 骨水泥，商用的载药 PMMA 通常会具有更加优良

的药物释放曲线，这是因为商用载药 PMMA 中的药物在载

体内的分布更加均匀，其采用了真空混合方法进行复合载

体的制作，这一混合方式可改善骨水泥的性能和药物分布，

有效减少高黏度水泥和低黏度水泥中大空隙的数量和大小，

并且真空混合水泥中的空气夹杂物更少，使得复合系统拥

有更好的孔隙率和释放曲线
[45]
。但是目前可能由于经济或

法律上的限制，或者商业产品中的不足，临床上更多应用

的仍然是将未载药的 PMMA 与抗生素手动混合。

PMMA 载体的改进：PMMA 载体孔隙率与药物的释放有

着直接关系，孔隙率的增加有利于药物释放，此外，材料粒

子大小也是药物释放的重要决定因素，较小的粒子会使载体

拥有更高的表面体积比，促进药物的释放。同样，周围组织

环境和液体也会对药物的释放产生影响
[21，46]

。因此，目前对

于 PMMA 载体的改进措施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其孔隙率。通过

在 PMMA 骨水泥中加入添加剂 ( 例如羟基磷灰石、甲基丙烯

酸羟乙基酯单体和聚乙烯吡咯烷酮、葡聚糖、木糖醇和甘氨

酸、乳糖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 可增加骨水泥的孔隙率，改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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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药物在局部的释放模式，提高对感染的控制效果
[47-50]

。但是，

KLUIN 等
[44]

认为提高 PMMA 载体的孔隙率虽然改善了初期

的药物爆发释放现象，弥补了一定的不足，但是药物的释放

仍然是不完全的。他们提出这一改进策略对于提高药物释放

效率来说是不够的，因为在药物释放后期药物释放主要取决

于药物的扩散。基于这一观点，通过与其他材料的联合增加

PMMA 载体的亲水性是另一种有前景的改进措施。PMMA 复

合材料水溶性的增加有利于体液的渗透，同时也有利于抗生

素的溶解，可以在溶解液和药物之间形成相互连接的水通道，

改善药物的释放
[51]
。OH 等

[52]
将普朗尼克 F68、万古霉素与

PMMA 通过真空混合的方法制作成一种亲水性的载药 PMMA

复合材料，用于骨髓炎的治疗。对于复合系统的机械性能研

究显示，PMMA 骨水泥的机械强度随着添加剂的增加而逐渐

降低，但在普朗尼克 F68 含量小于 7% 时该释放系统的机械

性能并未发生较大降低 (P > 0.05)，在普朗尼克 F68 含量含量

达到 10% 时 PMMA 机械强度明显下降 (P < 0.05)。药物代谢

动力学显示，含有 7% 和 10% 普朗尼克 F68 的 PMMA 可在

11 周内持续释放万古霉素，释放率可以达到接近 100%，并

且可以超过 6 周的时间内持续发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

的作用。将其应用于大鼠股骨骨髓炎模型中发现，相比于普

通 PMMA 负载万古霉素系统，这一局部释放系统发挥了更

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对于 PMMA 载体来说，进一步改进措

施的研究是亟待进行的，混合材料的制备可能是一个潜在的

解决方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添加剂的加入是否会对

PMMA 载体材料的机械性能产生影响
[53]
，因为某些添加剂可

能是与 PMMA 互不相溶的，这可能会导致 PMMA 机械性能

的下降，并且在可溶解性的添加剂发生溶解后，可能会在载

体材料内形成孔隙，因此添加剂的选择应当平衡好复合系统

的生物活性和机械性能的关系
[51-52]

。

2.2.2   可降解材料   在慢性骨髓炎治疗中，以可生物降解材

料为基础的抗生素局部递送系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这

些载体可消除外科清创所产生的死腔，其所负载的抗生素随

着材料降解后释放至局部，而降解后的材料也不会为细菌定

植留下基质。此外，由于载体材料的可生物降解性，在假体

移植后一般不需要二次手术切除。可生物降解载体可分为无

机材料 ( 如硫酸钙、骨支架等 ) 和有机材料 ( 如胶原蛋白、

合成聚合物等 )[54]
。

(1) 药物释放：与不可降解材料相似，抗生素在可降解

材料中释放也依赖于药物的自由扩散。但不同的是，环境

pH值、孔隙结构、溶胀率等影响可降解材料降解速率的因素，

都将对药物释放产生很大影响
[55]
。在大部分可降解材料的

药物释放过程中，这些因素会产生综合性的影响，因此其

释放效率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药物释放过程中药物扩

散在早期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之后材料的降解对药物释放

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56]
。在药物与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亲水 - 疏水作用下，药物从材料基质内扩散至周围环境

中发挥作用
[56-57]

。材料降解速率对药物释放的影响则主要

根据材料结构及理化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在可整体降解材

料中如多孔水凝胶，材料基质的降解可能是由内至外同时

进行的，因此随着材料的降解其内部基质形成较多孔隙，

使得材料与周围环境的接触面积增加，加速材料降解，最

终导致药物释放在晚期增加。而表面侵蚀性材料的降解是

逐层进行的，因此药物仅从材料的最外层释放。此外，环

境的 pH 值、材料浓度等多种因素也可影响药物的释放，而

药物释放动力学研究对于药物缓释系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对于骨髓炎的治疗需要在局部较长时间内维持合适浓

度的药物，发挥更加优良的治疗效果
[44]
。

(2) 有机材料：

胶原蛋白：用于抗生素递送系统的有机材料载体可分为

天然材料和合成聚合物 2 大类，大部分天然材料来源于各种

生物组织的提取物质，其中包括胶原蛋白、壳聚糖、明胶、

凝血酶和自体血栓。胶原蛋白因其较为容易获得且具有较好

的生物相容性，以及较低的成本而被广泛应用
[58]
。目前所用

的胶原蛋白主要来源于牛的皮肤或者肌腱组织，其主要成分

是纤维结缔组织，因此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药物可通过

与胶原分子的游离氨基或羧基直接结合而与胶原复合
[59]
。

尽管不同的灭菌方式会对胶原的降解特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无论何种使用灭菌方式，胶原的降解时间至少也为 8 周左

右。因此在胶原药物释放系统中，抗生素的释放主要取决于

药物的扩散，因为在大多数复合系统中药物的扩散速率要大

于降解速率
[60-61]

。此外，不同抗生素在胶原支架中的吸附效

率不同，也会影响治疗效果，因此抗生素的选择也尤为重要。 

EGAWA 等
[62]

将羟基磷灰石与胶原结合制作成复合支架，用

于骨髓炎治疗的研究。他们用 8 种不同的抗生素溶液通过浸

泡震荡的方法与复合支架结合，研究不同抗生素的吸附效率

差异，并随后研究了其抗菌治疗效果。结果显示在植入大鼠

皮下 14 d 后，吸附率较高的二甲胺四环素、替考拉宁和万古

霉素显示出了更好的抗菌作用，而吸附能力降低的抗生素包

括头孢唑啉、头孢替安、哌拉西林的抗菌效果下降。在急性

骨髓炎大鼠模型中，他们通过细菌数量、骨破坏程度和骨再

生能力研究证实了负载万古霉素的羟基磷灰石 / 胶原复合支

架比头孢唑啉具有更好的疗效 ( 图 2)。

合成聚合物：生物可降解合成聚合物作为局部抗生素给

药系统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其具有更好的药物释放曲线和更

持久的作用，并且在骨和软组织感染中具有良好的渗透性。

 
生理盐水     头孢唑啉      万古霉素

第 1 周

第 2 周

第 4 周

图 2 ｜不同抗生素

与羟基磷灰石 / 胶
原支架负载后植入

感染部位的组织学

观察 ( 苏木精 - 伊

红染色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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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聚合物包括聚乳酸和聚乙醇酸，以及无定形聚二

乳酸和聚乳酸与聚乙醇酸共聚物等
[63]
。体内聚合物的降解主

要是通过水解发生的，本质上是一个整体腐蚀过程。聚合物

转化为单体乳酸和乙醇酸，并引起局部 pH 值的下降。乳酸

和乙醇酸在柠檬酸循环中氧化形成二氧化碳和水，乙醇酸在

尿液中直接或间接排泄
[64]
。如今，聚乳酸与聚乙醇酸共聚物

和无定形聚二乳酸由于其良好的降解和释放特性，已取代聚

乳酸和聚乙醇酸植入物用于抗生素的递送。这些非晶态聚酯

在 2 个阶段降解：首先，水扩散到非晶态聚合物基质中，水

解开始，而聚合物保持机械惰性；然后，单体浓度的增加引

起 pH 值升高，使得增加水解速率指数增加，导致结晶部分

降解及聚合物解体
[65]
。无定形聚二乳酸需要 1 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降解，因此大多数抗生素通过基质扩散而释放，而聚乳

酸与聚乙醇酸共聚物在 1-6 个月内完全降解 ( 取决于成分 )，

其主要以微球、微胶囊、纳米球或纳米纤维的形式用于抗生

素递送载体
[66]
。

与整体腐蚀的合成聚合物相比，采用表面腐蚀的聚合物

可以更好地调节释放速率。聚 ( 三甲基碳酸酯 ) 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相比于聚乳酸与聚乙醇

酸共聚物或无定形聚二乳酸载体，聚 ( 三甲基碳酸酯 ) 可在

不释放酸性产物的情况下降解，其降解模式是由巨噬细胞介

导的胆固醇酯酶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酶促表面侵蚀模式，

聚 ( 三甲基碳酸酯 ) 可在体内完全降解，并有助于促进骨再

生
[67-68]

。体外数据表明，聚 ( 三甲基碳酸酯 ) 的分子量可以

调节以控制各种抗生素的释放速率，并且可以获得理想的零

级缓释曲线
[69]
。ZHANG 等

[70]
通过搅拌混匀的方法将万古霉

素 / 壳聚糖纳米颗粒与聚 ( 三甲基碳酸酯 ) 混合成均一的复

合物用于骨髓炎的治疗。该复合系统可在 36 d 内持续缓慢释

放大约 (83.57±0.02)% 的万古霉素，并且没有初期的爆发性

释放。体外研究显示该复合系统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

且具有很好的抗菌性能，将其植入金黄色葡萄球菌诱导的兔

骨髓炎模型后发挥了优秀的抗菌和促进成骨作用。

(3) 无机材料：慢性骨髓炎患者在大量坏死骨的根治性

清创后需要进行骨移植，以防感染部位出现大的骨缺损。在

这些情况下可以选择应用含有抗生素的无机骨移植材料进行

填充，常用的植骨材料有自体骨、同种异体骨和骨替代物。

自体骨具有良好的成骨诱导和成骨特性，可促进新骨形成，

但同时自体骨移植也因为供区的多种并发症而受到限制
[71]
。

在慢性骨髓炎的治疗中，松质骨可能是一种更好的载体，因

为它比皮质骨具有更多结合抗生素的表面积，而且其多孔结

构有利于新骨的生长。在制备的抗生素溶液中浸渍移植物后

即可实现抗生素与移植物的结合，而复合材料的抗生素释放

特点是快速的扩散性释放，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
[72-73]

。 

硫酸钙是骨替代物中最为常用的可降解载体材料，它是

一种天然的生物陶瓷。半水硫酸钙因具有更加纯净的 α- 半

水晶体而具有很好的机械性能，从而被应用于慢性骨髓炎的

长期治疗。硫酸钙可负载水溶性抗生素，因此氨基糖苷类、

万古霉素、达托霉素和替考拉宁是常见的抗生素选择
[74]
。负

载硫酸钙的复合系统在应用于局部后通过材料的降解而释放

抗生素，并且其降解产物还可以提供一个促进血管生长和成

骨的骨传导环境。但负载药物的硫酸钙支架同样存在初期的

爆发性释放问题，并且可能比 PMMA 支架更加严重
[75]
。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支架表面增加涂层可延缓药物的释放。

BEENKEN 等
[76]

将硫酸钙支架与达托霉素混合后在其表面涂

覆壳聚糖，研究了有机涂层对于药物释放曲线的影响。结果

表明与未涂层的硫酸钙支架相比，涂层所提供的物理屏障明

显减缓了抗生素的初期释放，并且有效延长了抗生素释放时

间，达托霉素可在局部保持在 100 g/L 以上的药物浓度，并

持续超过 10 d。而相比于未涂层支架，该涂层系统具有更加

良好的抗菌效果。

3   总结   Summary  
抗菌药物的正确使用对于治疗及预防骨髓炎来说是至关

重要的。局部抗生素递送系统可提高局部药物浓度，减小药

物毒性，提高其生物利用度，提高了抗菌疗效。不可生物降

解的抗生素载体在临床上已有成功应用，但这些载体需要通

过二次手术移除，并且其早期的爆发性药物释放会对其疗效

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对于不可降解材料的改进需要进一步研

究，从而更好地提高其疗效。可生物降解材料的局部抗生素

传递系统不仅可在感染部位持续地传递药物，而且还可在早

期充当骨填充材料，而某些降解产物甚至可以为血管及新骨

生成创造良好的骨传导环境。但是目前的局部抗生素递送系

统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难以精确控制抗生素的释放曲线，

恒定的控制局部抗生素浓度，以及抗生素释放效率低等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对载体材料的改善研究是关键所在，通过将

不同的材料混合或者制作涂层可对不同材料的优缺点进行互

补，但混合对于材料本身结构性能及生物相容性的影响需要

进一步研究。而且，目前局部抗生素递送系统的研究大多缺

乏体内实验数据，体内的药物释放情况及具体疗效应当进一

步得到证实。体内药物释放可以通过药物的荧光标记在体内

追踪并研究其释放情况，而具体的疗效应当通过制作动物模

型而证实其具体的治疗效果，为慢性骨髓炎长期治疗提供更

为优良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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