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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张成骨过程中骨愈合及血管生成的机制

吕梓宸，涂振兴，许  奥，程  康，王红涛，王  斌

文题释义：

牵张成骨：由Ilizarov创立的一种技术手段，通过截骨后对两端截骨段进行缓慢的牵张，达到激发机体自身骨组织修复与重建的功能，在临

床广泛应用于骨科、肢体重建外科及颌面外科等。

骨形态发生蛋白：一种可由多种细胞分泌，具有多种功能的蛋白群，可诱导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骨、软骨及神经等组织。

摘要

背景：牵张成骨技术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骨科、颌面外科及修复重建科医生不可缺少的技术手段之一，但牵张成骨过程中骨愈合及血管

生成机制还不十分清楚。

目的：对在牵张成骨过程中骨愈合及血管生成的微观结构及分子机制进行综述。

方法：对近些年PubMed及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牵张成骨过程中骨愈合及血管生成的机制文献进行查阅，排除重复文献及重复研究，对

纳入的文献进行综述分析。

结果与结论：①在牵张成骨中存在不同于单纯骨折愈合的第3种骨化机制“经软骨成骨”。②在牵张成骨的愈合过程中，骨断端两侧形成

微柱形成区，并最终通向纤维间区，并在巩固期完成新生骨的矿化与重塑。③白细胞介素、骨形态发生蛋白及RANKL/OPG系统等因子在牵

张成骨过程中的空间时间分布不尽相同，但均在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促进骨形成或重塑的作用。④牵张成骨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新生血管

生成，并且与骨生成周期高度一致，而新生血管的生成与矿化是骨再生的开端。⑤内皮祖细胞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细胞因子在新生血管

生成中起到了促牵张区血管再生与矿化的作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截骨后炎症反应及牵张力作用调控表达，而内皮祖细胞被诱导归巢至

骨再生部位是牵张成骨血管生成的重要因素。⑥目前牵张成骨过程中骨愈合及血管生成的机制可解释为：骨愈合与血管生成互相促进，耦

合；截骨两端在牵张力的作用下逐步向牵张区形成胶原纤维束，最终推进至纤维间区，成骨细胞排列其中逐渐骨化，经过巩固和重塑形成

成熟的、带骨髓的板层骨；血管生成先于骨的愈合，在截骨后即可发生，截骨两端骨膜和骨内膜表面的血管逐渐增生并通向纤维间区，随

后牵张部位骨膜血管网和髓质血管网完全连通。⑦目前的研究尚不能完整地解释牵张成骨的宏观及微观过程及牵张成骨中各种影响因素及

细胞因子的作用，牵张成骨的愈合机制尚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牵张成骨；骨折愈合；血管生成；纤维间区；内皮祖细胞；细胞因子；骨形态发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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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lizarov technolo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technological tools for orthopedic, maxillofacial surgery and prosthe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ons worldwide, but the mechanism of bone healing and angiogenesis in the process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is not very clear.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bone healing and angiogenesis during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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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Ilizarov 技 术 自 20 世 纪 60 年 代 由 G.A. 伊 利 扎 罗 夫

(G.A.Ilizarov) 在苏联创立和经历 60 余年的应用以来，得到了巨

大的发展。它已经成为全世界骨科医生及重建外科医生的一种

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这种方法的进化发展及其目前的作用极

大改善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Ilizarov 教授的方法论解

决方案是当代骨延长和重建外科的核心。Ilizarov 技术治疗骨缺

损的疗效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Ilizarov技术的优势包括：微创、

固定牢靠、可早期负重等，尤其是该技术无需考虑骨缺损范围

大小，此外在传统骨科方法难以处理的骨不连、骨肿瘤切除术

后修复重建等方面均获得了满意疗效
[1-2]

。Ilizarov 方法对骨延长

和重建手术进展的影响堪称革命性的。

随着 Ilizarov 技术的诞生以来，许多学者专家为探究其中的

机制和奥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已经明确在牵张成骨过程

中的骨再生并不完全等同于骨折的愈合再生过程，其分子机制

尚不十分明确。为深入了解当前研究进展，作者拟对 2021 年 8
月之前已发表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检索，进行综合叙述。文

章通过总结以往国内外对牵张成骨研究现状，介绍了牵张成骨

的成骨模式，以新生骨的生成和新生血管生成矿化 2 个视角出

发，重新进行归纳总结。文章在新生骨的生成和新生血管生成

矿化两点上单独进行宏观构筑和微观机制的阐述，详细说明了

牵张成骨的重建机制。通过对国内外牵张成骨的实验研究做出

介绍，说明其观点和作用，以期能为之后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治

疗提供参考和思路。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1.1.1   检索人及检索时间   第一作者在 2021 年 8 月进行检索。

1.1.2   检索文献时限   检索 2021 年 8 月之前发表的相关文献。

1.1.3   检索数据库   PubMed 及中国知网数据库。

1.1.4   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Ilizarov、伊利扎洛夫、牵张成骨、

血管生成、内皮祖细胞、骨形态发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英文检索词：“Ilizarov，Distraction osteogenesis，Angiogenesis 
osteogenesis，Cytokine，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Bone mor-
phogenetic protein，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1.1.5   检索文献类型   研究原著及综述。

METHODS:  The articles on the mechanisms of bone healing and angiogenesis in the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on 
PubMed and CNKI. Duplicate articles and duplicate studies were excluded, while the included articles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re is a 3rd ossification mechanism in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distinct from simple fracture healing, “transchondral 
osteogenesis”. (2) During the healing process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bone stumps form microcolumn forming zones on both sides and eventually lead to 
interfibrillar zones, and complete mineralization and remodeling of the newly formed bone during the consolidation phase. (3) Factors such as interleukins,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 and the RANKL/OPG system have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s during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but all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bone formation or remodeling. (4) The process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is accompanied by substantial neoangiogenesis and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osteogenic cycle, whereas neovascularization and mineralization are the beginnings of bone regeneration. (5)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and 
cytokines such as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play a role in neoangiogenesis by promoting revascularization and mineralization in the distraction area, 
and their expression is regulated by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stretch after osteotomy, whereas the induced homing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to 
the site of bone regener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angiogenesis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6) Bone healing is mutually promoted and coupled with 
angiogenesis. The two ends of the osteotomy form a collagen fiber bundle under traction force, which eventually advances to the interfibrillar zone, where 
osteoblasts line up, gradually ossify, and undergo consolidation and remodeling to form mature, lamellar bone with bone marrow. Angiogenesis precedes 
the healing of bone and can occur after osteotomy, with blood vessels on the periosteal and endosteal surfaces at both ends of the osteotomy gradually 
proliferating and leading to interfibrillar zones, followed by complete communication of periosteal and medullary vascular networks at the distraction site. (7) 
The current study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macro - and micro processes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and the roles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ytokines in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and the healing mechanism of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needs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fracture healing; angiogenesis; interfibrillar zone;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cytokines;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LYU ZC, TU ZX, XU A, CHENG K, WANG HT, WANG B. Mechanism of bone healing and angiogenesis during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2;26(36):5881-5888. 

PubMed 数据库 中国知网数据库

#1 Distraction osteogenesis[Title/
Abstract]

#2 Ilizarov[Title/Abstract]
#3 #1 OR #2
#4 Angiogenesis[Title/Abstract]
#5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Title/

Abstract]
#6 Cytokines[Title/Abstract]
#7 bone morphogenetic
#8 vascular endothelial
#9 #4 OR #5 OR #6 OR #7 OR #8
#10 #3 AND #9

#1 牵张成骨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2 Ilizarov[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3 伊利扎洛夫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4 #1 OR #2 OR #3
#5 血管生成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6 内皮祖细胞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7 细胞因子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8 骨形态发生蛋白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9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10 #5 OR #6 OR #7 OR #8 OR #9
#11 #4 AND #10

图 1 ｜ PubMed 数据库及中国知网检索策略图

1.1.6   检索策略   中英文检索策略，见图 1。

检索 PubMed 和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

按照检索策略进行检索，初步检索到 395 篇，其中

中文文献 181 篇，英文文献 214 篇

初筛并剔除重复文献，随后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进

行筛查，并浏览文题和摘要

综合分析全文后，最终纳入文献 74 篇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1.1.7   检索文献量  初步检索到 395 篇，其中中文文献 181 篇，

英文文献 214 篇。

1.2   入组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原创且内容真实可靠的文章；②有关牵张成

骨的实验和综述文献。

1.2.2   排除标准   ①与该综述研究无关的文章；②涉及中医药的

相关文章；③结论不明确的文章；④重复性研究。

1.3   质量评估及数据提取   共检索到文献 395 篇，按照纳入及排

除标准及阅读摘要进行筛选，最终纳入文献 74 篇，其中包括研

究专著及综述，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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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Results 
2.1   牵张成骨过程中骨的新生与重建   
2.1.1   牵张成骨的成骨模式   目前牵张成骨技术广泛地应用于颌

面外科与骨科，并在下颌骨、颅骨及外周长骨的牵张愈合过程

中表现出相似的组织学特性。在牵张成骨的潜伏期，截骨端的

组织学和分子学特征和正常骨折间隙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牵

引成骨的新骨形成速度是一般骨折成骨的 2 倍
[3]
。有组织学研

究显示，在牵引三四周后，实验标本的标准化 X 射线片即可显

示位于间隙中央的透明间隙，且定量计算机断层扫描及双能 X
射线吸收法测量显示，早在开始牵引的第 10 天，牵张间隙就已

经有新骨矿化沉积
[4-6]

。

以往研究广泛认为，牵张成骨过程中只有 2 种经典的骨化

模式
[7-11]

，即软骨内成骨和膜下成骨。典型的软骨内骨形成可以

发生在潜伏期和牵张的早期，但是膜内骨形成才是牵张成骨过

程中成骨的主要机制，并且在后期牵张成骨的骨沉积中起到了

主要作用。直到有研究通过实验观察到在牵张成骨过程中，存

在于牵张间隙的纤维间区的骨基质中含有大量的“软骨样骨”
[12]
，

“软骨样骨”在组织学上类似一种骨与软骨组织的中间体，其

由一种软骨细胞样细胞组成，虽然地高辛 -11-UT 标记的互补

RNA 原位杂交显示这种细胞暂时表达Ⅱ型胶原 mRNA。但并不

具有软骨细胞的典型特征，也不具有经典软骨内成骨过程中的

毛细血管生成。由此提出了牵张成骨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

一般骨折愈合过程中软骨内成骨和膜内成骨的第3种骨化机制，

即“经软骨成骨”。HAMANISHI 等 [13]
发现在超微结构水平上，

潜伏期结束存在散乱的Ⅰ型胶原束。随着牵张的开始这些胶原

纤维束会逐渐增粗，并逐渐沿着牵张力的方向固定，随后位于

截骨端两侧的成骨细胞会逐渐沿着这些胶原纤维束进行沉积骨

化
[14-15]

。

2.1.2   牵引成骨对骨愈合的生理影响   牵张成骨的潜伏期与骨折

的早期愈合拥有相似的组织学特征，均伴有血肿形成和炎性细

胞及间充质干细胞的募集
[16-17]

，在骨折或截骨后炎症细胞、血

管母细胞、成纤维细胞、软骨母细胞和成骨细胞等不同细胞系

开始协同增殖从而形成初始骨痂
[18-19]

。但在随后的延长期和巩

固期与骨折愈合并不相同。在牵张成骨的潜伏期和牵张早期可

于骨膜附近观察到软骨内骨的形成，虽然在牵张间隙内未发现

软骨内骨，但牵张过程可能会抑制软骨的发育。在成骨过程中

并不在牵张间隙内形成软骨骨痂，而是在牵张间隙内形成一种

纤维血管桥，称为纤维间区
[3，20-21]

，见图 3。

胞
[3，11，22]

。在这个过程结束时，纤维间区是最后一个骨化的区域。

纤维间区两侧是高密度增殖的成骨细胞称为初级矿化前沿，这

些成骨细胞在新形成的毛细血管和血管窦区域进行初级矿化，

导致形成类似石笋和钟乳石的骨柱，称为微柱形成区。微柱形

成区从每处皮质断端向中心突出。这些微柱锥体在皮质切开面

的普遍直径为 150-200 μm，在牵张期，前成骨细胞在初级矿化

前沿和微柱形成区中的细长胶原纤维之间沿着拉伸方向排列。

在牵张晚期和巩固期早期，成骨细胞前体细胞分化为成骨细胞，

随后在初级矿化前沿处被矿化的基质包围，当基质完全矿化时，

最终成为骨细胞。当牵张结束时，初级矿化前沿从两端向中心

推进，连接纤维间区，最终完成骨转化，实现牵张成骨从微观

到宏观的改建。在整个牵张成骨过程中，新生骨的形成和改建

似乎更多地是由于牵张成骨过程中成骨细胞及破骨细胞的募集

和激活，而不是单个细胞活动水平的增加。类骨质的连续矿化

发生在牵张激活过程中，特别是在之后的巩固阶段。在巩固期

间，新骨的矿化完成，并发生骨重塑，形成成熟的，带骨髓的

板层骨。

牵张成骨的生物过程，见图 4。

图注：在牵张期，成骨细胞在新生血管区初级矿化形成微柱形成区，前

成骨细胞沿着牵张方向排列，随着时间推移成为骨细胞。在巩固期两端

初级矿化前沿向中心推进，连接纤维间区，最终完成骨转化

图 3 ｜牵张成骨模式图

骨端

新生骨柱 初级矿化前沿

新生血管

纤维间区
牵张方向 牵张方向

微柱形成区

骨端

2.1.3   牵张成骨在骨愈合中的分子效应   牵张成骨术截骨后血管

破裂立即形成血肿，激活的血小板聚集以控制受伤部位的失血。

一系列的生化和细胞事件开始诱导炎症反应。截骨后即刻 ( 潜
伏期 ) 阶段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 1 和白细胞介素 6 在早期表达

增加，促进细胞外基质合成和炎细胞招募
[17，21]

。在牵张期开始时，

成骨细胞、软骨细胞和拉伸应变最高的纤维间区内的椭圆形细

胞中白细胞介素 6 表达增加，导致白细胞介素 6 表达的第 2 次

高峰。此时，白细胞介素 6 被认为拥有通过促进成骨分化进而

促进膜内成骨的能力及调控牵张成骨过程中促进合成代谢和分

解代谢的作用
[21]
。

转化生长因子 β 超家族成员在牵张期也有上调。在牵引过

程中，转化生长因子 β 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同时抑制成骨细胞

的成熟，有效地延缓成骨细胞的分化，从而促进新骨的形成
[23-24]

。

骨形态发生蛋白属于转化生长因子 β 超家族，是一类可由骨膜

细胞分泌的具有多向调节作用的生长因子，对心脏、神经系统、

软骨发育以及骨组织的形成与修复等过程均起重要的调节作 

用
[25]
。其中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在骨损伤修复过程中发挥关键

性作用。

有研究通过对 35 只大鼠进行股骨延长实验，分别于牵张

结束后、牵张结束后第 1，3，5，7，9，14 天取材
[26]
，对股

骨延长区两侧骨缘进行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的免疫组化检测。

图 4 ｜牵张成骨的生物过程

(1) 血肿形成

(2) 炎症反应发生，炎症细胞及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募集

(3) 血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募集

(4) 初步骨痂与软骨形成

(1) 骨痂随牵张逐渐伸长

(2) 软骨吸收及软骨内骨形成

(3) 成纤维细胞与胶原纤维共同构成中心纤维带

(4) 胶原纤维束间出现新生血管

(5) 成骨细胞沿新生血管募集和排列

(6) 出现膜内骨化现象和初级矿化前沿

(1) 两端新生骨柱相互连接

(2) 破骨细胞被募集至牵张区，新生骨进行古德重建与

塑型

潜

伏

期

巩

固

期

潜

伏

期

纤维间区在形态上是成纤维细胞和软骨细胞之间的中

间体，其中富含软骨细胞样细胞、成纤维细胞和椭圆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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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牵张结束时，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在牵张间隙并不表

达；从牵张完成后 5 d，肥大的软骨细胞中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表达增强，牵张完成 7 d 后，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在靠近新生

骨的肥大软骨细胞和成骨样细胞中可见表达；而牵张完成后 

14 d，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表达下降，呈降低趋势，仅部分肥

大的软骨细胞和成骨样细胞可见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的表达，

证明了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在牵张结束后的矿化期高表达。但

有研究通过原位杂交和 Northern 印迹分析的方法发现在截骨后 

4 d，骨膜下未成熟骨痂的软骨前体细胞中就可以检测到骨形态

发生蛋白 2/4 mRNA 的表达
[27]
；在截骨后 7 d，软骨外骨痂和骨

内骨痂形成；同时，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mRNA 的表达降至术

前水平，随后在牵张期牵张力的作用下受到明显诱导一直维持

高表达状态。

初级矿化前沿处的软骨细胞和纤维间区内的卵圆形细胞受

到牵张机械力作用影响导致骨形态发生蛋白 2 及骨形态发生蛋

白 4 的表达特异上调，并且在整个牵张过程中一直保持，随后

逐渐消失；这些骨形态发生蛋白在初级矿化前沿处的软骨细胞

内和纤维间区内的卵圆形细胞内对机械应变保持高敏感性且具

有特异性的上调作用，进一步提示了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在牵

张成骨细胞增殖中起了重要作用
[27-28]

。虽然以往研究对于骨形

态发生蛋白 2/4 的表达时间及持续状态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

但都同样表明了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基因的表达增强是牵张成

骨过程中良好且持续的骨再生的原因，在牵张成骨骨再生的过

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正向作用
[29-30]

。FLOERKEMEIER 等
[29]

通过在

牵张成骨巩固期加入外源性骨形态发生蛋白 2 加速骨形成而缩

短了牵张成骨期间的治疗时间更证明了其作用。

有研究通过向裸鼠皮下组织植入过表达鼠骨形态发生蛋白

6 基因的 CHO 细胞，发现了诱导软骨内成骨的作用
[30]
。在牵张

成骨中骨形态发生蛋白 6 与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不同，其仅表

达于潜伏期纤维间区内的软骨细胞，随后其表达在牵张期下降，

证明了骨形态发生蛋白 6 基因对机械张力刺激无反应。骨形态

发生蛋白 6 下调是骨化从软骨内向膜内转变的主要方式，提示

了其在牵张成骨初始阶段软骨内成骨的作用
[27]
。

相较于骨形态发生蛋白 2/4/6 在牵张成骨中的明显过量表

达，骨形态发生蛋白 7 在牵张成骨过程中的表达和作用尚存在

不同的研究结果和意见。多数实验证明骨形态发生蛋白 7 常在

牵张成骨中呈现较低的表达水平。有动物实验通过对兔进行下

颌骨牵张，随后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对牵张区骨形态发生蛋白 7
的表达进行分析，实验结果显示骨形态发生蛋白 7 在牵张期间

在成骨细胞中的表达相对较弱
[31-32]

，LAMMENS 等
[33]

通过对小

鼠长骨实施牵张成骨，并在牵张期结束后检测骨形态发生蛋白

的表达，与兔的下颌骨牵张成骨实验中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即

骨形态发生蛋白 7 基因在牵张成骨中呈现低表达状态。SAILHAN
等

[34]
在其研究中对实验组家兔实施胫骨截骨术后注射外源性重

组骨形态发生蛋白 7，而对照组不应用，干预 7 d 后，以 0.5 mm/ 
12 h 的速度牵引 3 周，从牵张第 2 周开始，每周评估 1 次放射学、

超声和密度学参数。分别于牵张期结束及巩固期 1，2，3 周时

取材，经放射学评估显示，与注射重组人骨形态发生蛋白 7 的

实验组相比，对照组有增加骨愈合和骨分化的趋势，且对照组

各时间点骨矿含量均高于实验组；超声检查显示，实验组 92%
的动物在再生过程中出现囊肿，而对照组为 0%；超声检查和组

织形态计量学显示实验组骨再生延迟，并未显示出骨形态发生

蛋白 7 促进骨生长愈合的作用。上述实验均证实骨形态发生蛋

白 7 在牵张成骨中呈现弱表达，甚至对牵张成骨中骨的生长和

固结产生负作用。但也有研究表明在重组人骨形态发生蛋白 7

可刺激骨化再生率并增加牵张成骨过程中的骨矿物密度
[35]
。

一项英国的回顾性研究显示，临床中应用外源性重组人骨

形态发生蛋白 7 在治疗持续性骨折不愈合、髋臼重建后促进骨

折愈合、牵张成骨、游离腓骨移植骨折不愈合等领域也显现出

良好的疗效，653 例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82% [36]
。通过上述实验

及研究来看，外源性注射骨形态发生蛋白 7 可刺激骨化再生率

并增加牵张成骨过程中的骨矿物密度，骨形态发生蛋白 7 对牵

张成骨骨再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骨形态发生蛋白 7 对

牵张应力并不敏感，导致其在牵张成骨过程中不能过量表达，

从而其在牵张成骨中的作用不明显。而 SAILHAN 等
[34]

实验中骨

形态发生蛋白 7 对牵张成骨成骨的负作用，可能是因为其研究

的局限性 ( 注射液浓度，应用骨形态发生蛋白 7 注射液时间，

延长方案，评估时间较短等 ) 所致。

FARHADIEH等
[37]

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胰岛素衍生生长因子 1、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 及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都在初级矿

化前沿周围高表达，然后在巩固过程中下调，实验显示，实验

组的胰岛素衍生生长因子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均高于对照组，

很可能是牵张产生的机械应力促进了上述 3 种因子的过表达从

而起到了促进成骨细胞分化的作用
[37-38]

。但不同的是胰岛素衍

生生长因子更倾向于在骨再生的早期起到促进作用，而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的表达却相对滞后且广泛存在于破骨细胞之中，

但激活程度相较于对照组更为明显，这提示它在骨再生的重塑

阶段中所起的作用，破骨细胞的强烈染色可能是由于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在牵张成骨过程中持续的骨吸收的作用。这与另一

项研究结果相符
[39]
。

破骨细胞生成在牵张成骨中同样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

色，有助于于牵张成骨中的骨重建和塑性。核转录因子 κB 受

体 激 活 子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 ligand，RANK)
是一种在破骨细胞中表达的跨膜蛋白，属于肿瘤坏死因子

超家族，存在于破骨细胞中。当 RANK 与成骨细胞和其他基

质细胞产生的 RANKL( 核转录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 结
合时，RANK 被激活。会促进破骨细胞的形成。骨保护素 

(osteoprotegerin，OPG) 是一种抑制破骨细胞发育的蛋白质，作

为诱饵受体与 RANKL 结合，阻止 RANK 信号转导。破骨细胞的

激活因此被阻断，在严重的骨溶解患者中，RANKL/OPG 比率显

著升高，这种失衡与骨吸收机制有关。体外研究表明，RANKL
和 RANK 中的一种或两种都降低或不存在会导致骨化病和成熟

破骨细胞浓度降低；同样，RANKL 和 RANK 中的一种或两种的过

量会导致骨质疏松和破骨细胞活性增加而导致的快速骨质丢失。

有研究发现 RANK/RANKL/OPG 系统同样在牵张成骨期间的平衡

骨转换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40]
。与骨折愈合一样，RANKL/

OPG 系统的高表达比率促进破骨细胞生成。RANKL/OPG 比值在

潜伏期后期增加，并在巩固阶段达到高峰
[40-41]

，提示 RANKL/
OPG 在牵张成骨最后的骨成熟和塑形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目前骨愈合过程中相关因子的表达及

作用机制已相对明确，多数因子及蛋白已经被证实能够有效促

进牵张成骨过程中骨的再生与矿化。该综述的大量基础研究也

证明了其在牵张成骨动物模型中的作用，其中关于部分骨形态

发生蛋白的研究与作用较为成熟，已经成功应用于临床中骨不

连、骨延迟愈合等疾病的治疗当中，但许多现有研究成果仍未

在牵张成骨领域进行大规模应用。成骨蛋白在临床牵张成骨中

的应用及作用将会是今后的一大热点，今后应加快此方面的临

床研究，在做出新的创新型基础实验研究的同时，将现有的成

果进行转化，才能发挥实验研究的真正作用，牵张成骨过程中

成骨相关因子及蛋白表达及作用见图 5，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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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牵张成骨血管生成相关因子表达时相及强度

信号因子 潜伏期 牵张期 巩固期

早期 晚期 早期 晚期 早期 晚期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 +++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B + +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C + +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D ++ +
缺氧诱导因子 1α +++ +++

表注：“+”表示相关因子或蛋白表达强度

表 1 ｜牵张成骨骨愈合相关因子表达时相及强度

信号因子 潜伏期 牵张期 巩固期

早期 晚期 早期 晚期 早期 晚期

白细胞介素 1[17] +++
白细胞介素 6[17，21] +++ +++ +++
骨形态发生蛋白 2[27-30] ++ +++ +++ ++ +
骨形态发生蛋白 4[27-30] ++ +++ +++ ++ +
骨形态发生蛋白 6[27-30] +++ +++ +
RANKL/OPG[40，41] ++ ++ ++ +++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碱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37-38]

++ ++ + +

胰岛素衍生生长因子 1 [37-38] ++ ++

表注：潜伏早期为接受截骨牵张手术造模后 8 h；潜伏晚期为接受截骨牵张手术造

模后 4 d；牵张早期为截骨造模后 17 d( 牵张期第 10 天 )；牵张晚期为截骨造模后

28 d( 牵张期第 21 天 )；巩固期为截骨造模后 35 d。“+”表示相关因子或蛋白表

达强度或量的多少。RANKL/OPG 为核转录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 骨保护素

2.2   牵张成骨过程中血管的重建与矿化   
2.2.1   牵张成骨中的血管生成   血管生成是牵张成骨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对新骨的生成至关重要。机械牵引诱导的血管生成反

应比骨折愈合要大得多
[17]
。ARONSON[3]

通过定量氚闪烁测量，

发现牵张过程中的血流量增加到正常血流量的 10 倍。免疫组织

化学分析还鉴定了血管基膜层粘连蛋白和Ⅳ型胶原的2种成分，

为活跃的血管生成提供了证据
[45]
。新生血管生长方向同初级矿

化前沿相同。在纤维间区内，毛细血管是由新生窦状毛细血管

和新生运输毛细血管形成的。在巩固期间，骨膜和髓质血管网

在牵张部位连接。CHOI 等 [7]
在血管腐蚀铸型实验中发现牵引成

骨过程中的血供显著增加，骨膜与髓质血管增殖和矿化之间存

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密切关系。在实验的第 7-14 天，骨膜血管

增生较骨内膜血管明显；牵张期第 7 天 ( 实验开始第 14 天 ) 在
相应的牵张新骨形成区发现有来源于髓窦和骨膜血管的血管网

的早期形成；实验第 21 天 ( 牵引期结束 )，可以发现在牵张区

有来源于骨膜和骨内膜表面的血管广泛增生并通向纤维间区，

但纤维间区本身缺乏血管化，这个现象也验证了上文中提到的

纤维间区是最后矿化成骨的区域，牵张区血管的生长模式为：

血管的分支与新生骨新生微柱沿同一方向平行排列，可能表明

血管生成与矿化密切相关；实验第 42 天，牵张部位骨膜血管网

和髓质血管网完全连通，包括纤维间区，牵张间隙被再生的成

骨组织填充。

虽然在牵张期间就开始新的血管形成，但血管体积增加主

要出现在巩固期内，这表明在牵张成骨中血管生成和骨形成之

间存在联系
[46-49]

。MORGAN 等
[46]

发现，主动牵张期的主要特征

是周围肌肉的动脉生成，在巩固期间，血管生成主要发生在骨

内区域，血管形成从周围肌肉进入再生。强烈的成骨周期与血

管生成周期是同时发生的。

2.2.2   牵张成骨中血管生成的细胞分子学影响   作为血管生成 -

成骨偶联的关键调节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牵张成骨过程

中具有多重作用。牵张成骨截骨后即刻骨创伤后的血肿和随后

的炎症反应启动了骨修复，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这一过程中起

着关键作用，主要集中在骨损伤后的血肿中。据报道，血肿中

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浓度可以是血浆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浓度

的 15 倍
[26，50]

，截骨端形成的血肿缺氧诱导周围骨细胞过表达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或募集炎症细胞，从碎裂的骨基质、血小板

或浸润的天然免疫细胞中释放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可能与纤维

蛋白 (Nogen) 相关的肝素结合，并被隔离在纤维蛋白基质中，

使血肿中的纤维蛋白基质成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储存库
[49-51]

。

此机制也对牵张成骨过程中后续的新生血管生成提供条件。在

后续牵张机械力的作用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会从成骨细胞中释

放出来，并通过自分泌机制调节成骨细胞的分化和矿化
[52-53]

。

来自成骨细胞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结合相邻内皮细胞上的

受体，可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并促进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从血

管中释放
[54]
。JACOBSEN 等

[55]
通过对小鼠使用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抗体阻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R1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 降

低了小鼠牵引成骨模型中的血管生成反应和骨再生，说明了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介导的血管生成的重

要性。另有研究证明可以通过敲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2 基因

从而减少成骨细胞分化
[56]
，但 ECKARDT 等

[57]
通过给兔注射外

源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或抑制剂并不能影响早期成骨细胞系细

胞的分化，实验组骨血流、扭转刚度、骨矿物质含量和骨再生

的组织形态学等指标和对照组并无明显差异，这表明可能只有

成骨细胞内分泌的内源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才能在刺激成骨细

胞分化和矿化方面发挥作用。

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成员中，只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和 Neuropilin( 一种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 在牵张阶段显著上

调
[58]
。牵张成骨过程中新生血管的形成可能是由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A 和作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替代受体的 Neuropilin 诱导的。

在牵张成骨过程中，其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配体和受体的表达

比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和 Neuropilin 低很多倍，且难以量化，

见表 2。

图 5 ｜牵张成骨过程中成骨相关因子及蛋白时象表达及作用

潜

伏

期

(1) 截骨后白细胞介素 1/6 表达上调，随后恢复至基线水平
[17，21]

(2) 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在潜伏期早期升高，促进前体细胞向软骨

细胞及成骨细胞分化
[27-30]

(3) 骨形态发生蛋白 6 在潜伏期晚期升高，表明其在软骨内骨化中

的作用
[27]

(4) 核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 骨保护素 (RANKL/OPG) 比值增

高，表明骨吸收增加
[40-41]

(1) 白细胞介素 6 在牵张期再次增高，提示其促成骨细胞分化，促

进膜内成骨的作用
[21]

(2) 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与其他转化生长因子 β 家族因子在牵张期

高表达，持续刺激骨的形成
[27-30]

(3) 骨形态发生蛋白 6 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表达
[27]

(4) 核转录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 骨保护素在牵张早期处于

较高水平，促进潜伏期软骨成骨中软骨的持续吸收
[40-41]

(5)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与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表达增多，起到

促成骨细胞分化的作用
[37-38]

(1) 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表达下降，逐渐消失，表明成骨作用开始

减弱
[27-30]

(2)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在破骨细胞中表达，表明其在骨重塑

中的作用
[37-38]

(3) 核转录因子 κ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 / 骨保护素表达增高，在牵

张成骨最后的骨成熟和塑型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
[40-41]

巩

固

期

牵

引

期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在初级矿化前沿内的成熟成骨细胞和

微柱形成区的破骨细胞中表达
[59]
，在牵张成骨的胫骨模型中部

分阻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导致膜内骨化的阻断，但允许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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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生成，而完全阻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既抑制成骨又抑制软骨

生成
[60]
。牵张成骨过程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的主要来源是周

围肌肉内的间充质细胞。通过这些血管然后合成促进牵张成骨

过程中骨形成的形态原 ( 例如，骨形态发生蛋白 2/4 等 )[48]
。与

骨折愈合相比，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 的上游激活因子缺氧诱导

因子 1α 在牵张的骨中显著上调
[61]
，提示许多与缺氧诱导因子

1α 相关的下游基因在牵张成骨过程中促进新骨形成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缺氧诱导因子和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通路在牵张成骨过程中的血管生成 - 成骨耦合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62-64]

。

骨的发育和重塑还依赖于成骨细胞和骨微环境中的其他细

胞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特别是血管内皮细胞，它可能是骨中

复杂互动通讯网络的关键成员。在一项动物实验中发现，在小

鼠牵张成骨模型中，内皮祖细胞比例增加的时间模式与骨折愈

合模型相似，均表现为外周血和脾脏内皮祖细胞比例增加，骨

折 ( 截骨 ) 后达高峰，但牵张成骨中内皮祖细胞比例在牵张和巩

固期再次增加
[65]
。说明牵张阶段的缺血应激可能会产生诱导内

皮祖细胞动员的信号，且内皮祖细胞可通过刺激血管生成加速

牵张成骨期间的骨再生
[66]
。而内皮祖细胞数量的后期二次上升

和激活与牵张和巩固阶段活跃的新血管及新骨形成时相一致，

这种时间关系表明，持续的牵张力可以诱导骨髓内皮祖细胞动

员，动员后的内皮祖细胞有助于增加牵张成骨期间的新生血管。

在该实验随后的异体体外扩增的内皮祖细胞移植实验中，发现

移植的内皮祖细胞除了停留在脾脏的细胞外，外循环中的内皮

祖细胞呈剂量依赖关系，其中绝大部分存在于微柱形成区。表

明在骨折愈合和牵张成骨过程中，外周血单核细胞中内皮祖细

胞的比例增加，骨折或截骨断端新生骨痂表达的细胞因子可能

在骨髓内皮祖细胞动员中起作用。骨痂表达与内皮祖细胞归巢

相关的黏附分子，循环中内皮祖细胞数量的增加导致内皮祖细

胞归巢到骨再生部位的数量增加。因此，由骨再生部位的信号

动员的内皮祖细胞似乎有助于新生血管的形成，从而增加骨折

愈合和牵张成骨的血流量。

LEE 等
[67]

通过研究包括 13 例接受长骨肢体延长手术的患

者，并分别于手术前、截骨后第 2 天或第 3 天、牵张开始前和

牵张开始后第 7-14 天采集外周血样，对采集到的血样进行血细

胞分类计数、单核细胞培养、流式细胞仪分析和血浆细胞因子

水平测定等操作。在手术后白细胞数量和 C- 反应蛋白均升高，

内皮祖细胞集落数量增加，且血浆中动员内皮祖细胞细的细胞

因子 ( 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水平升高。由于已知在牵张成骨期

间，牵张张力会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 mRNA 表达，且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由于其本身具有促有丝分裂和迁移的作用，在血

管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内皮细胞
[68-71]

。此外，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还促进体内内皮祖细胞的分化，并诱导骨髓中的

内皮祖细胞动员
[72]
，因此牵张 - 巩固阶段的血管增殖和生成可

能大部分归因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牵张成骨中骨的再生与血管的再生矿化息息相关，互相耦

合关联，血管的再生与矿化是一切骨愈合与再生的起点。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在许多临床试验中已经被验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信今后通过一系列临床试验可以确定其用量、用法，进而应

用于临床治疗之中。其次内皮祖细胞、间充质干细胞等前体细

胞在血管生成与重建中同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各种前体

细胞除可以通过缺血应激、应力效应募集外，同样广泛存在与

骨髓之中。因此在临床手术中，尽力避免损伤术区血供，降低

热损伤，保护骨髓细胞也将对愈合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合理

的牵张速度和治疗方案同样对牵张区血管的再生有重要的意义。

2.3   牵张成骨机制总结   牵张成骨修复的过程十分复杂，在截骨

术后即刻形成血肿，发生炎症反应，白细胞介素 1 和白细胞介

素 6 在早期表达增加，促进细胞外基质合成和炎细胞招募启动

了修复的第一步。进入牵张期后，牵张力的介入可使内皮祖细

胞等功能前体细胞被激活和募集，使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开始过

表达和生成，这些机制均在血管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随后新

生血管开始大规模生成，其发生早于新生骨的再生，被认为是

牵张成骨的起始和开端。机械牵张诱导的血管生成反应相较于

潜伏期更为剧烈，截骨两端骨膜和骨内膜表面的血管逐渐增生

并通向纤维间区，随后牵张部位骨膜血管网和髓质血管网完全

连通。在此期间，成骨细胞沿着新生血管和纤维束排列，骨形

态发生蛋白等细胞因子参与其中促进多种来源的干细胞从截骨

端至纤维间区逐渐骨化，经过骨的矿化与塑性。最终在牵张区

形成新生骨。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3.1   国内外牵张成骨的发展与不足   Ilizarov 自从 20 个世纪引入

中国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骨科、修复重建及矫形医生的探索

和创新，已经成功完成在本土的转化，Ilizarov 技术目前已经广

泛应用于骨科、颌面外科及肢体矫形重建领域，在应用 Ilizarov
技术治疗双侧肢体不等长、肢体先天及创伤后畸形、下肢慢性

缺血性疾病方面均取得了满意疗效
[73-74]

。尽管 Ilizarov 方法在骨

骼损伤和一些疾病中的可能应用具有很大的通用性，但仍存在

相应的不足，如卧床时间过长影响功能锻炼以及带来并发症、

带架时间过长不符合患者心理预期影响患者心理，新生骨的质

量不能得到保证等，关于如何缩短治疗时间、优化成骨质量、

减少并发症的出现等问题尚无良好的解决方法。相信随着研究

的深入，新药物的开发，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为患者带来更优的治疗方案。

3.2   既往他人在该领域的贡献   自牵张成骨技术诞生以来，如何

提高牵张成骨的成骨质量与速度成为了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目

的。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与临床分析，牵张成骨的生物过程已

经逐渐完善，各种细胞因子及相关蛋白在牵张成骨中的作用得

到了验证和分析，并有相当一部分实验结果作为新的治疗方式

已经应用于临床治疗中，有效提高了新生骨的质量，缩短了治

疗时间，极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并应用于骨不连等其他疾病

的治疗中，为广大患者提供了便利，带来了希望。

3.3   作者综述区别于他人他篇的特点   文章通过总结以往国内外

对牵张成骨研究现状，介绍了牵张成骨的成骨模式，以新生骨

的生成和新生血管生成矿化 2 个视角出发，重新进行归纳总结

并加以联系。在新生骨的生成和新生血管生成矿化 2 点上单独

进行宏观构筑和微观机制的阐述，详细说明了牵张成骨的重建

过程。通过对国内外牵张成骨的实验研究做出介绍，详细说明

其观点和作用，并对众多牵张成骨实验中分别涉及的细胞因子

及相关蛋白进行综述介绍和总结归纳，明确了其功能和作用。

3.4   综述的局限性   对研究结果的表述不够深入，关于牵张成骨

细胞通路研究纳入不足，更多的机制研究尚有待补充。

3.5   课题专家组对未来的建议   回顾研究了自牵张成骨技术诞生

以来的国内外的基础实验研究，概述了目前已有的研究内容和

结果。目前国内关于牵张成骨的基础研究仍稍显欠缺，未来希

望有更多国内学者在牵张成骨方面进行基础实验的研究。目前

骨形态生成蛋白等相关蛋白在骨愈合及成骨中的作用已明确，

未来应加强相关因子在临床中的研究，加快成果的转化，更早

地服务于临床治疗。

关于牵张成骨技术中骨愈合及血管生成的愈合机制尚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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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日后应对牵张成骨技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加强基础实验

与临床治疗的结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使科研成骨迅速、精

确地反哺于临床。使牵张成骨技术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为更

多的临床患者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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