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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來人工植牙的發展十分快速，根據 2007 Jackson 等人的報告 1，美國在

1982- 2002 這二十年間植牙手術的病例數的成長超過十倍且仍在持續成長中。目
前植牙手術解決了臨床上諸多缺牙的問題：如缺牙區的贋復、單顎全口活動義齒、

及上下顎自然牙對缺牙區咬合的問題，可避免因為製作牙橋而修磨牙齒，並可減緩

病患的齒槽骨高度及厚度的流失，提供病患更健康、舒適的咀嚼功能。然而植牙的

成功率仍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因此必須系列性地探討。

植牙的成功與失敗

今日植牙手術中影響成功率最重要的

因素為植體與骨組織間的骨整合程度，而

Brunski 在 1998年提到人工植體植入後在
骨質中的移動量若超過 100 μm，就會導
致骨整合的失敗 2，因此減少人工植體植入

後的微量移動，是植牙成功的重要因素，一

般而言植牙床若是具有好的骨質與較多的

骨量，在植體植入後具有較高的初期穩固

度。然而造成病人植牙床骨組織條件不良的

原因有很多，可能與年齡、缺牙時間的長短

及其解剖位置有關，Hallman在 2005年提
到臨床中上顎骨後牙區的植牙成功率是最

低的，原因主要為此區的骨頭比較疏鬆 (常
為 D4) 及其解剖構造的特殊性 (緊鄰上顎
竇)，造成植牙初期的穩固度較差 3，因此骨

組織的條件對於植體初期的穩固及日後的

癒合十分重要。

在植牙成功率中骨組織的量是非常重

要的一環，Palti 在 2002 年提到在植牙手
術中95% 的失敗是由於骨組織的量不足所

造成 4，前牙區骨質厚度不足、缺牙過久齒

槽骨吸收嚴重或是上顎竇過低的患者，常會

產生植體初期的穩固度不足、術後外露或是

上顎竇穿透的問題 (圖一)，因此在手術中大
約 65%的患者必須利用骨移植材料進行骨

質重建或是上顎竇增高術(maxillary sinus
lifting)以提升植牙位置的骨質量 4。

圖一 植牙失敗的原因與後果

(http://sanramonoralsurgery.com/picts/Sinus%20Lift.jpg)

骨填補材料的使用

利用骨填補材料來進行骨組織再生已

經有數十年的歷史，骨移植材料大致可分為

天然性材料與合成性陶瓷材料兩大類。

http://sanramonoralsurgery.com/picts/Sinus%20Lif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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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性材料：

自體移植骨是臨床首選的 “黃金標
準”(gold standard)，由於自體骨具有骨誘導
作用 (osteoinduction)，並且隨著自體骨骼
的吸收及血管的生成，其內的骨母細胞

(osteoblast) 開始分化成骨，使新生的骨組
織得以形成，但自體骨骼除了來源取得相當

有限之外，還會造成取骨處的傷害，因此限

制了自體移植材料的應用。而異體移植骨

(allologous bone) 則是由屍骨經過消毒處
理而取得，異體骨在癒合過程中，可能會受

到移植骨抗原的影響而產生免疫反應，因此

免疫反應是造成異體骨植入失敗的主要原

因；並且還有人體免疫缺乏病毒 (HIV) 以
及肝炎 (hepatitis) 等疾病傳染的風險，因
此造成異體移植材料在臨床使用的風險與

限制。

二、合成陶瓷材料：

生醫陶瓷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故

被廣泛地應用作為骨科及牙科的置換材

料，由於生物體骨及牙齒所含的無機質主要

為磷酸鈣鹽類的氫氧基磷灰石 (HAp)，因此
根據仿生的觀點，磷酸鈣鹽是最常被用來作

骨移植的取代材料。磷酸鈣鹽的合成可依照

不同的鈣磷比 (Ca/P ratio) 及反應溫度生
產出各種不同型態的磷酸鈣材料，如雙鈣磷

酸鹽 (DCP)、三鈣磷酸鹽 (TCP)、氫氧基
磷灰石 (HAp) 及四鈣磷酸鹽 (TTCP)。生
醫陶瓷植入體內之後，隨著降解與吸收，新

骨逐步取代植入體，最後完全取代植入物，

進而達到骨組織再生的效果，因此生醫陶瓷

的吸收速率必需與骨再生的速率相當，才能

達到最佳的骨再生效率，一般而言目前臨床

所使用的合成陶瓷材料多由氫氧基磷灰石

(HAp) 及 β三鈣磷酸鹽 (β-TCP) 所製成，
由下列表一可以得知，傳統的骨填補材商品

如：氫氧基磷灰石 (HAp) 的吸收時間約為
一到三年，β 三鈣磷酸鹽 (β-TCP) 的吸收
時間約為半年到一年，而硫酸鈣的吸收時間

大約只有一到兩個月 5。  Alexander 在
2006 年提到在植牙手術中齒槽骨若是還有
尚未吸收完全的骨填補材，將會影響種植床

(implant bed) 的處理 6，Knabe 也在 2008
年提到在牙脊保存術所使用的骨填補材，其

吸收時間最好低於六個月，不然會影響骨組

織的癒合速度進而延緩植牙的療程 7，因此

吸收時間超過半年的填補材較適於骨科大

範圍缺損的骨再生時程，並不適於植牙手術

中生理結構複雜且較小的骨缺損再生應

用，一般來說骨組織在無應力的情況下大約

三到六個月左右才會逐漸成熟 8，因此若是

使用硫酸鈣此種吸收時間較快的骨填補材

(1-2 個月)，反而會造成軟組織的侵入進而
造成骨組織的再生不佳。

表一 不同骨填補材商品之吸收時間比較 5

根據上述理由，吸收時間三到六個月

的合成骨填補材才是真正適合牙科需求的

產品。目前的生醫陶瓷材料中似乎只有六到

十二個月吸收時間的 β三鈣磷酸鹽，較接近
牙科三到六個月的臨床需求，但是報告指

出，在 HAp/β-TCP複合材的細胞培養實驗
中，β-TCP含量較低的組別，其細胞貼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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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較高，證實了 HAp 對於細胞的親和力比
β-TCP 好，並且在牙周骨缺損的實驗中，
HAp/ β-TCP 比例為 65/35 與 85/15 的雙
相磷酸鈣組別，較其他組別 (0/100, 50/50,
100/0) 有較佳的牙周骨附連新生  (new
attachment)9，由此可見 HAp 對於骨性細
胞的生物活性比 β-TCP 要高，因此近年來
陶瓷骨填補材料的設計逐漸以 HAp 與
β-TCP 所複合的雙相骨填補材為主流，本
文依照其組成的不同及廠牌整理如表二。

表二 市售顆粒狀磷酸鈣骨移植材之產品成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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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提到植牙對於骨填補材吸收的時

間需求約為三到六個月，但 β-TCP 六個月
到一年的吸收時間已高於臨床需求，若是為

了提高材料生物活性，添加降解時間更長的

HAp，勢必會延緩材料的吸收時間，進而拉
長植牙的治療時程，因此在生物活性與降解

時間的取捨與平衡，實是目前骨填補材研究

發展的最大挑戰。根據基本材料學的降解機

制，生醫陶瓷植入體內後會被體液溶解進而

被組織吸收，而溶解速率決定於材料的比表

面積大小與結晶度，理論上比表面積越大且

結晶度越低的材料其溶解速率越快 10。一般

市售商品所合成的 HAp 皆為高度結晶的燒
結體，但是實際上生物體骨內的無機質為低

度結晶 (poor crystalline) 的氫氧基磷灰石

(PC-HAp)(圖二)10，因此根據仿生以及控制

降解速率的概念，新一代的雙相骨填補材，

為利用孔洞成型技術所製作的低結晶性多

孔性骨填補材，藉由降低 HAp 的結晶性及
多孔的高比表面積特性，在提高細胞活性的

同時兼顧增加陶瓷材料的溶解速率，讓填補

材同時具有 HAp 高度的細胞親和性以及適
當的降解吸收能力，以達到最佳的骨再生效

率並縮短植牙療程，市售商品博納骨

-BonaGraft® (維綱生技 BioTech One Inc.,
Taiwan) 即是以上述概念所設計的新一代
骨填補材。

圖二 (A)一般市售商品所合成的HAp 與(B)骨組織的
     HAp 之 X光繞射分析結果 10

市售商品的差異性及促進骨再生之效果

由圖三可以觀察到 BonaGraft® 雙相
磷酸鈣之結構型態，此產品具有相互連通且

緻密的多孔結構，此孔洞結構可以大幅提高

比表面積進而縮短降解時間，同時在結構表

面的細微孔洞(micro-pore) 其粗糙的表面
可以提高骨母細胞的活性及貼附能力 11，而

連通的巨孔結構讓細胞及血管組織易於長

入，進而促進骨癒合的速度 12。

進一步地分析市售商品 BonaGraft®

(PC-HAp/β-TCP = 60/40)、 BonaG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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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TCP)、MBCP® (HA/β-TCP = 60/40) 與
Cerasorb® (β-TCP) 的結構表面型態，由圖
四 發 現 ， 不 論 是 BonaGraft®

(PC-HAp/β-TCP = 60/40) 或 是

BonaGraft® (β-TCP) 其結構表面皆佈滿非
常緻密的孔洞結構，MBCP® (HA/β-TCP =
60/40) 的表面相對地比較平整並無顯著孔
洞結構，而 Cerasorb® (β-TCP) 則是有非
常稀疏的孔洞結構存在，因此依照上述的理

論，具有良好孔洞性質的市售商品

BonaGraft® 應會有較短吸收時間與較佳

的細胞親和力及骨再生速度。

圖三 BonaGraft® 雙相磷酸鈣之結構表面型態

在動物實驗中可發現所有的市售商品
13，在植入 8 週後皆有新生骨組織的生成
(圖五)，並且無任何不良反應發生，在新生
骨 生 成 率 部 分 ： BonaGraft®

(PC-HAp/β-TCP = 60/40) = 68.1% 、
MBCP® (HA/β-TCP = 60/40) = 59.2%、
BonaGraft® (β-TCP) = 49.4%、Cerasorb®

(β-TCP) = 61.4% 而 控 制 組  (empty
control) = 24.48% (表三)。

圖四 各式雙相磷酸鈣市售商品之表面結構型態比較

圖五 各式雙相磷酸鈣市售商品植入缺損部位八週後

之組織切片圖 (米格魯齒槽骨缺損模型)

表三 各式雙相磷酸鈣市售商品植入缺損部位八週

後，新生骨面積之比較與信度 (CV) 之分析

※CV用在不同組別間平均值有差距時，比較各組別內機率
的分佈是否平均，CV越大表示個體間變異越大，分佈較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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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控制組 (empty control) 在
手術後八週新骨的生成結果不佳，而含有

PC-HAp 及 β-TCP 的雙相骨填補材

BonaGraft® 其新骨生長率高達 68.1%，明
顯高於市售商品MBCP® 與 Cerasorb®。根

據信度 (Coefficent of variation, CV) 的計
算結果 (表三)，發現控制組 (empty control)
與MBCP® 其 CV值各為 45.64與 40.83，
皆大於 Cerasorb® (10.53)、BonaGraft®

(PC-HAp/β-TCP = 60/40) (17.14) 與
BonaGraft® (β-TCP = 100%) (26.29)。以新
骨 的 生 長 情 形 而 言 ， BonaGraft®

(PC-HAp/β-TCP = 60/40)、  BonaGraft®

(β-TCP = 100%)與 Cerasorb® 的新骨生長

較為均勻，而控制組 (empty control) 與
MBCP®組別的分布較不一致。並且由實驗

結果發現，BonaGraft® (PC-HAp/β-TCP =
60/40)的新骨生成的均勻度 (17.14) 遠高
於 MBCP® (40.83)，相較於其他商品，
BonaGraft® 在生物體內吸收比較均勻，因
此較適合新骨生長。由上述的結果可以得知

添加結晶度較低的 PC-HAp 除了對於骨細
胞 的 親 和 力 較 高 ， 相 較 於 一 般 的

HAp/β-TCP 雙相磷酸鈣，BonaGraft® 吸收
比較均勻且快速，同時其多孔的構型十分適

於骨性細胞及血管組織的生長，因此非常適

於齒槽骨的再生應用。齒槽骨保存(ridge
preservation)病例中 (台北醫學大學人體
試驗核准案號: P960116)，也證實在拔牙傷
口中利用 BonaGraft® 作為骨填補材，大約
六個月齒槽骨就可完全再生，並且無任何不

良反應 (圖六)。

在上顎竇增高術 (maxillary sinus
lifting)的病例中 (台北醫學大學人體試驗

核准案號: P960116)，經由 BonaGraft® 的
移植可以從 X 光片觀察到上顎竇中材料移
植區域的骨再生情況也相當良好 (圖七)。

圖六 齒槽骨保存術病例 (BonaGraft®)

圖七 上顎竇增高術病例 (BonaGraft®)

圖八 上顎竇增高術病例之 CT 照片，病例概要：68
歲女性，具有牙齒欠缺、咀嚼障礙及齒根尖病

變(山道信之/糸瀨正通 教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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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山道信之及糸瀨正通教授在

2008 年所著作的上顎竇增高術一書中 14，

病例報告中有一位 68歲長時間缺牙且齒根
尖病變的女性患者，根據電腦斷層掃描的結

果發現(圖八)：上顎竇內壁與近遠心的距離
(e = 37 mm, e, = 24 mm)、上顎竇內壁高度
(g = 8 mm)、在齒根尖位置，上顎竇突出距
離 (k = 2.5 mm) 且骨質密度為 D3。

圖九 所使用之雙相骨移植材與三層上顎竇增高術

(sandwich sinus floor elevation)治療示意圖 13

圖十 三層上顎竇增高術 (sandwich sinus floor
elevation) 治療處理過程 13

手術利用 BonaGraft® 與自體移植
骨，進行複雜的三層上顎竇增高術

(sandwich sinus floor elevation) (圖九)，將
竇窗打開後利用竇膜剝離器將竇膜提升，再

於竇膜側放入不可吸收性的 HAp 作為底
層，再將 BonaGraft® 與富血小板膠 (PRP)
的混合物放在中間，最後將 BonaGraft® 與

自體骨混合放在齒槽骨側的位置 (圖十)，最
後種入植體再進行縫合，十個月後經由 X
光的觀察骨頭癒合的狀況十分良好，並經由

CT 的觀察發現上顎竇膜的下方已有許多新
生骨長成 (圖十一)，因此在較複雜的上顎竇
提昇術中，將 BonaGraft®與 PRP或是自體
骨混用對於骨再生的效果非常顯著。

圖十一 三層上顎竇增高術 (sandwich sinus floor
elevation) 治療術後結果 13

未來的方向與發展

在骨填補材的未來發展中，目前最新

一代的骨填補材如BonaGraft® 雖然具有良
好的細胞親和性及適當的降解吸收時間，但

是在面對較為複雜的上顎竇增高手術，時常

還是需要藉由自體骨或是異體移植骨的添

加以提供骨誘導性質，進而提高骨組織癒合

的效果，因此新一代的雙相骨填補材除了提

供骨引導性質之外，還必須同時具有骨誘導

性質，才能取代自體以及異體移植骨的使

用。近年來有文獻提到硫酸鈣此種降解速率

較快的骨填補材，似乎具有骨誘導的特性
15，因此若是能與目前的雙相磷酸鈣形成複

合材，應能改善硫酸鈣吸收過快的缺點，並

且提高骨填補材對於骨組織的再生速率，也

有文獻提出在骨填補材中添加 RGD
peptide 也能提供材料骨誘導的性質 16，而

上述新產品的研發，本實驗室已接近完成之

階段，希冀不久後能夠有更先進新型的商品

化產品出現，以完全取代自體及異體移植骨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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