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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壳聚糖是一种可降解的生物高分子物质 ,具有广谱抑菌、增强免疫力、保湿、促进上皮生长、

加速组织修复等特殊功能 ,可用作组织工程支架、药物缓释剂 ,在口腔软硬组织损伤、牙周、牙髓、尖周病、口腔

溃疡治疗及口腔预防医学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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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hitosan is a biodegradable high molecular polymer. There are some special functions in broad antimi2
crobial spectrum , enhancing immune , persisting moist , promoting regeneration of the epithelium and rehabilitation of the or2
gan . It is also a kind of tissue frame , delivery of slow release medicament. It has high applicable value in increasing repair of

oral tissue , treatments of periodontal or periapical diseases and oral ul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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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聚糖 (又称甲壳胺) 是自然界中唯一带正电

荷的氨基葡聚糖 ,由海洋甲壳类生物、昆虫和其他

无脊椎动物外壳中的甲壳素[B - (1 - 4)聚 - 2 - 乙

酰胺基 - D - 葡糖 ]脱乙酰化制得 ,具有良好的生

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无毒、无免疫原性、高安全

性。在医学中壳聚糖及其衍生物制品已用作透析

膜、伤口愈合促进剂、血液抗凝剂、药物载体等。现

将壳聚糖在口腔医学方面的应用综述如下。

1 　壳聚糖在牙周病治疗中的应用

壳聚糖制成可溶性凝胶、膜剂、滴剂用于牙周

病治疗 ,能促进牙周上皮生长和组织修复 ,为牙周

病治疗提供新方法。口腔内特殊化学环境和唾液

机械冲刷作用 ,使牙周袋内和口腔黏膜表面的药物

发挥作用的时间变短 ,疗效降低。采用生物附着性

能良好的壳聚糖材料制成凝胶或膜剂作为药物载

体 ,可以延长药物在牙周袋和口腔黏膜的停留时

间 ,提高药效。Needleman 等[1 ,2 ]实验证明 ,以壳聚

糖为载体制成含有不同治疗药物的牙周袋内缓释

剂 ,通过 r - 荧光图测定壳聚糖载药后在牙周袋内

清除情况 ,发现壳聚糖凝胶融胀后高分子链松弛 ,

药物得以释放 ,药物释放速率与材料的融胀呈正

比。Tarsi 等 [3 ]发现壳聚糖在口腔黏膜的附着时间

大于 4 d ,存留时间明显长于黄原胶口胶和聚乙烯

氧化物等生物附着性强的材料 ,认为壳聚糖是更理

想的口腔药物的载体。壳聚糖凝胶形成物理或化

学交联网格 ,能适应口腔复杂的环境 ,促进口腔上

皮软组织再生 ,具有抑菌作用 ,降低机体的感染机

会[4 ] ,还能激活免疫系统 ,以非特异免疫反应增强

机体的免疫功能 ,制成口腔溃疡膜并添加中药、上

皮生长因子等药物 ,有助于提高复发性口疮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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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壳聚糖可作为组织工程材料 ,为牙周组织的

重建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壳聚糖为天然高分子

材料 ,其降解产物为氨基多糖 ,是机体代谢所需产

物 ,不会产生不良的组织反应。材料表面具有润滑

性 ,能减少组织的黏附又降低细菌的附着 ,插入和

植入组织时 ,能极大地减少体内细胞和组织受损。

这种天然高分子材料与人工材料相比具有细胞特

异性黏附及特异基因激活的识别信号。壳聚糖作

为碱性多糖 ,在细胞培养的 pH 值范围内 ,可计算

出保持正电荷的氨基百分数。这些正电荷和细胞

表面的负电荷相互作用影响细胞附着 ,从而有利于

细胞的生长和分布[6 ] 。张毅等[5 ]将壳聚糖制成牙

周引导组织再生膜进行实验 ,结果显示壳聚糖无毒

性和刺激性 ,生物相容性良好 ,可作为牙周干细胞

移植的生物支架 ,同时又是很好的缓释系统 ,如能

辅以最佳组合的生长因子、细胞因子以改善组织再

生环境 ,为研制适合牙周手术的壳聚糖再生膜而提

供依据。

2 　壳聚糖在防龋中的应用

壳聚糖直接在口腔中应用可以杀灭或抑制致

龋菌 ,国外已有壳聚糖为主料的口胶、牙膏、漱口水

销售。Tsai [7 ]证实壳聚糖在酸性条件下分子中的

质子化胺具有正电性 ,吸附带有负电荷的细菌 ,使

细菌的胞壁溶解 ,胞膜变形破裂 ,胞的内容物水、蛋

白质等渗出细菌溶解而致其死亡 ,认为低分子量壳

聚糖及衍生物能够阻止链球菌附着于牙表面。

Tarsi 等[3 ]证实壳聚糖在口腔溶菌酶的作用下发生

降解 ,代谢产物和壳聚糖本身都含有氨基呈碱性 ,

可中和部分酸改善口腔内环境及唾液的酸碱度 ,有

明显减少龋发生的潜力。壳聚糖在药剂中的应用

价值 ,有望成为新型防龋疫苗的良好载体 ,更好地

发挥疫苗的功效。

3 　壳聚糖在牙髓病治疗中的应用

刘晓勇等[8 ]研究了用壳聚糖进行小型猪牙盖

髓实验 ,以氢氧化钙作为对照 ,观察术后 2、4、13 周

牙髓腔穿孔下方修复性牙本质桥的形成 ,发现随时

间的延长修复性牙本质桥逐渐完整、致密 ,证明壳

聚糖能诱导修复性牙本质形成并有良好的生物活

性。与氢氧化钙相比 ,壳聚糖不引起浅表牙髓组织

的坏死 ,形成的牙本质桥结构更致密 ,封闭更好 ,但

牙本质桥形成速度二者大致相同。壳聚糖很可能

成为新的生物型牙髓治疗药物 ,提高盖髓术、根管

充填术和根管外科的疗效。

4 　壳聚糖促进颌面组织修复

Lee 等[9 ]成功的将成骨细胞接种于壳聚糖 - 聚

三磷酸钙膜上进行培养 ,在体外产生了骨样组织 ,将

该材料膜技术与骨形成蛋白结合可加速骨的愈合并

能恢复良好的外形。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是重要的

创伤修复因子 ,与壳聚糖膜复合植入体内可促进骨

形成和钙化[10 ,11]。Hidaka 等[12]通过组织病理和免

疫组化的研究 ,证实壳聚糖的衍生物能促进植骨处

骨组织生长。Kostopoulos 等[13]进行了壳聚糖微球用

于小鼠颌骨内引导骨组织再生的研究 ,提示壳聚糖

可以促进颌面部骨损伤的修复作用。赵峰等[14]对

壳聚糖 - 明胶网络/ 羟基磷灰石复合材料支架进行

了研究 ,表明支架材料具有良好生物相溶性、生物降

解性和可塑性 ,有利于骨细胞的置入、黏附和骨细胞

营养成分的渗入与代谢产物的排出。壳聚糖及复合

制品有望成为新的骨替代材料用于颌面骨折或骨缺

损的修复。日本学者正在研究将壳聚糖喷涂于种植

体表面提高种植体的成功率。

壳聚糖能加速伤口愈合、抑制纤维组织增生、

促进上皮细胞生长、减少瘢痕 ,在改善愈合质量方

式上发挥作用。刘志斌[15 ]用壳聚糖药膜敷于小鼠

创伤后的新鲜皮肤创口观察伤口的愈合过程 ,并与

外敷油纱布进行对照 ,表明该壳聚糖膜对创口无刺

激 ,能促进上皮生长 ,加速伤口愈合。壳聚糖海绵、

栓剂可以促进拔牙窝愈合 ,具有止血抗感染能力 ,

降低拔牙后出血、感染、干槽症等并发症的发生。

5 　壳聚糖促进颌面神经再生修复

吴德升等[16 ]将壳聚糖应用于周围神经再生研

究 ,将自体雪旺氏细胞及部分神经基质、外源性神

经生长因子等与壳聚糖凝胶混合 ,注入硅胶管内用

以套接修复大鼠坐骨神经缺陷 ,证实壳聚糖是可以

加速神经组织的修复。卜寿山等[17 ]将壳聚糖管用

于下齿槽神经修复的实验研究 ,术后 12、18 周原缺

损的神经近远端相连下齿槽神经的完整性得以恢

复 ,与对照组相比 ,得出结论是壳聚糖管能有效引

导下齿槽神经再生 ,神经传导速度明显加快 ,再生

有髓神经纤维明显增多。

6 　壳聚糖在颌面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张澄波[18 ] 、梅学文[19 ]报道了脱乙酰壳聚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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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力和水解酶活性 ,促进

脾脏抗体生成细胞功能的作用 ,能显著抑制腹水型

肿瘤的生长。证明壳聚糖促进机体非特异及特异

两方面功能发挥抗肿瘤、抗感染作用。方化丰

等[20 ]用壳聚糖微球包封化疗药物 5 - FU 组成一套

预定位肿瘤导向药物载体系统 ,产生明显控制化疗

药物释放和延长药效的作用。壳聚糖在其他部位

肿瘤的应用也具有良好的效果 ,将给颌面部肿瘤的

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7 　壳聚糖在颞颌关节病治疗中的应用

张文涛[21 ]用兔软骨细胞 - 壳聚糖复合物制备

的“膜状软骨”修复兔膝关节软骨缺损 ,77. 8 %动物

16 周愈合 ,表明壳聚糖可用作软骨细胞体外培养

载体 ,为颞颌关节紊乱及关节软骨损伤、关节内外

强直等的治疗提供新方法。

壳聚糖良好的生物学特性在口腔医学方面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相信随着材料学和生命科学

的交叉扩展 ,将以新材料展示于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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