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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子宫颈癌·
人乳头瘤病毒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李霓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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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现况调查”１，其中以中低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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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这些资料为在全球丌展ＨＰｖ和宫颈癌的防治
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１，ＨＰＶ在一般人群中的流行情况：
（１）地理分布：在ｗＨ（）／ＩＡＲＣ进行的ＨＰｖ患

据世界卫生组织围际癌症研究机构（ｗＨｏ／

病率调查的基础上，ｃｌｉｆｆｏｒｄ等”。于２００５年应用

ＩＡＲｃ）报道，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癌症和感染因子

Ｐ。ｏｌｃｄ分析探讨了ＨＰｖ型别在１１个国家１３个地

有关，其中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与子宫颈癌的关联

区１５ ６１３名无宫颈病变（细胞学诊断）妇女中的分布

最为密切…。９５％以上的子宫颈癌病变中都可以检

情况。结果显示，人群中ＨＰｖ的主要感染型别为

测到ＨＰｖ”１。因此，ＨＰｖ感染已被确认为子宫颈

ＨＰＶｌ６、４２、５８、３１、１８、５６、８１、３５、３３和４５。全球各

癌发生的必需因素。

个地区的ＨＰＶ感染率差别很大，其中撒哈拉以南

ＨＰｖ感染足一种性传播疾病，一次性交过程中

非洲地区ＨＰＶ感染率最高（２５．６％），是欧洲地区

大约有５０％的概率可以感染ＨＰｖ”１。目前已知的

的５倍。欧洲人群中ＨＰｖｌ６、其他高危型ＨＰｖ以

ＨＰｖ有１００多种亚型。１，根据其致病力大小或致癌

及低危型ＨＰＶ的感染率均远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

危险性大小可将ＨＰｖ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两大

洲地区，也低于南美洲和亚洲的感染率。然而，欧洲

类。低危型ＨＰｖ主要引起肛门皮肤及男性外生殖

感染者中ＨＰｖｌ６所占感染者的比例（２１％）却是明

器、女性大小阴唇、尿道口、生殖道的外生性疣类病

显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８％）；南美洲妇女中

变，其病毒亚型主要是ＨＰｖ６及其家系型别“；高

ＨＰＶ的流行情况介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欧洲

危型ＨＰｖ可引起外生殖器癌、宫颈癌及高度子宫

之间；亚洲地区ＨＰＶ的感染率低于南美洲。一项

颈上皮内瘤变，其病毒亚型主要为ＨＰＶｌ６、１８及其

关于亚洲地区妇女ＨＰｖ感染情况的Ｍｃｔａ分析结

家系型别”１。为了重新评估目前有关致癌型ＨＰｖ

果显示，在无宫颈病变的妇女中，ＨＰｖ的感染率大

所有相关证据，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２个国家的２５位科学
家参加了在ｗＨＯ／ＩＡＲＣ举行的相关工作组会
议…１，确认除了ＨＰｖｌ６和１８型以外，ＨＰｖ３ｌ、３３、
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和６６型也可以引起宫

随着ＨＰＶ疫苗的出现及其发展，掌握ＨＰｖ型
别在全球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对于选择宫颈病变
的早期筛查技术以及检测疫苗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必
须。”。于是，白１９９５年起，ｗＨＯ／ＩＡＲｃ在全球各大
洲的近２０个国家进行了以人群为基础的ＨＰｖ患病

作者单位：儿０００１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李霓）；
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Ｌｙｏｎ，Ｆｒａ一（代敏）

第一作者现工作单位：Ｉｎｔｅｍａｔ西一Ａｇ ｅＴ】ｃｙ

（ｊｎｃｅｒ，Ｌｙ。ｎ。Ｆ…。

ＨＰｖｌ６／１８阳性比仅为３．３％”１。ｗＨ０／ＩＡＲｃ在中
国三个地区（山西省阳城县、广东省深圳市和辽宁省
沈阳市）的ＨＰｖ患病率调查显示，中国妇女ＨＰｖ
的感染率在１０％～１４％（仅包括无宫颈病变的妇

颈癌，因此被认定为对人有致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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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１４．４％，其主要型别为ＨＰｖｌ６、５８、５２以及１８．

ｆｏｒ

Ｒ—Ｋｈ。ｎ

女），在全球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远远高于
欧洲和其他亚洲地区。主要感染型别为ＨＰｖｌ６、
５２、５８

１０１“。

（２）年龄分布：年龄是影响ＨＰｖ流行的一个重
要因素。各大洲各个国家问ＨＰｖ年龄分布的情况
各不相同。鉴于此，ｗＨＯ／ＩＡＲＣ于２００６年就世界
范围内ＨＰＶ的年龄分布进行了分析总结”’：欧洲
地区ＨＰＶ流行的最高峰主要集巾在２５岁以前，以
后随着年龄的增高ＨＰｖ感染率急剧降低，尤其是
高危型ＨＰｖ的感染。拉丁美洲的情况则与欧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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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随着年龄的增高，ＨＰｖ总感染率及高危型ＨＰＶ

年龄别感染率为７８％，而３５岁以后年龄别感染率

感染率逐渐降低，５５岁以后又呈现回升，曲线呈

下降到３２％。ＨＰｖｌ６／１８双重感染者占１％，但是

“ｕ”字型。亚洲各个地区之间，ＨＰｖ年龄别感染率

ＨＰｖｌ６／１８的比值随着年龄增加呈线性降低”“。

差别较大。韩国ＨＰＶ感染率虽然较欧洲国家高，

（２）ＨＰｖ型别在鳞状上皮内低度病变（ＬｓＩＬ）中

但是年龄别分布曲线却与欧洲国家极为相似，以２５

的分布：高危型ＨＰｖ可以引起宫颈癌及其癌前病

岁以下妇女为高峰。泰国和越南国内不同地区间

变”１”１。然而，不同型别的ＨＰｖ在从ＬＳｌＬ进展到

ＨＰｖ年龄分布差异较大，仅以越南河内和胡志明这

宫颈癌的过程中，危险度也不同”“。评价ＨＰＶ型

两个城市为例，２５岁以下年龄组ＨＰｖ感染率相差

别在ＬｓＩＬ中的分布，有利于我们判断在ＨＰＶ阳性

大于１０倍。中国和印度ＨＰｖ年龄别感染情况较为

的人群中，哪部分人群癌变的概率更大，以便提供更

相似，以中老年女性感染率为最高（３５～４４岁），

有利的预防保护措施。

＞２５岁年龄组中ＨＰｖ感染率较低，随着年龄的增

在ＷＨＯ／ＩＡＲＣ对５５项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中，

高，ＨＰｖ感染率并没有出现明显降低，甚至出现

８３０８例宫颈低度病变女性被纳入其中，６４％为细胞

ＨＰｖｌ６的感染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上述结果

学诊断ＬｓＩＬ．而３６％为病理学诊断ｃＩＮｌ。大部分

与全球各地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５”’。

的数据来源于欧洲和北美，而非洲和亚洲的研究只

不同地区ＨＰｖ年龄别感染率的差别与许多原

占其中３％＿２“。Ｍｅｔａ分析的结果显示，ＨＰＶ在

因相关。在某些地区如欧洲，年轻女性比中老年女

ＬｓＩＬ中的总感染率为７１％。其中，欧洲、南美／中美

性更多暴露于新的ＨＰｖ感染，从而出现一个低年

洲以及亚洲的感染率均为６８％左右；感染率最高和

龄组的高ＨＰｖ感染率；而在另一些地区如拉丁美

最低的地区是北美洲和非洲，分别为８０％和５９％。

洲和亚洲，｝口ｖ感染率并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

在纳人分析的研究中，ＨＰｖ感染率变化很大，从

低，或者在以后的某一个年龄段再次出现升高，说明

２９％～１００％。ＰＣＲ检测技术的差异以及地区间的

年轻女性并不具有比中老年女性更多获取新感染的

分布不平衡是导致ＨＰｖ流行差别的可能原因。在

机会，而中老年女性则具有更大机会获得持续性感

５９１０名ＨＰｖ阳性的ＬｓＩＬ中，ＨＰｖｌ６占所有阳性

染。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研究结果都基于妇科检

病例的２７％，依然是最主要的感染型别，其次为

查的基础上，因此，年轻女性的资料主要足反映了

ＨＰＶ３１（１２％）、５１（１１％）、５３（１０％）、５６（１０％）、５２

ＨＰｖ在已有性生活或者已婚女性中的流行情况。

（９％）、１８（９％）、６６（９％）和５８（９％）旧“。虽然所有

有关ＨＰｖ在没有性生活女性（处女）中的分布情

地区中最主要的感染型别都是ＨＰｖｌ６，但是各地区

况．由于技术和伦理的限制，目前尚未见报道，这也

间ＨＰｖｌ６在ＨＰｖ阳性中的感染比例差别较大（非

导致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着偏倚。

洲地区占１６％，而欧洲地区为２９％）。ＨＰＶｌ８地区

２．ＨＰｖ型别在宫颈病变中的分布：

间流行差异亦很显著，其在ＨＰｖ阳性中所占的比

（１）ＨＰｖ型别在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

例从南美的５％上升到北美的１２％。ＬｓＩＬ中ＨＰＶ

上皮细胞（ＡＳＣｕＳ）中的分布：目前尚未见有关ＨＰＶ

多亚型分布的结果提示我们，不同亚型ＨＰＶ在从

型别在ＡｓＣｕＳ中分布的系统分析。由于ＡｓＣＵＳ

ＬｓＩＬ进展为宫颈癌过程中，危险度存在潜在差异。

的诊断标准不一致，因此在已发表的文献中，ＨＰＶ

亚洲地区的Ｍｅｔａ分析证实，中东南亚地区

在Ａｓｃｕｓ中的感染率差别较大。美国的一项研究

ＬｓｌＬ中ＨＰｖ感染率最低（３３．３％），而日本、韩国的

结果显示，ＡｓｃｕＳ中ＨＰｖ的感染率为６１％”…。哥

感染率最高（７４．６％）。中国人群，包括香港和台湾

斯达黎加的报道显示，４２％的Ａｓｃｕｓ患者中ＨＰＶ

地区，ＨＰｖ总感染率为６４ ７％。其中，ＨＰＶｌ６感染

检测阳性，其中１５％为多重感染。ＨＰＶｌ６、１８的阳

比例最高，其次为ＨＰｖｌ８、５８、３３和５２”ｏ。

性率分别为６．５％和１．７％，占所有ＨＰｖ阳性例数

（３）ＨＰｖ型别在鳞状上皮内高度病变（ＨｓＩＬ）

的１５％和４％“…。比利时的调查结果显示，ＡＳＣＵＳ

中的分布：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了ＨＰＶ感染是

人群中ＨＰＶ的感染率为５９％，但是多重感染率仅

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最主要的因素”。２２｝。然而，只

为５％，ＨＰＶｌ６和１８的感染率分别为１３％和６％，

有部分癌前病变，尤其是ＨｓＩＬ才进展为官颈癌，其

占所有ＨＰＶ阳性总数的２２％和１０％”…。另有研

中ＨＰｖ型别是决定不同进展方向的主要因素

究数据显示，在诊断为ＡＳＣｕｓ的妇女中，１８～２４岁

之一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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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最新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７０９４名

的主要型别为ＨＰｖ３１、３３、３５、４５、５２和５８（欧洲略

ＨＳＩＬ中ＨＰＶ总感染率为８５％，从感染率最低的亚

有差别，第八位感染型别为ＨＰｖ５６）。ＨＰｖｌ６和１８

洲地区（７８％）到最高的欧洲地区（８８％），ＨｓＩＬ中

的阳性数占癌症总数的７０％以上，加上上述另外６

ＨＰｖ感染情况差别不大。ＨＰｖｌ６仍是最主要的感

种主要型别，共占癌症总数的９０％左右”“。亚洲地

染型别，其感染率介于３４％～５２％。其中，亚洲

区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宫颈癌中ＨＰｖ总感染率

ＨＰｖｌ６感染率最低，『ｆ『ｆ欧洲最高。除ＨＰｖｌ６外，其

为８９．５％，其中东南亚地区感染率最高（９１．１％），而

他型别的地区间感染率排序不同。ＨＰｖｌ８大致都

中国地区感染率最低（８２．５％）。除了ＨＰｖｌ６和１８

在第三或者第四位。其感染率从欧洲的６％上升到

以外，ＨＰｖ５８、３３、５２、４５、３１和３５为其他主要感染

北美洲的１０％。而ＨＰｖ３１、３５、４５、５２和５８在不同

型别‘…。

地区所占的比例和危险性也不同。总的来说，按照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世界范围内的Ｍｃｔａ分

ＨｓＩＬ中ＨＰｖ型别感染率降序排列为：ＨＰＶ３１、５８、

析，还是针对亚洲地区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都提示，

１８、３３、５２、３５、５１、５６、４５、３９、６６和６。除ＨＰＶｌ８和

亚洲地区宫颈癌患者中，ＨＰＶ５８和５２的感染率明

４５外，其他业型在各个地区的排序与在宫颈癌中的

显增高”’“。２…，这为现有疫苗（仅包含ＨＰｖｌ６、１８、６

排序情况很相似。由于ＨＰＶｌ６更具有逃避免疫监

和１１）在亚洲地区的保护程度提出了挑战。

测的能力，因此ＨＰｖｌ６被认为是引起ＨｓＩＬ走向恶

不同病理类型的宫颈癌中ＨＰｖ的感染情况也

性病变的最主要型别，ＨＰｖｌ８和４５也被认为引起

不同，鳞癌中ＨＰｖ的总检出率高于腺癌，鳞癌中

恶变的潜能较大““。

ＨＰｖｌ６感染率（５５％）也高于腺癌（３３％）。同样，

亚洲地区的Ｍｃｔａ分析显示，ＨＰｖ在ＨｓＩＬ中

ＨＰｖ３ｌ、３３、５２和５８在鳞癌中的感染率也超过腺

总的感染率为７０．９％。地区间分布与ＬＳＩＬ的地区

癌；相反地，ＨＰｖｌ８在腺癌中的感染率（３７％）明显

分布略有差异，日本、韩国感染率最高，东南亚地区

高于鳞癌（１３％）”“。

感染率较低，而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最低，为
７５

１％‘引。

比较３项有关ＨＰｖ型别在ＬｓＩＬ（５０个研究中
的８３０８名女性）”“、ＨＳＩＬ（５２个研究中的４３３８名

（４）ＨＰｖ型别在宫颈癌中的分布：关于ＨＰｖ在

女性）“”、以及宫颈癌（８５项研究中的１０ ０５８名女

宫颈癌中的研究很广泛，多为以医院为基础的研究，

性）中分布情况的Ｍｅｔａ分析发现”…，ＨＰｖｌ６和１８

普遍存在样本量偏小，年龄分布不均衡等情况，因此

在宫颈癌中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在低度病变中的检出

我们重点选取了Ｐ∞１ｅｄ分析和Ｍｅｔａ分析的结果来

率．而ＨＰｖ２６、３９、５ｌ、５６和７３在低度病变中的榆出

阐述ＨＰｖ在宫颈癌中的流行情况。

率比在宫颈癌中高出１０倍，ＨＰｖ５３和６６在低度病

ｗＨｏ／ＩＡＲｃ对２５个国家１２项研究的Ｐ００Ｉｅｄ

变中的检出率比在宫颈鳞癌巾高出将近３０倍”…。

分析结果表明，宫颈癌中ＨＰｖ总的感染率为９６％，

虽然各个地区宫颈病变中ＨＰｖ型别的分布存在差

最常见的１５种型别为ＨＰＶｌ６、１８、４５、３１、３３、５２、

异，然而随着病变程度的加深，异质性越来越小，

５８、３５、５９、５６、３９、５１、７３、６８及６６。ＨＰＶｌ６和１８占

ＨＰｖｌ６成为导致恶性病变的主要型别２４１２“２…。

全部阳性的８９％。北部非洲的ＨＰｖｌ６、南亚的

３．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作为一种性传播疾

ＨＰｖｌ８、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ＨＰｖ４５以及南美

病，ＨＰｖ感染主要取决于女性及其性伙伴的性行为

洲ＨＰｖ３１的感染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情况，但是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很少。ＩＡＲｃ最近对

ＩＡＲｃ另一项Ｍｅｔａ分析（２００３）结果显示，全球

在全球十几个国家进行的ＨＰｖ患病率调查的

各地区间宫颈癌中ＨＰｖ的感染率为７９．３％～

Ｐ００Ｉｅｄ分析显示，有多个性伙伴、婚外性行为是引起

８８．１％，地区间感染率经统计学检验无差别”…。

ＨＰｖ感染危险性增高的潜在因素…ｏ。初次性交年

２００７年最新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官颈鳞癌中

龄、生育因素（如多生育、初次生育年龄）以及长期使

ＨＰｖ感染率为８７％，与２００３年Ｍｅｔａ分析的结果

用口服避孕药没有被发现与ＨＰｖ感染相关”“，虽

很相近。无论上述哪项分析，ＨＰｖｌ６都是最主要的

然他们与宫颈疾病的发展相关。

感染型别，其地区感染率变化介于亚洲的５２％和欧

４．存在的问题及展望：ＨＰｖ的感染率由于地区

洲的５８％之间“Ｊ。而作为第二感染型别——

分布、人种遗传背景以及检测技术的不同而呈现不

ＨＰｖｌ８，其地区感染率介于１３％～２２％之问。其他

同的感染型别分布和趋势。尽管目前的研究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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