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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已婚妇女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状
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病变相关性研究
武明辉张淞文张为远周保利谢争王建东
【摘要】

代荫梅

目的探讨北京地区已婚妇女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官

颈上皮内瘤变（ＣｒＮ）的现患状况及其相关性。方法于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９月采用多阶段整
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地区抽取１２个区县１３７个社区２５～５４岁已婚妇女６１８５名，进行妇科体
检、官颈ＨＲ．ＨＰＶ及细胞学检测，并进行问卷调查。对｝ｆ｛现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及以上细胞学异
常改变的妇女进行宫颈病理学检查。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双次录入、审核数据后，使用ＳＰＳＳ １５．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Ｉ）北京地区２５～５４岁已婚妇女生殖道ＨＲ．ＨＰＶ感染率为９．９％，宫颈
病变患病率为６．Ｏ％；（２）ＨＲ．ＨＰＶ感染及官颈病变患病高峰年龄均为３０一３４岁组；（３）ＨＲ－ＨＰＶ
感染者的宫颈细胞学异常率（４０．３％）、宫颈病变患病率（３０．４％）均明显高于未感染者；（４）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显示，与正常人群相比，ＨＲ－ＨＰＶ感染对宫颈上皮内低度病变（ｃｉＮ Ｉ）组和高度病
变及癌症（一＞ＣＩＮ ＩＩ）组的ＯＲ值分别为８．３８５和９７．４１６，归因危险度百分比分别为８８．１％和９９．Ｏ％。
结论ＨＲ．ＨＰＶ感染为宫颈病变的主要因素；３０—３４岁的已婚妇女是生殖道ＨＲ．ＨＰＶ感染和宫颈
病变的高发人群。

Ｉ关键词】人乳头状瘤病毒；宫颈上皮内瘤变；相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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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Ｒ．ＨＰＶ）的持续感染

对象为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问卷采取自

是引起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主要病因，几乎在所

填式和问答式两种方式。对于文化程度较低者由调

有的宫颈癌病理标本中均可检测到ＨＰＶ

查员进行问答式填写。

ＤＮＡｎ剖。

国内外流行病学调查均表明，ＨＰＶ感染是一种常见

４．妇科检查：由妇科医生进行妇科常规检查并

的性传播疾病ｎ。１引。因此对妇女生殖道ＨＰＶ感染的

详细记录外阴、阴道、宫颈、子宫、附件和阴道分泌物

筛查、监测和治疗已成为降低其发病率及早期预防

情况。同时留取宫颈脱落细胞样本待检。

官颈癌的重要手段。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颔病变密切

５．ＨＲ．ＨＰＶ检测方法及诊断标准ｔ采用美国代

相关，目前针对ＨＲ，ＨＰＶ感染后病变的进展和病变

基公司ＤＭＬ２０００系统检测，应用第二代杂交捕获法

相关因素的研究仍是热点。本研究通过多阶段抽样

（ＨＣ２）检测１３种ＨＲ－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

方法，针对北京地Ⅸ的自然人群进行横断面流行病

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和６８）ＤＮＡ，并检测样本中ＨＰＶ

学调查，旨在了解已婚妇女人群ＨＲ－ＨＰＶ感染及其

的负荷量，阳性标准为ＨＰＶ

与宫颈病变的关系。

６个对照标准，做内部质量控制。由中国医学科学
对象与方法

ＤＮＡ≥１．０

ｐｇ／ｍｌ。每批

院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外部质量控制。
６．宫颈细胞学检查方法及诊断标准：取材于宫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９月在北京市

颈鳞、柱状细胞交界部位顺时针旋转５周刷取宫颈

１２个区县１３７个社区内随机抽取２５—５４岁６１９２例已

细胞。采用液基超薄细胞学技术（ＴＣＴ）检测。细胞

婚妇女。入组人群标准为在北京地区居住半年以上
的２５～５４岁已婚妇女，包括本市和外地户籍，无宫颈

学诊断标准采用ＴＢＳ（ｔｈｅ Ｂｅｔｈｅｓｄａ Ｓｙｓｔｅｍ）分类法，
包括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珏！！鳞状细胞（ＡＳＣＵＳ），

手术史、目前未怀孕、无骨盆放射治疗史，１年内未做

不能除外高度病变的不典型鳞状细胞（ＡＳＣ．Ｈ），未明

过妇科检查和治疗者。调查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腺细胞（ＡＧＵＳ），低度鳞状上

２．研究方法：

皮内病变（ＬＳＩＬ），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ＳＩＬ）和鳞

（１）抽样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

状细胞癌。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细胞学

的抽样方法，将北京地区分为城区、近郊、远郊三层，城

专家负责质量控制。

区、近郊８个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

７．电子阴道镜及组织病理检查：细胞学检查提

台、石景山）均参与调查，远郊随机抽取４个区县（通

示ＡＳＣＵＳ阳性及以上者进行电子阴道镜检查，从视

州、大兴、怀柔、延庆），每个区县随机抽取５个街道／乡

觉和组织学卜确定宫颈和下生殖道的状况，观察鳞、

镇，每个街道／乡镇再随机抽取１～３个社区／丰寸。以居

柱状细胞交界和移行带，评估病变，确定活检部位。

委会常住入口名单为依据进行调查，满足所需样本量。

宫颈组织活检并进行病理学检查。病理学结果分宫

（２）样本量计算与分配：根据横断面研究样本量

颈炎症、宫颈上皮内瘤变Ｉ（Ｃ１Ｎ Ｉ）、宫颈上皮内瘤

的计算公式：１／，＝产ＰＱ（扩）。１×，ｔｅｆｆｔｌ引，Ｐ为预估计的

变Ⅱ（ＣＩＮⅡ）、宫颈卜皮内瘤变ＩＩＩ（ＣＩＮ ＩＵ）、宫颈浸

宫颈病变的患病率，最低为５％，ｐ＝１一Ｐ，ｄ为容许

润癌。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病理学专家

误差，本研究设定为０．１５Ｐ，ｔｏ舾＝１．９６，设计效应出矿

负责质量控制。

取１．５，按公式计算，ｎ＝５１００。考虑２０％的失访率，

８．统计学分析：审核问卷后，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
件建立数据库、双人双次录入核对后，应用ＳＰＳＳ

预计最小样本量为６１００人。
依据（２００５年北京市ｌ％人口抽样调查》年龄构

１

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指标包括¨引：①采用

成、常住地人口构成和（（２００６年北京市妇幼保健统

患病率描述总体及不同特征、不同类型的ＨＲ－ＨＰＶ

计报表》各区县育龄妇女数的构成，进行样本量的分

感染率和宫颈病变患病率。②应用ｘ２检验比较

配。经计算所需最小样本量城区为８１７人，近郊

ＨＲ．ＨＰＶ感染组和ＨＲ．ＨＰＶ未感染组在相关变量中

２９６５人，远郊２３１８人，合计６１００人。再根据抽样各

分布的差异，初步分析与ＨＲ．ＨＰＶ感染相关的影响

区县人口数占北京地区人口总数的构成，确定被抽

因素。③应用ＯＲ值和归因危险度百分比（ＡＲｅ）描

样区县的样本数。

述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关联强度。④应用趋

３．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月经及婚育史、避
孕史、既往疾病史和肿瘤家族史及性行为、生活习

势ｆ检验比较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严重程度是
否存在线性趋势。⑤应用方差分析比较ＨＲ．ＨＰＶ病

惯、家庭收入和教育背景等。采取封闭式问卷，调查

毒负荷量在宫颈病变患病组和宫颈病变阴性组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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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差异。⑥应用相关系数ｒ描述ＨＲ－ＨＰＶ病毒负荷量
与宫颈病变的相关关系。⑦应用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了解
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患病的关系。
结

果

１．调查应答率：在每个社区按照样本量计算的
抽样数量，对初步符合研究标准的妇女以名单顺序
采用ＥＰＩＣＡＬＣ抽样软件进行抽样，每个社区每个年
龄组抽取对象的同时，再额外抽取５人作为替换人

图１北京市部分地区不同年龄组已婚妇女ＨＲ．ＨＰＶ
感染率和宫颈病变患病的分布

选。当抽中的研究对象经核实不符合研究标准、或
有失访／拒访情况发生时，则应用同社区同年龄组的

（１）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理学变化：细胞学检

替换人选进行替换。本次共调查６１９２人，筛查时替

测异常者进行阴道镜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

换９５６人，筛查替换率为１５．５％。其中不符合入组标

ＨＲ．ＨＰＶ感染阳性人群中宫颈病变患病率为

准２３８人（３．８％）；因人户分离、拆迁或两次入户家中

３０．４％：ＨＲ．ＨＰＶ阴性者的宫颈病变患病率仅为

无人等原因而失访者３６６人（５．９％）；拒访３５２人

３．３％，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７１８．７６８，

（５．７％）。宫颈细胞学筛查阳性有７例（１．１％）失访。

Ｐ＝０．０００，ＯＲ＝１２．７１８，９５％（７／：１０．１４７—１５．９４０）。

共有６１８５份合格问卷纳入本研究。

（２）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严重程度：ＨＲ－

２．患病率：调查的６１８５人中，城区９４２人，近郊

ＨＰＶ感染阳性人群中，ＣＩＮ Ｉ患病率为１９．０％，ＣＩＮ ＩＩ

２８５５人，远郊２３８８人。ＨＲ－ＨＰＶ感染者６１５例，感染

患病率为７．ｏ％，ＣＩＮⅢ患病率为３．７％，官颈癌患病

率为９．９％。宫颈病变患者（ＣＩＮ Ｉ、ＣＩＮⅡ、ＣＩＮ ＩＩＩ、宫

率为０．７％。ＨＲ．ＨＰＶ感染阴性人群中，ＣＩＮ Ｉ患病

颈癌）３７２例，患病率为６．ｏ％。其中ＣＩＮ Ｉ患病率为

率为３．２％，ＣＩＮ ＩＩ患病率为０．１％，ＣＩＮｌｌｌ患病率为

４．７％（２９３／６１８５），ＣＩＮⅡ为０．８％（５１／６１８５），ＣＩＮⅢ为

０．０２％，无宫颈癌。两组问患病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

０．４％（２４／６１８５），宫颈癌为０．０６％（４／６１８５）。

学意义（精确概率ｘ２＝５０１．９４０，Ｐ＜０．０１），且ＨＲ．－

３．不同年龄组ＨＲ．ＨＰＶ感染和宫颈病变的分

ＨＰＶ感染与官颈病变严重程度存在线性趋势（线性

布：２５～４４岁年龄段的ＨＲ．ＨＰＶ感染率在１０％上下，
处于较稳定水平，其中３０～３４岁组感染率最高

趋势ｘ２＝８６９．７５１，Ｐ＝０．ｏｏｏ），见表ｌ。ＨＲ．ＨＰＶ感染
者宫颈高度病变（ＣＩＮ ＩＩ、ＣＩＮｌｌＩ）和宫颈癌的患病率

（１１．２％），４４岁以后随着年龄增长感染率逐渐下降，

高达１１．４％，而ＨＲ．ＨＰＶ未感染者仪为０．１６％。在宫

５０岁后降至７．８％。从宫颈病变的年龄分布看，２５～

颈高度病变和宫颈癌的７９例中，８８．６％存在ＨＲ－

２９岁组患病率较低（４．５％），而３０～４４岁年龄段的宫

ＨＰＶ感染，而宫颈低度病变（ＣＩＮ Ｉ）的２９３例中，

颈病变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７．５％～６．７％），其中

ＨＲ－．ＨＰＶ的感染率仅为３９．９％。

３０—３４岁组患病率最高（７．５％），４４岁以后随着年龄

表１北京市部分地区已婚妇女不同ＨＲ．ＨＰＶ感染状态下
宫颈病变患病程度的比较

增长呈缓慢下降趋势，到５０～５４岁组患病率又升高
至５．４％。可见３０～３４岁是女性生殖道ＨＲ－ＨＰＶ感
染和宫颈病变的高发年龄段（图１）。
４．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细胞学变化的关系：
６１８５份细胞学检查中，检测结果异常者（包括

ＨＲ－ＨＰＶ例数ＣＩＮ
阳性

６１５

阴性

５５７０

１

ｌ

ＣＩＮＩＩ

ＣＩＮⅢ宫颈癌ｆ值Ｐ值

１７（１９．０）４３（７．Ｏ）２３（３．７）４（０．７）５０１．９４０

１７６（３．２）８（０．１）

１（０．０２）ｏ（ｏ．Ｏ）

一

０．０００
一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线性趋势
ｆ－－－－８６９．７５ｌ，Ｐ＝０．０００

ＡＳＣ—ＵＳ、ＡＳＣ．Ｈ、ＡＧＵＳ、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和鳞状细胞

（３）ＨＲ．ＨＰＶ病毒负荷对宫颈病变的影响：６１５

癌）６０２例（９．７％）。其中ＨＲ．ＨＰＶ感染阳性者宫颈

例ＨＲ－ＨＰＶ感染阳性者的病毒负荷平均为１９５．９０

细胞学异常的检出率为４０．３％；而ＨＲ．ＨＰＶ阴性中，

ｐｇ／ｍｌ，宫颈病变者ＨＲ．ＨＰＶ负荷平均为４０ １．４９

宫颈细胞学异常的检出率仪为６．４％，二者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７２７．４２８，Ｐ＝０．０００，ＯＲ＝９．９５７，

无宫颈病变者ＦｉＲ—ＨＰＶ负荷平均为１０６．０７ ｐｇ／ｍｌ，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１２７．０２２，Ｐ＝

９５％ＣＩ：８．２０３～１２．０８６）。

ｏ．ｏｏｏ）。ＨＲ－ＨＰＶ阳性人群中，宫颈病变的严重程

５．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理学变化的关系：

ｐｇ／ｍｌ，

度与ＨＲ—ＨＰＶ病毒负荷存在相关性（ｒ＝０．３０７，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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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随着ＨＲ．ＨＰＶ病毒负荷的增加，宫颈病变

癌发病率明显上升。小年龄组ＨＰＶ感染率明显高于

的严重程度逐渐增加。

大年龄组”９｜。本研究显示，北京市２５～５４岁已婚妇女

６．不同年龄组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官颈病变的关

生殖道ＨＲ．ＨＰＶ感染率为９．９％，官颈病变的患病率

系：ＨＲ—ＨＰＶ阳性人群中各年龄组宫颈病变患病率

为６．Ｏ％。从年龄分布看，２５～２９岁组的ＨＲ．ＨＰＶ感

均显著高于ＨＲ．ＨＰＶ阴性人群（Ｐ＜０．０１）。其中以

染率较高，宫颈病变患病率很低。３０．３４岁组

３０。３４岁组最高３９．５％，之后随年龄的增长官颈病

ＨＲ．ＨＰＶ感染率和宫颈病变的患病率均达最高；之

变患病率呈逐渐下降趋势，４５～４９岁最低（２１．０％），

后两条现患率的曲线形状基本保持一致，直至５０。

５０～５４岁稍有增高（２７．０％）。见图２。

５４岁组，该组ＨＲ．ＨＰＶ感染率降至最低，而宫颁病
变的患病率稍有升高。可见，宫颈病变的发生是由
持续ＨＲ．ＨＰＶ感染引起，虽然ＨＲ—ＨＰＶ在低年龄组
的感染率较高，但该组的官颈病变患病率却很低；而
在３０～３４岁性生活较为频繁的年龄组，其ＨＲ．ＨＰＶ
感染率和宵颈病变的患病率均达最高；但到５０。５４
岁组，大量的ＨＲ．ＨＰＶ感染逐渐转阴，感染率下降，而
持续的ＨＲ．ＨＰＶ感染未转阴者更易发生宫颈病变。
２．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的相关分析：

图２北京市部分地区不同年龄组已婚妇女

Ｂｅｋｋｅｒｓ等Ⅲ，报道，女性ＨＰＶ感染人群中，５％发生生

ＨＲ．ＨＰＶ感染宫颈病变的患病情况

殖道疣，３５％宫颈刮片异常，２５％发生ＣＩＮ，而发生宫

７．多因素分析ＨＲ－ＨＰＶ感染对官颈病变的影

颈癌不足ｌ％。本研究显示，ＨＲ—ＨＰＶ阳性人群中有

响：将宫颈病变分为无官颈上皮病变（正常／炎症）、

４０．３％宫颈刮片异常，２９．８％发生ＣＩＮ，０．７％发生宫

宫颈上皮低度病变（ＣＩＮ Ｉ）和宫颈上皮高度病变及

颈癌，ＨＲ—ＨＰＶ阴性者的宫颈病变患病率仅为

宫颈癌（≥Ｃ１Ｎ ＩＩ）三组，应用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３．３％。表明生殖道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的患病

回归分析ＨＲ．ＨＰＶ感染对宫颈病变的影响。在控制

有关。

年龄、性行为等因素后，与无官颈上皮病变组相比，

大量的研究证实，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官颈病变高

ＨＲ—ＨＰＶ感染对官颈上皮内低度病变和高度病变及

度相关¨¨３工１。２引。ＨＲ－ＨＰＶ感染率与宫颈细胞异常

宫颈癌的ＯＲ值分别为８．３８５和９７．４１６，ＡＲＰ分别为

增生程度明显相关，ＨＲ．ＨＰＶ感染率随着宫颈细胞

８８．１％和９９．０％（表２）。

学异常增生程度的增加而增加№Ｊ。ＨＲ－ＨＰＶ感染随

表２

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危险性分析

宫颈病变程度的加重呈上升趋势ｎ０’１２。１４’２１｜。本研究
比较ＨＲ．ＨＰＶ阳性组和阴性组宫颈病变的患病率，
结果表明ＨＲ－ＨＰＶ阳性人群宫颈细胞学异常增生的
检出比例明显高于ＨＲ．ＨＰＶ阴性组（４０．３％：６．４％），
ＨＲ—ＨＰＶ感染者其宫颈细胞学异常的可能性是

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与无宫颈上皮病变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讨

论

ＨＲ－ＨＰＶ阴性组的１０．０倍。ＨＲ—ＨＰＶ阳性人群宫颈
病变的患病率明显高于ＨＲ－ＨＰＶ阴性组（３０．４％：
３．３％），其宫颈病变患病的可能性是阴性组的１２．７

１．北京地区已婚妇女ＨＲ－ＨＰＶ感染及官颈病变

倍。此外，ＨＲ－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存在

的患病隋况：宫颈癌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位居女性

线性趋势，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ＨＲ－ＨＰＶ阳性人群

恶性肿瘤的第二位ｎ引。目前公认，女性生殖道

患宫颈高度病变及官颈癌的可能性是ＨＲ—ＨＰＶ阴性

ＨＲ．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高发和呈年轻化趋势的主要

人群的９７．４倍，其患宫颈低度病变的可能性是

病因。国外研究显示，约９６％的官颈ＨＰＶ感染者的

ＨＲ—ＨＰＶ阴性人群的８．４倍；ＨＲ－ＨＰＶ感染者中

病情具有自限性ｎ ８｜，其中约８０％ＨＰＶ感染呈一过性，

８８．１％患宫颈低度病变是南ＨＲ－ＨＰＶ感染引起；

病毒约６～８个月后被清除；另外２０％感染人群中有

ＨＲ．ＨＰＶ感染者中９９．０％患宫颈高度病变及宫颈癌

８０％感染者的ＨＰＶ也能在３年内被清除，病变会逐

是由Ｈ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由此表明ＨＲ．ＨＰＶ感染

渐消失，但持续的ＨＰＶ感染会随着年龄增长使宫颈

是宫颈病变的重要囚素。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ｆｌ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ＨＲ．ＨＰＶ

ＤＮＡ高水平容易形成ＨＲ－ＨＰＶ持续

（１１）：７１２—７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钱建华，谢幸，ｕｔ。大风．子宫颈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的流行病
学特征．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３．３８（１１）：７１２－７１４．

感染状态，其发生高度宫颈病变或宫颈癌的风险明
显高于ＦＩＲ—ＨＰＶ阴性和ＨＲ—ＨＰＶ ＤＮＡ低水平［１９Ｊ。
本研究结果也表现在ＨＲ－ＨＰＶ阳性人群中，宫颈病

·１３７·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７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ａｌ Ｉ－Ｉ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ＣＤＣ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８

Ｆｏｒｓｌｕｎｄ

９

Ｈｉｂｂｉｔｔｓ

变的患病率随ＨＲ—ＨＰＶ负荷量的增高而增加，病毒

Ｏ，Ａｎｔｏｎｓｓｏｎ Ａ，Ｅｄｌｕｎｄ Ｋ。ｅｔ ａ１．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ｙｐ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ｗｏｍｅｎ．Ｊ Ｍｅｄ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２，６６：
５３５－５４１．

负荷水平与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存在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提示ＨＲ—ＨＰＶ感染为宫颈病变的
主要冈素，但ＨＲ－ＨＰＶ感染并不等于一定发生宫颈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ｌＯ

病变和宫颈癌。本研究ＨＲ．ＨＰＶ感染者宫颈病变

李静，屠铮，赵超，等．北京市社区妇女人乳头瘸病毒感染率及
其对ＨＰＶ和疫苗认知情况的调查分析．ｉｆｉ国肿瘤，２００８，１７

程度逐渐增加。因此，对ＨＲ—ＨＰＶ感染者应积极给

（３）：１６８一１７２．

［１２］、Ⅳｕ

ＲＦ，Ｚｈｏｕ ＯＺ，Ｌｉｕ ＺＨ，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ｔｙｐｅ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颈细胞学变化，尤其是持续高水平的ＨＲ．ＨＰＶ感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ｒｅｅｎ．Ｃｈ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７．１７（９）：６７９—６８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者应至少３个月复查一次ＨＲ—ＨＰＶ，动态了解ＨＲ．

吴瑞芳，周从芝，刘植华，等．深圳华侨城不同职业女性，｝ｉ殖道
ＨＰＶ感染与ＣＩＮ现患率调查．中国癌症杂志。２００７，１７（９）：

ＨＰＶ感染及宫颈病变的变化。

６７９－６８３．
１３

Ｌｉ

ＸＬ，Ｗａｎｇ Ｈ，Ｌｉ ＣＱ，ｅｔ ａ１．Ｈｕｍａｎ

ａｍ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ＨＲ．ＨＰＶ感染和宫颈病变的高发人群，可能与此年

２００７，４ｌ Ｓｕｐｐｌ：７７．（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ａｐｉｌｏｍａｖｉｍ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ｙ

Ｍ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晓莉，ｆ鹤，李长卿，等．人乳央状瘤病毒在河南省农村妇女
中的感染情况．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４ｌ增刊：７７．

龄阶段的性生活活跃有关，也可能与ＨＲ－ＨＰＶ的持
１４

Ｌｉ

ＬＫ，Ｄａｉ
ｊｎ

Ｍ，Ｃｌｉｆｉｏｒｄ

ＧＭ，ｅｔ ａ１．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ｃ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Ｂ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６。９５：１５９３一１５９７．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机有关。冈此，应加强对３０～３４岁已婚妇女的定期
检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及时发现宫颈病变，及时

ｆ“Ｊ，Ｔｕ Ｚ，Ｚｂ＿ａｏ Ｃ，ｅｔ ａ１．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ＰＶ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ＨＰＶ ａｎｄ ＨＰＶ ｖａｃｃｉｎｅ．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８。１７（３ｊ：
１６８—１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性，随着ＨＲ．ＨＰＶ病毒负荷的增加，宫颈病变的严重

续感染在此年龄阶段达到了发展成为宫颈病变的时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ｌ。２２（５）：３７５—３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ｃ）

３７５－３７８．
１ｌ

颈病变的严重程度与ＨＲ—ＨＰＶ病毒负荷存在相关

本研究提示３０～３４岁已婚妇女是生殖道

Ｊ

赵厅辉，李楠，码俊飞，等，山两省襄垣县妇女人乳头状瘤病毒
感染与宫颈癌关系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２（５）：

低度病变（ＣＩＮ Ｉ）；但在宫颈高度病变及宫颈癌中，

予干预和定期随访，观察ＨＲ—ＨＰＶ感染的消长和官

Ｎ．Ｍａ ＩＦ，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ｇ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ｏｍａｖｉｍ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Ｚｈａｏ ＦＨ，Ｌｉ

ｃｏｕｎｔｙ．Ｃｈｉｎ

的患病率仅为３０．４％，其中６２．６％（１１７／１８７）为宫颈
８８．６％存在ＨＲ－ＨＰＶ感染。ＨＲ—ＨＰＶ阳性人群中，宫

Ｓ，Ｊｏｎｅｓ Ｊ，Ｐｏｗｅｌｌ Ｎ，ｅｔ ａ１．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ＵＫ：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Ｂ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８，９９：

１５

Ｙａｎｇ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ＳＱ，ｅｄ．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３ｒｄ ｅｄ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ｅｄｉｅ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３：ｉ３０—１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树勤．主编．卫生统计学．３版．北京：人民卫生ｍ版社，１９９３：

治疗，阻断宫颈癌的发牛。

１３０—１４０．

（本研究现场调查得到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张运平、赵温，

［１６］Ｙｕ ＣＨ，缸ＳＰＳＳ ａｎｄ

兴区妇幼保健院刘广美、干奎香，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叶家林、刘似

１４６—２０４．３５６—３６２．

［１７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２．

１９

Ｐｅｔｉｇｎａｔ Ｐ，Ｆａｌｔｉｎ Ｄ。Ｇｏｍｎ Ｆ，ｅｔ ａ１．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ｓ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ｔｏ ｃｙｔ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ｗ

Ｉｎｔ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０。８５：２０６－２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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