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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四川省盐亭县２００６－－２０ １ １年居民食管癌
筛查结果分析
王霄

王安荣

王影杨清凤任玉

包郁

了解食管癌高发区居民食管癌及食管各级病变的患病情况。方法从

目的

【摘要】

李军

樊晋川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在食管癌高发区四川省盐亭县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部分自然村作为筛查
对象，对高危人群采取内镜下碘染色及指示性活检进行筛查，并经病理学诊断确诊，共筛查１５

０６５

入。结果轻、中、重度食管增生的检出率分别为５．３３％（８０３／１５ ０６５）、１．２８％（１９３／１５ ０６５）、０．６８％
（１０２／１５ ０６５），原位癌、黏膜内癌、浸润性癌的检出率分别为０．１５％（２２／１５ ０６５）、０．０６％（９／１５ ０６５）、
０．２９％（４３／１５ ０６５）；食管增生男性检出率高于女性；６５岁前轻、中、重度食管增生及浸润性癌的检

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６０一岁组的检出率最高分别为７．７２％（１９８／２５６５）、２．０７％｛５３／２５６５）、
１．２９％（３３／２５６５）、Ｏ．５１％（１３／２５６５）；轻、中、重度食管增生的检出率在不同年份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０１），但未显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从地理分布看．轻、中、重度食管增生的检出率间
存在差异（Ｐ＜Ｏ，００１），最高和最低检出率的乡镇分别属于山区秘丘陵。结论在食管癌高发区人
群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癌前病变患者，山区居民食管癌检出率较丘陵地区高，男性和老年人是食
管癌防治的重点人群。
【关键词】食管肿瘤；高发区；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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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
和死亡率均处于较高水平…。据２０１ ｌ中国肿瘤登记

果作为本次筛查的“金标准”。

年报调查结果幢ｌ，我国食管癌发病率为２０．８５／１０万，
居恶性肿瘤发病顺位的第６位。四川省盐亭县是我

省级培训并考核合格者。能熟练独立操作及掌握统

国乃至世界的食管癌高发区之一【３‘５】。监测资料显
示陆】，２００８年盐亭县食管癌发病率为９２．８１／１０万，食
管癌死亡率为７７．５０／１０万，为全省同期死亡率的

４．质量控制：内镜及病理医生均为参加国家及
一的病理诊断标准。内镜清洗消毒严格按照《内镜
清洗消毒技术操作规范（２００４年版）》进行，病理诊
断报告每年随机抽取不典型增生和癌的病理切片各
１０张，邀请省级医院病理专家进行复核性评价。

３．３８倍ｎ】，居恶性肿瘤死因的首位。盐亭县自２００６

５．统计学分析：将个人基本资料及诊断结果录

年起被卫生部列入食管癌早诊早治项目监测点，现
对盐亭县２００６－－２０１ １年食管癌筛查结果进行分析。

入数据库。应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处理，计算不同
特征人群各级食管病变及食管癌的检出率（不包括

对象与方法

贲门部位），率的比较采用Ｚ检验，以Ｐ＜Ｏ．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１．筛查对象：在盐亭县选择发病率较高的林农、

结

高灯、金鸡、洗泽、两河、富驿６个乡镇的全人口作为

果

１．基本情况及筛查结果：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７

目标人群，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目标人群中
选择部分自然村，根据户籍信息完成全人口注册登

月共筛查目标人群１５ ０６５人，林农镇２４４９人、高灯镇

记，对年龄在４０～６９岁的当地居民采用内镜下碘染
色及指示性活检技术进行食管癌筛查。筛查时间从

３５９９人、金鸡镇２００２人、洗泽乡１８９５人、两河镇２１１９
人、富驿镇３００１人；其中男性７６８５人，女性７３８０人；

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选择林农

平均年龄（５３．６７±８．０５）岁（表１）。筛查结果显示，

镇的７个自然村和高灯镇的１４个自然村，２００９年选
择金鸡镇的１９个自然村，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选择洗泽乡

食管轻度异型增生的检出率为５．３３％（８０３／１５ ０６５），
中度异型增生检出率为１．２８％（１９３／１５ ０６５），重度异

的１５个自然村、两河镇的１８个自然村和富驿镇的

型增生检出率为０．６８％（１０２／１５ ０６５），原位癌检出率

２４个自然村。所有筛查对象均自愿参加，并填写知
情同意书。

为０．１５％（２２／１５ ０６５）。黏膜内癌检出率为０．０６％（９／

２．内镜检查：从距门齿１６ ｃｍ开始观察每ｌ ｃｍ

１５

０６５），浸润性癌的检出率为０．２９％（４３／１５ ０６５）。
表ｌ盐亭县１５ ０６５名筛查对象性别和年龄分布

的食管黏膜状态。包括观察未经内镜摩擦的正常黏
膜和黏膜病灶的原始状态，观察贲门脊根部黏膜胃
体侧区域的胃黏膜状态，观察至胃和十二指肠球部，
退出内镜时观察整个上消化道黏膜状态。用１．２％
的碘液２０ ｍｌ对全食管黏膜进行染色．详细记录不着
色区距门齿的距离、大小、时钟方位和状态，并根据

２．食管病变检出率性别分布：男性食管轻度异

病灶大小对不着色区域进行多点活检。
３．标本处理及病理诊断：取活检后立即将组织

型增生检出率为６。５５％（５０３／７６８５）高于女性检出率

展平，置于１０％一１３％的甲醛缓冲液中，固定６～

Ｐ＜０．００１）；男性食管中度异型增生检出率为１．５４％

ｈ；将组织片垂直定向包埋，连续切６—８个组织

（１１８／７６８５）高于女性检出率１．０２％（７５／７３８０），差异

面；用常规ＨＥ染色、封片。诊断标准…：基底细胞增
生、轻度异型增生、中度异型增生、重度异型增生／原

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８．０２４，Ｐ＝０．００５）；霞度食管异型

位癌、黏膜内癌、黏膜下癌、浸润癌。以病理诊断结

为男性高于女性，但由于例数较少差异无统计学意

４８

４．０７％（３００／７３８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４５．８９２。

增生、原位癌、黏膜内癌和浸润性癌的检出率也表现

·７８６·

主堡堕鱼痘堂苤查！壁！！笙！旦笙！！鲞箜！塑堡皇垫！墅ｉ塑型皇！：垒竺鲤！！Ｑ！！！塑！：塑：塑竺：墨

义（Ｐ＞Ｏ．０５）。见表２。

讨

论

表２盐亭县１５ ０６５人各级食管病变检出率的性别分布

四川省盐亭县是我国乃至世界食管癌高发地区
之一，经过４０多年的防治，盐亭县食管癌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均有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发水平№’８】。本
次筛查结果显示４０～６９岁高危人群中食管癌、癌前
病变（重度异型增生及原位癌）的检出率分别为
０．３５％和０．８３％。国内学者刘志才等阳１对河南省林州
注：括号外数据为检出例致，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翠（％）

市６０４８例４０～６９岁高危人群进行内镜筛查发现，食

３．食管病变检出率年龄分布：食管轻度异型增
生、中度异型增生、重度异型增生、浸润性癌的检出
率在各年龄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为０．５９％和１．３７％；赵德利
等ｎ们对山东省肥城市食管癌高发区的６１８９名高危
人群进行内镜普查发现，食管癌和癌前病变的检出

表现为在６５岁之前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率分别为ｏ．５９％和１．０ｌ％；陈志峰ｎ¨对太行山脉食管

６０～岁组的检出率最高分别为７．７２％（１９８／２５６５）、

癌高发区河北磁县的３２２７名高危人群进行内镜筛

２．０７％（５３陀５６５）、１．２９％（３３／２５６５）、０．５ｌ％（１３／２５６５）；

而原位癌和黏膜内癌的检出率在各年龄组间差异无

查发现，食管癌及癌前病变的检出率为０．６２％和
２．５ｌ％，均高于本次研究的癌前病变及食管癌检出

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表３。

率，与林州、肥城、磁县三地食管癌的发病率高于盐

４．食管病变检出率时间分布：筛查发现，盐亭县
食管轻、中、重度异型增生的检出率在不同年份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１），

亭有关№１。从筛查结果不难看出，在食管癌高发区
的高危人群中存在着许多无明显ｌ临床症状的癌前病

表３盐亭县１５ ０６５人各级食管病变检出率的年龄分布

但经趋势检验尚未发现在时间
分布上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３ｃ２＝２．０７１，Ｐ＝Ｏ．１５０；Ｘ２＝０．０１３，
Ｐ＝Ｏ．９１０；Ｘ２＝３．１３８，Ｐ＝Ｏ．０７７）；

从结果描述中仍可看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每年检出的轻、中、重度异
型增生的比例明显高于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特别是重度异型增生的

注：同表２

表４盐亭县１５ ０６５人各级食管病变检出率的时间分布

比例明显增高。而原位癌、黏膜
内癌、浸润性癌的检出率在不同
年份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ｏ见表４。

５．食管病变检出率的地理分
布：地理分布上林农镇、高灯镇、
金鸡镇和洗泽乡属于山区。两河
镇和富驿镇属于丘陵。筛查发

注：同表２

现。食管轻、中、重度异型增生的

表５盐亭县１５ ０６５人各级食管病变检出率的地理分布

检出率在各乡镇之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１），表现为山
区居民的食管增生检出率高于丘
陵地区；而原位癌、黏膜内癌、浸
润性癌的检出率在不同乡镇之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５。

注：同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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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患者，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可以有效阻

断癌前病变的继续发展，降低食管癌的发病率。
轻、中度食管增生的检ｍ率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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