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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２００８年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发病、
死亡和患病情况的估计及预测
任建松李倩关鹏代敏杨玲
目的估计中国２００８年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发病、死亡

【摘要】

和患病情况，并预测２０年后其发病数和死亡数。方法根据中国３６个肿瘤登记点的数据以及全
国第三次死因调查（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结果，估计中国２００８年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死

亡和患病情况，并预测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年的发病数和死亡数。结果２００８年中国食管癌、胃癌与结直
肠癌新发病例数分别为２５．９万、４６．４万和２２．１万，合计占所有恶性肿瘤发病例数的三分之一；世界

人口标化发病率分别为１６．７／１０万、２９．９／１０万和１４．２／１０万，分别排在所有恶性肿瘤的第５位、第２
位和第６位；标化死亡率分别为１３．４／１０万、２２．３／１０万和６．９／１０万，分别排在所有恶性肿瘤的第４
位、第３位和第５位；２００８年中国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５年患病数分另Ｕ为２５．７万、６８，１万和５０．９
万，分别排在所有恶性肿瘤的第７位、第１位和第３位。据预测，中国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发病
数与死亡数将逐年增加，至２０３０年发病例数将分别达到４８．５万、８６．０万和４０．０万，死亡例数将分
别达到４１．３万、６７．９万和２１．２万。结论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是目前中国人群的主要消化道
癌症，在未来２０年其疾病负担将逐年增加，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关键词】食管肿瘤；胃肿瘤；结直肠肿瘤；发病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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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恶性肿瘤是我国居民重要死因之一，其

１０万。食管癌发病数、死亡数和５年患病数分别占

中最为常见的是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２００５年

我国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数分别为２３．５

所有恶性肿瘤的９．２％、１０．８％和５．６％。食管癌不同
性别的发病数、死亡数和５年患病数差异明显，男性

万、４２．９万和２０．１万，合计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

均为女性的２倍以上。

３３．５％；死亡数分别为１９．１万、３２．０万和１０．２万，合计

（２）胃癌：２００８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数为４６．４

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３４．１％…。为掌握我国常见

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１６．５％，世标发病率为２９．９／１０

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基础信息，本研究将在全国第三

万，是我国第二大常见的恶性肿瘤（表１）。其中男

次死因调查（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结果和世界卫生组织

女性胃癌新发病例数分别为３１．６万和１４．９万，世标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ＷＨＯ／ＩＡＲＣ）ＧＬＯＢＯＣＡＮ

２００８

发病率分别为４１．３／１０万和１８．５／１０万。２００８年我国

收录的中国３６个肿瘤登记点发病和死亡数据基础

因胃癌死亡３５。２万例，其中三分之二为男性。胃癌

上［２＇…，估计中国２００８年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

死亡占所有恶性肿瘤的１８．ｏ％，世标死亡率为２２＿３／

发病、死亡和患病情况，并预测今后２０年这三类癌

１０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列第３位。２００８年我国胃

症的发病和死亡情况。

癌５年患病数约为６８．１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１４．８％，排在所有恶性肿瘤的第１位，男女｜生胃癌５年

资料与方法

患病数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分别排第１位和第５位。

１．数据来源：①全国第三次死因调查（２００４—

（３）结直肠癌：我国２００８年结直肠癌新发病例

２００５年）的死亡数据；②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

数为２２．１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７．９％，其中男性病

数据来自全国３６个肿瘤登记点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的发

例１２．５万，女性病例９．６万（表１）。世标发病率与死

病、死亡和人口数据；③采用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

亡率分别为１４．２／１０万和６．９／１０万。２００８年死于结

样调查数据作为该年全国人口数据ｎ］。

直肠癌１１．０万例，其中男性６．２万，女｜生４．８万。其５

２．研究方法：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发病、患

年患病数为５０．９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占１１．１％。

病、死亡及预测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和２０３０年发

结直肠癌发病数和死亡数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均列第

病数和死亡数见文献［４，５］。

５位，而５年患病数列第３位。

结

２．２００８年我国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发病、死亡

果

的年龄分布：食管癌、胃癌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

１．２００８年我国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发病、死亡

亡率在４０岁以前均保持较低水平，４０岁后逐渐增

和患病情况估计：

长，并持续增长至７５岁以上年龄组（图１。３）。

（１）食管癌：２００８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数为

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男性各年龄段均高于

２５．９万，世界人口标化（世标）发病率为１６．７／１０万，

女性，且随着年龄增长男性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的

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列第５位（表１）；全年因食管癌死

速度也高于女性。不论性别，其死亡率在６５岁以后

亡２１．１万例，世标死亡率为１３．４／１０万，在所有恶性

增长速度快于发病率，于７５岁年龄组超过发病率，

肿瘤中列第４位。２００８年食管癌５年患病数为２５．７

男性死亡率增长的速度快于女性（图１）。

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列第７位，５年患病率为２４．１／
表１

胃癌

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各年龄段也是男性高

２００８年中国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发病、死亡和患病的估计

男性

３１５ ８４３

１９．５

４１ ３

２３１ １９３

１８．９

３０．１

４６６ ４１５

２Ｉ．３

８５．３

女性

１４８ ５９６

１２ ４

１８ ５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６．５

１４．６

２１４ ４０９

８．９

４１．１

注：５年患病率的计算仅限于１５岁以上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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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０

数每５年增加４万至６万，分别将达到２７．６万、３２．１

２５０

万、３７＿３万、４３．１万和４８．４万（表２）；死亡数每５年增

２００

加３万至５万，分别将达到２２．５万、２６．２万、３０．７万、

，、

售１ ５０

３５．９万和４１．３万。同期胃癌发病数每５年增加８万

三
褂１００

至１０万，分别达到４９．３万、５７．２万、６６．３万、７６．３万和
８６．０万；死亡数每５年增加６万至８万，分别达到３７．４

５０

万、４３．４万、５０．６万、５９。１万和６７．９万。于此同时，结
Ｏ
０一

ｌ，～４０—４５～５０～５５～６０～６５～７０～／５～

分别达到２３．５万、２７．１万、３１．２万、３５．６万和４０．０万；

‘１ ７龄组（岁）

图１

直肠癌的发病数将以每５年３万至５万的速度增加，

２００８年中国食管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年龄分布

死亡数将分别达到ｌｌ。７万、１３．５万、１５．７万、１８．３万和

于女性，４０岁以后男性该两率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

２１．２万，

女性，其差距也明显大于女性。不论性别，胃癌发病

表２

率在７５岁以前均高于死亡率，而在７０岁以后，发病

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年中国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
发病数和死亡数预测

率增长速度放缓，尤其是男性，７５岁年龄组发病率

与死亡率基本持平，在女性甚至死亡率高于发病率
（图２）。
４００
３５０
３００

一
Ｒ

２５０

ｏ

≤２００

一

讲１ 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Ｏ
Ｏ～

１５～

４０～４５—

５０一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７５一

年龄组（岁）

图２

２００８年中国胃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年龄分布

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

快速增长趋势，但与食管癌和胃癌相比，其发病率与
讨

死亡率的差距较大；随着年龄的增加，男性发病率和

论

死亡率与女性的差距越来越大；７０岁以后，由于死

我国是消化道肿瘤高发国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亡率上升幅度加快而发病率上升幅度减缓，男性与

全国第一次死因调查结果显示，胃癌和食管癌是我

女性发病率呈现接近于死亡率的趋势（图３）。

国居民恶性肿瘤的第一和第二位死因，标化死亡率
（经１９８２年中国人口年龄构成调整）分别为１９．８／１０
万和１９．１／１０万№］。９０年代开展的全国第二次死因调

查则发现，与７０年代相比，胃癌标化死亡率增加了
１０．０％，而食管癌的标化死亡率则降低了２１．３％阳ｊ。

胃癌依然是第１位恶性肿瘤的死因，而食管癌则降

一ＲｏＩ／）僻

至第４位。然而，由于７０年代第一次死因调查时将
责门癌划人食管癌，９０年代第二次死因调查（包括

∞∞加∞嬲∞∞加０
０～

１５～４０～４５～５０～５５—６０～６５—７０～７５～

年龄组（岁）

图３

２００８年中国结直肠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年龄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第三次死因调查）将贲门癌划人胃

癌哺］，因此这两时期我国食管癌和胃癌的死亡变化
趋势无法进行比较。

３．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年我国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发

２００８年我国食管癌世标死亡率男性为１８．７／１０

病和死亡预测：２０１０－－２０３０年预计我国食管癌发病

万、女性为８．２／１０万，与２０００年世标死亡率（男性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第３３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０

２１．６／１０万，女性９．５／１０万）相比¨。，分别减少了１３．４％

癌、胃癌和结直肠癌发病数与死亡数进行了预测。

和１３．７％；而男女性食管癌世标发病率分别为２２．９／
１０万和１０．５／１０万，分别比２０００年降低了１７．０％和

由于这些预测的前提是这些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在
今后２０年中维持目前水平不变，因此发病数与死亡

１ ３．２％。可见近年来我国食管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呈

数的变化仅体现了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改变。鉴于癌

下降趋势。但由于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人口老龄

症的发病与死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预测数据不

化加剧，食管癌发病数与死亡数却逐年增加，即从

同程度会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但依然具有一定参

２０００年的２４．４万ｓ曾Ｄｌ：ｉ至２００８年的２５．９万一］，同时死

考价值。

亡数从１９．２万增加至２１．１万。２００８年我国食管癌

参考文献

世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依然排名
较高，分别列第４位和第５位，其病例数和死亡数分

１１ Ｊ Ｒｅｎ ＪＳ，ＣｈｅｎＷＱ，ＳｈｉｎＨＲ，ｅｔ ａ１．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别占全世界新发病例数和死亡数的一半以上（５３．８％

和５１／９％），５年患病率仅低于日本，列世界第２位，５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ｂｕｒｄ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０５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ｙ．２０１１．１１（６）：１ ５８７—１５９４．

［２ｊ

年患病数占全世界食管癌５年患病数的５３．４％。

Ｃｈｅｎ Ｚ（Ｅｄｉｔｏｒ）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ａｔ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０８年我国胃癌标化发病率与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笠．全国第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北京：中国协和医科

死亡率略有下降，男女性胃癌发病率分别下降１．４％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和５．１％，死亡率分别下降８．Ｏ％和２．７％。这与欧美
等国家近几十年来持续下降趋势相似’８·。然而，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３］Ｆｅｒｌａｙ

Ｊ，Ｓｈｉｎ ＨＲ，Ｂｒａｙ Ｆ，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国胃癌发病数和死亡数却是上升，且幅度较大。与

ＧＬＯＢＯＣＡＮ ２００８ ｖ１ ２，Ｃａｎｃｅｒ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ＩＡＲ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Ｉｎｔｅｍｅｔｊ，Ｌｙｏｎ，Ｆｒ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ｅ Ｎｏ．１ ０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２０００年相比一“，我国同期胃癌发病数Ｊ曾Ｄｉｌ２３．Ｏ％，死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 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ｇｌｏｂｏｃａｎ．ｉａｒｃ．ｆｒ，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亡数增加１８．８％。２００８年我国胃癌世标发病率

ｏｎ

（２９．９／１０万）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列第４位，远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１４．０１１０万）。２００８年我国胃癌新发

１４ Ｊ

１３／０２／２０１２

Ｄａｉ Ｍ，Ｒｅｎ ＪＳ，Ｌｉ Ｎ，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Ｊ

２００８．Ｃｈ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１２，３３（１）：５７—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病例数达到４６．４万，占全球胃癌新发病例数的

代敏，任建松，李霓，等．中同２００８年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情况

４７．０％，世标死亡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世

的估计和预测．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１）：５７—６１．

界排第３位。死亡病例数约为３５．２万，约占全球胃

癌死亡病例数的４７．８％。２００８年我国胃癌５年患病
数为６８．０万（占全球胃癌５年患病数的４２．６％），５年

患病率（６３．７／１０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３２．５／１０
万），在全世界排名第３位，仅次于日本和韩国。
２００８年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死亡率和５年患
病率均不同程度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由于我
国人口数量大，２００８年新发病例数、死亡数和５年患
病数分别占全世界人口的１７．９％、１８．２％和１５．６％。
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ｎ］，２００８年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与死

［５］Ｃｈａｎｇ

Ｓ，Ｄａｉ

Ｍ，Ｒｅｎ ＪＳ，ｅｔ ａ１．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０８．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１２，３３（４）：３９ｌ一３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昌盛，代敏，任建松，等．中国２００８年肺癌发病、死亡和患病情况
的估计及预测．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４）：３９ｌ一３９４．
［６］Ｌｉ

ＬＤ，Ｌｕ ＦＺ，Ｚｈａｎｇ

ＳＷ，ｅｔ ａ１．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 Ｊ Ｏｎｃｏｌ，１ ９９７，１ ９

（１）：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连弟，鲁凤珠，张思维，等．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２０年变化趋
势和近期预测分析．中华肿瘤杂志，１９９７，ｌ ９（１）：３－９
［７］Ｙａｎｇ

Ｌ，Ｌｉ

ＬＤ，Ｃｈｅｎ ＹＤ，ｅｔ ａ１．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０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亡率均有上升，男性发病率与死亡率分别上升１６．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２００５，２２（４）：２１８—２２１，２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和１．３％，发病数与死亡数分别上升４６．４％和２６．７％；

杨玲，李连弟，陈育德，等中国２０００年及２００５年恶性肿瘤发病

女性上升幅度更大，发病率与死亡率分别上升２８．４％

死亡的估计与预测．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０５，２２（４）：２１８—２２ｌ，２３１．

和１３．５％，发病数与死亡数分别上升６１．６％和４３．２％。
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目前是我国癌症预防
控制所面临的主要癌症之一。２００８年三者合计发

［８］Ｂｒｅｎｎｅｒ

Ｈ，Ｒｏｔｈ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Ｄ，Ａｍｄｔ Ｖ．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ｃａｎｃｅｒ／／Ｖｅｒｍ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Ｍ．Ｍｅｔｈｏｄｓ
Ｖｏ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ａｎｃｅｒ

４７２．Ｔｏｔｏｗａ，ＵＳＡ：Ｈｕｍａ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４６７－４７７．

病数占全部恶性肿瘤的三分之一，尤其胃癌是我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５—３１）

５年患病数最多的癌症。本研究还对今后２０年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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