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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食管癌患者出生顺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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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山西省食管癌患者的出生顺序，探讨环境因素、遗传因素与食管癌的关

系。方法采用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和Ｈａｌｄａｎｅ的出生顺序方法，以山西省肿瘤医院１１０１例住院食管癌手
术患者为先证者进行遗传流行病学调查，并对ｌ １０１例先证者及４４例食管癌患病同胞进行出生顺
序研究。结果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法分析结果显示，食管癌患者较多发生在出生顺序１。３胎次。
Ｈａｌｄａｎｅ法计算６Ａ实际值＝１７ １１８，６Ａ理论平均值Ｘ＝１９ ２９０，代人ｘ＝』６Ａ－－兄。Ｉ／ｖ勺ｉ＝７．６３
（Ｘ＞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表明胎次对食管癌发生具有效应。另外，６Ａ实际值＜６Ａ
理论平均值，表明父母育龄小或先出生的胎儿易患食管癌。结论环境因素对食管癌的发生有一
定的影响。食管癌的发生与出生顺序有关，易发生在出生胎次较早的个体，这与国内其他食管癌
出生顺序研究结果不一致。
【关键词ｌ食管肿瘤；出生顺序；家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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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遗传学早已关注过父母育龄与胎次的效
应，主要集中在多趾畸形、侏儒、先天髋部脱位、脊柱

癌发病是否与出生顺序有关，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本研究

裂和无脑儿等研究ｎ＇２｜。我国学者曾对癌症出生顺

家系调查。

序进行研究，结论为肝癌与出生顺序有关ｂ１。山西
省食管癌具有高发病和高死亡率特点，为探讨食管

对来自全省的食管癌手术病例进行了遗传流行病学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在山西省肿瘤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６

悌、李建民、高泽锋）；山西省肿瘤研究所（苏文、韩小友）

医院住院手术的食管癌病例１２１８例，剔除１７例外省
就诊病例及７例拒绝家族状况调查、１５例拒绝手术

通信作者：王国平，Ｅｍａｉｌ：ｚｍｋｔ＿ｚ＠ｙｅａｈ

自愿出院和７８例探查未成功切除肿瘤者，实际调查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１３太原，山西省肿瘤医院（韩斐、范亚峰、王国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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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例。入组病例均为独立家庭。本文先证者定义

为不依赖于其他家庭成员而独立检出的病例，其中
男性７１２例，女性３８９例，性比为１．８３：１。在１１０１例

食管癌先证者中另有同胞４４例也患食管癌，因此本
研究实际同胞数为１１４５例。病例（先证者）平均年
龄５９．１５（９５％“：５８．６６～５９．６４）岁。

２．研究方法：病例（先证者）调查内容包括一般

瓤一撇 Ｔ：，４
Ｍ

情况、本人疾病史、生活习惯等。遗传流行病学调查
内容为患者是否双胞胎、领养子及近亲婚配以及一、
二、三级亲属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亲属中如有患
癌症者询问就诊医院、手术时间和病理诊断结果

等。调查由山西省肿瘤医院上消化道癌遗传学研究
课题小组专业人员完成，调查员由经过培训具有临
床经验并从事流行病学工作３年以上的医务人员担
任。调查资料先自审、再互审，录入前专人审核。

３．出生顺序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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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任何一胎。表２即是按双亲基因随机平均分布
原理计算的１ １４５例食管癌病例的理论分布结果。
３．出生顺序实际分布与理论分布比较：１１４５例
食管癌患者好发生在第一、二及三胎的子代，表明食

（１）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和Ｙｕｌｅ法：假设患者出生于任一

表２

１

顺序的概率相等，即出生顺序的频数分布按均等的期

１４５例食管癌患者按实际家庭内同胞总数的
分布计算出生顺序的期望分布

望分布，并与实际出生顺序分布相比较。若两者不
符，则所研究疾病同出生顺序有关，提示该病病因同
环境的关系较大，而与遗传的相关较小；反之，若两者
相符合，则同出生顺序的关系不大或无关，提示该病
病因同遗传的关系较大，而受环境的影响较小Ｈ１。
（２）Ｈａｌｄａｎｅ和Ｓｍｉｔｈ法：是将每个家系同胞组

（包括先证者）中患病同胞的胎次序列数（Ａ）总和与
假设无胎次效应的预期值相比较，当观察值和预期
值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可认为疾病发生与
父母育龄、胎次有关口，。

由于同胞组中正常和患病者均可区分，计算时

合计１１４５

３２１．３ ２６３．３ ２１６．８ １５２．１ １００．３ ５３．５

２５．０

１０．１

２．８

０．９

采用６Ａ的预期平均值和方差。公式：６Ａ平均值

管癌的发生与出生顺序有关（表３）。因此可认为食

（Ｘ。。）＝３ｈ（ｋ＋１），６Ａ的方差（Ｖ。。）＝３ｈ（ｋ＋１）

管癌发生同环境因素有关。

（ｋ一１）；其中ｈ为同胞组中患病例数，ｋ为患病与正

４．Ｈａｌｄａｎｅ和Ｓｍｉｔｈ出生顺序法：表４显示，６Ａ
为１１０１例食管癌同胞组中患病同胞胎次序列总和，

常者之和。获得６Ａ的预期平均值和方差后，用ｘ＝

６Ａ—Ｘ。。ｌ／月ｉ进行显著性检验，当ｘ值＞２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父母育龄或胎次对该疾
病发生具有效应。在差异中若６Ａ大于又。。，可能为
父母育龄高或迟出生的胎儿易患此病，相反亦然¨３。
结

果

１．出生顺序分布：１１４５例食管癌患者出生于第

一、二、三胎者达９００例，占总例数的８０％。表明食
管癌患者集中发生在第一、二和三胎（表１）。
２．出生顺序的期望分布：由于双亲的基因传给

子女是随机的，因此食管癌若存在遗传倾向，应不集

表３

１１４５例食管癌病例出生顺序实际分布
同理论分布比较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第３３卷第１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ｘ。。为根据实际６Ａ值计算出的预期平均值，ｖ。。即为

１２ ｊ

１７ １１８—１９ ２９０

Ｉ／√８１ ０１６＝７．６３。由

１９９２：７５４—７５９．

ｂｉｎｈ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３．２４：２２—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蔡如琳，孟炜，陆鸿雁，等．原发性肝癌与出生顺序的研究．中华
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２２—２５．

母育龄小或先出生的胎儿易患食管癌。这与本研究

１４ ｊ Ｓｈｅｎ ＦＭ，Ｘｕ Ｚ，Ｘｕ Ｂ．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１８１－２０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沈福民，徐忠，徐飚．流行病学原理与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８１－２０７．

有关，但与遗传因素关系较小。
论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ｅｄ．Ｂｅｒ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３ｊ Ｃａｉ ＲＬ，Ｍｅｎｇ Ｗ，Ｌｉｕ ＨＹ，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ｉｖ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对食管癌的发生具有效应。但６Ａ＜瓦。值，表明父

讨

ＺＤ．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Ｓ，Ｌｉｕ

杜传书，刘祖洞．医学遗传学．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于ｘ值＞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表明胎次

采用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和Ｙｕｌｅ的出生顺序法计算出的结果
吻合。本研究结果表明，食管癌的发生与环境因素

Ｄ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９９２：７５４—７５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预期平均值的方差。将其代人ｘ＝｝６Ａ一一Ｘ。。Ｉ／
￣／Ｖｍ＝ｌ

·１１２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１

１５ｊ

ＢＺ．Ｍｅｄ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Ｊｉａｎｇ ＳＤ，Ｌｖ

Ｂ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７０—７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江三多，吕宝忠．医学遗传数理统计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

表４血缘关系的１１０１例食管癌患者的胎次分析

１９９８：７０—７５．

［６ Ｊ

Ｈａｎ ＸＹ．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ｕｐｐ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ｔｕｄｙ／，ｑＶｌｏｄｅｍ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６：１８６６－－１８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小友．山西省上消化遭癌流行特征研究，／现代临床肿瘤学．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８６６—１８７３．
［７ ｊ“ＪＹ．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４

ｖ０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６：２７４—２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黎钧耀．食管癌流行病学研究进展／，流行病学研究进展．第４
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７４—２９９．
［８ Ｊ

山西省食管癌发病和死亡率均呈高发态势哺１。
描述和地理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食管癌沿太行山麓

与河南、河北省交界处是我国食管癌主要高发区ｎ１，
其死亡率呈区域聚集分布，随纬度递增其死亡率呈
递减趋势哺１，显现出食管癌发生与环境因素相关。

序相关，这有悖基因随机传递子女原理，说明山西省
食管癌发生可能与环境因素相关。栾婕等ｎ ３］对江苏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ｉｎｏ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５，１６（５）：２９２—

２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小友，赵福林．山西省消化系恶性肿瘤地理流行病学研究．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１９９５，１６（５）：２９２—２９４．
［９ Ｊ Ｌｉ ＧＨ．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ｕｐｐｅｒ）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Ｃｏｍｒａ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８０：６－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光恒．食管（贲门）癌的家族性与保护人群／／医学研究通讯．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１９８０：６—１０．
［１０ｊ

Ｌｉ

ＷＤ，Ｗａｎｇ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西省食管癌的发生是环境及遗传因素共同作用引起
的。本研究表明，山西省食管癌患者好发生于第一
至三胎出生顺序中。根据父母双亲基因传递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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