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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变化规律以及主要疾病死亡率

变化对期望寿命增量的影响。方法应用简略寿命表、期望寿命差异的年龄和死因分解法对北京
市户籍居民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死因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各主要疾病死亡率变化对期望寿命增量
的贡献值和百分比。结果

１０年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增加了３．３５岁。≥８０岁组和６５～岁

组居民死亡率下降对期望寿命的增加贡献较大，贡献率分别为４４．２７％（１．４８岁）和２６．７６％（０．９０

岁）。脑血管病和心脏病是对期望寿命增加贡献最大的两类疾病，贡献率分别为４１．２１％（１．３８岁）
和２１．３９％（０．７２岁），而恶性肿瘤是阻碍期望寿命增加的最主要疾病，其贡献率为一２６．００％（一０．８７
岁）。结论２０００一２０１０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增长主要归因于老年人以及心脑血管病死
亡率的下降，而恶性肿瘤死亡率的上升则阻碍其增加。

【关键词】期望寿命差异分析；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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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寿命是衡量居民健康水平的国际通用指
标，它弥补了ＧＤＰ等传统指标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
缺陷。２０１０年，我国政府部门首次将人均期望寿命

望寿命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作为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指标之一…，对转变发展模

１．资料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死

式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探索疾病谱变化对居民健
康和期望寿命的影响，可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人

亡登记资料，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户籍居民死因监测

群健康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利用北京市户籍

信息以《北京市户籍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为依据，

居民死因监测数据，通过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望寿命

包括死者姓名、性别、年龄、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等

增量的分解，了解１０年间死亡疾病谱变化对居民期

８０项内容。根据国际疾病分类规则ＩＣＤ一１０对死亡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１

系统。该监测为全人群监测，覆盖率为１００％。报告

原因进行分类编码。监测数据经过严格质量控制，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３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统计中心

均符合以下要求：《北京市户籍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通信作者：高燕琳，Ｅｍａｉｌ：ｂｊｃｄｃｓｙ＠１２６．ｔｏｍ

书》内容完整率１００％，死因诊断正确率高于９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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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直报录入与约匕京市户籍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一

龄，ｉ是组间间隔年龄，ｔ是比较ｎ年变化时的起始年

致率高于９５％；根本死因判断正确率高于９５％；死因

份，ｏ是寿命表的初始年龄（计算０岁组寿命表，则

编码不准确的比例低于８％。在分析数据前对重复

ａ＝Ｏ，即ｇｏ

数据及逻辑错误进行清理。户籍人口信息来源于北

尚存人数的变化量。

京市公安局。

０００），。强为ｚ＋ｉ岁时不同观察年份

在本模型中，≥８０岁组死亡率变化对期望寿命

２．方法：基于北京市人口现状将人群按年龄分
成５组：０一、１５一、３５～、６５～及≥８０岁组，分别计算
各年龄组死因别死亡率和期望寿命的增量。
（１）死因别死亡率：

的影响仅有直接效应，计算公式：

ＤＥ，一坠警型＝等×（等一手）（８）
（４）期望寿命增量的死因别分解：本研究重点分

死因别死亡率（／ｌＯ万）＝全年因某原因死亡人
数／同年平均人口数ｘ

１００

析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期望寿命增量的影响。

１００ ０００。

Ａｒｒｉａｇａ死因分解法假设各年龄组（戈～ｚ＋ｉ）某死因

（２）期望寿命：指０岁时的预期寿命，即在某一
死亡水平下，已经活到ｚ岁年龄时平均还有可能继

别死亡率（ｍ。）的变化对期望寿命产生的影响（。ＴＥｘ㈦）

续存活的年岁数。本研究采用蒋庆琅法心１建立简略
寿命表，计算不同时期人群期望寿命。计算公式：

ＴＥ，。。，：。丁Ｅ，×塑至要
；聊：一。ｍ：’

期望寿命：

ＬＥ，＝（∑Ｌ：）／ｔ，

与其对该年龄组总死亡率（ｍ）的影响成正比，期望
寿命增量的死因别分解公式：

（１）

式中，上标和下标为时间段和年龄组标识。
结

式中，腿是期望寿命，厶是ｚ，石＋５岁间的寿命表队
列生存人年数，彬是寿命表中最后一个开区间的年
龄段，厶是寿命表队列中戈岁时的尚存人数。

（９）

果

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北京市期望寿命变化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呈上升趋

（３）期望寿命增量的年龄组分解：本研究采用

势，增加了３．３５岁。２０００年北京市户籍居民期望寿

Ａｒｒｉａｇａ死因分解法ｂ１对期望寿命增量进行分解，将

命为７７．４６岁，２００５年首次超过８０岁，至２０１０年达

期望寿命增量（即总效应。腿）分解成３个部分：直接
效应（ＤＥ）、间接效应（皿）和交互效应（．Ｊ『；）。同时。

８０．８１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北京市居民总死亡率大致
在４％。～６‰之间波动，见图ｌ。

依据不同年龄组的总效应具有可加性，分析不同年
龄组对期望寿命增量的贡献。计算公式：
直接效应：

一ＤＥ＝盥等型

＝等×（气笋一与≥）

＠

间接效应：

。ＩＥ，＝等等＝孚×（等等一ｚ）
；ＣＳ。一雩警一ｏ．

＠

年份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北京市居民期望寿命

０

及总死亡率

交互效应：

２．期望寿命增量的年龄组分解：表１显示低年

。Ｉ：一。ＯＥ。一：ＩＥ。

＠

龄组对期望寿命增加的贡献较低，高年龄组较高，并

。ＯＥ，一盟笋＝等ｘ（每一慧）

∞

且贡献率随着年龄组的增加而升高。其中，≥８０岁
组贡献率最高，达４４．２７％（１．４８岁）；６５。岁组次之，

总效应：
．ＴＥ，一ＤＥ，＋ｒＥ，＋，

贡献率为２６．７６％（０．９０岁）；而０．岁组最低，仅为
∽

、Ｊ＼， 、，

式中，２是寿命表中的生存人数，丁是寿命表中的生
存总人年数，舷是组内平均期望寿命，戈是初始年

５．４６％（０．１８岁）。

３．期望寿命增量的死因别分解：２０００一２０１０年
各年龄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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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北京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人口期望寿命增量的年龄分解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３

０．７２岁，而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仅增长了１．１９岁，年均
增长０．１７岁。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间增长速度显著高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一方面由于期望寿命增长遵循一定
的发展规律，期望寿命达到８０岁之后，其增长速度
明显放缓ｎ＇８｜，而２００３年之后北京市居民期望寿命已
逼近８０岁。另一方面，自２００３年起，北京市居民死
因监测系统实现了网络直报，并加强了医疗机构死
亡漏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报告的死亡率，从

病的年龄别死亡率均呈不同程度下降，但３５岁以

而减缓了期望寿命的增加幅度。

上各年龄组恶性肿瘤的年龄别死亡率明显增加，见

本研究利用Ａｒｒｉａｇａ死因分解法对北京市近１０
年居民期望寿命的增量进行分解，旨在探索影响北

表２。

如表３所示，脑血管病和心脏病是对期望寿命

京市居民期望寿命的主要因素。该方法研究策略相

增加贡献最大的两类疾病，贡献率分别为４１．２１％

对明确、易于操作，针对寿命表中“年龄”的测量采

（１．３８岁）和２１。３９％（０．７２岁），而恶性肿瘤死亡率的

用非连续的方式进行界定，并提出最高开放年龄组

上升为降低期望寿命的最重要疾病，其贡献率

对期望寿命差异所做的贡献，因而，在国际上得到

为一２６．ＯＯ％（一０．８７岁）。

广泛应用睁。川。北京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１０年间户籍

讨

论

居民期望寿命增加了３．３５岁，其增长主要归因于中
老年人死亡率的下降。本研究各年龄组对期望寿命

变，北京市居民疾病谱和死亡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

增加的贡献率与日本（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ｎ１｜、韩国
（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２１的研究结果相近。但与我国其

主要表现为急性传染病死亡率显著下降，其死亡顺

他地区ｎ ３’“］、日本（１９５０一１９７０年）…和韩国（１９７０一

位由解放初期的首位下降到目前的第９、１０位，取而

１９７９年）ｎ２ ３的研究有所不同，其婴幼儿死亡率下降

代之的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慢性非传染

是期望寿命增加的主要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

性疾病，２０１０年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已占
北京地区全部死因的７３．７５％Ｈ］。

２０１０年，北京市期望寿命为８０．８ｌ岁，高于全国

北京市１０年间心脑血管病死亡率的下降是居
民期望寿命增加的主要原因，而３５岁以上各年龄组

平均水平６．８１岁［５］，已达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哺１。

恶性肿瘤死亡率的上升则是阻碍期望寿命增加的
最重要原因，与日本（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３和韩国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间期望寿命增长了２．１６岁，年均增长

（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２１研究结果相一致。近年来，我国

表２北京市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重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年龄别死亡率（／１０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３４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２５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３

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在诊疗手段上有了质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２０１２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北京：协和医

的飞跃，使得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生存率更高，从而降

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７７，

低了其死亡率；然而，恶性肿瘤发病水平不断增加，在

［６］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ｌｄ

诊疗手段上未出现明显改善，从而导致恶性肿瘤死亡
本研究结果提示慢性病控制仍是提高北京市居
民期望寿命的关键。近年来，恶性肿瘤死亡水平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６０—６１．

Ｈｅａｌｔｈ

［７］Ｇｒａｚｉｅｌｌａ

率上升。

Ｖ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仃ｅｎｄ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Ｃ，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８ Ｊ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３（１）：４１－７１．

Ｊ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ｃｏｍｎｌｏｎ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ｅｕｎｇ ＳＬ，Ｒｏｂｉｎｅ

上升对居民期望寿命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健康教育、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行为干预、早诊早治等预防措施十分必要。尽管近

（１）：８５—９７．

１

０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水平下降，但其发病水平仍

不断升高，且呈现年轻化趋势，这提示在提高心脑
血管疾病的诊疗水平的同时，还要做好一级和二级

［９］Ｋｒｉｓｈｎａ Ｍｕｒｔｈｙ
ｆｏｒ

Ｐｏｎｎａｐａｌｌ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ｔｕｄ，２００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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