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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筛查方法及其筛查起始年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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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俊峰刘植华徐小玲

高丽敏

目的对宫颈癌多种筛查方案终生筛查一次的效果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并探讨最

具有成本效果的筛查起始年龄。方法在农村地区选择醋酸／碘染色肉眼观察检查（ＶＩ—ｗＩＬＩ）、
传统巴氏细胞学检测（Ｐａｐ Ｓｍｅａｒ）和简易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ＤＮＡ检测（ｃａｒｅＨＰＶ）３种筛查方
法，城市地区选择ＰＡＰ Ｓｍｅａｒ、液基细胞学检测（ＬＢＣ）、ｃａｒｅＨＰＶ、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ＨＣ２）和ＬＢＣ联
合ＨＣ２检测（ＬＢＣ＋ＨＣ２）５种筛查方法。运用Ｍａｒｋｏｖ模型，预测在不同筛查起始年龄终生筛查
一次的远期流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效果。结果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各筛查方案队列人群２０年后
挽救的累积生命年分别为２７７．９７年／１０万人至２７２７．５３年／１０万人和１３４．０２年／１０万人至１４４６．８４年／
１０万人；与对照组相比，各筛查方案每挽救一个生命年的成本分别在１５２０．９９～２４５３．７４元和
３８４７．３５。４４
ｃａｒｅＨＰＶ

５７０．３５元之间；增量成本效果分析显示，农村地区的优势方案依次为ｃａｒｅＨＰＶ４０岁和

３０岁起始筛查方案，城市地区的优势方案依次为ｃａｒｅＨＰＶ４０岁、ｃａｒｅＨＰＶ ３０岁、ＨＣ２

３０

岁和ＬＢＣ＋ＨＣ２ ３０岁起始筛查方案。结论如妇女终生接受一次筛查，农村和城市地区所有评价
方案均具有成本效果，ｃａｒｅＨＰＶ ４０岁起始筛查是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最具有成本效果的筛查方案。

【关键词】宫颈癌；筛查；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成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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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已成为我国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康状态，并根据各状态在一定时间内相互转换的概

并带来了严重的疾病负担…。目前筛查仍是预防宫

率，结合各状态的健康效用值和资源消耗，通过多次

颈癌的主要手段。我国从２００９年起完成了１０００万

循环运算，估计疾病发展的结局和费用Ｄ１。本研究

农村妇女的宫颈癌筛查［２１。一次性筛查实施后的远
期效果如何，各种筛查方法是否具有成本效果，为此

模型的基本构成源于国外研究结果Ｈ１，并根据国内
情况进行了合理调整ｂ加］。

本研究利用Ｍａｒｋｏｖ模型进行预测，并从卫生经济学

（１）宫颈癌自然史模型：根据宫颈癌自然发展史

角度探讨终生筛查一次的筛查起始年龄，为制定多

（图１）建立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拟合１０万名３０～５９岁妇

样化的筛查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女的宫颈癌自然发展史，以每５岁为一个年龄组，各

资料与方法
本文依托国家“十一五”课题“子宫颈癌与食管
癌筛查及早诊早治方案评价研究”，该研究是在我国

年龄组分别设置健康、ＨＰＶ感染、ＣＩＮｌ、ＣＩＮ２、
ＣＩＮ３、宫颈癌、死于宫颈癌和死于其他疾病８个初始
状态，将各状态年龄别初始概率、转移概率、宫颈癌

宫颈癌高发区山西省襄垣县、江西省靖安县和城市

诊断和治疗费用及治疗比例等参数代人模型，以一
年为循环周期，通过多次循环运算，预测自然人群机

防治点深圳市开展筛查。通过在筛查实施医院调查

会性筛查２０年后的流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结果。

筛查、诊断成本和治疗费用参数，利用既往研究获得
多渠道、多人群来源的流行病学参数，建立基于宫颈
癌自然史和筛查、诊断及治疗史的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将
成本、费用和流行病学参数代入模型，模拟宫颈癌自
然史和筛查、诊断及治疗史，评价不同筛查方法下不

同筛查起始年龄的妇女接受终生一次筛查后的远期
流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效果。

１．筛查方案：参考依托项目的现场筛查方案及
诊断和治疗流程。农村地区选择醋酸／碘染色肉眼
观察检查（ＶＩＡ／ＶＩＬＩ）、传统巴氏细胞学检测（ＰＡＰ
Ｓｍｅａｒ）和简易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ｃａｒｅＨＰＶ）３种成本较低的筛查方法，城市地区选择
ＰＡＰ

Ｓｍｅａｒ、液基细胞学检测（ＬＢＣ）、ｃａｒｅＨＰＶ、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ＨＣ２）和ＬＢＣ联合ＨＣ２检测（ＬＢＣ＋

ＨＣ２）５种筛查方法。人组妇女分别接受上述初筛检

图１宫颈癌自然发展史

查，初筛阳性者接受阴道镜检查。阴道镜检查正常

（２）宫颈癌筛查、诊断和治疗史模型：基于宫颈

者进入正常人群队列，阴道镜检查异常者接受病理

癌自然史模型，结合筛查流程，模拟宫颈癌筛查、诊

活检，并以病理活检结果为金标准，活检结果正常者

断和治疗史。分别以３０、３５、４０和４５岁为筛查起始

进入正常人群队列，宫颈上皮内瘤变１级（ＣＩＮｌ）者

年龄，以５９岁为筛查终点，将前述自然史模型参数、

根据当地随诊方案进行随访，≥ＣＩＮ２病变者按照临

各种筛查方法的灵敏度和成本代人模型，以一年为

床规范接受相应的环切、锥切手术或放化疗。

循环周期，通过多次循环运算，预测不同筛查方法下
不同筛查起始年龄妇女接受终生一次筛查２０年后

２．模型建立和模型参数：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原理是
将所研究的疾病按其发展过程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健

的流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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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模型参数：来源于本研究团队既往开展的近
２０项宫颈癌多中心、大样本研究结果。其中初始概率

生命年最多，筛查效果最好；在城市地区，ＬＢＣ＋
ＨＣ２方案挽救的生命年最多，筛查效果最好。在农

即人群各疾病状态的现患率来自１ ７项宫颈癌及筛查

村和城市地区，同一筛查方法均为３０岁起始筛查挽

技术评价研究的ｐｏｏｌｅｄ分析结果ｎ１；转移概率即人群
各状态间在一年内相互进展、逆转或维持原状的概率

救的生命年最多，其次依次为３５、４０和４５岁起始筛

来自一项长达１０年以上宫颈癌筛查前瞻性研究

效果越好（图２、３和表３、４）。

查，即筛查起始年龄越早、覆盖年龄范围越广，筛查

（ＳＰＯＣＣＳ）等睛删；各种筛查方法的灵敏度主要来自
本团队前期多项对筛查方法评价的结果并结合专家
意见获得…。１４１（表１）；筛查、诊断和治疗费用数据源自
３家实施医院（山西省襄垣县妇幼保健院、江西省靖安
县妇幼保健院和深圳市妇幼保健院）。采用微量成本

法从耗材腻剂、设备和人力三个方面核算筛查实施
医院的筛查、诊断成本ｎ５’１６］。本研究中筛查、诊断成
本指直接医疗成本，不包括项目管理成本和误工费等
直接非医疗成本和间接成本（表１）。按照标准临床

起始筛什年龄ｆ妙’

图２农村地区宫颈癌不同筛查方案所获增量生命年

路径，调查≥ＣＩＮ２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表２）。采用
３％的贴现率对筛查、诊断成本和治疗费用进行贴现。
表１宫颈癌筛查方案的灵敏度和成本
筛查方案

筛查诊断成本（元）
农村

、，ＩＡ，、，ＩＬＩ

１３．１１

ＰＡＰ

３０．００

城市

ｃａｒｅＨＰＶ

（％）

—４８．００

—

ＬＢＣ

灵敏度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２．００

１３８．ＯＯ

７７．ｏｏ

３５．ＯＯ

９０．ＯＯ

ＨＣ２

—

２３０．００

９５．１０

ＬＢＣ＋ＨＣ２

—

３６８．００

９９．００

阴道镜
病理活检

２９．４０

９２．ＯＯ

一

６１．６１

１６５．００

一

表２宫颈癌各病理分期治疗费用和比例

图３城市地区宫颈癌不同筛查方案所获增量生命年

２．成本效果分析：
（１）一般成本效果：是指与对照组相比，各方案
的增量成本与增量效果之比。本研究中，一般成本
效果即与对照组相比，各筛查组每挽救一个生命年
所需要的成本。农村地区各筛查方案每挽救一个生
命年的成本在１５２０．９９～２４５３．７４元（表３）。城市地

注：农村ＦＩＧＯⅡ及以上患者转至城市接受治疗

区各筛查方案每挽救一个生命年的成本在
６３４５．３９～４４ ５７０．３５元之间（表４）。

３．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筛查组与对照组相比所

（２）增量成本效果：将各方案按照成本由小到大

挽救的生命年；与对照组比较，筛查组每挽救一个生

排序，增量成本效果是指各方案与成本次小方案的

命年的成本；与相邻筛查方案比较，各筛查方案每挽

增量成本和这两个方案的增量效果之比。分别以筛

救一个生命年的增量成本。另外对模型中的一些重
要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评价模型的稳定性。

查效果和成本为横坐标和纵坐标，绘制各筛查方案

４．统计学分析：利用Ｔｒｅｅａｇｅ Ｐｒｏ ２００９软件建立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辅以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软件进行模型输出数
据的整理汇总。

的增量分析散点图，相邻两点间的斜率即增量成本
效果值，位于散点图右下方优势线上的方案是与相
邻方案相比最具有成本效果的方案，即该方案与相
邻方案相比每多挽救一个生命年所需成本最小。结

结

果

１．筛查效果：在农村地区，ｃａｒｅＨＰＶ方案挽救的

果显示，农村地区宫颈癌筛查位于优势线上的方案
依次为ｃｏ阳ＨＰＶ ４０岁和ｃ口ｒｅ耶Ｖ ３０岁起始筛查方
案，城市地区宫颈癌筛查位于优势线上的方案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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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农村地区宫颈癌各筛查方案的远期效果和一般成本效果分析

的灵敏度也对研究结果有较大的影响；

而宫颈癌患者５年生存率等变量对结果
影响不明显。
讨

论

按照ＷＨＯ的推荐，若筛查方案每
挽救一个生命年的成本低于人均ＧＤＰ，
则其非常符合成本效果原则；若低于３
倍人均ＧＤＰ，则被认为符合成本效果原
则”７Ｉ。本研究将农村和城市地区每挽救
一个生命年所需成本分别与襄垣县和深
圳市２００８年人均ＧＤＰ（４８ ６４３元。１ ８。和
８９

８１４元¨鲥）比较，各方案所需成本均低

于当地人均ＧＤＰ水平，因此各筛查方案
注：４成本＝筛查组成本一对照组成本；效果＝筛查组效果一对照组效果；６与对
照组比较

表４城市地区宫颈癌各筛查方案的远期效果和一般成本效果分析

均非常符合成本效果原则。ｃａｒｅＨＰＶ ４０
岁起始筛查方案是农村和城市地区最具
成本效果的方案。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
区，为获得更佳的筛查效果，农村可以考
虑采用ｃａｒｅＨＰＶ ３０岁起始筛查方案，城
市可依次考虑采用ｃａｒｅＨＰＶ ３０岁、ＨＣ２
３０岁和ＬＢＣ＋ＨＣ２ ３０岁起始筛查方

案。城市地区在ｃａｒｅＨＰＶ ４０岁起始筛
查方案基础上，此３个方案为每多挽救

一个生命年所需成本最小的方案。但在
实际应用中，由于ＬＢＣ＋ＨＣ２ ３０岁起始

筛查方案所需成本过高，在我国尚不具
有可行性。
ＰＡＰ

Ｓｍｅａｒ由于取材、制片、染色方

法及读片人员水平等原因，假阴性率较
高［２ ０］；ＬＢＣ灵敏度高但成本也高ｎ ３］；
ＶＩＡ／ＶＩＬＩ价格低廉，但判断结果主观性
强，且可重复性差“３。；ＨＣ２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高，但同样存在成本高、难作为初筛
方法等问题Ｈ ３Ｉ。本研究中，城市地区宫
颈癌筛查采用ＬＢＣ＋ＨＣ２和ＨＣ２获得
的效果最好，其次为ｃａｒｅＨＰＶ，但前两者
成本较高。ｃｎｒｅＨＰＶ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与ＨＣ２接近，但成本仅为后者的十分之

注：同表３

一，已被证实是一种安全、准确、可靠的
为ｃａｒｅＨＰＶ ４０岁、ｃａｒｅＨＰＶ ３０岁、ＨＣ２ ３０岁和
ＬＢＣ＋ＨＣ２

３０岁起始筛查方案（图４、５）。

筛查方法。１…。本研究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支持了该
观点。

３．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

２０１２年美国癌症学会（ＡＣＳ）和美国预防服务工

性；ＣＩＮ３进展为癌症的概率对卫生经济学结果影响
最大；贴现率、筛查诊断成本、治疗费用和筛查方法

作组（ＵＳＰＳＴＦ）同时发布了新的宫颈癌预防和早期

筛查指南，均建议对２１～６５岁的妇女进行宫颈癌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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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于妇女终生接受一次筛查，
４０岁起始筛查是我国农村和城市地区最

ｃａｒｅＨＰＶ
一

具有成本效果的筛查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定
筛查防治方案的过程中，成本效果评价并非惟一依

≤１４０
０

萎

据，还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综合分析以制定出最适
宜的筛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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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城市地区宫颈癌不同筛查方案的增量成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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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具有成本效果的筛查起始年龄。即对高发年龄
段人群进行早期筛查、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不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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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治疗导致的不良后果，患者接受治疗后不再患
宫颈癌，这些假设可能导致高估筛查效果，但本研究
重点在于对不同起始年龄的筛查方案进行比较，因
此上述假设对各方案间比较的结论并无明显影响。
由于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参数来源于多渠道、多人群，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但本文相关流
行病学和卫生经济学参数主要来自于国内多项大型
宫颈癌研究项目，故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
映筛查方案在我国人群中开展的情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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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好的筛查效果，且更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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