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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居民期望寿命
性别差异的分析
沈洁姜庆五

目的了解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居民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及其受年龄和死因的

【摘要】

影响，并探讨影响期望寿命年龄差异变化的主要因素。方法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卫生统计
年鉴》中城市居民年龄别死亡率及死因等死亡数据，采用绘制寿命表法、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及其
年龄分解和死因分解法，进行城市居民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分析比较。结果

自２００５年中国城

市人群期望寿命开始呈上升趋势，女性期望寿命始终高于男性；２００７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显著增
加（相差５．３岁）并呈现一个尖峰，其中以６０～７９岁年龄组男女性别死亡率的差异最为显著，是导
致性别期望寿命差异的主要因素（４２％～４７％）。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增大，主要为
０～１岁婴幼儿和＞７５岁老年组；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该差异缩小，仅表现为１—１５岁和５０～５５岁年龄
组；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差异增大，主要为６０—７０岁年龄组。影响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主要死因为肿瘤
（１．６３８—２．０１９岁）、循环系统疾病（１．２７１～１．６０６岁）、呼吸系统疾病（０．５５１～０．８００岁）。肿瘤中以
肺癌对期望寿命的影响最大，每年有约０．６岁的差异；而肝癌导致男女性死亡差异不断缩小。损
伤和中毒等原因也影响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１０．６０％。１５．７８％）。结论缩小中国城市居民健康
的性别差距，重点应关注男性＞／６０岁老年人；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导致中国城
市人群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主要疾病，同时不可忽视外伤、自杀等对期望寿命差异的影响。
【关键词】期望寿命；期望寿命性别差异；期望寿命的年龄分解法；期望寿命的病因分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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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全球人群的出生期望寿命

意味在戈＋ｎ年龄时女性对出生期望寿命有额外生

均不断增长，但女性出生期望寿命普遍高于男性ｎ·２｜，

存贡献。因此，即使在戈＋ｎ年龄以上的各年龄别均

且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各不相

不存在死亡差异，但年龄间的死亡差异仍直接影响

同。这一差异在１９世纪初并不显著，但自２０世纪

总性别差异。然而在多数年龄别死亡率存在性别

以来，由于男性死亡率不断上升，导致期望寿命的

差异，故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即女性后期额外生存

性别差异越来越明显【３１。近年来，在许多工业化发

将暴露于新的死亡条件下。第二部分为间接作用和

达国家观察发现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出现了下降

交互作用，即女性在戈＋ｎ年龄的剩余期望寿命占出

趋势［４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男女性期望寿命

生队列中额外生存的比例。在＞８０岁年龄组只有

也有很大提高，但对期望寿命及其性别差异，尚未见

死亡变化的直接因素影响。

有相关研究报道。为此本研究分析２０１０年中国城

由于每个年龄组均受死因的影响，即假设在任

市人群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现状，探讨性别差异受年

一年龄组某死因对期望寿命变化的影响均等于该死

龄和死因影响的变化，旨在了解哪个年龄组、何种死

因对年龄别总死亡率变化的影响。死因别对于男女

因是导致我国近５年期望寿命年龄差异变化的主要

性戈年龄到戈＋凡年龄死亡差异的影响估计公式¨１【：

因素，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人群期望寿命及缩小其性
别差异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１．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年龄别死
亡率和３５种疾病死因分析数据来自《中国卫生统计
年鉴》Ｂ。…，并根据年龄别死亡率数据绘制寿命表，计

扯一Ａ×糕

式中。ｐ≯指石到戈＋ｎ年间由病因ｉ导致的女性死亡
率，。以男指戈到ｘ＋１１，年间由病因ｉ导致的男性死亡

率，。ｒ，指戈到ｘ＋ｎ年间全死因女性总死亡率，。ｒ罗指
戈到戈＋ｎ年间全死因男性总死亡率。

由此可见，在特定死因下，性别差异受年龄别死

算期望寿命。

亡中绝对性别差异和与其他病因相关的性别差异双

２．统计学分析：采用Ａｒｒｉａｇａ法将期望寿命的变
化（总效应）分解成三个部分ｎ…“：直接作用、间接作

重比率的影响。该公式还表明，女性一些特有疾病

用和交互作用，利用不同年龄的总效应具有可加性，

女性多发疾病的死因将缩小其对于期望寿命的两性

分析不同年龄人群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可能产生的

别总差异影响。而特定时间下死因对期望寿命性别

影响，预测总出生期望寿命的年龄差异。

差异的影响也是该死因在该时间段开始和结束时影

计算公式

私，一［等×ｃ等一等，］＋［番×笠≠］

的死因，对期望寿命的两性别总差异起促进作用，而

响的差异，甚至在不同性别中某因素造成特定死亡
均呈下降趋势时，下降的差异率也将改变期望寿命
的性别总差异。
结

式中。△，表示不同性别在戈年龄和戈＋ｎ年龄死亡的

果

差异导致的性别出生期望寿命差异，六指戈年龄的存

１．期望寿命及其性别差异趋势：中国人群期望

活人数，上指ｚ到石＋凡年间的生存人年数，Ｌ＋。指活

寿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每年以相对稳定的速度

过石年的总人年数。

呈不断上升趋势，而性别差异呈现不规则的曲线。

作用，即性别差异对于戈到戈＋凡生命年的直接作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性别期望寿命差异不断缩小，
１９８０年达到最低值，从１９８０年开始期望寿命的性别

用。直接作用是生存队列中男性生存到戈年龄所占

差异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以后差异越来越显著，

的比例乘以男女性平均人年数从戈生存到戈＋ｎ时的

２００５年出现个小波动，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小幅下降

差异。女性在菇到戈＋凡年间年龄别死亡率越低，就

（图１）。

该公式为两部分相加的作用。第一部分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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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图２

年龄别分布

２．城市人群期望寿命及其性别差异：中国城市
人群期望寿命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其
中男性期望寿命从２００５年的７４．２８岁上升至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期望寿命性别差异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人群期望寿命陛别差异的
不同年龄变化‘

最高达７７．７４岁，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稍有下降，女性期望
寿命从２００５年的７９．０９岁上升至２００８年最高达
８２．４３岁，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稍有下降，２０１０年为８０．６５
岁（表１）。女性期望寿命始终高于男性。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较为平稳，２００７年差异显
著上升呈现一个尖峰，差异达５．３０岁，之后２００８年
呈现一个低谷，两者相差４．６９岁，２０１０年差异逐步
回升至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水平。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人群望寿命及其性别差异

３．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年龄别分析：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以６０～７９岁年龄组死亡率的性别差异最为
显著，是产生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４２％～

注：各数值显示每个不同性别年龄组死亡差异对整个期望寿命
差异变化的直接作用，正值为性别差异增大，负值则为差异缩小

４７％）；另外，由于男女性出生期望寿命的不断上
升，≥８０岁年龄组对于男女性期望寿命差异的作用

主要是６０～７０岁年龄组女性期望寿命增长较大，该

不断上升，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５３（１１．０５％）增长到最高

年龄段男女两性期望寿命差异上升了０．２３岁，直接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０．８２（１７．６１％）、０．９２（１７．４６％），２０１０

导致整个年龄组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扩大。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整个年龄组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呈现缩小状

年为Ｏ．６４（１３．１９％），见图２。

表２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年龄别男女性期望寿命

态。进一步分析显示除１～１５岁以及５０—５５岁两

差异的变化趋势。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０～１岁、１０—１５岁

个年龄组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为正值外，其余均为

及＞７５岁３个年龄组为负值，表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３

负值，其中≥６０岁人群男性期望寿命上升幅度较

个年龄组间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缩小，３个年龄组

大，与女性相比，增加了Ｏ．４９岁。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期

男性的期望寿命上升幅度均高于女性，其中＞８５岁

望寿命性别差异为０．５０岁，表明该时间段期望寿命
的性别差异扩大，其中女性期望寿命的增长幅度高

年龄组男性期望寿命与女性相比，增加０．１岁。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增加０．２１４岁，

于男性，尤其是０。１岁和≥７５岁年龄组，女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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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上升速度特别明显，比男性增加０．６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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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１０年该比例达到３２．７％（１．６０６岁）。其中脑血

４．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病因别分析：表３显示

管病对期望寿命差异的影响最大，每年１２％。１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主要疾病死因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
的作用。可见在６年中影响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主

的期望寿命差异是受脑血管病死亡的影响，且随期
望寿命的增长而增加，２００５年的期望寿命差异中，

要死因为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有０．６５２岁是由脑血管病所致，而２０１０年该疾病死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中，有

亡导致的期望寿命差异达ｏ．８１４岁。其次为急性心

２．１％～２．６％是由传染病
导致的。相对而言，男女
性期望寿命差异越小，传
染病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
的影响越大，而男女性期
望寿命的差异越大，受传
染病的影响越小。本研究
中以２００５年男女性期望
寿命最低，期望寿命性别
差异有２．５９％（０．１２５岁）

是由传染病导致的，而在
２００８年期望寿命性别差
异最大，其中由传染病导
致的占２．１２％（０．１岁）。
有３３％。３８％（１．６３８。

２．０１９岁）的期望寿命性别
差异是肿瘤所致，且随时
间推移，期望寿命每年增
长，肿瘤的影响有下降趋
势。其中２０１０年期望寿
命性别差异有３３．１６％
（１．６３８岁）是受肿瘤影
响。恶性肿瘤中以肺癌
对期望寿命的影响最
大。期望寿命性别差异
中，每年有近０．６岁是由

肺癌所致，其次是肝癌和
胃癌。

期望寿命性别差异
中有２５％一３３％（１．２～１．６
岁）是受循环系统死亡率
的影响，且随时间增加，

人群期望寿命不断增长
的同时，循环系统死亡对
于期望寿命差异的影响
越高。２００５年有２６．４１％
（１．２７岁）的期望寿命差异
是由循环系统疾病所致，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人群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病因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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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每年仅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缩小约０．６年陋０Ｉ。而

呼吸系统疾病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影响为
１１％～１５％，且差异越大，影响越大。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

我国城市人群每年该年龄组死亡对期望寿命性别差
异的贡献仅为０．５年。

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较小，受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影

本研究将期望寿命性别差异进行病因分解，以

响分别为１２．２３％（０．５８８岁）和１１．２３％（０．５５１岁）；

了解不同疾病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变化的作用。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加大，受呼吸系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肿瘤在缩小期望寿命性别差异中起

统疾病死亡的影响增加，分别为１５．０９％（０．８岁）和
１４．３６％（０．６７４岁）。呼吸系统疾病中以慢性下呼吸

主导作用，其中肺癌对于期望寿命的影响最大。吸

道疾病的死亡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影响最大，而该

认为是导致死亡性别差异的最主要因素¨７，１９１。说明

疾病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影响随期望寿命整体的

我国如能进一步控制吸烟，提倡禁烟，将有助于降低

上升呈略有下降趋势。２００５年有１０．０５％（０．４８３年）

肺癌的死亡率，尤其是男性肺癌死亡率，从而提升男

的期望寿命性别差异是由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影响

性期望寿命，缩小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

的，２０１０年该比例下降为６．９４％（０．３４１年）。在呼吸
系统疾病中影响期望寿命性别差异较大的疾病其次

研究中发现，肿瘤对于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作
用随时间变化呈逐渐下降趋势。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该

为肺炎。

作用的比例分别为３５．３８％和３８．０８％，但２００８年开

烟是肺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发达国家，吸烟被

损伤和中毒等外部原因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

始不断下降，至２０１０年该作用比例下降到３３．３５％

影响占１０％～１６％，而该差异越大，受此类因素的影

（１．６３８年）。其中肝癌可能导致死亡性别差异不断

响相对越小。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

缩小，如２００５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为１１．６８％（０．５６２

相对较小，受此类因素的影响分别为１５．７８％（０．７５９

年），之后其作用不断下降，２０１０年该作用下降为

年）和１２．２９％（Ｏ．６０３年）；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期望寿命

８．７２％（０．４２８年），说明我国城市人群男性肝癌死亡

性别差异增大，受此类因素的影响反而下降，分别为

率的下降速度要高于女性，肝癌对期望寿命性别差

１０．９３％（０．５７９年）和１０．６０％（０．４９７年）。其中交通事
故引起的期望寿命性别差异为主要因素，每年约

异为负作用。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过度饮酒及

３％～４％（０．１５～０．２０年）；自杀引起的期望寿命性别

饮酒者处于高危险饮酒水平乜“，导致饮酒相关疾病

差异随期望寿命的增加而增加，如２００５年自杀对期

及其死亡率增加，直接影响了女性期望寿命及人群

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影响为负作用，说明男性自杀者

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在欧洲有１０％～３０％的死亡

多于女性，自２００７年始自杀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逐

率性别差异是由饮酒造成的¨５｜。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在我国城市中有５．８％的女性

渐呈正作用，且随时间增加，该作用不断增强，在

循环系统疾病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作用，

２０１０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中有０．５３％（０．０２６岁）是
由自杀引起的。

２００５年为２６．４１％，至２０１０年该比例上升为

讨

论

３２．７０％。与许多国家相同，冠心病是导致期望寿命
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ｎ４’２０’２２。２
４Ｉ。

本研究还发现外伤和中毒等因素对缩小期望寿

通常用超额男性死亡描述行为和危险因素（如

命性别差异的作用逐渐减弱，即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７８％

吸烟、酗酒、暴力和职业危险）趋势中的性别差异，其

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２．２９％，说明由于工业化等职业因

中吸烟是最有可能导致目前期望寿命性别差异出现

素造成男性死亡高于女性的影响不断减小。而

下降趋势的因素ｎ５’１ ８｜。本研究分析导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０５年自杀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有增大作用，之后

年中国人群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年龄组、病因因素。

日益减弱，至２０１０年该作用缩小。自杀已成为我国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期望寿命性别差异显著增加

年轻人中最为常见的死因，其中女性自杀率超过男

（４．８１～５．３１岁）并呈现一个尖峰，其中０～１岁及≥

性心５｜。２０１０年自杀对缩小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作

７５岁年龄组死亡率的差异导致了０．６岁的期望寿命
差异，说明期望寿命的性别差异是此期间快速上升

用比例为０．５３％，说明我国城市女性自杀死亡率的
下降速度要略高于男性，这也可能是城市女性自杀

的主要原因，两年龄组女性死亡高于男性。

率偏高，导致下降速度相对较快。

有研究表明≤３５岁年龄组死亡对缩小期望寿
命的差异作用甚微ｎ ９｜。韩国一项研究表明该年龄人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研究时间较短，仅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若有长期数据的累积，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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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解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长期趋势变化；其次本
研究只对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年龄别、病因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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