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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灵璧县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肝癌死亡
聚集性分析
郭启高赵辉张业武王晓风贺琴刘韫宁

周脉耕

目的观察安徽省灵璧县３０年肝癌死亡水平及其变化，并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肝癌死

【摘要】

亡情况进行空间分析。方法使用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灵璧县死因数据，通过与全国
和该县历史水平对比，观察灵璧县肝癌死亡水平及其变化。使用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模型、ＢＹＭ模型以
及热点探测等方法，计算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灵璧县各村肝癌标化死亡比（ＪｓＭＲ）和ＲＲ值，并确定肝癌

死亡的高聚集区。结果３０年间灵璧县肝癌ＳＭＲ上升２２３．７％，由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低于全国水平的
２２．７％，上升至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７４．１％，高出全国水平，并呈现沿奎濉河附近村庄较高水平分布的
特点。聚集性分析发现，在５３００ｍ处存在有意义的显著空间正自相关。灵璧县肝癌死亡具有一
个非常明显的热点区域，即分布在奎濉河沿岸尤其是在老濉河和新濉河分叉处的地区。结论３０
年问灵璧县肝癌死亡率明显上升，高发区域主要分布在奎濉河附近村落，提示可能存在促进肝癌
发生的相同因素。

【关键词】肝癌；水污染；死亡率；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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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发生主要与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

式中预期死亡人数Ｅ的计算公式为全县死亡人数／

食物黄曲霉素污染等有关，其他因素如饮水污染、农
药、肝吸虫、遗传、化学药物和饮酒等也可能与肝癌

全县人口数×某村人口数。

的发生有关…。据ＷＨＯ估计，中国消化道肿瘤病例
中，１ １％可归因于饮水污染［２３。安徽省灵璧县地处淮

低发聚集情况。本研究采用Ｂｅｓａｇｅ、Ｙｏｒｋ和Ｍｏｌｌｉｅ
空间模型（ＢＹＭ模型）进行拟合分析ｂ１。

北平原东部，沱河、新汴河、奎濉河流经县境，其中奎

假定在ｎ个村落中，ｍ为第ｉ个村落，肝癌死亡数

濉河受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已严重污染。２００６
年灵璧县由于水污染和癌症高发参与了淮河流域肿

（３）采用贝叶斯疾病制图以确定疾病的高发或

为×，则×符合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
Ｋ～Ｐｏｉｓｓｏｎ（Ｅ酿）

瘤综合防治项目，并在２００７年开展全县的死因回顾

式中Ｅ。为期望死亡数，ｐ。为相对危险度（ＲＲ）。根据

调查。调查结果表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灵璧县肝癌死
亡率属低发区（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肝癌标化死亡率低于

ＢＹＭ模型，０；与基线相对危险度（ｄ）、空间聚集性

全国水平的２２．７％），但近３０多年来呈明显的上升

（＂）和空间异质性（珑）的关系：
ｌｏｇ（０。）＝Ⅱ＋ｔ，。＋Ⅳ。

趋势，肝癌死亡率达３８．４７／１０万，比全国水平高

利用复杂条件自回归（ＩＣＡＲ）模型拟合空间聚集性

６４．４％［３·４Ｉ。由于目前该县肝癌高发原因尚不清楚，

（ｕ），即假设：

为此本研究观察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该县肝癌流行趋势，
并分析其死亡空间分布，通过热点探测方法找出死
亡的高发区域，观察高发区域与濉河水污染分布的
关系，为进一步探索水污染与肝癌死亡发生的关系
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ｕ。Ｉ＂一ｌ～Ｎ（ｍ。，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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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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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Ｎ（ｉ）为第ｉ个村落相邻村落的个数。ＩＣＡＲ
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趋向于区域平均值，减少噪音，可
产生明显平滑效果。空间异质性（Ⅳ。）为随机误差
项，描述来源于空间非结构性误差，并假设其符合相

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死因数据：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互独立的分布：Ⅳ：ｉｉＡ Ｎ（０，盯，２）。在上述假设基础

为回顾性调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为常规监测。收集的
及相关信息）和人口资料（包括辖区内分村、分性别

上，采用蒙特卡罗马科夫链算法进行统计模拟获取
各参数的后验估计值。
（４）通过热点探测判定肝癌死亡是否存在村落

人口数）。死因监测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

聚集性。首先使用高“氐聚类工具（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发的死因登记报告工作规范，收集医院、家中和其他

Ｇ）统计村落肝癌死亡率高值或低值在不同空间尺

场所的死亡病例，其中家中死亡（包括有或者无医疗

度的聚类程度，选择热点分析的合适距离。通过计

记录）病例，使用死因推断量表判定其死因，并通过

算ｚ得分及Ｐ值，如果ｚ得分高且Ｐ值小，则表示有

询问家庭成员获得有关信息进行推断。死因均由经

一个高值的空间聚类；如ｚ得分低并为负数且Ｐ值

过培训的专业编码人员按照ＩＣＤ一１０进行分类和编

小，则表示有一个低值的空间聚类；Ｚ得分越高（或

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灵璧县年总死亡率约为６００／１０

越低），存在明显空间聚类；如果ｚ得分接近零，则表

万，各年度变化很小，其完整性较好。

示不存在明显的空间聚类。选择Ｐ值具有统计学意

信息均包括死亡情况（包括辖区内全部死者的死因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２．数据分析：

义、ｚ最大值以及出现明显波峰所对应的距离作为

（１）计算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灵璧县肝癌死亡率和标

下一步热点分析的临近距离，然后使用热点分析工

化死亡率，并与该县历史水平（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和全

具识别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热点和冷点区域。

国水平比较；计算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灵
璧县标化死亡率和全国标化死亡率（使用的标准人

３．统计学分析：使用ＯｐｅｎＢｕｇｓ ３．２．２软件
ＧｅｏＢｕｇｓ １．３扩展模块对ＢＹＭ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口均为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热点探测在Ａｒｃｇｉｓ ９．３系统中使用高／低聚类工具

（２）计算灵璧县各村肝癌死亡的标化死亡比
（ＳＭＲ）及其Ｐ值，并对每个村庄的ＳＭＲ值及其统计
显著性进行空间展示。
。．，Ｐ一

苤盟壁塑窒壅圭△塑！里！

“”“一按全县平均死亡水平计算的预期死亡人数（Ｅ）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完成。

结

果

１．肝癌死亡变化：对灵璧县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肝癌死亡率、标化死亡率比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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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与全国水平的比较发现，灵璧县肝癌死亡率由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的１１．１７／１０万上升至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的３６．１６／１０万，上升了２２３．７％，而同期全国肝癌标化
死亡率上升了４３．７％。结果表明目前灵璧县肝癌标
化死亡率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７４．１％（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灵璧县共有２４９６（男性１８５３、女性
６４３）例肝癌死亡；在全县３１８个村庄中仅有５个村无
肝癌死亡病例，死亡例数平均７．８５例（表１）。
６０

Ｓ

５０

星４０
蛩３０

姜２０
粤１０
０

三一 ］．ｎ ｎ
。ｉＬ＿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灵擘县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伞ｌ目

６０

最５０

量４０

糟３０
甚甍－，２０
羹ｌＯ

厂］

一ｈ

０

］．ｎ。ｎ
０１０２—５１（０ １０２－ ５０ ２３Ｉ９５７９１－ ３
３７９１５７９７
１ ９Ｉ

灵嶝县

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

全旧

１０年安徽省灵璧县肝癌死亡的空间

（ＳＭＲ值及其Ｐ值）分布

和标化死亡率与全国水平比较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安徽省灵璧县肝癌死亡例数分布

２．肝癌死亡的空间分析：依据灵璧县各行政村
肝癌死亡病例空间分布的ＳＭＲ、ＲＲ值及其Ｐ值，表

图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安徽省灵璧县肝癌ＢＹＭ模型
平滑ＲＲ空间分布

明肝癌死亡病例均呈沿奎濉河沿岸附近村庄较高
分布的特征，尤其是在地势稍低洼的北岸地区（图

３．肝癌死亡热点探测：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图

２）。各行政村肝癌的ＢＹＭ模型平滑危险度ＲＲ均

５），３１００～２０

值为１．０１（０．５６—２．３６），方差为０．２４（图３）；经ＢＹＭ

ｚ值均＞Ｏ（ｍｉｎ＝２．９９），存在高值的空间聚类；最大

模型平滑后，肝癌死亡高ＲＲ值地区主要聚集在灵

ｚ值（３．８９）对应的距离为５３００ ｍ，高值空间聚类的

璧县北部，特别是在东北区域更为显著（艘＞０．８０）

程度最大。

（图４）。

０００

ｍ所有空间距离的Ｐ值均＜０．０１，

使用５３００ ｎｌ距离探测的聚集性分析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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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研究发现，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安徽省灵璧县肝癌
死亡率较１９７３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由低发区转变

Ｌ型＞■４Ｎ／《、．分
卜迫足，’八一

‰！’孓釜
一苎ｒ卜

Ｊｐ值

。删吡

，’、

为高发区，且各村镇问差异较大，高发病地区集中在
奎濉河沿岸，此现象值得高度关注，而其病因更值得
深入探讨。
国内外学者对肝癌的病因、发病机制进行了大
量研究，一般认为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和丙型肝炎
病毒（ＨｃＶ）感染为主要危险因素，两者联合所致肝
癌占全部肝细胞癌发病数的８０％以上哺１，其中ＨＢＶ
感染为发展中国家肝细胞癌的主要病因，而ＨＣＶ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安徽省灵襞县肝癌ＢＹＭ模型

图４

平滑ＲＲ＞１后验概率值卒间分布

发达国家的主要病因。黄曲霉毒素Ｂ１（ＡＦＢｌ）是我
国肝癌的重要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１，即使中等
程度暴露于ＡＦＢｌ，也可使ＨＢＶ感染者患肝癌的风
险增加２倍。此外肝硬化、脂肪肝、肝癌家族史、糖
尿病、遗传性血色病、毒物代谢酶遗传多态性、ＤＮＡ
修复基因遗传多态性、吸烟、饮酒、饮用水污染、食用
霉变食物、砷暴露和肥胖等也是患肝癌重要危险因
素心．１３］，其中饮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
李旭东等¨４１通过Ｍｅｔａ分析方法，对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

三妻事焉季ｉ摹至三亏兰妻享丢至三吾三善；三要事丢；
ｒ—ｒ一叶－ｒ．ｔｒ．ｏ卜，ｃｚ，：：一ｒｊ

ｒ』’‘叶ｒ，。ｒ—Ｃ卜卜ｚ，：、

伞词距离（ｍ）

图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安徽省灵璧县肝癌死亡
空间自相关系数分析

灵璧县肝癌死亡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热点区域，即

发表的有关肝癌与饮水类型的文献进行汇总分析，
发现饮池塘水、沟塘水、河水等地表水增加原发性

肝癌患病的危险陛，研究结果与国内外文献报道认
为饮用污染水是肝癌高发的主要病因之一的结论
一致。

分布在奎濉河沿岸尤其是在老濉河和新濉河分叉处

２０１０年在灵璧县４个乡镇开展了ＨＢＶ携带情

的地区，即地势稍低的奎濉河北岸其集中现象更明

况调查，结果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３．８４％～５．７５％，均低
于２００６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的平均水平

显（图６）。

（７．１ ８％）。根据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

ｊ，

点一Ｊ

＿一＼＼、≮√
＼
＜／

体方案ｎ ５。，奎濉河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水质基本为劣Ｖ
类，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主要污染物氨氮呈上升趋势，水
质严重污染。刘浩等¨６·１７１对灵璧县奎濉河肝癌死亡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调整其他因素后，常年饮用
渗水井（土井）可能是肝癌的危险因素（ＯＲ＝３．３３，
９５％ＣＩ：１．３９。８．０１，Ｐ＜０．０１），且饮用渗水井（土井）
时间越长，发生肝癌的危险性越大，趋势检验Ｐ＜
０．０５，提示饮渗水井（土井）与肝癌的危险性存在剂
量反应关系。同时还发现沿岸居民肝癌死亡率呈逐
年上升，在河流近区肝癌标化死亡率为４５．０８／１０万，
显著高于中区和远区的标化死亡率（分别为３５．５５／
１０万和１６．０３／１０万），而饮用水水质污染程度也呈现
依次为近区、中区、远区。

与既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突破了数据仅局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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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河沿岸的限制，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覆盖全县的死
因个案数据，为基于全县的空间分析提供了条件。
此外在方法学上，本研究采用贝叶斯ＢＹＭ模型将随
机变异部分分解成空间自相关变异和空间随机变异
两部分，有助于确定和评价各单元区域（村落）对总
体聚集性的贡献。既往研究显示，ＢＹＭ模型在探测
中等危险程度（ＲＲ＝１．５～２．０）空间聚集性时，灵敏
度不高，但特异性较强ｎ８’”１。因此分析中遵照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等ｎ引建议将ＢＹＭ模型的后验概率设置
在７０％。８０％，以获得相对理想的灵敏度。研究中
由于各村落人１３数较少，通过ＢＹＭ模型有效降低了
极端数据干扰，获得较为稳定和平滑的制图效果。
本研究显示，结合热点探测方法，ＢＹＭ模型在保证
探测聚集性同时，提供了基于行政村的相对危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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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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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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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确估计，为肝癌死亡聚集性可视化制图提供了

１２（３）：１６８—１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翔实数据。

季尚玮，王江滨．２型糖尿病对原发性肝癌发病的危险性分析．
肝脏，２００７，１２（３）：１６８—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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