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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中国昆明市城市居民结直肠癌筛查效果。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2014
年10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对昆明市西山、官渡和呈贡区三个辖区内居民进行调查。纳入标准为：

（1）年龄在40~74岁的昆明市户籍常住人口（在本地居住3年以上）；（2）自愿参加并能接受肠镜检查；

（3）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问卷以“哈佛癌症风险指数”为理论基础，根据中国20多年常见癌症流行病

学资料，通过多学科专家小组讨论达成的共识，确定并计算设计的适合中国个体癌症风险综合评价体

系。通过问卷初筛确定结直肠癌高危人群（高危评估标准参考癌症风险评估系统），为其预约至云南省

肿瘤医院胃肠镜室进行免费肠镜检查，肠镜发现的所有息肉样病变和溃疡必须取活检，以明确诊断。

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40~49岁、50~59岁、60~69岁、70岁以上4个组以及不同性别之

间的结直肠癌人群检出检查情况、肠镜筛查的依从性、病变检出、病理诊断以及结直肠癌检出情

况等。结果 共有40~74岁昆明地区城市户籍居民127 960人参与问卷初筛，男性59 748人（46.7%），

女性68 212人（53.3%），年龄（53.6±8.6）岁；其中，40~49岁组参与人数最多［48 044（37.5%）］，50~59岁

组［42 473（33.2%）］和 60~69 岁组［34 111（26.7%）］次之，70 岁以上组最少［3 332（2.6%）］。截止

2017年 10月为止，本次筛查共计筛出结直肠癌高危人群 14 971人，高危检出率为 11.7%，其中女性

高危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13.4%（9 109/68 212）比9.8%（5 862/59 748），χ2=386.947，P<0.001］；无论

男性还是女性，50~59 岁年龄组高危检出率最高，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11.1%（2 202/19 831）
和 15.3%（3 034/22 642）。筛出的高危人群有 3 449 人接受了结肠镜检查，肠镜检查依从率为

23.0%（3449/14971），其中男性依从率为19.8%（1 162/5 862），明显低于女性的依从率25.1%（2 287/9 10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175，P<0.001）；50~59岁组依从性最高［25.4%（1 438/5 668）］，40~49岁和

60~69岁组依从性次之［分别为22.1%（1 091/4 931）和 22.0%（891/4 048）］，70岁以上组依从性最低

［9.0%（29/324）］。肠镜检查发现病变 606 例，病变检出率为17.6%，其中男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

［26.9%（313/1 162）比12.8%（293/2 287），χ2=106.140，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

病变检出率呈上升趋势［4个年龄组依次为 10.9%（119/1 091）、17.5%（252/1 438）、25.0%（223/891）
和41.4%（12/29）；χ2=79.010，P<0.001］。584例于内镜下摘除病变并行病理诊断，检出癌前病变465例
（13.5%），男性癌前病变检出率高于女性［21.3%（247/1 162）比9.5%（218/2 287），χ2=90.801，P<0.001］，
癌前病变检出率随着年龄的上升呈上升趋势［4个年龄组依次为8.0%（87/1 091）、14.3%（206/1 438）、

18.1%（161/891）和37.9%（11/29）；χ2=58.109，P<0.001］。共计检出结直肠癌患者4例，其中男性 3 例，

女性 1 例，男性结直肠癌检出率为 258.2/10 万，女性为 43.7/10 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488，
P=0.223）；各年龄组结直肠癌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个年龄组依次为 91.7/10万（1/1 091）、

69.5/10万（1/1 438）、224.5/10万（2/891）和0；P=0.696］。 结论 结直肠癌筛查是控制结直肠癌发病

和死亡的重要举措，通过问卷+肠镜筛查可以提高筛查效率，较大幅度降低筛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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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creening efficiency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urban residents
of Kunming, China. Methods Using the method of cluster sampling, from October 2014 to October 2017,
residents of the three jurisdictions of Xishan, Guandu and Chenggong Districts of Kunming city were
investigat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1) resident (for more than 3 years) population of Kunming city aged 40⁃
74 years old; (2) voluntarily participating and receiving colonoscopy; (3) signing informed consent. Based
on the Harvard Cancer Risk Index, the questionnaire was built on the consensus of more than 20 years of
common cancer epidemiology in China. Through the consensus reached by the multidisciplinary expert
panel discussi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cancer risk in China was designed. The high⁃risk
group of colorectal cancer was determined by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the questionnaire, and a free
colonoscopy was performed for the appointment to the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department of the Yunnan
Cancer Hospital. All polypoid lesions and ulcers found by colonoscopy must be biopsied to confirm the
diagnosis. χ2 test or Fisher exact probability method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4 groups of 40 ⁃ 49 years old, 50 ⁃ 59 years old, 60 ⁃ 69 years old, and ≥70 ⁃ years old. Detection of
colonoscopy, complianc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nd morbidity of colorectal
cancer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27 960 people from 40 to 74 years old of urban residents in
Kunming city participated in the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59 748 (46.7%)
males and 68 212 females (53.3%) with mean age of (53.6±8.6) years old. The 40⁃49 years old group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rticipants (48 044, 37.5%), followed by the groups of 50 ⁃59 years old (42 473,
33.2%), 60⁃69 years old (34 111, 26.7%), and ≥70 years old (3332, 2.6%). Till October 2017, a total of
14 971 people were screened as at high risk of colorectal cancer, with the high⁃risk detection rate of 11.7%,
and the high⁃risk detection rate of wom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13.4% (9 109/68 212)
vs. 9.8% (5 862/59 748), χ2=386.947, P<0.001]. The highest high⁃risk detection rate was in the 50⁃59 years
group in both gender [men:11.1% (2202/19 831), women:15.3% (3034/22 642)]. A total of 3449 people
among the high⁃risk population received colonoscopy examination. The compliance rate of colonoscopy was
23.0% (3449/14 971), and the male compliance rate was 19.8% (1162/586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females [25.1% (2287/9109), χ2=56.175, P<0.001]. The highest compliance was observed in
the 50⁃59 years group [25.4% (1438/5668)], followed by 40⁃49 years and 60⁃69 year group [22.1%(1091/
4931) and 22.0%(891/4048), respectively], and the compliance of ≥70 years old group was the lowest [9.0%
(29 / 324)]. Colonoscopy examination revealed 606 cases with lesions, the detection rate of lesions was
17.6%, and the male detec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26.9% (313 / 1162) vs.
12.8% (293/2287), χ2=106.140, P<0.001]. The detection rate of lesions increased with age [40⁃49, 50⁃59,
60⁃69, ≥70: 10.9% (119/1091), 17.5% (252/1438), 25.0% (223/891) and 41.4% (12/29), respectively,
χ2=79.010, P<0.001]. A total of 584 cases underwent endoscopic excision and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nd
465 cases (13.5%) of precancerous lesions were detected. The prevalence of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me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women [21.3% (247 / 1162) vs. 9.5% (218 / 2287), χ2=90.801, P<0.001], the
precancerous lesion detection rate increased with age [40⁃49, 50⁃59, 60⁃69, ≥70: 8.0% (87/1091), 14.3%
(206 / 1438), 18.1% (161 / 891) and 37.9% (11 / 29); χ2=58.109, P<0.001]. A total of 4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were detected, including 3 males and 1 female. The detection rate of male colorectal
cancer was 258.2 / 100 000, and the female was 43.7 / 100 000, whos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1.488, P=0.22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tection rate of colorectal
cancer among 4 age groups [40⁃49, 50⁃59, 60⁃69, ≥70: 91.7/100 000 (1/1091), 69.5/100 000 (1/1438),
224.5/100 000 (2/891) and 0, respectively, P=0.696]. Conclusions Screening for colorectal cancer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ntrol the onset and death of colorectal cancer.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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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威胁生命健康和引发社会负担的

重要恶性肿瘤之一，世界范围内，结直肠癌已成为

第三大常见癌症［1］。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列我

国主要癌症中的第 5位和第 4位，且近年来结直肠

癌的发病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2］。2012年，我国

政府启动了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中国城市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该项目的目标癌种包括肺癌、

肝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和乳腺癌［3］。云南省加

入该项目后，以昆明市为项目实施地点，现对昆明

地区结直肠癌筛查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14年 10月至 2017年 10月期间，采用整群抽

样方法对西山区、官渡区和呈贡区内城市居民进行

调查。以社区为单位，在整个社区发动人群参与。

纳入标准为：（1）年龄在40~74岁的昆明市户籍常住

人口（在本地居住3年以上）；（2）自愿参加并能接受

肠镜检查；（3）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高危人群评估

通过问卷初筛确定结直肠癌高危人群。该问

卷以“哈佛癌症风险指数［4］”为理论基础，依据近

20年来我国常见癌症流行病学资料，通过多学科专

家小组讨论达成共识来确定我国成年人癌症发病

的主要危险因素及相关赋值，应用哈佛癌症风险指

数工作小组推荐的计算公式，设计出适合我国人群

的个体癌症风险综合评价体系［5］。

获得数据录入专门的癌症风险评估系统，对问

卷调查得到的信息进行危险因素量化评分，并实时

生成评估结果，确定结直肠癌高危人群。对高危人

群预约至云南省肿瘤医院胃肠镜室进行进一步肠

镜检查，并作活检的明确诊断。

三、指标定义

1.初筛阳性标准：个体癌症风险综合评价体系

中被判定为结直肠癌高危人群。

2.结直肠癌前病变：病理诊断为无蒂锯齿状腺

瘤、传统锯齿状腺瘤、锯齿状息肉不能分类、管状腺

瘤、绒毛状腺瘤、管状绒毛状腺瘤、腺上皮低级别上

皮内瘤变（异型增生）、腺上皮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异型增生）、腺上皮高级别上皮内瘤变（黏膜内腺

癌）、腺上皮内瘤变不能分级［6］。

3.结直肠癌定义：病理诊断为浸润性腺癌、癌不

能分类、恶性肿瘤不能分类。

四、结直肠癌筛查流程

详细筛查流程见图1。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例（%）表示，采用 χ2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法

进行比较，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 ± s表

示，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的

两两比较采用 bonfferoni调整法，检查水准 α′=2α/
k（k-1），其中k为样本数，α=0.05。

assessment plus colonoscopy, two⁃step screen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screening efficiency and greatly
reduce the screening cost.

【Key words】 Screening； Colorectal neoplasms； Precancerous lesions； Urban residents
Fund program：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Urban Cancer in National Major Public Health

Service Projects, Special Precision Medical Research in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2017YFC0907901)

DOI：10.3760/cma.j.issn.1671⁃0274.2019.11.009

图1 结直肠癌筛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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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结直肠高风险人群不同年龄层的性别分布及比较

年龄组

40~
50~
60~
70~
合计

筛查

例数

22 367
19 831
15 931
1 619

59 748

高风险［例

数（%）］

1 897（8.5）
2 202（11.1）
1 630（10.2）
133（8.2）

5 862（9.8）

筛查

例数

25 677
22 642
18 180
1 713

68 212

高风险［例

数（%）］

3 034（11.8）
3 034（15.3）
2 418（13.3）
191（11.2）

9 109（13.4）

χ2值

144.338
161.571
76.449
8.168

386.947

P值

<0.001
<0.001
<0.001
0.004

<0.001

男性 女性

表1 初筛人群性别年龄分布［例（%）］

年龄（岁）

40~
50~
60~
70~
合计

男性

22 367（46.6）
19 831（46.7）
15 931（46.7）
1 619（48.6）

59 748（46.7）

女性

25 677（53.4）
22 642（53.3）
18 180（53.3）
1 713（51.4）

68 212（53.3）

合计

48 044（37.5）
42 473（33.2）
34 111（26.7）
3 332（2.6）

127 960（100）

结 果

一、基本情况

共有 40~74岁昆明地区城市户籍居民 127 960
人参与问卷初筛，其中男性59 748人（46.7%），女性

68 212人（53.3%），年龄（53.6±8.6）岁；以 40~49岁、

50~59岁、60~69岁和 70岁以上分组。各年龄组参

与人数分布不同，其中最多为40~49岁组，占37.5%，

70岁以上组最少，占2.6%。见表1。
二、初筛结果

本次筛查共计筛出结直肠癌高危人群 14 971
人，高危检出率为11.7%，其中男性5 862人，高危检

出率为 9.8%（5 862/59 748），女性 9 109人，高危检

出率为 13.4%（9 109/68 212），女性高危检出率高

于男性（χ2=386.947，P<0.001）。无论男性还是女

性，50~59岁年龄组高危检出率均最高。各年龄组

中，女性高危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P<0.05）。见表2。

三、肠镜筛查情况

1.依从情况：筛出的高危人群中有3 449人接受了

结肠镜检查，肠镜检查依从率为23.0%（3 449/14 971），

其中男性依从率为 19.8%（1 162/5 862），明显低于

女性的依从率25.1%（2 287/9 109），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56.175，P<0.001）；肠镜检查依从率各年龄组

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382，P<0.001）。

见表3。调整检验水准（α=0.008）后进一步进行两两

比较，40~49岁组依从率低于50~59岁组（χ2=15.286，
P<0.001），高于70岁以上组（χ2=31.466，P<0.001），与60~
69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17，P=0.896）；

50~59 岁组依从率高于 60~69 岁组（χ2=14.625，P<
0.001），高于 70岁以上组（χ2=44.693，P<0.001）；60~
69岁组高于70岁以上组（χ2=30.797，P<0.001）。

2.病变检出情况：肠镜检查下发现病变606例，

病变检出率为17.6%（606/3 449），其中男性检出率明

显高于女性（26.9%比12.8%，χ2=106.140，P<0.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的上升，病变检出率

呈上升趋势（χ2=79.010，P<0.001），见表3。
3.病理诊断情况：本次调查结果显示，3 449例

肠镜检查者发现病变者 606例（17.6%），摘除病变

组织行病理诊断共计 584例，共筛查检出癌前病变

465例（13.5%），男性癌前病变检出率高于女性（χ2=
90.801，P<0.001）；随着年龄的增长，早期癌变检出

率呈上升趋势（χ2=58.109，P<0.001），70岁以上组的

早期癌变检出率是40~49岁组的4.74倍；见表3。
4.结直肠癌检出情况：共计检出结直肠癌4例，

其中男性 3 例，女性 1 例，占病理诊断总人数的

0.68%，结直肠癌肠镜检出率为 116.0/10万，男性为

258.2/10万，女性为 43.7/10万，性别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223）；各年龄组结直肠癌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696）；见表3。

项目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年龄（岁）

40~
50~
60~
70~

χ2值

P值

例数

5 862
9 109

4 931
5 668
4 048
324

肠镜检查

［例（%）］

1 162（19.8）
2 287（25.1）

56.175
<0.001

1 091（22.1）
1 438（25.4）

891（22.0）
29（9.0）
58.382
<0.001

病变检出

［例（%）］

313（26.9）
293（12.8）
106.140
<0.001

119（10.9）
252（17.5）
223（25.0）
12（41.4）
79.010
<0.001

癌前病变检

出 a［例（%）］

247（21.3）
218（9.5）

90.801
<0.001

87（8.0）
206（14.3）
161（18.1）
11（37.9）
58.109
<0.001

直肠癌检出 b

［例（1/10万）］

3（258.2）
1（43.7）
1.488
0.223

1（91.7）
1（69.5）
2（224.5）

0
-

0.696
注：a癌前病变包括：无蒂锯齿状腺瘤、传统锯齿状腺瘤、锯齿状息

肉不能分类、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管状绒毛状腺瘤、腺上皮低级

别上皮内瘤变（异型增生）、腺上皮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异型增生）、

腺上皮高级别上皮内瘤变（黏膜内腺癌）、腺上皮上皮内瘤变不能分

级；b结直肠癌包括：浸润性腺癌、癌不能分类、恶性肿瘤不能分类

表3 结直肠高风险人群肠镜筛查情况及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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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结直肠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西

方国家其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的第 2~3位，随着我国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饮食习惯的改变，我国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升高［6］；最新登记数据

显示，2014年我国结直肠癌新发 37万，死亡 18万，

死亡率和发病率分别17.52/10万和7.91/10万［7］。筛

查的目的就是发现临床症状出现之前的患者，及时

发现肿瘤和癌前病变，并及早治疗，降低结直肠癌

的发病率，使患者的寿命不受癌症的影响或最大程

度延长患者的生命［8-9］。而结直肠癌是国际上公认

的、可以通过大规模人群筛查手段早期发现、从而

提高生存期和生存率的恶性肿瘤之一。

2014—2017年，昆明地区对 40~74岁的城市居

民采用问卷调查筛选出高风险人群作为初筛，进一

步对高风险人群行肠镜检查作为精筛，通过病理诊

断进行确诊的两步筛查法进行结直肠癌的人群筛

查，本次初筛高风险检出率为11.7%，略高于浙江杭

州和嘉善［10］；共计筛出 14 971名高风险人群，女性

高风险检出率高于男性，其中以 50~59岁组高风险

检出率最高。通过问卷评估确定高风险人群，将大

部分非高风险人群剔除，可以提高筛查效率，减少

精筛工作量，较大幅度降低筛查成本。

本研究中，高风险人群中有 3 449人进行了肠

镜检查进行进一步筛查，肠镜检查依从率为23.0%，

远低于上海奉贤、浙江嘉善、海宁等地［8，11］；男性的

依从率低于女性，可能是由于高风险人群的构成比

例不同导致；另外，不同年龄组之间肠镜检查依从

率也有所不同，50~59岁组均高于其他年龄组，可能

是由于城市居民中 50~59岁大多数时间比较充裕，

身体机能尚可，来院筛查的意愿更强导致。

肠镜下检查发现病变 606 例，病变检出率为

17.6%，略低于上海奉贤地区的 21.9%［8］；男性病变

检出率高于女性（26.9%比 12.8%）。结直肠癌的发

生发展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癌前病变发展为

最终的结直肠癌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尽管不同类

型的腺瘤发生癌变的概率和癌变类型不同，但是

在癌前病变期间对其进行摘除，并定期随访，避免

癌前病变进一步发展为结直肠癌，能显著降低结直

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12-13］。可见，结直肠癌的筛

查靶向已向癌前病变前移。通过内镜技术发现及

消除结直肠癌癌前病变的筛查，对受检人而言，创

伤小，且通过及时阻断恶变过程，可长期降低结直

肠癌相关死亡率［14］。本组取组织进行病理诊断的

584名居民中，癌前病变检出 465例，男性的癌前病

变检出率是女性的2.2倍（21.3%比9.5%），随着年龄

的上升，癌前病变呈上升趋势，此结论与相关研究

一致［15］。

本次结直肠癌肠镜检出率为115.96/10万，低于

北京、上海等国内发达城市，高于海宁嘉善县等结

直肠癌高发地区［8］。海宁嘉善等结直肠癌高发地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大规模人群的结直肠癌

人群普查，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发病率和死亡率

均明显下降［16］。本组结直肠癌检出率在性别以及

年龄之间的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此结论与

Zheng等［17］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考虑造成此结果

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参与问卷初筛的对象

性别年龄构成不均衡，初筛对象主要以女性，40~59
岁人群为主；（2）问卷的高风险评估存在一定偏移，

本次研究显示女性高风险率高于男性，而肠镜诊断

及病理诊断结果均显示男性的病变检出率更高，问

卷风险评估作为筛查的初筛手段虽然能浓缩高风

险人群，保证筛查效率，但国内外既往的研究也表

明，问卷风险评估对于识别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作

用较为有限［18］；（3）云南地区结直肠发病率较低，相

关数据显示，云南登记地区发病率为17.26/10万［19］。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与饮食结构西化，中国城镇化的

推进密切相关［20］。昆明城镇化水平相对北京、上海

等发达城市等地有明显差距，所以结直肠癌发病率

低于发达地区；（4）肠镜依从率过低，本次筛查肠镜

检查依从率仅为23.0%，近3/4的高风险人群未接受

肠镜检查。肠镜的依从性是评价项目人群效果的

重要指标，总体来看，我国结直肠癌筛查的依从性

并不高，结肠镜检查是结直肠癌筛查中应用最广泛

的、最可靠的一种方法。但也是结直肠癌筛查中造

成筛查顺应率低、存在筛查风险的主要原因，结直

肠镜检查不但在检查前要有严格的饮食控制和肠

道清洁准备，而且在检查中需要将内镜插至回盲

部，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结肠镜检查存在一定的肠道穿孔或出

血等并发症风险［21⁃22］。上述因素导致了男性、高龄

人群参与到最终精筛的比例过低。

结直肠癌筛查是控制结直肠癌发病和死亡的

重要举措，从科研设计角度来看，无法真正做到随

机化等要求，并且由于肠镜依从性差，覆盖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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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数据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上述问题都

是未来工作需加强完善的方面，加强宣传教育，使

结直肠癌筛查被更多人理解和配合；优化筛查流

程，提高筛查队伍业务水平，提高肠镜检查依从率，

最终真正达到早诊早治的目的，为我国癌症防治添

上光辉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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