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Natural Science冤

窑员圆猿圆窑

第 猿源 卷第 怨 期
20员源 年 怨 月

单中心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发病情况 员员 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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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研究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渊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燥枣 贼澡藻 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袁粤耘郧冤发病情况的变化趋势遥方法院回顾

分析 圆园园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 源 远愿缘 例胃癌病例袁其中 粤耘郧员 愿圆源 例袁非食管胃结合部腺
癌渊灶燥灶鄄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袁晕耘郧粤冤圆 愿远员 例遥 研究 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比例变化趋势尧早期食管胃结合部腺
癌渊藻葬则造赠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燥枣 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袁耘粤耘郧冤检出率变化趋势尧粤耘郧 性别年龄分布及比较 粤耘郧 和 晕耘郧粤 患者发
病年龄和性别比的差异遥 结果院 该中心 员员 年来 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比例无明显变化曰圆园园苑耀圆园员员 年 耘粤耘郧 的检出率为 员圆援圆猿豫

渊员猿缘 辕 员 员园源冤袁圆园园员耀圆园园远 年为 愿援源苑豫渊远员 辕 苑圆园冤袁前者显著高于后者渊孕 越 园援园员猿冤曰粤耘郧 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以及男女性别比均显著
高于 晕耘郧粤 患者咱渊远圆援苑 依 怨援缘冤岁 增泽 渊缘怨援员 依 员圆援苑冤岁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曰员 源猿源颐猿怨园 增泽 员 怨怨园颐愿苑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暂遥 结论院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
比例无明显增高曰近 缘 年 耘粤耘郧 检出率显著增高曰粤耘郧 好发于男性老年患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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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贼则藻灶凿 燥枣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燥枣 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 蚤灶 葬 泽蚤灶早造藻 蚤灶泽贼蚤贼怎贼蚤燥灶 蚤灶
悦澡蚤灶葬
宰葬灶早 栽葬燥袁郧葬燥 云藻蚤袁悦澡藻灶 允蚤葬袁宰葬灶早 郧葬灶早袁杂澡藻灶 蕴蚤扎燥灶早鄢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郧藻灶藻则葬造 杂怎则早藻则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增藻则蚤葬贼蚤燥灶 贼则藻灶凿 燥枣 贼澡藻 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燥枣 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 渊粤耘郧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澡藻 皂藻凿蚤糟葬造 则藻糟燥则凿泽 燥枣 源 远愿缘 糟葬泽藻泽 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憎蚤贼澡 早葬泽贼则蚤糟 糟葬灶糟藻则 蚤灶 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 遭藻贼憎藻藻灶 圆园园员
葬灶凿 圆园员员 憎藻则藻 则藻增蚤藻憎藻凿 葬灶凿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 则藻贼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员 愿圆源 糟葬泽藻泽 燥枣 粤耘郧 葬灶凿 圆 愿远员 灶燥灶鄄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渊晕耘郧粤冤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皂援 栽澡藻 增藻则蚤葬贼蚤燥灶 贼则藻灶凿 燥枣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 燥枣 粤耘郧 葬灶凿 藻葬则造赠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燥枣 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

渊耘粤耘郧冤 葬泽 憎藻造造 葬泽 贼澡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葬早藻 葬灶凿 早藻灶凿藻则 憎藻则藻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凿 葬灶凿 贼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 葬早藻 葬灶凿 贼澡藻 则葬贼蚤燥 燥枣 皂葬造藻 贼燥 枣藻皂葬造藻 憎藻则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粤耘郧 葬灶凿 晕耘郧粤 早则燥怎责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栽澡藻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 燥枣 粤耘郧 蚤灶 早葬泽贼则蚤糟 糟葬灶糟藻则 澡葬凿 灶燥贼 糟澡葬灶早藻凿 凿怎则蚤灶早 贼澡藻 责葬泽贼 员员

赠藻葬则泽袁澡燥憎藻增藻则袁贼澡藻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 燥枣 耘粤耘郧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澡蚤早澡藻则 遭藻贼憎藻藻灶 圆园园苑 葬灶凿 圆园员员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蚤灶 贼澡藻 责藻则蚤燥凿 枣则燥皂 圆园园员 贼燥 圆园园远
渊员圆援圆猿豫 增泽 愿援源苑豫袁孕 越 园援园员猿冤援 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晕耘郧粤 早则燥怎责袁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粤耘郧 早则燥怎责 澡葬凿 澡蚤早澡藻则 皂藻葬灶 葬早藻 咱渊远圆援苑 依 怨援缘冤增泽

渊缘怨援员 依 员圆援苑冤赠藻葬则泽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暂葬灶凿 皂葬造藻 贼燥 枣藻皂葬造藻 则葬贼蚤燥 渊员 源猿源颐猿怨园 增泽 员 怨怨园颐愿苑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 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粤耘郧

蚤灶 早葬泽贼则蚤糟 糟葬灶糟藻则 憎葬泽 灶燥贼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袁憎澡藻则藻葬泽 贼澡藻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 燥枣 耘粤耘郧 燥增藻则 贼澡藻 责葬泽贼 缘 赠藻葬则泽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援
粤耘郧 燥糟糟怎则泽 皂燥则藻 燥枣贼藻灶 蚤灶 藻造凿藻则造赠 皂葬造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咱Key words暂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燥枣 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曰早葬泽贼则蚤糟 糟葬灶糟藻则曰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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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遥 近三十
年来袁欧美国家胃癌尤其远端胃癌的发病率呈现逐
年下降的趋势袁而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渊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鄄
咱基金项目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渊愿员圆苑圆苑员员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泽澡藻灶造扎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鄢

皂葬 燥枣 贼澡藻 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袁粤耘郧冤的发病率却
显著上升咱员原圆暂遥然而袁在东方国家袁粤耘郧 的发病情况变
化趋势尚不十分清楚咱猿暂遥 粤耘郧 分型目前还没有统一
标准袁目前仍然沿用 杂蚤藻憎藻则贼 分型咱源暂遥 本研究通过回
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圆园园员耀圆园员员
年 源 远愿缘 例胃癌临床尧病理资料袁研究粤耘郧 发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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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变化趋势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园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袁 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确诊 胃癌且采取手术 治疗 的病 例共

源 远愿缘 例袁其中 粤耘郧 员 愿圆源 例渊综合术前胃镜尧上消

化道钡餐造影尧悦栽 报告尧 手术记录以及术后病理报
告判断冤尧 非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渊灶燥灶鄄藻泽燥责澡葬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袁晕耘郧粤冤渊包括除去 粤耘郧 的
上 员 辕 猿 胃癌尧中 员 辕 猿 胃癌以及下 员 辕 猿 胃癌冤共 圆 愿远员

例袁 均经术后病理确认遥 依据 杂蚤藻憎藻则贼 分型袁 玉型
粤耘郧 缘愿 例袁域尧芋型 粤耘郧 员 苑远远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研究 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比例变化趋势尧早期食
管胃结合部腺癌 渊藻葬则造赠 葬凿藻灶燥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燥枣 藻泽燥责澡葬鄄
早燥早葬泽贼则蚤糟 躁怎灶糟贼蚤燥灶袁耘粤耘郧冤 检出率变化趋势尧粤耘郧 性
别年龄分布及比较 粤耘郧 和 晕耘郧粤 患者发病年龄和
性别比的差异遥 统计分析使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遥 单变
量分析采用双侧卡方渊字圆冤检验遥 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遥
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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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圆援员 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比例变化趋势
圆园园员耀圆园员员 年 员员 年间袁粤耘郧 共 员 愿圆源 例袁晕耘郧粤
共 圆 愿远员 例袁粤耘郧 所占比例为 猿愿援怨豫曰表 员 示各年份
粤耘郧 和 晕耘郧粤 的例数以及 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比
例遥 以 圆园园员耀圆园园远 年数据与 圆园园苑耀圆园员员 年数据进行
比较袁该中心 圆园园员耀圆园园远 年 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比例
为 猿愿援园缘豫 渊苑圆园 辕 员 员苑圆冤袁圆园园苑 耀圆园员员 年 为 猿怨援缘猿豫
渊员 员园源 辕 员 远愿怨冤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越 园援猿员源冤遥
圆援圆 耘粤耘郧 变化趋势
圆园园员耀圆园员员 年 耘粤耘郧 检出比例及其变化趋势见
表 员遥 圆园园员耀圆园园远 年检出 耘粤耘郧 远员 例袁 检出率为
愿援源苑豫渊远员 辕 苑圆园冤袁 而 圆园园苑耀圆园员员 年检出 耘粤耘郧 员猿缘
例袁检出率为 员圆援圆猿豫渊员猿缘 辕 员 员园源冤袁后者显著高于前
者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越 园援园员猿冤袁提示近 缘 年
来该中心 耘粤耘郧 检出率有显著增高趋势遥
圆援猿 粤郧耘 性别尧年龄分布
粤郧耘 中袁男 员 源猿源 例袁女 猿怨园 例袁男女性别比为
猿援远愿颐员袁 中位年龄为 远猿 岁 渊圆愿耀怨缘 岁冤遥 图 员 显示袁
粤耘郧 多见于 源缘耀缘缘 岁尧缘缘耀远缘 岁尧远缘耀苑缘 岁这 猿 个年
龄段遥 男女性别比在 圆缘耀猿缘 岁时最低渊员援圆员颐员冤袁随着
年龄增大比值不断增加袁 在 缘缘耀远缘 岁时达到高峰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圆园园员耀圆园员员 年 晕耘郧粤尧粤耘郧尧耘粤耘郧 统计数据
栽澡藻 责藻则糟藻灶贼葬早藻 燥枣 晕耘郧粤袁粤耘郧 葬灶凿 耘粤耘郧 枣则燥皂
圆园园员 贼燥 圆园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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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的性别尧年龄分布

栽澡藻 贼则藻灶凿 燥枣 责藻则糟藻灶贼葬早藻 燥枣 粤耘郧 蚤灶 早葬泽贼则蚤糟 糟葬灶糟藻则 遭赠
赠藻葬则泽

渊源援园源颐员冤袁后随着年龄增大轻度下降袁但均跃 员遥
圆援源 粤郧耘 与 晕耘郧粤 性别构成比尧年龄比较
粤耘郧 性别比为男颐 女越员 源猿源颐猿怨园袁晕耘郧粤 为男颐
女越员 怨怨园颐愿苑员袁粤耘郧 男女性别比高于 晕耘郧粤袁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曰粤耘郧 平均发病年龄为
渊远圆援苑 依 怨援缘冤岁袁晕耘郧粤 为渊缘怨援员 依 员圆援苑冤岁袁粤耘郧 平
均发病年龄明显高于 晕耘郧粤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猿

讨 论

在西方国家袁 从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开始袁粤耘郧 的
发病率逐年上升袁 与此相反的是食管鳞癌以及胃癌
的总发病率却逐渐下降咱员原圆袁缘暂遥 目前仍不清楚亚洲国
家 粤耘郧 发病率是否也呈现与西方国家相似的趋势遥
匀葬泽藻早葬憎葬 等咱猿暂分析日本神奈川县肿瘤中心的数据袁
发现该地区 圆园 年来 粤耘郧 发病率无明显变化曰悦澡怎灶早
等 咱远暂 发现 员怨怨圆耀圆园园远 年韩国 粤耘郧 的发病率也无明
显增高趋势遥 但 运怎泽葬灶燥 等咱苑暂回顾分析东京国立癌症
中心的数据袁 发现 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的比例从
员怨远圆耀员怨远缘 年的 圆援猿豫升至 圆园园员耀圆园园缘 年的 员园豫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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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此推测日本 粤耘郧 的发病率在 员怨远圆耀圆园园缘 年有增高
的趋势遥 陈万青等 分析全国肿瘤登记中心 员怨愿愿耀
圆园园圆 年胃癌资料袁 发现河北磁县 粤耘郧 发病率有上
咱愿暂

升趋势袁河南林州 粤耘郧 在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后期也开
始呈上升趋势袁北京和上海 粤耘郧 发病率却呈现下降

趋势曰粤耘郧 发病率趋势检验发现袁磁县 粤耘郧 发病率

有明显上升趋势袁 而北京 粤耘郧 发病率却明显下降遥
而本研究显示该中心 员员 年来 粤耘郧 在胃癌中所占比
例无明显增高趋势袁这与 在澡葬灶早 等咱怨暂 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遥 在亚洲国家袁由于没有统一的 粤耘郧 分类标准

和定义袁 虽然有很多关于 粤耘郧 发病率的研究报告袁
尚无法确定亚洲国家 粤耘郧 发病率的变化趋势咱苑暂遥

在亚洲国家袁粤耘郧 的 杂蚤藻憎藻则贼 分型构成比与西
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袁西方国家玉型 粤耘郧 的发病率远
高于亚洲国家咱猿袁员园原员员暂遥 在本组 员 愿圆源 例 粤耘郧 中袁玉型
粤耘郧 仅 缘愿 例袁 这与文献报道的东方国家域尧 芋型
粤耘郧 多尧玉型少一致咱员园袁员圆暂遥 东方国家玉型 粤耘郧 发病
率低而西方国家发病率高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院淤
东西方国家胃食管反流疾病及 月葬则则藻贼贼藻 食管发生率
不一致袁 西方国家这两种疾病发病率远高于亚洲
国家咱员猿暂袁长期胃食管返流会导致月葬则则藻贼贼藻 食管发生袁而
后者正是 粤耘郧渊尤其玉型粤耘郧冤的癌前病变咱员源暂曰于研究
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渊匀藻造蚤糟燥遭葬糟贼藻则 责赠造燥则蚤袁匀援 责赠造燥则蚤冤感
染对玉型 粤耘郧 发生可能起着保护作用咱员缘暂袁而东方国
家 匀援 责赠造燥则蚤 感染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咱员远暂遥
我们还研究了 员员 年来 耘粤耘郧 检出率变化 趋
势袁发现近 缘 年来 耘粤耘郧 的检出率较前 远 年有了明
显提高袁这可能与临床诊断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健
康意识提高 有关遥 但本研究早期 癌检 出 率仅 为
员圆援圆猿豫袁远远低于日本的 猿园豫耀缘园豫咱员苑暂遥 众所周知袁
癌症的早发现尧早诊断尧早治疗对患者的预后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袁因此还需设法提高人群中胃癌的早
期检出率遥
粤耘郧 好发于男性袁 平均发病年龄 远园 岁左右遥
杂蚤藻憎藻则贼 等咱员员暂报告在玉型 粤耘郧 中男女性别比为 员园援苑颐
员袁远园 岁以 上占 远员豫 袁 域 型为 源援怨 颐员袁远园 岁 以上 占
远圆豫袁芋型为 圆援圆颐员袁远园 岁以上占 远源豫遥 猿 型中袁男女
性别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国内 月葬蚤 等咱员愿暂研究发现
粤耘郧 中位发病年龄在 远园 岁左右袁 男女性别比为
缘援圆缘颐员遥 本研究显示 粤耘郧 平均发病年龄为 远圆援苑 岁袁
男女性别比为 猿援远愿颐员袁与上述报告基本一致遥 本研究
还提示 粤耘郧 在 缘缘耀远缘 岁年龄段发病人数最多袁各个
年龄段男性患者均多于女性患者袁男女性别比随着
年龄增大逐渐增高袁在 缘缘耀远缘 岁时达到高峰渊源援园源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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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冤袁随后逐渐降低遥 粤耘郧 好发于男性的原因尚不清

楚袁除了遗传易感性以外袁可能与已知的危险因素如
吸烟尧饮酒等有关咱员怨暂遥

大量文献报告 粤耘郧 与 晕耘郧粤 在男女构成比以
及平均发病年龄上存在着差异遥 杂葬蚤贼燥 等咱圆园暂发现粤耘郧
男女性别比高于胃上 员 辕 猿 癌和中尧下 员 辕 猿 癌袁其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曰 虽然 粤耘郧 平均发病年龄高于胃上
员 辕 猿 癌及中尧 下 员 辕 猿 癌袁 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匀燥贼藻赠葬 等咱圆员暂研究发现 粤耘郧 男女性别比为 愿缘颐员远袁显
著高于非贲门癌的 愿圆愿颐圆苑园曰 虽然平均发病年龄

粤耘郧 组与 晕耘郧粤 组无显著差异袁 但是 粤耘郧 组的平
均发病年龄高于非贲门癌组遥 栽葬躁蚤皂葬 等咱圆圆暂研究发现

早期贲门癌的男女性别比尧 平均发病年龄均高于非
贲门癌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然而 酝葬藻凿葬 等咱圆猿暂 研
究发现 粤耘郧 男女性别比及平均发病年龄虽均高于
非贲门癌袁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这可能与 粤耘郧 样
本量小有关渊灶 越 圆猿冤遥 本研究比较了 粤耘郧 和 晕耘郧粤
性别构成比以及发病年龄的差异袁 结果显示袁与
晕耘郧粤 相比袁粤耘郧 男女性别比更高袁 平均发病年龄
也更大遥 因此袁粤耘郧 与 晕耘郧粤 相比袁男性可能更加好
发袁平均发病年龄可能更高遥
当然袁本报告数据仅来源于中国一个中心袁虽病
例数较大袁粤耘郧 的发病变化趋势具备一定的临床意
义袁但是欲明确我国 粤耘郧 发病变化趋势袁需要开展
前瞻性尧长期多中心合作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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