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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筛查卫生技术评估”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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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卫生技术评估技术日益受到重视推广，对于占全球一半以上肝癌疾病负担的中国人群而言，探讨
经济有效的二级预防措施尤显重要。我国自 2005 年起在农村人群开始了肝癌筛查的实践工作，2012 年又拓展至
城市人群。本期“肝癌筛查相关卫生技术评估”系列文章基于证据汇总，从肝癌筛查效果和经济学等角度进行
相关卫生技术评估，以期为我国人群肝癌筛查领域可能需要深入开展的公共卫生和研究工作方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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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recently. For populations in
China that share at least half of the global disease burden of liver cancer, it is extremely vital to give rise to an efficient
secondary prevention strategy. The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launched liver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 in rural areas in
2005, and then extended to populations in urban in 2012. The current special issue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of
liver cancer screening which based on the available evidence, from a HTA perspective, to evaluate performance of liver
screening, economic burden and cost-effectiveness and some other issues, in order to raise suggestions for possible
directions in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program related to liver cancer screen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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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技术评估是指对卫生技术的安全性、有效
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 [1] ，近
年来其在在癌症防控领域日益受到重视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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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已开展了较多的宫颈癌、结直肠癌和乳
腺癌的大范围筛查项目及效果评价 [2]，在流行病学
和卫生经济学方面均有较高质量的证据支持。由
于肝癌发病率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布特点，世界上
50% 的肝癌新发病例发生在中国人群中 [3]，国外肝
癌筛查干预相关评价研究整体上较少。近年来欧
美发达国家的肝癌发病呈上升趋势，由于肝癌的死
亡/发病比在全球范围内无显著差别，且 5 年生存
率极低，故肝癌的筛查干预才逐步受到国际关注[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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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病因学研究表明，中国肝癌发生的危险

相对较少[18]。冉建朝等[19]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

因素和流行趋势独具特点 [6, 7] 。针对肝癌最主要病
因，通过乙肝疫苗免疫和饮食安全清除黄曲霉暴露

项目平台，对中国人群因肝癌所致 DALY 疾病负担
的 2016 年现况和长期趋势进行了汇总分析，发现

等措施，有效预防了慢性乙肝和年轻人群肝癌 [8, 9]。
但我国目前仍存在巨量的成年慢性乙肝人群，其进

2016 年中国肝癌所致 DALY 高于全球其他所有国
家之和，占全国全部癌种 DALY 的五分之一，长期

展为肝癌的发病风险极高。此外，我国人群期望寿
命延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Ⅱ型糖尿病和肥

预测显示中国肝癌 DALY 负担仍将持续加重。失
能权重测算的准确与否对 DALY 负担评价非常关

胖等疾病的流行将成为我国肝癌发病新的危险因
素[10]，因此探讨实施经济有效的肝癌筛查等二级预

键，黄佳文等[20]针对我国人群肝癌相关疾病全周期
的失能权重及相关健康效用权重进行了研究，系统

防干预措施也尤为重要。
2005 年我国启动的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中，

评价了跨越 20 年的公开发表文献，Meta 分析结果
最终提供了慢性乙型肝炎、代偿性肝硬化、失代偿

涉及了在肝癌高发区开展肝癌的筛查项目[11]，主要
方案是采用血清 HBsAg 作初筛，阳性者转血清甲

性肝硬化、肝癌等常见肝病疾病状态的健康效用值
数据，这些数据可助力后续肝癌干预策略的成本-

胎蛋白（AFP）和 B 超联合筛查。2012 年启动的国
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

效用分析，但结果较少也提示失能权重研究的稀
缺。

目（以下简称“城癌项目”），目标癌种包括城市人群
常见的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和肝

在卫生技术评估的有效性维度，我国目前的肝
癌预防主要集中在病因学一级预防，包括乙肝疫苗

癌。其流程管理上首先开展基于社区的问卷调查
和高危人群评估，若评估为某癌种高危人群，推荐

接种干预、清洁水源、安全食品预防黄曲霉毒素暴
露等，但对于二级预防的筛查和相关技术准确性如

到医院行相应临床筛查。其中肝癌筛查方案主要
采用血液 HbsAg、AFP 检测以及腹部 B 超的联合筛

何，尚缺乏系统评价数据。对此，严永峰等 [21]对在
我国人群中开展的肝癌筛查技术的灵敏度和特异

查[12]。
除高危评估和临床筛查外，城癌项目也系统开

度等数据进行了信息汇总和 Meta 分析，评价不同
筛查技术在中国使用现状，为后期肝癌筛查技术准

展了卫生经济学评价，该内容又细化为现场调查、
系统评价、模型构建和综合分析等内容 [13] ，近 5 年

确性评价和经济学评价提供方向参考。此外，樊春
笋等[22]关注我国农村肝癌高发区（江苏启东），采用

积累了十余个现场专题和 3 个系统评价专题 [14-17] 。
肝癌筛查是城癌项目卫生经济学评价工作组继结

风险回归模型计算肝癌发病的危险因素，结果发现
临床常规宿主、病毒及肝功指标组合能够有效筛选

直肠癌专题（2014 年启动）和乳腺癌专题（2015 年
启动）之后，2017 年启动的、又一个以单癌种为主

并辨识我国农村肝癌高危人群，其长期前瞻性随访
数据弥足珍贵，同事，该研究也是本系列唯一专注

线的系统评价专题，该工作同时结合了“十三五”
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等课题工作内容。肝癌筛查

农村地区肝癌筛查的篇目。
其次，从卫生技术评估的经济性维度，在人群

相关卫生技术评估系列论文阐述了肝癌预防的必
要性/疾病负担，从筛查有效性和经济学等角度进

筛查干预前肝癌所致经济负担的严重程度和长期
趋势如何？张业繁等[23]基于城癌项目收集了大样本

行综合性卫生技术评估，专题论文详细见表 1。
在进行肝癌筛查技术评价前，优先确定研究领

多中心肝癌诊治费用数据，对肝癌日均费用和经济
负担的整体时间趋势、相关可能影响因素和细化亚

域很重要。就疾病负担而言，全球范围内以 DALY
为指标的疾病负担评价日渐增多，但国内目前数据

组费用负担等进行了分析，这也是首次在国内期刊
发表的城癌项目基于现场的癌症经济负担数据 [15]。

表 1 肝癌筛查相关卫生技术评估各研究评价维度概况
评价维度

研究领域

HTA 背影研究与优先领域确定之疾病负担评价

人群 DALY 负担

二次研究

个体健康效用/失能权重测量[20]

二次研究/系统评价

有效性评价

研究类型
[19]

筛查技术准确性[21]

二次研究/Meta 分析

农村肝癌筛查高危人群识别前瞻性研究

原始研究/前瞻性研究

个体患者经济负担测量[23]

原始研究/多中心现场调查

筛查经济学评价的系统评价[24]

二次研究/系统评价

[22]

经济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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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乙肝疫苗一级预防的卫生经济学评价较
多，但尚无对肝癌筛查成本-效果的系统评价。白
方舟等[24]对中国肝癌筛查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进
行了系统评价，借鉴肝癌较高发的台湾经验，发现
开展研究较多且在当地普通人群中开展肝癌筛查
经济有效的正向证据。但内地仅有 1 项研究显示
在肝癌高危人群中开展干预经济有效，提示还需要
更多人群随机对照试验及卫生经济学证据。更多

healthcaredelivery.cancer.gov/icsn/.
3 Ferlay J, Soerjomataram I, Ervik M, et al. GLOBOCAN 2012 v1.0,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IARC CancerBase
No.11. Available at: http://globocan.iarc.fr.
4 Arguedas MR. Screening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hy, when,
how? Curr Gastroenterol Rep, 2003, 5(1): 57-62.
5 Hernaez R, Kanwal F, El-Serag HB.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creening is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benefit in silico but needs
confirmation in an in vivo analysis. Hepatology, 2018, [Epub ahead
of print].

信息见本系列各单篇报道。
最后，受篇幅所限，本系列未能完全开展对卫

6 de Martel C, Maucort-Boulch D, Plummer M, et al. World-wide

生技术评估的社会性评价维度，包括社会、伦理、
公平性等细化内容[25]的评价。现将有条件继续深入

7 Zhang Y, Ren JS, Shi JF, et al.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primary liver

的方向概括如下：① 个体伦理问题：肝癌筛查尤
其是假阳性结果，可能导致个体焦虑，开展人群筛

8 Sun Z, Chen T, Thorgeirsson SS, et al. Dramatic reduction of liver

查相关生活质量研究十分必要 ；② 个人及服务
体系的技术适应性：前期开展了癌症筛查供需方
[14]

角度调查，包括供方的主观服务意愿及客观服务能
力，需方的接受度、支付意愿、服务需求等 [16, 26]，后
期可对肝癌筛查特异性数据进行总结挖掘；③ 技
术可及性：不同肝癌筛查方案的预算影响分析结
果，预期可为相关筹资模式及经济层面的可及性提
供参考；④ 公平性：与国内癌症疾病负担 [27] 及诊
治需求类似[28]，肝癌筛查服务需求也可能存在地区
间差异，根据不同地域开展针对性的肝癌筛查方案
评价及推广，预期可提高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中国的肝癌疾病负担占全球过半，有效防控肝
癌策略的研究工作任重道远。作为在肝癌筛查二
级预防领域的初探，本系列研究期望能为更多肝癌
防控工作提供基线参考依据。条件允许时，将来可
考虑继续深入开展的公共卫生和研究工作方向
有：开发基于我国肝癌及其癌前疾病相关的健康
效用研究；开展人群规模的肝癌经济负担和 DALY
负担的精准评价；广泛探索有效性和接受度更高
的肝癌筛查技术；提高肝癌高危人群浓缩策略的
效果；就现场人群大数据，探索城市人群肝癌及其
癌前疾病的不同亚组检出率，为更大范围的肝癌筛
检工作提供参比；肝癌筛查的社会性和人群行为
研究；开展方法和参数更有效精准的人群和模型
平台的不同肝癌筛查策略的成本-效果评价；乙肝
疫苗与肝癌筛查相结合的综合干预策略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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