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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症状人群结直肠息肉筛查的风险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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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 摘要铱 摇 目的摇 探究无症状人群发生结直肠息肉的风险因素袁以便为无症状人群结直肠癌的筛查提供依据遥 方法
摇 选择 圆园员远 年 员 月至 圆园员愿 年 员 月在某医院行肠镜筛查的 远员源 例患者袁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袁通过单因素连续变
量分析息肉组和无息肉组的临床特征袁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多因素回归分析袁得出独立的风险因素遥 结果摇 远员源 例患者纳入
本项研究袁其中结直肠息肉组 圆员怨 例袁检出率为 猿缘援 远愿豫遥 息肉组与无息肉组之间比较袁经单因素连续变量分析得出
年龄尧体重指数渊 月酝陨冤 与无症状人群结直肠息肉相关渊 孕约园援 园园员冤袁男性尧幽门螺杆菌渊 匀孕冤 阳性者结直肠息肉检出率
高渊孕约园援 园缘 或 园援 园员冤袁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提示年龄尧 月酝陨尧 匀孕 阳性为结直肠息肉检出的独立危险因素渊 孕约园援 园缘 或 园援

园员冤 遥 结论摇 男性的结直肠息肉检出率高于女性袁年龄越大息肉检出率越高遥 年龄尧月酝陨尧匀孕 阳性是无症状人群结直
肠息肉发病的危险因素遥

揖 关键词铱摇 无症状人群曰结直肠息肉曰风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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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大肠癌是世界上常见恶性肿瘤中的第三位袁在

监测到的始发事件是结肠息肉的出现遥 结肠镜检查

瘤性息肉鄄腺瘤部分癌变鄄浸润癌袁从正常的肠道黏膜

死率 咱 源暂 遥 圆园员愿 年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袁我国结直

癌症死亡病因中也排第三位

咱员 耀 圆暂

遥 其发生要经过腺

到肠道息肉的产生再到发生癌变要经过一系列的基
因突变过程遥 结直肠腺瘤是大肠癌的主要癌前病
变袁愿缘豫的大肠癌由肠道腺瘤发展而来

咱 猿暂

袁最早可以

和肠镜下息肉切除可极大降低大肠癌的发生率和病
肠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袁仅次于肺癌尧胃癌遥 尤
其是我国东部地区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尧死亡率排恶
性肿瘤中第二位袁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遥 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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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筛查是降低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途
径遥 早期发现结直肠息肉尧治愈早期癌症袁对政府和

学意义渊 孕跃园援 园缘冤 遥 见表 猿遥

摇 单因素分析发现袁年龄尧月酝陨尧性

个人而言都远比开发四期药物治疗更容易遥 但是据

别尧匀孕 阳性是结直肠息肉检出的高风险因素袁进一

例不足 员缘豫

及逸苑园 岁袁结直肠息肉发生风险高曰体重指数逸圆缘

统计袁我国 缘园 岁以上一般人群接受结肠镜筛查的比
咱缘暂

遥 本研究旨在对无症状人群进行更有

针对性的筛查袁降低结直肠癌发生率遥

摇 收集 圆园员远 年 员 月至 圆园员愿 年 员 月

在费县人民医院行电子结肠镜筛查的患者袁远员源 例
患者符合要求纳入本项研究袁其中息肉组 圆员怨 例袁无
摇 淤年龄约 员愿 岁曰于肠道准备不良袁

影响结肠黏膜的观察曰盂结肠镜未到达回盲部曰榆病
历资料不齐全遥

摇 吸烟史包括既往吸烟史和现在吸

烟史尧体重指数渊 月酝陨冤 按照亚洲人体重指数标准尧家
族史包含一级亲属患结肠癌或结肠息肉史遥

摇 建立完整的电子数据库袁收集患者

的年龄尧月酝陨尧性别尧吸烟史尧家族史尧匀孕 感染情况等
资料袁为计数资料遥 进行息肉组与无息肉组之间单
因素分析袁筛查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袁再进行多因
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摇 数据处理用 杂孕杂杂 员苑援 园 软件袁计

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袁以均数 依标准差渊 曾軃
依泽冤 表示袁
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贼 检验袁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袁多因素分析采用 蕴燥鄄
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检验水准院琢 越 园援 园缘袁双侧检验遥

圆摇 结摇 摇 果

噪早 辕 皂 圆 以及 匀孕 阳性是结肠息肉发生的独立风险因
素遥 见表 源遥

员摇 资料与方法

息肉组 猿怨缘 例遥

步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袁年龄段 远园 耀 远怨 岁

表 员摇 远员源 例患者基本特征
因素
摇

圆苑猿渊源源援 源远冤

摇

约缘园

苑源渊员圆援 园缘冤

年龄渊 岁冤
摇

缘园 耀 缘怨

员愿愿渊猿园援 远圆冤

摇

逸苑园

员员愿渊员怨援 圆圆冤

摇

远园 耀 远怨

吸烟史
摇

圆苑源渊源源援 远猿冤

摇

无

猿苑缘渊远员援 园苑冤

家族史
摇

有

圆猿怨渊猿愿援 怨猿冤

摇

阴性

猿园园渊源愿援 愿远冤

匀孕 感染
摇

阳性

猿员源渊缘员援 员源冤

摇

员愿援 缘 耀 圆圆援 怨渊 正常冤

员源园渊圆圆援 愿园冤

摇

圆缘 耀 圆怨援 怨渊肥胖冤

圆员远渊猿缘援 员愿冤

圆

圆猿 耀 圆源援 怨渊偏胖冤

逸猿园渊重度肥胖冤

渊缘员援 员源豫冤 袁其中 苑员援 员苑豫 渊 源猿苑 辕 远员源冤 患者体重指数

结直肠息肉组年龄尧月酝陨 均高于与无息肉组遥 见表

圆遥 两组患者性别尧匀孕 感染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渊 孕约园援 园缘冤 袁吸烟史尧家族史比较差异无统计

猿源园渊缘缘援 猿苑冤

无
有

摇

组年龄尧月酝陨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 孕约园援 园园员冤 袁

圆猿源渊猿愿援 员员冤

摇

依员园援 园员冤 岁袁有吸烟史者 圆苑源 例渊 源源援 远猿豫冤 袁有家族

摇 两

猿源员渊缘缘援 缘源冤

女

摇

集中在 圆猿援 园 耀 圆怨援 怨 噪早 辕 皂 圆 遥 详见表 员遥

男

摇

摇 远员源 例 患者 中袁 男 性 猿源员 例

史 者 圆猿怨 例 渊 猿愿援 怨猿豫冤 袁 匀孕 阳 性 者 猿员源 例

构成渊 灶袁豫冤

性别

月酝陨渊噪早 辕 皂 冤

渊缘缘援 缘源豫冤 袁女性 圆苑猿 例渊源源援 源远豫冤袁平均年龄渊远园援 园愿

变量

圆圆员渊猿缘援 怨怨冤
猿苑渊远援 园猿冤

表 圆摇 两组患者年龄尧月酝陨 的比较渊 曾軃
依泽冤
组别

灶

年龄渊岁冤

息肉组

圆员怨

远员援 愿缘依怨援 苑猿

无息肉组
贼
孕

猿怨缘
摇
摇

缘苑援 苑源依员园援 源圆
源援 苑怨圆

约园援 园园员

月酝陨渊 噪早 辕 皂圆 冤
圆苑援 缘圆依猿援 怨员
圆源援 圆猿依圆援 苑园
员圆援 圆远源

约园援 园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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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缘怨苑窑

表 猿摇 两组患者性别尧吸烟史尧家族史及 匀孕 感染情况的比较咱 灶渊豫冤暂
组别

灶

息肉组

圆员怨

无息肉组
字圆

猿怨缘
摇
摇

孕

性别
男

女

摇

吸烟史
有

无

摇

匀孕 感染

阳性

摇

缘援 怨猿愿

摇

园援 园员缘

摇

摇
摇

摇

约缘园

摇

月酝陨渊 噪早 辕 皂 冤

园援 园园圆
园援 怨远源

摇
摇

摇

摇
摇

员援 远怨 耀 缘援 怨园

约园援 园员

摇

圆猿 耀 圆源援 怨
逸猿园
摇

圆援 源圆

摇

阴性

摇
阳性

员援 园远 耀 缘援 圆缘

摇

摇

员

摇

员援 缘缘

园援 远远 耀 圆援 苑怨

员员援 缘源

远援 源缘 耀 圆园援 远缘

员员援 苑园

远援 园圆 耀 圆圆援 苑猿

摇

摇

员

男性
女性

摇

员

孕

猿援 员远

摇

匀孕 感染

摇

园援 缘员苑

逸苑园

圆缘 耀 圆怨援 怨

摇

怨缘豫悦陨

摇

园援 源圆员

园援 员员

摇
性别

摇

园援 园圆愿

摇

园援 怨员 耀 圆援 苑园

员愿援 缘 耀 圆圆援 怨

摇

韵砸

源援 愿园猿

员援 缘远

摇
摇

无

缘园 耀 缘怨
远园 耀 远怨
圆

有

圆园缘渊缘员援 怨园冤 员怨园渊源愿援 员园冤 摇 员苑远渊源源援 缘远冤 圆员怨渊缘缘援 源源冤摇 员愿怨渊源苑援 愿缘冤 圆园远渊缘圆援 员缘冤 摇 员缘园渊猿苑援 怨苑冤 圆源缘渊远圆援 园猿冤

变量

年龄渊岁冤

家族史

员猿远渊远圆援 员园冤 愿猿渊猿苑援 怨园冤 摇 怨愿渊源源援 苑缘冤 员圆员渊缘缘援 圆缘冤摇 员圆缘渊缘苑援 园愿冤 怨源渊源圆援 怨圆冤 摇 愿怨渊源园援 远源冤 员猿园渊缘怨援 猿远冤

表 源摇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多因素回归分析
因素

阴性

摇

摇

员援 猿园

园援 缘缘 耀 圆援 园员

摇

摇

员

摇

猿援 缘远

猿摇 讨摇 摇 论

圆援 员源 耀 缘援 愿怨

园援 园源
摇
摇

园援 员圆

约园援 园员
约园援 园员
摇
摇

园援 圆园
摇
摇

约园援 园员

宣教程度等各方面因素袁以及结肠镜检查的风险性尧
有创性和花费等客观因素袁我国大部分地区结肠镜

摇 摇 大部分结直肠息肉患者并无症状袁亦或仅有一

筛查率普遍较低遥 如果能够利用一些客观准确的信

些不典型的症状袁所以常常不被重视袁也不容易及时

息袁容易让患者接受的检验方式尧特检结果等袁对无

发现和诊断袁这是结直肠癌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遥

症状人群的发病风险进行预测袁针对高发病风险因

如果在结直肠息肉阶段就及早地发现并诊治袁可以

素的无症状人群进行结肠镜筛查袁既可以让患者容

有效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生率袁缘 年生存率也可以提

易接受结肠镜检查袁又可以极大提高筛查效率袁节约

升 猿 倍遥 大部分的结直肠癌病例是一些平均风险人

医疗资源遥

查袁早发现癌前病变尧早期癌等袁并进行及时治疗袁可

猿缘援 远愿豫遥 与很多筛查报道类似袁健康人群查体中结

群袁所以袁对无症状平均风险人群进行结直肠癌筛
以有效地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遥 由于我
国目前的卫生资源状况尧经济条件尧人们的依从性和

本研究发现袁结直肠息肉发病率较高袁检出率为

肠息肉的发病率为 员缘豫 耀 猿园豫 咱远 耀 怨暂 袁如果使用高清内
镜可达 缘园豫 咱员园 耀 员员暂 遥 然而我国 缘园 岁以上平均风险人

窑 缘 怨愿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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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结肠镜筛查的比例不足 员缘豫

遥 结直肠癌诊疗

的结肠镜筛查袁降低结肠癌的发生遥

治愈的袁缘 年生存率达 怨园豫袁而晚期却不足 员园豫遥 因

参摇 考摇 文摇 献

咱缘暂

的早与晚成效差异较大袁多数早期结直肠癌是可以
此袁如何提高结肠镜筛查率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

咱员暂 摇 栽燥则则藻 蕴粤袁月则葬赠 云袁杂蚤藻早藻造 砸蕴袁藻贼 葬造援 郧造燥遭葬造 糟葬灶糟藻则 泽贼葬贼蚤泽鄄

及超重患者渊苑苑援 圆园豫冤 息肉发生占据比重较大遥

咱圆暂 摇 酝蚤造造藻则 运阅袁杂蚤藻早藻造 砸蕴袁蕴蚤灶 悦悦袁藻贼 葬造援 悦葬灶糟藻则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葬灶凿

务遥 从本组资料可以看出袁年龄 逸缘园 岁 渊 愿苑援 怨缘豫冤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渊 晕悦悦晕冤 在 圆园员猿 年发布

了结直肠癌筛查指南

咱员圆暂

袁对于一般风险人群应于 源园

岁开始考虑进行结直肠癌筛查遥 中国人口基数巨
大袁圆园员愿 年更新的筛查指南建议袁对无症状人群从

源缘 岁开始定期行结肠癌筛查遥 临床上常用的筛查
方法包括粪便免疫化学检测尧粪便隐血试验尧血清肿
瘤标志物尧结肠镜其中之一或联合应用遥 但是平均
风险人群对筛查的依从性并不高袁一方面自我防癌
意识较差袁另一方面缺乏对健康初级保健认识袁存在
不良生活习惯遥 因此袁国外学者提出了可以通过简
易的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患者高危因素袁确定不同的

贼蚤糟泽袁圆园员圆咱允暂 援 悦粤 悦葬灶糟藻则 允 悦造蚤灶袁圆园员缘袁远缘渊圆园冤 院愿苑鄄员园愿援

泽怎则增蚤增燥则泽澡蚤责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袁圆园员远咱允暂 援 悦粤 悦葬灶糟藻则 允 悦造蚤灶袁圆园员远袁

咱猿暂 摇

远远渊源冤 院圆苑员鄄圆愿怨援

运蚤皂 阅匀袁 蕴藻藻 杂再袁 悦澡燥蚤 运杂袁 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怎泽藻枣怎造灶藻泽泽 燥枣
糟燥造燥灶燥泽糟燥责赠 葬泽 葬 泽糟则藻藻灶蚤灶早 贼藻泽贼 枣燥则 凿藻贼藻糟贼蚤灶早 糟燥造燥则藻糟贼葬造

责燥造赠责泽咱 允暂援 匀藻责葬贼燥早葬泽贼则燥藻灶贼藻则燥造燥早赠袁圆园园苑袁缘源渊愿园冤院圆圆源园鄄
圆圆源圆援

咱源暂 摇 在葬怎遭藻则 粤郧袁宰蚤灶葬憎藻则 杂允袁韵月则蚤藻灶 酝允袁藻贼 葬造援 悦燥造燥灶燥泽糟燥责蚤糟
责燥造赠责藻糟贼燥皂赠 葬灶凿 造燥灶早鄄贼藻则皂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燥枣 糟燥造燥则藻糟贼葬造鄄糟葬灶糟鄄
藻则 凿藻葬贼澡泽咱 允暂 援 晕 耘灶早造 允 酝藻凿袁圆园员圆袁猿远远渊愿冤院远愿苑鄄远怨远援

咱缘暂 摇 悦澡藻灶 宰匝袁在澡藻灶早 砸杂袁月葬葬凿藻 孕阅袁藻贼 葬造援 悦葬灶糟藻则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 蚤灶
悦澡蚤灶葬袁圆园员缘 咱 允暂援 悦粤 悦葬灶糟藻则 允 悦造蚤灶袁圆园员远袁远远 渊 圆冤 院员员缘鄄
员猿圆援

筛查方案遥 一系列研究发现男性尧年龄跃缘园 岁尧有结

咱远暂 摇 蕴蚤藻遭藻则皂葬灶 阅粤袁宰藻蚤泽泽 阅郧袁月燥灶凿 允匀袁藻贼 葬造援 灾藻贼藻则葬灶泽 粤枣枣葬蚤则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尧性别尧匀孕 感染是

泽糟则藻藻灶 葬泽赠皂责贼燥皂葬贼蚤糟 葬凿怎造贼泽 枣燥则 糟燥造燥则藻糟贼葬造 糟葬灶糟藻则 咱 允暂援 晕

肠癌家族史是发现进展期腺瘤的独立危险因素 咱员猿暂 遥
结直肠息肉发生的风险因素遥 此类平均风险人群可
行专项筛查遥 一些国外研究报道吸烟史和家族史也
是结肠息肉发生的高危因素

咱员源 耀 员缘暂

袁 本研究并未得出

可能与本项研究中样本量偏少有关遥

排除各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袁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多元回归

分析结果发现袁年龄逸远园 岁尧体重指数逸圆缘 噪早 辕 皂 圆 尧
匀孕 感染是结肠息肉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袁与国外研
究报道类似 咱员远 耀 员苑暂 遥 结直肠息肉发生与饮食有关袁马
来西亚尧日本等国家研究饮食因素与肿瘤死亡关系
发现袁高动物蛋白及高动物性食物渊 蛋类尧肉类尧鱼类
等冤 的摄入与大肠肿瘤的发生呈正相关袁而植物性食
物渊 水 果尧 谷 物尧 蔬 菜冤 则 呈 负 相 关 咱员愿耀 员怨暂 遥 杂藻造早则葬凿

等 咱圆园暂 研究发现袁在 匀孕 感染组中 远猿援 源豫的人群患有

悦燥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杂贼怎凿赠 郧则燥怎责 猿愿园院 哉泽藻 燥枣 糟燥造燥灶燥泽糟燥责赠 贼燥
耘灶早造 允 酝藻凿袁圆园园园袁猿源猿渊猿冤 院员远圆鄄员远愿援

咱苑暂 摇 陨皂责藻则蚤葬造藻 栽云袁 宰葬早灶藻则 阅砸袁 蕴蚤灶 悦再袁 藻贼 葬造援 砸蚤泽噪 燥枣 葬凿鄄
增葬灶糟藻凿 责则燥曾蚤皂葬造 灶藻燥责造葬泽皂泽 蚤灶 葬泽赠皂责贼燥皂葬贼蚤糟 葬凿怎造贼泽 葬糟鄄

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澡藻 凿蚤泽贼葬造 糟燥造燥则藻糟贼葬造 枣蚤灶凿蚤灶早泽 咱 允 暂援 晕 耘灶早造 允
酝藻凿袁圆园园园袁猿源猿渊猿冤 院员远怨鄄员苑源援

咱愿暂 摇 砸藻早怎造葬 允袁砸怎责蚤灶泽噪蚤 酝袁运则葬泽扎藻憎泽噪葬 耘袁藻贼 葬造援 悦燥造燥灶燥泽糟燥责赠 蚤灶
糟燥造燥则藻糟贼葬造 糟葬灶糟藻则 泽糟则藻藻灶蚤灶早 枣燥则 凿藻贼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葬凿增葬灶糟藻凿 灶藻燥鄄
责造葬泽蚤葬咱允暂援 晕 耘灶早造 允 酝藻凿袁圆园园远袁猿缘缘渊员愿冤院员愿远猿鄄员愿苑圆援

咱怨暂 摇 匀葬泽泽葬灶 悦袁 孕蚤糟噪澡葬则凿贼 孕允袁 运蚤皂 阅匀袁 藻贼 葬造援 杂赠泽贼藻皂葬贼蚤糟 则藻鄄
增蚤藻憎院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葬凿增葬灶糟藻凿 灶藻燥责造葬泽蚤葬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责燥造鄄

赠责 泽蚤扎藻 葬贼 泽糟则藻藻灶蚤灶早 糟燥造燥灶燥泽糟燥责赠咱 允暂 援 粤造蚤皂藻灶贼 孕澡葬则皂葬糟燥造
栽澡藻则袁圆园员园袁猿员渊圆冤院圆员园鄄圆员苑援

咱员园暂 摇 郧怎责贼葬 晕袁月葬灶泽葬造 粤袁砸葬燥 阅袁藻贼 葬造援 孕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葬凿增葬灶糟藻凿
澡蚤泽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蚤灶 凿蚤皂蚤灶怎贼蚤增藻 葬灶凿 泽皂葬造造 糟燥造燥灶 责燥造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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