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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消除宫颈癌 

总干事的报告 

宫颈癌：一项全球公共卫生重点 

1. 实践证明，接种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筛查和治疗癌前病变、及早发现和及时治疗

早期浸润性癌以及姑息治疗是整个持续照护过程中处理宫颈癌的有效策略。这些干预措

施已成为《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目标和指标

的一部分，支持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且与《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全球战

略（2016-2030 年）》、关于防止艾滋病毒、肝炎和性传播感染的 2016-2021 年全球卫生

部门战略以及有关加强卫生系统、促进社会保护和全民健康覆盖的联合国大会 72/81 号

决议相一致。每项策略均辅以有关成本效益的建议及世卫组织技术指导文件1；如采用

以人为本和基于权利的方法大规模实施并充分覆盖相关人群，这些策略有可能消除作为

公共卫生问题的宫颈癌。 

2. 虽然存在上述努力，宫颈癌仍然是全世界妇女第四常见癌症，估计到 2018 年每年

新发病 57 万例，死亡 31.1 万例2。预测显示，如不紧急扩大相关服务，到 2040 年该负

担将增加到 46 万人死于宫颈癌，比 2018 年增加近 50%。2012-2040 年的增长还将是不

均衡的，较低收入国家每年病例数量相对增加最多，使当前就已经存在的巨大宫颈癌发

病和死亡率差异进一步复杂化，而且近 90%死亡会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2。 

3. 鉴于各国内部也存在不公平现象，要紧的是把宫颈癌当成社会、经济和政治劣势导

致的疾病处理3。合并症现象显著：例如，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在较年轻时就罹患宫颈

                                                 
1 见世卫组织《用较少资金挽救生命：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战略性应对》。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http://

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2534/WHO-NMH-NVI-18.8-eng.pdf?ua=1，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问）；和《预

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最合算措施”及其它推荐干预措施》。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http://www.who.int

/ncds/management/best-buys/en/，2018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2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世卫组织全球癌症观察站 GLOBOCAN 2018 年数字提取自现有基于人口的癌症登记系

统；以及宫颈癌实况报道（http://globocan.iarc.fr/Pages/fact_sheets_cancer.aspx）。 
3 见 Doo Wook Shin 等，“残疾妇女宫颈癌筛查差异：韩国国家数据库研究”，《临床肿瘤学期刊》2018 36:27, 

2778-2786；和 Bradley CJ 等，“卫生保健差异和宫颈癌”，《美国公共卫生期刊》。2004 年 12 月；94(12): 2098–2103。 

http://globocan.iarc.fr/Pages/fact_sheets_canc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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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可能性是未感染者的四倍，而感染人乳头状瘤病毒的妇女获得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

性是未感染者的两倍。 

当前宫颈癌预防控制形势  

4. 接种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除健康促进/健康教育外，目前存在可以预防人乳头状

瘤病毒感染进而预防宫颈癌的安全、有效疫苗。世卫组织建议 9-14 岁少女在进入性活

跃年龄前接种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她们是这种疫苗的主要目标人群1。目前，人乳头

状瘤病毒疫苗批准使用和接种率在地理和收入分布上很不均衡：84%高收入国家已经批

准疫苗上市，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比例分别只有 31%和 12%2。 

5.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获得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方面尤其面临挑战，因为他们要么已

经没有获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支持的资格，要么很快就将毕业。在各国内部，不同亚人

群之间也存在获得和接种率方面的不平等。目前全世界只有两家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供

应商，预计至少 2024 年以前都会供不应求。目前有三个产品处于后期临床开发阶段。 

6. 筛查和治疗癌前病变。对三十岁及以上妇女有效筛查和治疗癌前病变可以防止其发

展为宫颈癌。只有 22 个国家报告其筛查规划覆盖率达到 70%以上，且主要是高收入国

家。大部分国家报告参与率低于 50%，还有一些不到 10%，主要原因是：没有有组织的

规划、宣传联系目标人群的工作未产生实效、服务交付碎片化、没有所需基础设施以及

财政资源有限3。提高服务覆盖率的障碍在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所体现，后者包括文化、

社会和经费障碍。此外，许多国家还存在筛查质量差和阳性病例随访不力的挑战。 

7. 浸润性癌的诊断、治疗和姑息治疗。确诊患有早期浸润性癌的妇女治愈的概率要高

很多，而且早期治疗性价比高，因此及早发现宫颈癌至关重要。目前，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大部分病例确诊时已到晚期，而且许多国家缺乏适当诊断、治疗或姑息治疗服务。

这就造成全世界各国宫颈癌术后五年存活率差异很大，从 37%到 77%不等4，而且还有

很高比例癌症患者在难以获得镇痛的情况下死去5。 

8. 世卫组织迄今提供的支持。联合国预防和控制宫颈癌全球联合规划成立于 2016 年，

有七个联合国机构和其它伙伴参与。通过该规划及通过响应在世界卫生大会决议（例如

WHA70.12 号决议）中所做政治承诺，世卫组织支持会员国实施宫颈癌防治规划。这方

                                                 
1 见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licy/position_papers/pp_hpv_may2017_summary.pdf?ua=1。 
2 世卫组织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数据库，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3 评估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国家能力：2017 年全球调查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 
4 Allemani C 等，“2000-2014 年癌症生存趋势全球监测（CONCORD-3）：对 71 个国家 322 份基于人口的登记系

统中记录的确诊罹患 18 种癌症之一的 37 513 025 名患者个人记录的分析”《柳叶刀》，391(10125), 1023-1075；和《评

估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国家能力：2017 年全球调查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 
5 Knaul FM 等。“缓解姑息治疗和镇痛获得的巨大不足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当务之急：柳叶刀委员会报告”，

《柳叶刀》，第 391 期，No. 10128 2017。 

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policy/position_papers/pp_hpv_may2017_summary.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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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努力包括：拟定全球规范性指导文件（例如《宫颈癌综合防治基本实践指南》）1、提

出投资理由（例如《用较少资金挽救生命》）2及做出区域承诺和开展能力建设（例如非

洲区域办事处规划和沟通工具包；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泛美卫生组织和东南亚区域办

事处的区域框架；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癌症领导力研讨班和国家细胞学培训；泛美卫

生组织和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宫颈癌前病变的筛查和管理培训及东南亚区域办事处的一

揽子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基本干预措施模块；欧洲区域办事处支持拟定全面国家战略）。 

消除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宫颈癌 

9. 行动呼吁。2018 年 5 月，世卫组织总干事发出消除宫颈癌的全球行动呼吁，强调更

新政治意愿实现消除宫颈癌，并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围绕这个共同目标团结起来。他强

调，应将宫颈癌防治服务纳入强大卫生系统及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努力中。该行动呼吁

得到所有利益攸关方群体的强有力支持，包括一些会员国、联合国系统机构首脑、民间

社会和学术组织领袖、私营部门代表和宫颈癌患者。 

10. 消除宫颈癌的可行性及加快消除宫颈癌的努力。2018 年，秘书处委托的学术团体对

接种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和实施筛查治疗策略结合起来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建模，研究了

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不同情况。世卫组织召集了一系列技术和磋商会，评估建模输

出结果，并确定消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宫颈癌的定义。正在确定将影响 2020-2030 年宫

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指标和中期目标，这些指标和目标将影响所有国家消除宫颈

癌的路径。对于已接近或已经实现消除的国家，关注点应是保持住状态并开展有力监督。 

11. 建模工作显示，利用现有工具消除宫颈癌在所有国家都是可行的。按照宫颈癌综合

预防控制工作的三个支柱提出三个加速措施： 

加速措施 1。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特别是私营部门）等多个利益攸关方需要共同努

力，克服当前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供应局限，并通过市场培育活动谈判更可负担的价格； 

加速措施 2。多个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建立人乳头状瘤病毒筛查检测包和宫颈癌前

病变治疗技术的充足、可负担供应，以便在检测有效性和简化交付方面加快筛查规划的

影响； 

加速措施 3。需要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以扩大其以综合方式协调交付诊

断、手术和放疗、系统疗法和姑息治疗服务的能力。 

                                                 
1 见 http://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cancers/cervical-cancer-guide/en/。 
2 《用较少资金挽救生命：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战略性应对》。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http://apps.who.

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2534/WHO-NMH-NVI-18.8-eng.pdf?ua=1）。 

http://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cancers/cervical-cancer-guide/en/


EB144/28 

 

 

 

 

4 

12. 卫生系统对加速措施的支持。消除工作还要利用现有卫生基础设施并综合卫生领域

内外的各种服务（例如教育）；加强监管、采购供应和维护系统；卫生人力能力建设，

包括开展评估以保持绩效和质量标准；开展高质量沟通和社区动员工作，促进创造需求；

定期更新循证指导文件，用于国家决策；财政风险防护，将宫颈癌控制纳入现有全民健

康覆盖工作或类似政策机制。 

13. 政治意愿。要实现消除，会员国需要做出几十年的集体努力。要确保到 2030 年相

关投资达及所有妇女和女童并推动所有国家的发病率都朝着消除水平不断下降，就要提

高对国家消除计划的政治认识。2018 年联合国大会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第三次高

级别会议《政治宣言》强调宫颈癌防治工作，会员国也承诺扩大相关努力。泛美卫生组

织指导委员会《2018-2030 年宫颈癌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表明，可以利用世卫组织区

域架构，推动将政治支持紧急转化为现在需求的国家行动并扩大相关努力。 

14. 为实现消除进行全球协调。世卫组织和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工作

队可以发挥协调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作用，确保实施重要行动的一致性和制定国家消除计

划。非国家行为者可以发挥重要宣传倡导作用，促进问责，创造服务需求和基于社区的

服务交付。 

15. 供资和投资回报。消除宫颈癌将降低治疗癌前病变和浸润性宫颈癌的成本和卫生系

统负担，防止丧失工作和社会生活中最当年妇女的生产能力，从而产生高额投资回报。 

16. 各国政府和捐助方已经投入大量资金，推动妇女健康进步，例如性和生殖卫生及艾

滋病毒管理。但如果这些妇女死于宫颈癌，那些领域的成就就会丧失。实践证明，将宫

颈癌防治工作纳入计划生育或艾滋病毒防治等现有服务可以实现协同增效，并提高成本

效益1。 

17. 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筹措资源，以支持持续铺开重点干预措施，走向消除宫颈癌。

制定经成本核算的国家消除计划是确保国家政府和国际发展伙伴可持续供资的前提。缜

密的资金规划也可以确保整个持续护理全程得到的资金处于实现结果导向的可持续供

资的适当水平。 

18. 监测和评价。国家监测系统对于宣传倡导、规划设计和评价非常重要，因为它促进

评估现有规划的有效性并支持确定卫生系统重点以改善患者服务。建立和维持报告发病

率和死亡率数据的基于人口的癌症登记簿是监测各国进展情况的关键。集成各类卫生信

                                                 
1 White HL 等。“将宫颈癌筛查和预防性治疗纳入计划生育和艾滋病毒防治相关服务”《国际妇产科学期刊》 

2017 年；138（增刊 1）：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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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将来自免疫接种、筛查、癌症和艾滋病毒登记簿的数据联系起来，可以支持这

方面工作。 

19. 此外，全球监测将促进 2030 年后实现消除的中期目标，支持跟踪各国履行承诺的

进展情况，鼓励分享良好实践和确定支持开展消除活动的各国的重要行动。 

20. 研究和创新。协调的基本临床和实施研究议程有助于发现可以更快实现消除的新措

施或经改进措施。当前在研项目包括人乳头状瘤疫苗接种新方案、筛查和治疗技术以及

治疗浸润性癌的新药。数字和移动技术解决方案（例如移动卫生保健）可以进一步支持

规划的有效性。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1. 请执委会注意本报告。请执委会集中讨论就下一步工作提供进一步指导，以消除作

为公共卫生问题的宫颈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