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 J, Oct. 2018, Vol. 29, No. 19 海南医学2018年10月第29卷第19期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approach: a clinical report [J]. J Prostho-

dont, 2011, 20(3): 228-232.

[12] 刘茂富. 重建邻接面紧密度预防垂直型食物嵌塞的探讨[J]. 口腔颌

面修复学杂志, 2009, 10(2): 82-84.

[13] Shin H, Roh BD, Shin YS, et al. Pre-prosthetic minor tooth move-

ment with elastic separating ring & provisional restoration modifica-

tion: case report [J]. Restor Dent Endod, 2012, 37(2): 114-118.

[14] Lim JH, Lee JH, Shin SJ.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eeth with prima-

ry endodontic lesions mimicking periodontal disease: three cases with

long-term follow ups [J]. Restor Dent Endod, 2014, 39(1): 56-62.

[15] 李可冰, 王晓红, 胡万宁. 固定义齿修复后食物嵌塞的原因分析及

扩隙树脂修复治疗[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16, 34(4): 395-397.

[16] 张静, 楼北雁, 白丛佳, 等. 食物嵌塞圈成形触点粘接技术的临床治疗

方法及疗效观察[J].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3, 44(5): 845-846.

[17] 郭凤芹, 丁晓红, 柳七零, 等. 纤维增强化学固化树脂关闭后牙邻间

隙的疗效评价[J]. 上海口腔医学, 2015, 24(2): 215-218.

[18] 方碧松, 徐爱凤, 徐娟. 树脂球法恢复二类洞邻面接触关系的临床

研究[J]. 现代口腔医学杂志, 2008, 22(5): 453-455.

[19] Meneghel LL, Wang L, Lopes MB, et al. Interproximal space recov-

ery using an orthodontic elastic separator before prosthetic restora-

tion: a case report [J]. Braz Dent J, 2011, 22(1): 79-82.

[20] 许智轩, 王胜朝, 程又鹏, 等. 上颌前牙邻面龋分牙后光固化树脂充

填[J]. 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 2010, 20(11): 669.

(收稿日期：2018-05-28)

我院血液内科2015年白血病患者发病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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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初步了解我院白血病患者发病情况，并分析白血病分布规律及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通过

填报统一登记表，分析2015年新诊断、年龄≥14岁的白血病患者发病情况。结果 2015年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血

液内科共确诊白血病132例，男女性别比为1.36：1，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慢性

髓系白血病(CML)分别为90例、17例和25例，其男女性别比为1.29:1、1.83:1和0.79:1，成人白血病发病高峰年龄为

40~79岁，占68.9%。春夏秋冬四季白血病分别有40例(30.3%)、34例(25.8%)、33例(25.0%)和25例(18.9%)，各类型

白血病春季发患者数较多。结论 不同性别、年龄、季节白血病发病存在差异，白血病各亚型发病情况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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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leukemia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and to analyze the dis-

tribution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eukemia. Methods By completing a unified registration form, an anal-

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incidence of newly diagnosed leukemia patients aged ≥14-years-old in 2015. Results A to-

tal of 132 cases of adult leukemia were diagnosed in the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in 2015, with the male/female ratio of 1.36:1, among whic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ALL) and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were 90 cases, 17 cases and 25 cases, respectively,

in the ratio of male/female of 1.29:1, 1.83:1 and 0.79:1, respectively. The peak age of adult leukemia was 40-79 years,

accounting for 68.9%. There were 40 cases (30.3%), 34 cases (25.8%), 33 cases (25.0%) and 25 cases (18.9%) of adult

leukemia in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respectively. All types of adult leukemia were more common in spring.

Conclus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adult leukemia in different gender, age, season, and the incidence

of leukemia subtypes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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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是一类来源于造血干细胞、祖细胞的血液

系统恶性克隆性疾病，是导致我国居民死亡的十大恶

性肿瘤之一[1]。近年来，各家医院白血病患者就诊人

数不断增加，黄凌等 [2] 报道，贵州省人民医院在

2006-2013年新诊断急性白血病1 098例，提示贵州地

区急性白血病发病情况与其他地区类似，但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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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特殊性，急性白血病类型初发病例数呈现动

态上升趋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急性白血病以急性髓

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为主。因此，

掌握白血病的分布规律及流行病学特征，对制定病因

学预防措施、早诊断早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文对我院2015年新诊断的132例确诊白血病患者的

临床及流行病学资料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住院新诊断的白

血病患者。

1.2 方法 制定统一登记表，内容包括姓名、性

别、年龄、民族、职业、籍贯、住址、身份证号、联系电

话、住院号、诊断、骨髓象、免疫分型、染色体、融合基

因、既往史、家族史、有害化学物质及放射性物质接触

式、初诊时间、确诊时间、治疗情况、出院方式、填表人

等[3]。对2015年在我科住院新诊断的白血病患者进行

登记。

1.3 诊断标准 白血病患者的诊断均依据张之

南、沈悌主编的《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第三版[4]。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构成比例(%)或频数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和确切概率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性别分布 132 例白血病中男性 76 例

(57.6%)，女性56例(42.4%)，男女性别比为1.36:1，其中

AML患者的男女性别比为1.29:1 (45/35)，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ALL)患者的男

女性别比为 1.83:1 (11/6)，慢性髓系白血病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CML)患者的男女性别比为 0.79:1

(11/14)，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CLL)患者的男女性别比为 6:1 (6/1)，未分类

的3例男性患者中2例为混合细胞白血病，1例为淋巴

瘤样白血病。AML 和 ALL、AML 和 CML、ALL 和

CML 患者的性别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

1.919，P=0.383>0.05)，见表1。

2.2 年龄分布 将 132 例白血病分为 4 个年龄

组，即 14~19岁(10例，7.6%)、20~39岁(30例，22.7%)、

40~59 岁(54 例，40.9%)和>60 岁(38 例，32.5%)。白血

病发病年龄集中在40岁以上，占69.7%(92/132)，80例

AML 白血病发病年龄集中在 40~59 岁，占 42.5%(34/

80)，ALL发病年龄无明显构成差异，CML集中在 20~

59岁期间发病，7例CLL患者集中在 40~79岁期间发

病。AML、ALL、CML患者的年龄分布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确切概率法，P=0.013<0.05)，见表2。

2.3 季节分布 对132例成人白血病发病时间进

行观察，一年四季成人白血病发病情况分别是春季40例

(30.3%)、夏季34例(25.8%)、秋季33例(25.0%)，冬季25

例(18.9%)。AML、ALL、CML发病的季节构成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确切概率法，P=0.983>0.05)，见表3。

2.4 白血病相关危险因素 本组新诊断白血病

患者既往患结核病 7例、肝炎 4例；一、二级亲属有肿

瘤病史2例(分别患CLL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1

例患者曾接触橡胶塑胶时间较长；少数民族患者 6例

(土家族3例，仡佬族2例，布依族1例)；新诊断的白血

病患者中，35例患者因经济原因签字出院，6例患者拒

绝进一步治疗，2例患者对结果有疑问进一步至陆军

医大学附属医院诊治。

3 讨 论

白血病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占所有肿瘤发病

数的3%~5%，统计显示，近30年来白血病年总发病率

均稳定在(8~10)/10万，据此推算全世界每年新病例有

20~25万例[5]。2012年中国癌症中心数据显示[6]，我国

白血病发病率在恶性肿瘤中排第 13位，死亡率排第 9

位，达3.85/10万。

白血病患者需行骨髓象、免疫分型、细胞遗传学

和分子生物学检查才能确诊，故住院患者资料在很大

表1 白血病患者不同发病类型性别分布[例(%)]

白血病类型

AML

ALL

CML

CLL

未分类

总计

男性

45 (56.2)

11 (64.7)

11 (47.8)

6 (85.7)

3 (100)

76 (57.6)

女性

35 (43.8)

6 (35.3)

14 (52.2)

1 (14.3)

0 (0.0)

56 (42.4)

注：CLL、未分类例数太少，只做统计描述，未纳入差异比较的假设检验。

表2 白血病患者不同发病类型年龄分布[例(%)]

白血病类型

AML

ALL

CML

CLL

未分类

总计

14~19 岁

3 (3.8)

5 (29.4)

1 (4.0)

0 (0)

1 (33.3)

10 (7.6)

20~39 岁

17 (21.2)

3 (17.7)

10 (40.0)

0 (0)

0 (0)

30 (22.7)

40~59 岁

34 (42.5)

5 (29.4)

11 (44.0)

3 (42.9)

1 (33.3)

54 (40.9)

>60岁

26 (32.5)

4 (23.5)

3 (12.0)

4 (57.1)

1 (33.4)

38 (28.8)

总计

80 (100.0)

17 (100.0)

25 (100.0)

7 (100.0)

3 (100.0)

132 (100.0)

注：CLL、未分类例数太少，只做统计描述。

表3 白血病患者不同发病类型的季节分布[例(%)]

白血病类型

AML

ALL

CML

CLL

未分类

总计

春季

(2~4月)

23 (28.8)

5 (29.4)

8 (32.0)

3 (42.8)

1 (33.3)

40 (30.3)

夏季

(5~7月)

20 (25.0)

5 (29.4)

7 (28.0)

2 (28.6)

0 (0)

34 (25.8)

秋季

(8~10月)

22 (27.5)

5 (29.4)

5 (20.0)

1 (14.3)

0 (0)

33 (25.0)

冬季

(11~1月)

15 (18.7)

2 (11.8)

5 (20.0)

1 (14.3)

2 (66.7)

25 (18.9)

总计

80 (100.0)

17 (100.0)

25 (100.0)

7 (100.0)

3 (100.0)

132 (100.0)

注：CLL、未分类例数太少，只做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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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可间接反映该地区白血病流行情况。我院是

贵州省首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遵义市目前只有我科

有完整的血液病房及骨髓移植病房，收治的白血病住

院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遵义市的白血病(年龄>14

岁)的分布规律及流行病学特征。

本研究共确诊白血病132例，男女性别比为1.36:1，

AML、ALL、CML 分别为 80 例、17 例和 25 例，男女性

别比为 1.29:1、1.83:1 和 0.79:1，成人白血病发病高峰

年龄为 40~79岁。张洁等[7]对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3-2012 年 10 年间 1241 例白血病住院患者分析提

示男性发病多于女性，以青、中年为主，Philip 等 [8]对

印度Vellore地区 380例白血病患者分析提示，发病平

均年龄为 40岁，244例(64.2%)为男性，其结果与本研

究结果接近。本研究中白血病患者春季发病率较

高，而张之南等[4]研究提示春冬季节发患者数略高于

夏秋季节，罗静等 [9]对四川巴中地区 153 例儿童白血

病研究提示，ALL 春冬季节发病数较多，AML 则是

夏秋季节发病数较多，与本研究有差别，其原因需进

一步探究。

白血病发病相关危险因素较多，确切病因尚未明

确，白血病属恶性肿瘤的一种，其主要危险因素包括：

不良的个人生活方式(如不良饮食习惯、营养摄入不均

衡、肥胖、缺乏运动和吸烟饮酒)、职业因素(工作环境

长期接触致癌物如：苯致白血病、联苯胺致膀胱癌、石

棉致间皮瘤和肺癌等)、环境因素(生活环境的致癌因

素如废气等和自然环境中的致癌因素如焦油、石蜡、

石棉、紫外线、电磁波辐射等)、生物因素(如乙型肝炎

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EB病毒感染、人乳头瘤病毒感

染等)和遗传因素等[10]。本研究中7例结核病患者和4

例肝炎患者均有药物治疗基础，其发病原因需进一步

证实，秦鑫添等[11]研究提示，白血病在维吾尔族中发病

率排第 3位，在汉族中发病率排第 9位，本研究中 6例

白血病患者为少数民族，贵州为少数民族聚集省份，

可扩大样本量进一步调查。本研究中26.5%(35例)因

经济条件不允许进一步治疗，诊断明确后即签字出

院，这与Philip等[8]对印度Vellore地区研究结果类似，

其放弃治疗比例达 81%，而 Hough 等 [12]对英格兰 511

例ALL患者进行规范治疗，其2年生存率明显高于经

济条件较差的患者。

综上所述，本研究分析了2015年我院收治的年龄

>14岁的白血病患者发病情况，仅反映住院患者中各

项临床特征的构成比，尚不能反映本地区该年龄段白

血病发病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进一步需建立白血病

协作组，建立肿瘤登记报告制度，进行白血病发病率

调查，建立可信的白血病流行病学数据资料，为白血

病预防及控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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