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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全球加速消除宫颈癌战略

疫苗接种和2030目标

筛查、治疗以及2030目标03

消除宫颈癌作为公共卫生问题

全球子宫颈癌疾病负担

据2020年估计，宫颈癌是女性中第四常见肿瘤，新发604,000
例，死亡342,000例

宫颈癌疾病负担呈现极大的不公平性 2018年感染HIV宫颈癌妇女的人群归因分值

感染HIV的妇女患宫颈癌的风险高出6倍

2020年估计，所有年龄宫颈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世界）

人群归因分值（%）

年龄标准化发病率/10万

无法获得
无数据

Secondary Prevention Tertiary Prevention 
• 9-14岁女孩：
-HPV 疫苗接种

• 针对不同情况，对男性和女性：
-进行健康宣教与烟草警示
-根据不同年龄文化开展性教育
-推广/提供避孕套
-行男性包皮环切术

• >30岁女性：

即筛即治—减少访视，降低失访

-高危 HPV 即时检测
-提供即时治疗
-现场治疗

·

• 任何年龄段女性，如需要：

侵袭性癌症的治疗
-手术
-放疗
-化疗

姑息治疗

一级预防 二级预防 三级预防

WHO倡导宫颈癌的全生命周期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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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消除子宫颈癌战略

• 2018年5月: WHO总干事发起全球消除宫颈癌战略

• 2018年9月：WHO日内瓦高级别会议商讨全球消除宫颈癌，发表促请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与此行动的政治宣言

• 2020年4月5日，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WHO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草案

• 2020年11月17日：WHO发布《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全球194个国家共同承诺消除宫颈癌

90%

的女孩在15岁前接
种HPV疫苗

70%

的女性在35岁和45
岁时接受高灵敏度
的筛查

90%

被确诊患有宫颈
疾病的妇女接受
治疗和护理

2030 控制目标

疫苗 筛查 治疗

愿景：一个没有宫颈癌的世界 公共卫生学意义上的消除：年龄标化发病率<4 / 100,000妇女 疫苗接种和2030目标

筛查、治疗以及2030目标03

消除宫颈癌作为公共卫生问题

HPV疫苗与宫颈癌防控

• 在针对高收入国家6000万接种者的Meta分析中发现，仅对女孩接种HPV疫苗8-9年后，HPV感染、

肛门生殖器疣及宫颈癌前病变(CIN2+)显著减少；

• 如果决策得当，HPV疫苗将成为21世纪癌症预防的标志性项目。

Drolet M, Bénard É, Pérez N, et.al. Lancet. 2019; 394(10197):49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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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疫苗后时间（年）

接种疫苗后1-4年
接种疫苗后5-9年

研究

全球已有112个国家（58%）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WHO. Vaccine in 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me Update. April 2021. 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monitoring_surveillance/VaccineIntroStatus.pptx

全球HPV疫苗
覆盖

2019 2020

<15岁女孩 15% 13%

<15岁男孩 4% 4%

纳入（包括部分地区纳入）（112个国家，58%）
没有纳入/没有计划纳入（82个国家，42%）
无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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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高收入以及低&中等收入国
家达到了90%的覆盖率，但有太
多生活在提供HPV疫苗接种的国
家的女孩没有达到或没有得到充
分保护。

平均覆盖率——第一剂和最后一
剂——在低&中等收入国家中在
2020年显著降低，而在高收入国家
中变化较小。

HPV疫苗接种的下降显著高于其他
儿童疫苗，这对于低&中等收入国
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COVID-19疫情已经影响了很多国家
的 HPV疫苗项目的表现，尤其在低&
中等收入国家

• 在至少4个国家，由于COVID-19大
流行，HPV疫苗的交付（1个或两
个剂量）被中断。

HPV疫苗覆盖率 (%) 在
2020年降低了，尤其在

低&中等收入国家

第一剂

最后一剂

* 仅全面引入HPV
疫苗的国家

调查数据可用

完成HPV疫苗第一剂交付数量

完成HPV疫苗最后一剂交
付数量

项目覆盖率 (%) 项目覆盖率 (%)

第一剂 (均值*): 52% 
(70%, 2019年)

最后一剂 (均值*): 
37% (52%, 2019年)

最后一剂 (均值*): 58% 
(56%, 2019年)

2020   最后一剂
2019   平均覆盖率

可持续发展目标

高收入国家 低&中等收入国家

*

2020   第一剂
2019   平均覆盖率

*

第一剂 (均值*): 69% 
(66%, 2019年)

实现 90% HPV疫苗接种覆盖率 ：战略行动

• 确保足够的可负担得起的HPV疫苗的供应

• 将HPV疫苗引入更多国家

• 引进规划、宣传和沟通的质量

• 提高服务提供的质量和覆盖面

• 针对青少年和特殊群体的可持续交付战略

• 持续的沟通和社会动员

疫苗接种和2030目标

筛查、治疗以及2030目标03

消除宫颈癌作为公共卫生问题

宫颈癌筛查

• 二级预防：宫颈癌筛查

– 宫颈癌进程缓慢

– 有可行的筛查方法

– 治疗癌前病变效果好

– 筛查可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摘自：Crosbie EJ, Einstein MH, Franceschi S, et al.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cervical cancer. Lancet 2013;382:8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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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子宫颈癌筛查质量保证指南2008 IARC GLOBOCAN

宫颈癌年龄别发病率:
引进筛查前 & 后

宫颈癌年龄别死亡率:

筛查降低宫颈癌发病率 & 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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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国家宫颈癌筛查覆盖率

• 大多数国家（67.3%, 37/55）没
有达到WHO提出的70%宫颈癌筛
查率的目标

• 30-49岁的女性中，筛查覆盖率的
中位数为43.6%（自报告）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覆盖率
最高（84.6%）；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覆盖率最低（16.9%）

• 人均GDP和卫生支出水平相似国
家间，筛查覆盖率存在很大差异。

• 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或经济
状况差的妇女一般未接受过筛查。

Ref: Lemp JM, De Neve JW, Bussmann H, et al. Lifetime Prevalence of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in 55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JAMA. 2020;324(15):1532-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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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筛查和治疗

• 对于不同的环境需要引入简单优化的方法

• 提高服务质量和覆盖率

• 各国详细制定引进、扩大覆盖和交付模式的实施计划

• 加强患者治疗随访的联系

• 供应充足、价格合理的筛查及治疗技术和产品

• 新产品及时认证

• 降低价格

• 进度监测

实现70%筛查覆盖率和90%癌前病变治疗率：战略行动 宫颈癌筛查和未来检测方法

A. 传统巴氏涂片

B. 薄层液基细胞学(LBC)

细胞检测分子检测 肉眼观察

A. 醋酸染色肉眼观查或碘
染色肉眼观察(VIA / 
VILI)

B. 数字成像
• 如自动视觉评估 (AVE)

A. 核酸检测 (NAT)
• HPV DNA 
• mRNA 

B. 蛋白生物标志物
• HPV 抗体
• 癌蛋白

宫颈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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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总结: WHO 建议使用以下策略预防宫颈癌

• HPV DNA 作为初筛
•25岁开始
•筛查间隔每3到5年

一般妇女 HIV感染妇女

筛查和治疗或筛查，分流和治疗 筛查，分流和治疗

• HPV DNA 作为初筛
•30岁开始
•筛查间隔每5到10年

向高精度检测和分流迈进

初筛实验
初筛实验: 高精度

细胞学:

在高资源国家取得成功，但在
中、低资源国家实施高质量的
细胞学筛查具有挑战性

VIA:

用3-5%醋酸肉眼检查

HPV DNA 检测

筛查和治疗方法
• 无分流(HIV妇女除外)
• 冷冻或热凝或转诊

筛查，分流和治疗方法
• HPV 16/18, VIA 或细胞学或

阴道镜分流
• 冷冻或热凝或转诊

• 加强病理学、肿瘤外科、放疗、化疗和姑息治疗能力

• 在连续护理过程中优化卫生人员能力

• 实施宫颈癌管理指南

• 减少癌症痛苦

• 确保经济支撑

实现90%浸润性癌病例的管理：战略行动 WHO指南支持引进和扩大筛查和治疗

W HO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pecifications of m edical devices 
for screening and treatm ent 
of precancerous lesions in the 
prevention of cervic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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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宫颈癌——为全面预防与控制癌症提供典范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