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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癌症发病趋势展望

何民富

瑞士再保险瑞再研究院寿险与健康险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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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癌症发病趋势展望



年 月

• 中国市场，重疾险往往覆盖终身，存在较大的定
价风险。

• 中国重疾险占健康险保费比例约为65%，2019年
保费规模约为4500亿元，且仍在增长。

• 癌症理赔占整个重疾理赔比例超过70%。

• 重疾险理赔数据显示，癌症发病率仍然呈现上升
趋势。

重疾险与癌症



中国癌症发病的历史特征

2006-2015年中国癌症发病率：生活方式相关癌症发病增加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病率(1/10万)已用2010年中国人口构成进行标准化



中国癌症发病的历史特征

2006-2015年中国癌症发病率：感染相关癌症发病减少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病率(1/10万)已用2010年中国人口构成进行标准化



中国癌症发病的历史特征

2006-2015年中国癌症发病率：早期筛查导致部分癌症发病显著增加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病率(1/10万)已用2010年中国人口构成进行标准化



中国癌症发病的历史特征

2006-2015年中国癌症发病率：增加趋势，但面临不确定性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发病率(1/10万)已用2010年中国人口构成进行标准化



癌症发病率预测的重要性

历史趋势不一定延续到未来：主要癌症驱动因素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病率已用2010年中国人口构成进行标准化；右上图来源于Chest 
1997;111(5):1414-6；右下图来源于Transl Lung Cancer Res 2019; 8(Suppl 1): S21–S30. 



癌症发病率预测的重要性

历史趋势不一定延续到未来：主要癌症驱动因素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发病率(1/10万)已用2010年中国人口构成进行标准化

韩国政府启动全
国性体检计划



社会行为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生活方式相关的行为因

素呈现一定的趋势特征，

但是历史特征并不一定

能在未来得以延续。

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可能影响危险

因素的未来走势。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

健康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慢性病防控相关政策不

断出台。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突破可能对

危险因素和癌症检测产

生显著影响。

➢诊断

➢治疗

➢预防

癌症发病率预测的重要性

历史趋势不一定延续到未来：主要癌症驱动因素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



瑞再癌症发病率预测方法介绍

主要驱动因素

危险因素 诊断因素

✓ 生活方式
✓ 感染
✓ 环境因素
✓ ……

✓ 筛查
✓ 诊断标准
✓ 诊断技术
✓ ……

主要驱动因素

14

历史趋势 短期趋势 长期趋势

理论框架：前瞻性预测

社会行为变化 国家政策 科学技术



瑞再癌症发病率预测方法介绍

• 中国癌症发病主要驱动因素及
变化趋势

✓ 吸烟率逐渐下降

✓ 感染率下降

✓ 不良生活方式增加

✓ 筛查覆盖率增加

癌症驱动因素 效应强度 变化趋势 研究证据可信度
吸烟 +++ 下降 证据充分
超重和肥胖 ++ 上升 证据充分
不良膳食 + 下降 证据充分
高盐饮食 ++ 下降 证据充分
生育 - 下降 证据充分
哺乳 - 上升 证据充分
糖尿病 ++ 上升 证据充分
饮酒 ++ 相对稳定 证据充分
幽门螺杆菌感染 +++ 下降 证据充分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 下降 证据充分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 ++++ 下降 证据充分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 下降 证据充分
空气污染 + 下降 证据充分
被动吸烟 ++ 下降 证据充分
职业致癌物暴露 + 下降 证据充分
月经初潮提前 ++ 上升 证据充分
未知因素 NA 相对稳定 尚无证据
癌症筛查 ++++++++++ 上升 证据有限
卫生政策 NA NA 证据有限

注：+表示增加风险，-表示降低风险



瑞再癌症发病率预测方法介绍

发病趋势 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及相对危险度:

1. 乙型肝炎: 12.3(男/女)
2. 丙型肝炎: 7.4(男/女)
3. 超重和肥胖:          

BMI25-30 
1.18(男)/1.08(女); 
BMI30+ 
1.89(男)/1.61(女)

4. 糖尿病:  
1.51(男)/1.48(女),

5. 饮酒
40-79 g/d 1.37(男/女);
80+ g/d 1.75(男/女)

6. 吸烟: 0 g/d 1.25(男/女)

暴露趋势

自2004年以来，危险因素
暴露趋势:

1. 乙型肝炎: 下降
2. 丙型肝炎: 下降
3. 超重和肥胖: 上升
4. 糖尿病: 上升
5. 饮酒: 下降
6. 吸烟: 下降

模型纳入因素可解释部分占
男性肝癌发病数的57%，女
性肝癌发病数的38%。

筛查评估 卫生政策

乙型肝炎: 儿童乙肝疫苗接
种率达到95%。

超重和肥胖: 2020年和
2030年膳食脂肪供能比控
制目标分别为32%和30%.

饮酒：健康中国2030行动
指出要控制酒精过度使用。

吸烟: 2022年和2030年，
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
控制在24.5%和20%以下。

筛查: 健康中国2030行动指
出要推进癌症筛查。.

中国及全球范围内主要癌症。

历史数据显示，中国肝癌发
病已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危险因素暴露到发病有长潜
伏期。

现有筛查方案: 腹部超声和
癌症标志物检查。

筛查对趋势的影响: 增加

中国当前肝癌筛查覆盖率很
低。

模型考虑了现有检测方法改
进以及新型筛查技术应用对
肝癌发病的中长期影响。

肝癌预测研究示例



中国癌症发病率展望

• 未来10年中国男性癌症整体发病率呈缓慢下降趋势

✓ 主要原因是胃癌和肝癌发病率的快速下降以及肺癌的
缓慢下降，其主要驱动因素为

➢ 由于国家免疫规划的实施以及抗病毒治疗的进步，
乙肝病毒和丙肝病毒感染率呈下降趋势

➢ 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健康意识提高和政府防控政策
的推进，幽门螺杆菌感染和吸烟率呈下降趋势

• 未来10年中国女性癌症整体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 主要原因之一是乳腺癌发病率的快速上升，其主要驱
动因素为

➢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相关危险因
素暴露增加

➢ 由于健康意识增强和政府筛查政策的推动，乳腺癌
筛查率逐渐上升

✓ 宫颈癌发病率仍然会上升，但相对历史趋势会减慢，
其主要原因是针对人乳头瘤病毒和早期病变的筛查会
阻止部分早期病变进展为癌症



生活方式因素与消化道肿瘤发展趋势

吴悠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博士后研究员





































生活方式因素在保险产品创新中的应用

李丽慧

瑞士再保险亚洲核保策略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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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健康期望
消费者愿意分享健康数据，以换取保费折扣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泰国

日本 韩国 中国台
湾

中国香港 新加坡

所需折扣

受访者数量

资料来源： 年瑞士再保险健康保障缺口

当然愿意

愿意，但取决于保费折扣

不，我不愿意这样做

左右或以下

以上



年 月

健康自评分布（按吸烟情况）

身体锻炼情况（按健康自评）

消费者过于自信

健康自评与健康状况不

匹配

的非活跃受访者（每月锻炼一次

或更少）仍然认为自己是健康的。

的日常吸烟者认为自己是健康的。

的受访者每月锻炼
一次或更少

受访者人数

活跃（每月锻炼
一次以上）

受访者比例

：通常，您会如何形容自己的健康情况？
：回顾过去 个月，您多久定期锻炼一次 （定义为“超过 分钟的身体活动”）？

健康

中间状态

不健康

不吸烟者

不活跃（每月只锻炼一次或更少）

每日吸烟者 非每日吸烟者 戒烟者

健康

中间状态

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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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同行，凝智聚力

• 健康饮食意识

• 摄入超加工食品和含糖
饮料

营养

• 吸烟量及持续时间
• 饮酒量及持续时间

物质使用

每晚平均睡眠时长
•

睡眠

家庭二手烟接触情况
•

环境

• 业余时间体育锻炼

• 每日步数

身体活动

日常精神压力评估
•

心理健康

我们对客户参与的科学认知您的客户接触点

您的健康年龄
情况相
同者

上个
月

今年
年龄

内外兼修，青春永驻



年 月

科学表明 种生活方式要素可给予的核保额度。

• 健康饮食意识

• 摄入超加工食品和
含糖饮料

营养

• 吸烟量及持续时间
• 饮酒量及持续时间

物质使用

每晚平均睡眠时长
•

睡眠

家庭二手烟接触情况
•

环境

• 业余时间体育锻炼

• 每日步数

身体活动

日常精神压力评估
•

心理健康



年 月

通过积极的参与和健康风险评
分鼓励健康行为

风险评分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为您将风险评分融入核保过程
提供额外的支持。我们的六大理念可以用作指导原
则，而且我们可以帮助验证任何现有的风险评分方
法。

客户参与
在客户参与过程中，我们由行为经济学家和数字专
家组成的专业团队可以为您提供支持，强化客户体
验历程，而且我们的全球思想领导力也将为您助力。

您的风险评分
情况相
同者

上个
月

年度
评分

切实可行的健康洞察，助
您改善评分

您的健康年龄
情况相
同者

上个
月

今年
年龄

内外兼修，青春永驻 保持健康，节省金钱

您的保费
情况相
同者

上个
月

每年
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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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健康检查数据

提高客户对健康结果的认识

挑战 优点我们的解决方案

• 我们的客户在了解我们的方法后，希

望与 一起构建健康年龄解决方案。

• 由于这将是市场上第一个解决方案，

因此在获批之前，将由监管机构进行

严格审查。

成功推出了健康年龄法，并解决了监管机

构提出的所有问题。

健康年龄解决方案基于健康状况改善显示

了申请人的实际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健

康年龄的变化取决于申请人如何管理其健

康和可更改的风险因素（例如血压、 、

血脂和葡萄糖代谢），这反过来又不断鼓

励客户保持健康行为，以获得更好的且可

实现的健康结果。





年 月

在线讨论
Q&A



年 月

谢谢大家！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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