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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死亡数据库介绍及数据提取流程
郭晓娟1,2，田国祥3，李燕4，屈彦1，闫小妮5，吕军2,6
【摘要】死亡原因分析是疾病预防措施干预和卫生决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死亡数
据库（WHO Mortality Database）是目前为止国际上最大的且面向公众开放的死亡资料登记库，是对各个
成员国居民疾病登记系统的死亡数据进行汇编而形成的死亡资料。数据库记录了不同国家不同年份的死
亡数据的相关信息，为医务人员进行死因分析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资源。本文详细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死
亡数据库的相关知识及数据提取流程，旨在促进医学数据共享，方便医学科研工作者获取需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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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deat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es for disease prevention interventions and
health decision-making. The WHO Mortality Database is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and open-to-public death data
registry, and is a collection of death data compiled from the death data of the disease registration system of residents
in each member state. The database records information about death data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fferent years,
providing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medical staff to analyze death causes. This paper details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data extraction process of the WHO Mortality Database, which aims to promote medical data sharing and
facilitate medical researchers to obtain the requir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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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生命活动的停止，是导致人口数量变
化的重要因素。死亡监测是评价疾病预防干预
措施效果的重要依据之一 [1]。死亡原因资料分析
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水
平、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及卫生服务状况等对居民
健康的影响 [2]，也为医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
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3,4]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数据库共享为科研人员的数据再利用提供了
广阔的平台[5]。世界卫生组织死亡数据库（WHO
Mortality Database）是目前为止国际上最大的且
面向公众开放的死亡资料登记库 [6]，是对各个成
员国居民疾病登记系统的死亡数据进行汇编而形
成的死亡资料[7,8]。本文将详细介绍世界卫生组织
死亡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及数据提取流程，帮助需
要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快速实现数据共享。
1 数据库介绍
死亡数据来自各个国家的民事登记系统。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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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发生时，当地民事登记处登记死亡原因信息，
然后由国家当局汇编信息，并每年向世界卫生组
织提交。根据ICD-9和ICD-10编码的死因数据从
1979年提供至今。死因在线查询（CoDQL）是一个
很好的用户工具，它允许用户根据国家、年份、
性别和年龄来提取死因数据。该工具还可根据用
户需要聚合详细的死因，形成更广泛的死因类
别。机构和组织可使用这些数据，并根据需要访
问这些级别的详细信息，开展有目的的研究。死
亡数据全部采用ICD编码，按国家、年份、死因、
性别及年龄划分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载于一份方
便使用的应用程式。其中年龄分为九个不同的年
龄组，国家或地区是用四位数字代码表示，死因
编码采用由世界卫生组织内部制定的《国际疾病
分类编码》（ICD）的三个字符。数据的存储中还
包含补充的人口学数据，用于计算死亡率和其他
统计数据。国家的名单中并未包括世界上所有的
国家，是因为一些国家没有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死亡率数据。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发送给WHO的
数据不是标准的ICD代码或无ICD代码，所以不在
这里显示。在许多资源不足的国家中，很难获得
死因资料。主要是因为记录这种资料的系统没有
运作或不存在。一般来说，比较发达的国家有相
当完整的时间序列，特别是北美、欧洲（包括东

•

1420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19年12月第11卷第12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December,2019,Vol.11,No.12

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前苏联和前苏
联新独立国家也有有限的时间序列。对一些较不
发达国家来说，数据集是断断续续的，其中一些
数据集的用处也有限。对于其他较不发达国家，
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国家，近年来有一系列质量有
了很大改善。除拉丁美洲外，很少有较不发达国
家呈现出强劲的时间序列。此外，一个较大的问
题是缺乏医疗证明来完成死亡证明。各国通常在
其历年记录结束后12~18个月内向世界卫生组织提
交数据。因为在国家一级数据的核查、汇编过程
都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在发现此应用程序的同一
网站上，有按照ICD代码、年份、年龄和性别去下
载每个国家的原始详细死亡率文件的链接。研究
者应有处理大型数据库的经验，因为文件不能导
入到Excel中，使用数据库管理或统计软件，如MS
Access，Stata，SAS，SPSS或R。
数据库中最新一次更新的数据是2016年，包
括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死亡数据。死亡数据库
由世界卫生组织存档，任何人都可向世界卫生组
织提出请求，免费索取其内容。还需注意的是，
数据库中选定的报告每年以硬拷贝形式在《世界
卫生统计年鉴》上发表，这些出版物可在大多数
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中找到。这本年刊
特别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简洁的3页，展示了每个
国家每年的死因、年龄和性别死亡率。根据所使
用疾病的国际分类版本，使用死因标签随时间而
异。各国不一定都在新修订的年份采用新修订，
从一个修订到下一个修订通常是交错进行。第一
个数据年份是1950年，可获得数据的国家数目每
年都在变化。同样，时间序列数据的存在性和完
整性也因国家而异。为节省开支和储存资料，每
一修订本都附有一份较短的清单。
患者的年龄组别因国家而异，并可能随时间
而异。各国可根据5~9岁（或5~14岁）和60~64岁
（或55~64岁）间的5年（或10年）年龄组对死亡
进行分组。5岁以下的年龄组是可变的；一些国
家将0岁和1~4岁分组使用，而另一些国家将0岁
和1、2、3、4岁单独使用。同样，64岁以上人口
的死亡数据的存在和分组也各不相同：65岁及以
上、70岁及以上、75岁及以上、或85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口的死亡均存在分组。此外，还有最年幼
和最年长年龄的不同分组的组合。目前数据库中
有9个年龄编码，包括不涉及年龄的死亡。
性别是由所有国家为所有死亡提供的。有性
别特定的死亡原因（例前列腺癌、卵巢癌或产科
原因），这样有助于验证提交数据的准确性。数
据库为每个国家每年提供每个年龄性别组的人
口，以便用户能够计算死亡率和得出预期寿命等

措施。
2 数据提取流程
2.1 访问数据库网站 打开网址：https://www.who.
int/healthinfo/mortality_data/en/。可以看到三个选
项，分别是“Access the online database/访问在线
数据库”，“Query the online database/查询在线
数据库”，和“Download raw data files/下载原始
数据文件”。访问和查询的主要区别是，访问提
供了一个根据国家，年份，死因，性别和年龄分
类的死亡数字和根据年龄标准化过的死亡率，时
间范围是1979年到现在；而查询可以访问更相似
的死亡原因，并根据用户需求对死因聚合，同时
时间范围也更大一些，是1950年到现在，本文着
重介绍第一种方法（图1）。

图1 数据库访问界面

2.2 访问在线数据库 打开网址：http://apps.who.int/
healthinfo/statistics/mortality/whodpms/。在当前页面有
4个选项，分别是“Select parameters/选择参数”，
“Graphs/图表”，“Tables/表格”，“Definitions/
定义”，下面有操作介绍（图2）。查询数据分为
两个步骤：第一步，选择参数，点击参数按钮，
在弹出的页面中勾选想要查看的变量；第二部，
点击图标或表格来展示选择的数据。

图2 访问在线数据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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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选择参数 点击“Select parameters”，
在弹出的页面中可以看到三个区域，分别是
“Indicators/影响因子”，“Countries/国家”，
和“Years/年份”。在影响因子中，第一项是
“Total deaths by ICD chapter and population/分章
节和人口的总死亡人数”，后面选项则是根据不
同死因的死亡数字。先来看总死亡人数的分布
情况，点击+之后，发现影响因子可选择性别，
年龄段，这里将性别总数和年龄段总数分别勾
选（图3）。在国家区域中选择美国，年份选择
2006~2016，都选好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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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子，选择小于1岁的新生儿的死亡数据可以
看到如下图表（图6），2006~2016年间，新生儿
死亡人数显著下降。
2.2.3 查看表格 点击“Table”，选择“Table
1”，在弹出的窗口中可看到刚才选择的影响因
子以表格的形式展示，除了刚才选择的美国之
外，其他国家的数据也都在其中（图7）。

图6 新生儿死亡数据界面
图3 参数选择界面

2.2.2 查看图表 在一步之后，退回到首页，然
后选择Graphs，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图表类型可选
择，这里我们选择“Bar chart/柱状图”（图4）。
点击“Bar chart”，会默认显示第一个选择的
影响因子生成的图。该表显示，从2006年到2016
年，美国的总死亡人数成上升趋势（图5）。
点击“Indicators”，可以看到刚才勾选的所

图7 表格查看界面

2.3 分析死亡原因 首先在影响因子中选择
“Diseases of blood and disorders of immune
mechanism/血液和免疫系统机制失调“，我们选
择另外一种图表，Ranked bar charts（图8）。

图4 查看图表界面
图8 图表选择界面

图5 死亡人数例图界面

点击“Horizontal”后，选择对比2015年男性
和女性因为贫血死亡的数据（图9）。
可以看出，该项死因中，女性是远远高于男
性的（图10）。
其他死因分析可以看到，影响因子中涵盖了
各个方向，比如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精神及神
经系统，生育及外因等，可做的分析很多，且可
根据不同国家和年份，分析同一种死因与地理和
时间的关系（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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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死亡原因及趋势提
供了宝贵的资源。医学科研人员可按照不同的国
家、年份、死因等提取需要的信息进行分析。本
文通过详细介绍数据库的相关知识及数据提取流
程，帮助医务人员快速实现数据共享，为掌握数
据库的相关知识及数据提取节省了时间。
参考文献
图9 性别选择界面

[1]
[2]

图10 性别对比界面

[3]
[4]
[5]
[6]

图11 死因选择界面

[7]

3 结语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人类不断开发出
存储医疗保健信息的系统，以减少数据收集的所
花费的时间的精力，使更多科研人员根据需要获
取相关的信息开展研究，这种必要性是毋庸置疑
的 [9]。世界卫生组织死亡数据库填补了死亡数据
汇集的公共数据库的空白，给医学科研人员分析

[8]

[9]

谢学勤,韦再华,高燕琳. 北京市1949-2006年居民死因分析[J]. 中
国公共卫生,2008,24(7):797-8．
李晓松. 医学统计学[M]. 第二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8:276-301．
任丽君,周脉耕,王黎君. 死因登记报告系统现状与发展[J]. 疾病监
测,2008,23(1):1-3.
明明. 泰安市居民全死因现况流行病学分析[D]. 济南:山东大
学,2014．
高凡,田国祥,贺海蓉,等. 如何使用Dryad数据库实现医学数据共
享[J].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18,10(5):518-20.
KaviBhall,James E Harrison,Saeid Shahraz,et al.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cause-of-death data for estimating the global burden of
injuries[J].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0,88(11)831-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J].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92.
WHO mortality databas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Available from:http://www.who.int/healthinfo/statistics/mortdata
[accessed 4 June 2010].
Mcshea M,Holl R,Badawi O,et al. The eICU research institute-a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health-care providers,and
academia[J]. IEEE Eng Med Biol Mag,2010,29(2):18-25.
本文编辑：孙竹

•

循证视窗

•

ISCHEMIA：PCI相对理想药物治疗无法为稳定型冠心病带来额外获益
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应当及早进行介入治疗、

试验中超过50％的患者在基线时出现严重的可诱发缺血，

开通闭塞的冠状动脉，这一观点已经大量临床研究证实，

33％为中度，12％为轻度。患者被随机分为行有创冠状动脉

几乎无可争议。然而，对于稳定型冠心病的患者，在药物

造影后根据其结果决定在OMT之上进行血管重建的介入治

治疗基础上是否应当进一步接受介入治疗，却一直存在争

疗组和单独采用OMT的初始保守治疗组。随访中位为3.3年

议，早年间的ACME研究、RITA-2研究、ORBITA研究等均

（范围为2.2~4.4年），各组间主要终点介入治疗（死亡，

对介入治疗是否能够改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的预后的问题

心肌梗死，因不稳定型心绞痛住院治疗，心力衰竭住院治

提出过质疑，但却始终未能给出准确的结论。

疗或因心脏骤停而进行复苏）的发生率无差异。

数周前公布于2019年岁尾的由美国政府资助、耗资1亿

该研究的结果将为临床实践带来巨大影响，但是就目

美元、历时近10年的ISCHEMIA研究一石激起千层浪，针对

前稳定型冠心病的诊疗现状来说，要真正克服患者以及心

这一争议由来已久的问题再次展开了探讨。ISCHEMIA是在

脏科医师对于慢性冠脉疾病的恐惧、使其相信这类疾病需

37个国家/地区的320个中心进行的随机对照研究，根据负荷

要的仅仅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优化的药物治疗，还有很

影像试验或运动耐力测试（ETT），招募了5179例具有稳定

长的一段路要走。

的CAD、射血分数正常、中度至重度心肌缺血的患者。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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