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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OCAN数据库架构介绍及数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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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癌症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数据的准确统计对于开展疾
病预防及制定干预策略极为重要。GLOBOCAN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的一个项目，统计了世界上185个国家/地区中的36种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患病率等相
关数据，并且数据会不断更新，为研究者做疾病预测及疾病负担分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通过对
GLOBOCAN数据库架构及数据分析方法的详细介绍，帮助需要的研究者快速获取数据库相关知识，高效
快捷地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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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cer is one of the main diseases affecting human health. Accurate statistic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data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GLOBOCAN is a proj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which collects statistics on the incidence, mortality, and
prevalence of 36 types of cancer in 185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the world. Continuous updates provide valuable data
for researchers to make disease prediction and disease burden analysis.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the GLOBOCAN database architecture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o help researchers in need to quickly acquire
database-related knowledge and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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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在
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 [1]。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等
数据的准确统计对于开展科学研究及制定癌症防
控计划至关重要[2,3]。全球癌症观察站（GCO）是
一个基于Web的交互式平台，可提供全球癌症统
计信息，以指导癌症控制和癌症研究。该平台
使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癌症监管部门多个
关键项目的数据，包括GLOBOCAN，着眼于癌症
指标的可视化，以说明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化的规
模，流行病学概况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本文通
过对GLOBOCAN数据库架构及数据分析方法的介
绍，帮助感兴趣的研究者在获取数据库相关知识
及使用方法的过程中节约更多的时间。
1 数据库介绍
GLOBOCAN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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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它使用每个国家/地区的可用数据和几
种估算方法，按癌症部位和性别进行估算 [4]。因
此，要生成高质量的估算值，需采用双重方法来
改善报告的数据（正在开发的癌症登记系统和民
事/重要登记系统），并且需要持续评估来估算
程序的有效性以改进所使用的方法。GLOBOCAN
2018数据库（The GLOBOCAN 2018 database）是
IARC于2018年9月12日在瑞士日内瓦发布的全球
癌症估算的最新结果，是GLOBOCAN数据库的
最新版本，包括对世界上185个国家/地区中的36
种癌症以及所有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患病率
的估计，并针对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提
供了全局化和可视化[5,6]。估算按照性别和18个年
龄段进行。研究者可在IARC的全球癌症观察站
（http://gco.iarc.fr/）上获得结果。该在线工具可
以按照国家或地区显示当前癌症负担，并可对未
来20年的癌症负担进行预测。这些癌症统计数据
的估算方法在基于原先开发方法的基础上，更加
强调短期预测和对发病率/死亡率比值的建模。
GLOBOCAN允许研究者使用时间趋势和全球任
何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估计值来估算未来的癌症
负担。另外，非黑色素瘤皮肤癌（除外基底细胞
瘤）发病率估计和死亡率的估算也是一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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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
2 数据库架构
2.1 访问数据库网站 首先，访问全球癌症观察
站的网址：https://gco.iarc.fr/ 。可以看到主要有5
部分组成，分别是“Today/当前数据”，“Over
Time/历史数据”，“Tomorrow/预测”，“Causes/
病因”，和“Survival/治愈数据”，图1。
图4 中国2018年癌症占比界面

2.2 Over Time/历史数据 基于过去半个世纪40个国
家的高质量数据，提供根据病例和死亡的可视化
工具。 点击后可看到病例和死亡两个选项，图5。

图1 数据库访问界面

2.1.1 Today/当前数据 提供基于185个国家，36种
癌症类型的可视化工具，可按照性别年龄分析当
前癌症病例，死亡数和发病率。点击“Today”查
看当前数据，可以看到，该页面提供各种类型的
图表，如柱状图，饼状图，地图等，图2。

图5 “Over Time/历史数据”界面

2.2.1 选择分析变量示例 例如选择“Mortality/死
亡”，进入到癌症死亡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从
“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库提取出来的。
在左侧，“Data Availability/数据可用性”，提供
了按照地区，癌症类型，年份来查询的入口，可
以查到在该数据库中某个地区，年份是否有某种
癌症的数据，图6。

图2 “Today”数据打开界面

2.1.2 选择饼状图 分析2018年的癌症数据。可看
到肺癌和乳腺癌是新增病例最多的两种。在该页
面的左侧有一些过滤条件，研究者可按照自己的
需要选择不同性别、年龄、国家的数据，图3。

图6 “Mortality/死亡”数据界面

2.2.2 选择地区示例 例如选择中国香港，可看到
乳腺癌的数据是从1955年开始一直都有的，而大
肠癌的数据是从1966年才开始有的，图7~8。

图7 地区选择界面
图3 2018年的癌症数据分析界面

2.1.3 选择国家示例 例如选择中国之后可以看
到，前三名分别是肺癌，大肠癌和乳腺癌，肺癌
比例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与中国的空气污染
应有着紧密的联系，图4。

图8 中国香港数据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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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分析
3.1 “Online Analysis/在线分析” 提供了4个
工具用来分析，分别是，“Table/表格”：根据
人口和癌症生成一张表；“Graph/图表”：根
据死亡数据生成柱状图，饼图，金字塔图等；
“Prediction/预测”：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未来短
期和长期的死亡数；“Breakpoint/分水岭”：找
出历史上数据趋势发生变化的年份，图9。

图11 癌症预测界面

图9 “Online Analysis/在线分析”界面

3.2 数据分析示例 以香港为例，可以来分析一
下过去女性乳腺癌的趋势。选择“Graphs”，然
后选择“Time trends/时间趋势”，癌症类型选
择“Breast”，性别选择“Female”，地区选择
“China Hongkong”。可以看到，乳腺癌在1960
年时有个快速增长，而80年代略有下降后，就基
本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图10。

出，虽然不同经济水平国家地之间发病率和死亡
率等存在显着差异，但全球癌症地发病率和死
亡率都在显着增加。从2012~2018年，新诊断的
癌症病例从1410万增至1810万，癌症死亡人数从
820万增至960万。2018年数据显示，最常见的癌
症分别是肺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死亡率最高
的癌症是肺癌、结直肠癌和胃癌。从这些数字可
以看出，最常见的癌症和死亡的率最高的癌症都
是有明确原因的，可以通过有效措施进行尽早预
防并发现，从而达到早干预，早获益。吸烟、超
重和肥胖、高脂饮食、水果和蔬菜的低摄入量以
及久坐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常见癌症的发生有
关，其他原因还包括污染，感染，辐射和其他因
素等。在高收入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由于
疾病认识的提高，开展早期发现和乳房X光检查
等措施的施行，以及科学的疾病治疗和管理，乳
腺癌的死亡率已大大降低。因此，各个国家都应
该努力制定预防措施来减少癌症带来的负担，同
时应强调对HPV和HBV的认识和通过疫苗接种等
措施来减少癌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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