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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与子宫内膜癌关系的病例 对照 研究
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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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饮茶特别是绿茶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方法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

照研究，调查上海市１９９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间已确诊年龄３０～６９岁的子宫内膜癌患者（行＝
９９５）和全人群对照（卵＝１０８７）的一般情况、月经生育史、饮食及营养素、个人生活习惯、激素相关因
素、疾病及家族史等资料，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饮茶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结果

与从未

饮茶者相比，有饮茶史者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略降低（ＯＲ＝０．８２，Ｐ：０．０４６６）。饮茶主要对绝经前
女性有保护作用（０Ｒ＝Ｏ．７４，９５％ＣＪ：０．５４～１．０１）；以从不饮茶者为参比组，饮淡茶、浓淡适中及浓
茶者的０Ｒ值分别为０．７２、Ｏ．８８和０．４４，趋势检验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３１）。在不吸烟不饮酒者
中，饮绿茶对子宫内膜癌有保护作用（ｏＲ＝０．７７，Ｐ＝０．０１９９）；每周饮绿茶频率越高，患子宫内膜癌
的危险性越低；以从未饮茶者为参比组，每周饮绿茶＜７次及≥７次者０Ｒ值分别为０．９０（９５％ＣＩ：

０．５３～１．５４）和０．７６（９５％ａ：Ｏ．６０～０．９５），趋势检验Ｐ＝０．０１６３；饮绿茶量越大危险性越低，每月饮
绿茶≤１００

ｇ、～２００

ｇ及＞２００ ｇ者的０Ｒ值分别为Ｏ．７６、Ｏ．８７和０．７４，趋势检验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饮茶特别是绿茶对子宫内膜癌可能有弱的保护作用，且该作用可能局限于绝经前女性。
【关键词】子宫内膜癌；饮茶；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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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是我国女性生殖系统三大常见恶性

发病率近２０年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上海市

肿瘤之一，在上海仅次于乳腺癌和卵巢癌，位居第

肿瘤登记处的资料，１９７２—１９９９年间上海市区人群

三［１］。虽然我国属于子宫内膜癌的低发区，但是其

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从２．４９／１０万增加到４．７５／１０
万，年增长率为２．９９％…。目前已超出宫颈癌位居

基金项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基金资助项目（ＮｃＩ／ＮＩＨ，

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十位ｋ ｏ。许多体内及体外实

Ｒ０１ＣＡ９２５８５）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交通大学肿瘤研究所上海市肿瘤研究

验证实茶叶特别是绿茶及其提取物有抗突变和抑制

所（高静、项永兵、徐望红、邵常霞、阮志贤、程家蓉、高玉堂）；Ｍｅｄｉｃａｌ

肿瘤生长作用，且与其他抗肿瘤物质相比，绿茶的优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点是可以大剂量饮用而不产生毒性∞一。大量流行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Ｎ，ＵＳＡ（ＳＨＵ Ｘｉａｏ—ｏｕ）

通讯作者：项永兵，Ｅｍａｉｌ：ｙｂｘｉａ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ｓｈ．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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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也表明饮茶可降低多种癌症，如肺癌、结直肠

估计值及９５％可信限（９５％ＣＪ）。统计方法主要有

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的危险性¨‘７］。由于子宫内膜

Ｘ２检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统计学检验全部

癌的发病率相对较低，大样本难以获得等原因，国内

采用双侧检验。

外关于饮茶等生活习惯与子宫内膜癌关系的研究很

结

果

少。现将饮茶与上海市区女性子宫内膜癌关系的研
１．一般情况：表ｌ为病例与对照组的均衡性检

究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验及一些危险因素的分布情况。未发现家庭经济收
入、婚姻状态等因素与子宫内膜癌有联系。与对照

１．研究对象：

组相比，病例组的文化程度较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

（１）病例的选择：是以全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

度的约占１５％，而对照组为１２％。病例组的初潮年

研究，病例的收集来自上海市肿瘤登记处登记的资

龄显著早于对照组，初潮年龄在１４岁及以下者占

料。凡在１９９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期间确诊、年

５３％，对照组为４４％；与对照组相比，子宫内膜癌患

龄３０～６９岁、具有上海市区常住户口的所有子宫内

者的怀孕次数较少，从未怀孕者的比例较高，是对照

膜癌新发病例均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共收集１１７４

组的２倍。病例组一级亲属有恶性肿瘤史者的比例

例子宫内膜癌新发病例，其中完成访问９９５例，访问

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将研究对象的体重指数

率８４．７％，并收集病理切片。

（ＢＭＩ）按对照的四分位分组，发现病例组的ＢＭＩ值

（２）对照的确定：按照随机化的原则，以５岁一

显著高于对照组，ＢＭＩ＞２６．１４者有４１．３％，对照仅

组的频数配对方法，从上海市人口登记处的上海市

有２４．８％。为了避免这些因素的｝昆杂作用，分析时

区全人群中随机抽取具有上海市区常住户口的健康

对其进行了调整。

女性，每个年龄组的人数按上海市肿瘤登记处１９９６

２．饮茶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

年子宫内膜癌病例的年龄分布确定。有子宫切除史

（１）饮茶：分析表明，与从未饮茶者相比，有饮茶

者为不合格对照。共访问１４７９人，收集合格对照

史者患子宫内膜癌危险略降低（ｏＲ＝０．８２，Ｐ＝

１０８７例，访问率为７２．６％，失访原因主要为拒绝和

Ｏ．０４６６）。每周饮茶次数越多，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

人已去外地。

性随之降低，每周饮茶７次及以上的女性，患子宫内

２．调查及质量控制：采用统一的女性健康调查

膜癌的危险降低约２０％，且趋势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表，根据知情同意的原则，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上门

（Ｐ＝０．０２４９）。随饮茶量的升高，患病危险有降低

对调查对象逐一访问。调查项目包括一般项目、月

的趋势；将研究对象按对照饮茶量的三分位分组，发

经生育史、避孕药和激素的使用情况、饮食史、家族

现每周饮茶≤１００

史、个人生活习惯、疾病史、发育史和身体测量等。

分别为０．８４、０．８４和０．７２，但趋势检验未达显著性

本次研究中有关变量的定义：饮茶指每周至少泡２

水平。未发现开始饮茶年龄、茶汤类型、饮茶年限及

次茶（换２次茶叶），连续３个月及以上。对于有饮

总饮茶量等因素与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有联系

茶史者，详细了解调查对象开始饮茶年龄、饮茶年

（表２）。

ｇ、～２５０

ｇ和＞２５０ ｇ者的。尺值

限、茶叶及茶汤类型、饮茶量等有关因素。为保证资

进一步分析了饮茶对绝经前与绝经后女性的影

料的可靠性，所有调查员都经过统一严格的培训，采

响，发现饮茶对子宫内膜癌危险性的作用似乎只局

用现场同步录音，调查结束后有专人负责监听录音。

限于绝经前女性。在该人群中，有饮茶史者的危险

请有关的病理专家或临床专家对所有收集到的病例

性降低，调整年龄、文化程度、初潮年龄、怀孕次数、

进行确诊。所有的资料都独立进行两次编码，两次

是否服用口服避孕药、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

录入计算机，并对每个变量做范围和逻辑校对，以确

ＢＭＩ后（０Ｒ＝０．７４，９５％Ｃｆ：０．５４～１．０１），Ｐ值接

保质量。

近显著性水平（表３）。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与茶

３．统计学方法：资料的输入采用ＦｏｘＢＡＳＥ软

汤类型（淡茶、适中、浓茶）及每周饮茶次数间有剂量

件，采用ＳＡＳ ８．２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连续性

一效应关系，饮浓茶者的危险性最低，调整后的ＯＲ

变量等级的划分根据生物学逻辑截点或按人群对照

值为０．４４（９５％ａ：Ｏ．２２～０．８８，Ｐ＝０．０４３１）。饮茶

的三分位或四分位确定。计算相对危险度（ｏＲ）的

量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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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

病例与对照的均衡性检验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小，仅有３５例。鉴于茶叶的加工及饮用过程等的不
同而导致其作用也可能不同，所以单独分析了绿茶
对子宫内膜癌危险性的影响，结果与以上类似。由
于吸烟、饮酒等因素对饮茶可能产生影响，故去除有
吸烟或饮酒史的对象后再次分析饮用绿茶对子宫内
膜癌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无饮酒及吸烟史的人群
中，饮绿茶可使子宫内膜癌的危险降低２３％（０Ｒ＝
表２

饮茶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２）绿茶：本次调查中的上海市区女性主要饮用

＊缺失２８例的调查；ＯＲ－值为调整年龄，ｏＲ ２值为调整年龄、

绿茶，占９０．６８％，病例组和对照组分别为２７１例和

文化程度、初潮年龄、是否绝经、怀孕次数、是否服用口服避孕药、一

３１３例，其他种类茶叶如乌龙茶和红茶等的比例很

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Ｂ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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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饮茶
否
是
Ｐ值
茶汤类型
不饮茶
淡茶
适中
浓茶
Ｐ值
每周饮茶次数
不饮茶
＜７

≥７
Ｐ值
饮茶量（ｇ／月）＋
不饮茶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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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按绝经状态分组）

２６０

２４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４

４９８

１

１３９

１４７

０．８３（０．６２～１．１１）

０．７４（Ｏ．５４～１．０１）

１６２

１９６

０．９７（Ｏ．７６～１．２４）

０．８６（０．６６～１．１３）

０．２０８２

０．０５８６

０．７８１８

Ｏ．２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４

４９８

００

１．ＯＯ

２６０

２４６

１．００

１．ＯＯ

４６

５５

Ｏ．７５（Ｏ．４９～１

１６）

０．７２（Ｏ．４５～１．１３）

５１

７０

０．８５（０．５８～１．２５）

Ｏ．７６（Ｏ．５０～１．１５）

７４

６７

Ｏ．９５（Ｏ．６５～１

９７

２５

０．６６（Ｏ．３５～１

Ｏ．８８（Ｏ．５８～１．３１）
Ｏ ４４（Ｏ．２２～０．８８）

８３

１９

３９）
２４）

２８

２９

１．００（０．７２～１．３８）
１．１３（Ｏ．６６～１．９３）

０．８７（０．６１～１．２５）
１．０５（０ ５９～１．８７）

Ｏ．９０４９

０．５４８５

０．２５８７

０．０４３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３４

４９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６０

２４６

２２

１６

１．２３（０

６３～２．４２）

１．０８（０．５４～２．１９）

２１

２０

１．２４（０．６６～２

３３）

１．１３（０．５７～２．２２）

１１７

１３１

Ｏ．７８（Ｏ

５７～１．０６）

Ｏ．６９（０．５０～Ｏ．９７）

１４１

１７６

０．９４（０．７２～１

２１）

０．８３（Ｏ．６３～１．１１）

０．１２９２

Ｏ．０３４３

２６０

２４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７

７ｌ

０．６８（Ｏ．４６～１ ０２）

～２５０

５８

５０

１．０７（０．７０～１

＞２５０

２０

１９

Ｏ．８６（Ｏ．４４～１ ６７）

Ｏ．６３（０．４ｌ～Ｏ ９６）
Ｏ．９８（Ｏ．６３～１ ５３）
０．６１（Ｏ．３０～１ ２３）

Ｏ．６６３４

０．１９１０

Ｐ值

６３）

４３４

４９８

８４

８５

５８

８２

１４

１８

０．６６０１

０．２１９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５（０

８３～１．６０）
０．８３（Ｏ ５８～１．１９）
０．９１（０ ４５～１．８６）

１．０１（０．７０～１．４５）
０．７６（０．５１～１．１３）
０．７７（０．３５～１．６８）

Ｏ．５３５２

０．１９０１

注：未绝经者缺失调查１１例，已绝经者缺失调查１７例；ＯＲ。值调整年龄，ｏＲ：值调整年龄、文化程度、初潮年龄、怀孕次数、是否服用口服
避孕药、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族史、ＢＭＩ；＊已绝经者再调整绝经年龄

０．７７，９５％ａ：０．６２～０．９６）。开始饮茶年龄越小、

表４

去除吸烟饮酒者饮用绿茶与子宫内膜癌的关系

饮绿茶频率越高、茶汤越浓，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
越低。调整年龄、文化程度、初潮年龄、怀孕次数、是
否绝经、是否服用口服避孕药、一级亲属恶性肿瘤家
族史、ＢＭＩ等可能的混杂因素后，与不饮茶者相比，
每周饮绿茶＜７次及≥７次者的ｏＲ值分别为０．９０
（９５％ＣＩ：０．５３～１．５４）和０．７６（９５％Ｃ工：０．６０～
０．９５），趋势检验有统计学意义。每月饮绿茶量越
多，患子宫内膜癌的危险性越低，趋势检验Ｐ＝
０．０４１２，其中每月饮茶＞２００ ｇ者患子宫内膜癌的危
险性可，降低约３０％（表４）。
为了进一步探讨绿茶对绝经前后女性的影响，
去除吸烟饮酒者后，将饮用绿茶者根据绝经状态分
层分析，再次验证了饮用绿茶对绝经后女性作用不
大。在绝经后女性中与不饮茶者相比，饮绿茶者的
０Ｒ值为０．８０，但无统计学意义。绝经前女性０Ｒ
值为０．７４，Ｐ值接近０．０５，饮茶年限、饮茶次数及饮
茶量的分析结果与前类似。
＊缺失调查２０例；ＯＲｌ值调整年龄，０Ｒ２值调整年龄、文化程

讨

论

度、初潮年龄、怀孕次数、是否绝经、是否服用口服避孕药、一级亲属
恶性肿瘤家族史、ＢＭＩ

茶叶的抗肿瘤作用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包括增

导的上皮鸟氨酸脱羧酶和环氧化酶，具有抗炎活性

强抗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和醌

和加强细胞间和缝隙连接‘８】，抑制上皮生长因子与

还原酶）和Ⅱ相酶（如谷胱甘肽一Ｓ一转移酶）的活性、

其受体的相互作用‘９Ｉ，抑制肿瘤细胞的核苷转运、阻

抑制蛋白激酶Ｃ和细胞增殖、抑制放射线或ＴＰＡ诱

断外源性核苷对于抗代谢药的抵消作用，增强阿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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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苷、氨甲喋呤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另外有报

宫内膜癌的研究还未见其他报道，故期待进一步的

道表没食子茶素没食子盐酸（ＥＧＣＧ）能强烈抑制端

流行病学研究，特别是队列研究加以证实。本研究

粒酶的活性，引起肿瘤细胞端粒的缩短、染色体的改

是以全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可避免以医院

变和对与细胞寿命相关的＆半乳糖苷酶的表达的

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易产生的选择偏倚，但由

抑制ｎ ０ｌ。针对绿茶抗肿瘤机制的研究也很多。

于调查主要采用回忆法，因此不能排除回忆偏倚而

Ｎａｇａｔａ等。１川研究了未绝经妇女摄人咖啡因对月经

使调查结果的准确度受到影响。但是由于饮茶属于

周期第１ｌ天、２２天体内游离雌激素和雌激素结合

个人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且目前饮茶与子宫内膜

蛋白的影响，发现绿茶的摄人量与体内雌激素结合

癌的关系还未确定，因而即使存在回忆偏倚，在病例

蛋白的含量呈正相关（ｒ＝０．２３～０．３１），而且绿茶

组和对照组也相对均衡，所以受回忆偏倚的影响较

的摄入量和体内游离雌激素的含量呈负相关（，．＝

其他因素相对较小，其结果还是具有比较重要的参

一Ｏ．３２，Ｐ＝０．０４）。大量研究证实，子宫内膜癌是

考价值。

一种激素依赖型肿瘤，过量的雌激素暴露是其主要
病因。绿茶可能通过降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而降低
发生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另外茶多酚复合物可以增
强淋巴细胞增殖，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与红茶及其
他种类的茶相比，绿茶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从而
减少体内的氧化损伤¨２｜。有几项动物实验结果还
显示绿茶中的ＥＧＣＧ可通过激活８肾上腺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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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日本的一项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与每天饮茶３
杯以下者相比，每天饮茶１０杯以上的人患肿瘤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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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保护作用有增强的趋势；与不饮茶者相比，每天饮
茶量在０～８５．７ ｍ１和＞８５．７ ｍ１者的０Ｒ值分别为

１０李志铭，刘宗潮，管忠震．绿茶茶多酚防癌作用的分子机制及
其药代动力学的研究进展．癌症，１９９９，１８：１４０—１４２．
１１
Ｎａｇａｔａ Ｃ，Ｋａｂｕｔｏ Ｍ，Ｓｈｉｍｉｚｕ 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ｆｆｅｅ，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Ｏ．７１和０．５３，且调整吸烟、饮酒、咖啡和红茶的饮用、

ａｎｄ ｃａｆｆｅｉｎｅ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ｕｍ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乳腺癌家族史及豆类食物摄入后仍有意义拍ｏ。然而
国内外还没有关于饮茶与子宫内膜癌关系的报道。

Ｃｈ００ ＪＪ．
ｄｉｅｔ

ｉｎ

ｂｒｏｗｎ
１４

Ｋａｏ
ａｎｄ

１５

保护作用，但是作用并不明显，似乎仅局限于绝经前
女性，是否受绝经前后激素水平差异的影响或其他
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由于目前关于饮茶与子

Ｇｒｅｅｎ

ｒａ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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