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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饮绿茶与成年人白血病发病风险的
病例对照研究
张宣东

赵小英

【摘要】

张敏

梁赘

许晓华

Ｃ．Ｄ’Ａｒｃｙ Ｊ．Ｈｏｌｍａｎ

目的探讨饮用绿茶与成年人白血病发病风险的关系。方法

采用配对病例对照研

究，收集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确诊的白血病患者１０７例，以同期骨科非肿瘤住院患者１１０例
对照，采用面对面交谈的方式，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收集所有对象的饮茶量、饮茶持续年限和频率、

暴露于放射线及职业危害因素、药物应用等信息；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单因素、多因素菲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评估。Ｒ值及其９５％ａ。结果与不饮茶组相比，随着饮用绿茶的量、持续年限和频率增加，
成年人患白血病的危险度呈下降趋势。单因素分析显示，饮绿茶组患白血病的０Ｒ＝Ｏ．５８（９５％ｃＪ：
０．３４～１．００；Ｐ＜０．０５），在对性别、年龄、居住地、吸烟、受教育程度、暴露于射线及职业危害因素等混
杂因素进行调整后，饮绿茶组发生白血病的ｏＲ＝０．５２（９５％Ｃ，：０．２８～Ｏ．９８；Ｐ＝Ｏ．０４），且随着饮茶
频率、饮茶年限和饮用茶叶量的增加，０Ｒ值逐渐降低，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饮绿茶可能是成

年人白血病的保护性因素，并与饮绿茶频率、饮绿茶量及饮绿茶时间有关。
【关键词】

白血病；病例对照研究；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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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发病的确切病因至今未明，许多因素被

认为与白血病发生有关，病毒可能是主要因素，此外
尚有遗传、放射、化学毒物或药物等因素。绿茶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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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颇受人们喜欢的饮料，茶多酚是绿茶的主
要成分，而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脂（ＥＧＣＧ）、表
没食子儿茶素（ＥＧＣ）和表儿茶素（ＥＣ）又是茶多酚
的主要成分。已有体外实验研究证实ＥＧＣＧ能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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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白血病细胞株ＨＬ６０细胞增殖和诱导凋亡的作

分析。单因素分析中应用）Ｃ２检验对资料计算ｏＲ

用’１］。动物实验也显示绿茶成分茶氨酸具有增强阿

值并进行评定；多因素分析中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霉素抑制Ｍ５０７６卵巢肉瘤细胞株在体内增殖的作

归分析，计算ｏＲ的最大似然估计值、９５％Ｃ工及Ｐ

用心Ｊ。流行病学研究也表明饮茶可降低多种癌症，

值，同时进行趋势检验，以判定是否存在剂量反应关

如膀胱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及前列腺癌发生的危险

系。统计学显著性标准采用Ｐ＜０．０５。

性∞。６］，并且有资料显示卵巢癌患者在长期饮茶后能

结

明显延长生存期明］。国内外关于饮绿茶与白血病发

果

生风险的流行病学研究尚未有报道。本研究应用一

１．人群一般特征：由表１可见，病例组１０７例，

项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拟探讨饮绿茶对

男６６例，女４１例，平均年龄４２．９岁±１６．４岁；对照

白血病发生风险的影响。

组１１０例，男性７０例，女性４０例，平均年龄４４．５
岁±１６．９岁。统计学分析表明病例组与对照组在年

对象与方法

龄和性别方面均衡性较好，两组间年龄、性别的差异
１．调查对象：以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

均无统计学意义；比较两组人群，病例组饮茶者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第一医院住院的白

４２．１％，对照组占５５，４％（Ｐ＜０．０５）。在１０６例饮

血病患者１０７例（ＡＭＬ ７２例，ＡＬＬ ２２例，ＣＭＬ

１０

茶者中仅饮绿茶者占９６．２％。另外还可以看出，与

例，ＣＬＬ ３例）为病例组（年龄１６～８１岁）。白血病

对照组相比，病例组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氯

的诊断均按照张之南主编的《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

霉素、苯制剂和有机磷农药接触史及较低的吸烟率。

准》第２版标准。以性别、年龄为匹配条件，随机选

表１

择同期骨科非肿瘤性疾病，主要为创伤和骨关节病
变患者１１０例为对照组。
２．调查方法和内容：
（１）调查方法：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对病例组
和对照组患者进行面对面交谈方式进行资料收集。
采集资料前及过程中未告知对象此项调查的目的，

交谈中尽可能使用通俗的语言能正确理解问题以保
证回答的正确性并减少无应答率。
（２）问卷调查内容：根据夏威夷肿瘤调查表和澳
大利亚健康调查表而设计，部分内容已用于我国卵
巢癌和前列腺癌的流行病学调查Ｈ’８ｉ。此调查问卷

项目

病例组和对照组一般特征
病例组（ｎ＝１０７）

对照组（ｎ＝１１０）

Ｐ—ｏ 卣一％

年龄（岁）
１５～

２５（２３ ３）

２４（２１．８）

３０～

３４（３１．８）

３４（３０．９）

４５～

２８（２６．２）

２７（２４．５）

≥６０

２０（１８．７）

２５（２２．７）

男

６６（６１．７）

７０（６３．６）

女

４１（３８．３）

４０（３６．４）

城镇

２９（２７．１）

２４（２１．８）

农村或市郊

７８（７２．９）

８６（７８．２）

性别

居住地

受教育程度

的重复性在一项测试一再测试研究中得到证实，其组

文盲

１２（１１，２）

６（５．４）

间相关系数为０．８３，重测信度系数表明此调查问卷

小学

２４（２２．４）

２９（２６．４）

在评估饮茶方面值得信赖∽１。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

初中

４９（４５．８）

６６（６０．Ｏ）

高中以上

２２（２０．６）

９（８．２）

２９（４３ ９）

４５（６４．３）

况，如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
个人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和饮茶史，饮茶资料包括
饮茶习惯、饮茶类型和饮茶量［饮茶年数、饮茶频率

男性
女性

０（０）
４５（４２．１）

６１（５５．４）

大于１次）、每天泡新茶次数及每年消费茶叶量等］，

单饮绿茶

４５（４２．１）

５７（５１．８）

另外还采集患者的过去史如既往用药史、放射接触

单饮红茶

０（０）

Ｏ（０）

单饮乌龙茶

Ｏ（Ｏ）

０（Ｏ）

饮红茶和绿茶

０（Ｏ）

４（３ ６）

６ｆ５．６）

０（０）

苯暴露史

１６（１５．Ｏ）

１（０

磷暴露史

５（４．７）

０（０）

度的近似估计值，来衡量饮茶与白血病发生的关系，
分析时调整了吸烟、文化程度、职业暴露等可能的混
杂因素。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数据输入并进行

ｏ

”

ｏ

吆

氯霉素用药史

ｏ

３（７ ５）

饮红茶或绿茶

３．统计学分析：以比数比（ｏＲ）作为相对危险

＂

吸烟

（包括从不饮茶、每周小于１次、每周２～６次，每日

史和接触化学物史等和肿瘤相关的家族史。

ｏ

ｏ珈

全！盯∞

。珈ｏ

叭∞吆

９）

注：连续变量采用ｆ检验、分类变量采用ｘ２检验计算Ｐ值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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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饮绿茶与不饮茶者的特征：从表２可见，饮绿

２４４例卵巢癌患者连续随访３年，结果显示病例组

茶者平均年龄大于不饮茶者（Ｐ＜０．００１），男性中饮

中１０４例饮茶者中存活８１例（７７．９％），１４０例不饮

绿茶者所占比例（５５．９％）显著高于女性饮绿茶者比

茶者只有存活６７例（４７．９％），两组３年存活率的差

例（３７．０％）；男性吸烟者中饮绿茶者比例为５８．１％，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饮茶者的校正危害比

而不饮茶者占４１．９％，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饮绿茶

为０．５５‘７ｉ。

者与未饮绿茶者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亦无统计学
意义。

表３

表２

·

饮绿茶和白血病０尺值的关系

饮绿茶和不饮茶者的特征

注：同表１

３．白血病患者与饮用绿茶的关系：由表３可见，
在饮绿茶与白血病发病危险性的单因素分析中，饮
绿茶者中白血病患者０Ｒ＝０．５８（９５％ＣＪ：０．３４～
１．００；Ｐ＜０．０５），调整性别、年龄、吸烟、职业暴露史
等因素后其Ｏ尺＝０．５２（９５％ＣＪ：０．２８～０．９８；Ｐ＝
０．０４）。并可见随着饮绿茶年数增加、每周饮绿茶频
率和新泡茶次数增多、茶叶消耗量的增加白血病发
生的危险性逐渐减低，但从表３也发现泡新茶次
数≤１次／周、饮绿茶≤１次／周和每年消费茶叶量≤
５００

ｇ三组病例，相对于不饮茶者，其危险度反而有

增加，ｏＲ值分别为４．６２、４．６０、１．９０。

注：ＤＲ，值为单因素分析；ｏＲ：值是调整了性别、年龄、吸烟、文
化程度、既往用药史、职业接触苯和有机磷等混杂因素后的分析；Ｐ
值是对数值或次序变量趋势的进行双向检验

讨

论

国内外关于绿茶抗肿瘤的流行病学调查较多。

已有研究报道，绿茶主要有效成分ＥＧＣＧ对自

一项关于饮绿茶与卵巢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显

血病细胞有抑制增殖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诱导细

示，卵巢癌发生的危险性与饮茶次数和年数呈反比

胞凋亡有关。１’１１ ｏ。有关ＥＧｃＧ制剂的ｌ临床效果亦见

关系，该研究以不饮茶者为对照，每天饮茶者和饮茶

有报道，ｓｈａｎａｆｅｌｔ等。１ ２ｊ报道了低度恶性Ｂ细胞肿瘤

３０年以上者发生卵巢癌的风险系数分别为０．３９、

患者口服含ＥＧＣＧ的制剂的临床疗效，共４例患

０．２３，并有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Ｈ ０。；研究者同时对

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Ｒａｉ分期０期）２例，滤泡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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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金洁教授对课题的

性Ｂ细胞淋巴瘤１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Ｊ、细胞
淋巴瘤１例，其中３例患者符合了部分缓解的标准，

指导和帮助）

他们认为虽然这种低度恶性Ｂ细胞肿瘤有自发缓
解的倾向，但这种自发缓解的情况毕竞很偶然，

参

道。本研究１０７例白血病患者和１１０例对照组患者
阗卷调查结果显示，饮绿茶者可降低患白血病的危
险度，与不饮茶者比较，饮绿茶者患白血病的０尺＝
０．５８（９５％ＣＪ：０．３４～１．００；Ｐ＜０．０５），在调整了性
别、年龄、吸烟、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接触史等因素后，
Ｏ尺＝０．５２（９５％ＣＪ：０．２８～０．９８；Ｐ＝０．０４）。而且
随着饮茶频数、饮茶年数和每年消费茶叶量的增加，
患白血病的ｏＲ值也随之降低，以从不饮茶者为参
比组，饮绿茶≤１０年、＞１０—２０年、＞２０年３组ｏＲ

（５）：１７４一１７７．
［２］

Ｓｕｇｉｙａｍａ

Ｍ５０７６

ｂｌａｄｄｅｒ

但本文结果也显示每周饮茶１次和每周泡新茶
１次和每年消费茶叶量少于５００ ｇ的３组人群中，其
发生白血病的ｏＲ值均大于１，似乎提示与不饮茶
者相比反而增加了患自血病的危险度，我们认为这
可能与调查例数太少有关。
本调查是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饮茶
的信息主要来自研究对象的回忆，有可能不够精确，
但本研究对饮茶的定义及饮茶量的分级比较严格，
并由专人采集资料，且饮茶是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
产生回忆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对研究结果影响不会
很大。由于我们的调查样本量偏少，为进一步阐明
饮茶与白血病发生的关系，有必要进行以全人群为
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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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偶尔饮茶即能实现的，需要有一个长期饮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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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反应关系，说明绿茶在白血病预防中的作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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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饮绿茶是白血病的保护性因素，且两者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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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０．７１（９５％ＣＪ：０．３２～１．６１）、０．７１

０．６８），趋势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提

献

［１］任莉莉．茶多酚体外诱导白血病细胞撼亡．食品科学，２００４，２５

ＥＧＣＧ在其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
有关饮绿茶与白血病关系的研究国内外未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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