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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伍床研究·
体重指数与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催化
亚基基因多态性的交互作用对女性
乳腺癌风险的影响
林威唐录英岑玉玲林颖

贾卫华任泽舫

苏逢锡

目的探讨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催化亚基（ＧＣＬＣ）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多态性位点对

【摘要】

ＢＭＩ与乳腺癌关联的影响。方法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对中山大学３所附属医院新诊断
的８３９例乳腺癌患者（病例组）在接受治疗前及同时期８６３名年龄频数匹配的对照（对照组）进行问
卷调查和收集血样；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吸一飞行时间质谱仪（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在Ｓｅｑｕｅｎｏｍ平
台检测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基因型；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计算ＢＭＩ和ＧＣＬＣ与乳腺癌关联的
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结果（１）病例组和对照组接受调查时当前的ＢＭＩ、２０岁时的ＢＭＩ和ＧＣＬＣ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分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４、０．５２和０．４７）；（２）未发现当前的ＢＭＩ与绝
经前及绝经后乳腺癌风险相关，２０岁时ＢＭＩ为１８．５。２２．９ ｋｇ／ｍ２可降低绝经前乳腺癌风险（ＯＲ＝
０．６９，９５％ＣＩ：０．４８。１．００），而未发现其与绝经后乳腺癌风险相关；（３）在ＧＣＬＣ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突
变型ＣＴ／ＴＴ人群中，当前的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显著增加乳腺癌风险（ＯＲ＝１．９１，９５％ＣＩ：１．０９～３．３６），
而２０岁时ＢＭＩ为１８．５～２２．９ ｋｇ／ｍ２与降低乳腺癌风险有关（ＯＲ＝Ｏ．５６，９５％ＣＩ：０．３１～ｏ．９９）。当前
的ＢＭＩ与ＧＣＬＣ基因多态性对乳腺癌发生风险存在交互作用（Ｐ＝０．０４３），而２０岁时的ＢＭＩ与
ＧＣＬＣ交互项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５）。结论２０岁时增加ＢＭＩ可能是绝经前乳腺癌的保护因
素；ＧＣＬＣ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本身与乳腺癌发生风险无显著关联，但其变异基因型可使当前的肥胖
状态（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显著增加乳腺癌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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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杀手，全球每年

历中收集，并在人院时采集血样，对照组是在完成问

新发病例大约有１１５万，死亡病例４１万口］。已发现

卷调查后采集血样。按照亚太地区肥胖诊断标准旧］

的乳腺癌危险因素有年龄、家族史、乳腺良性疾病

将调查对象接受调查时当前的ＢＭｌ分为正常

史、月经状况、肥胖等陋’３Ｉ。许多研究表明ＢＭＩ增高

（ＢＭＩ＜２３ ｋｇ／ｍ２）、超重（ＢＭＩ＝２３—２４．９ ｋｇ／ｍ２）、

是女性乳腺癌发病的高危因素之一［４，“，其机制之一

肥胖（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三类，将２０岁时ＢＭｌ分为体

是诱导分子氧产生自由基№，，进而导致过度氧化应

重过低（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正常（ＢＭＩ＝１８．５～

激，引起细胞增殖或发生肿瘤ｎ１。人类谷氨酰半胱

２２．９

氨酸合成酶是体内主要的抗氧化剂——谷胱甘肽合

过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道德委员会审核通过。

ｋｇ／ｍ２）、超重（ＢＭＩ≥２３ ｋｇ／ｍ２）三类。本研究经

成过程中的限速酶，通过参与谷胱甘肽的合成而影

３．基因型分析：收集的血样分离各成分后，分装

响体内氧化应激水平随１，其催化亚基决定该酶活性，

于冷冻管中保存于一８０℃冰箱备用。使用ＴＩＡＮａｍｐ
基因组ＤＮＡ提取试剂盒（ＴｉａｎＧｅｎ Ｂｉｏｔｅｃｈ Ｃｏ．，Ｌｔｄ．，

故编码该亚基的基因（ＧＣＬＣ）多态性可能对肥胖与
乳腺癌关系产生影响。
本研究利用广州市乳腺癌病例对照人群（病例
８３９例、对照８６３例），计算当前和２０岁时的ＢＭＩ，检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抽提血细胞基因组ＤＮＡ，采用基质
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ＭＡＬＤＩ．ＴＯＦ）质谱平
台（Ｓｅｑｕｅｎｏｍ，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检测基因

测其ＧＣＬＣ基因的多态性位点（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一方

型。在病例组中，成功检测ＧＣＬＣ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

面分析ＢＭＩ与乳腺癌发生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探

８０６例（９６．１％）；在对照组中，成功检测８４０例

讨ＧＣＬＣ基因多态性对ＢＭＩ与乳腺癌的联系是否存

（９７．３％）。ＧＣＬＣ的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的基因型频率在对

在修饰作用。

照组中的分布符合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定律（）ｃ２＝
对象与方法

Ｏ．５８，Ｐ＝０．４５）。

１．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连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双人双录
人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年龄

续收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二医院和肿

用ｘ±ｓ表示，其差异采用ｔ检验；ＢＭＩ不满足正态分

瘤医院新发女性乳腺癌患者，排除患有其他恶性肿

布，采用秩和检验。定性资料的比较采用Ｚ检验，包

瘤和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获得合格病例８３９例，应答

括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初潮年龄等。多因素及交互

率为７５％～８５％。用年龄（±５岁）频数的匹配方式
选取同期同医院经钼靶或Ｂ超检测或自我报告无

作用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乳腺癌可能的
危险因素（如年龄、绝经状态、初潮年龄等）纳入回归

乳腺恶性肿瘤女性作为对照，排除有其他部位恶性

方程，计算２０岁时ＢＭＩ、当前ＢＭＩ及ＧＣＬＣ调整后

肿瘤史者；获得合格对照８６３例，应答率为７８．２％。

的ＯＲ值及其９５％Ｃ／；当前ＢＭＩ或２０岁时ＢＭＩ和

所有研究对象均是在广州地区居住５年以上的汉族

ＧＣＬＣ两因素的相乘项结果用以衡量其交互效应。

女性。

所有统计学检验水准０【均为０．０５，采用双侧检验。

２．研究方法：采用现场调查，在签署知情同意书
的前提下，由经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员使用问卷对

结

果

人选对象进行面对面访问。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

１．一般情况：共收集研究对象１７０２例，其中病

学特征、疾病史、月经和生育史、避孕方式和激素使

例组８３９例，对照组８６３例。人口学特征以及乳腺癌

用情况、体力活动、饮食史、个人生活习惯、职业史、

相关因素的分布见文献［１０］。病例组年龄（４８．９７±

家族史以及相关的临床资料。病例组临床资料从病

１１．５７）岁，对照组（４９．２３ ４－１１．７６）岁，两组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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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７０９）。病例组中低教育程度、

（Ｏ．７９～１．５５）、０．７９（０．２８～２．１８）、１．０７（０．７７—１．４９）

绝经前和体育锻炼少的比例高于对照组，婚姻状况、

（表２）。

初潮年龄、乳腺癌家族史、活产数等因素两组分布的

表２按绝经状态分层后ＢＭＩ和ＧＣＬＣ基因型
与乳腺癌的关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人群ＢＭＩ呈非正态分布。当前的ＢＭＩ比
较，病例组（Ｍ＝２２．５８ ｋｇ／ｍ２）与对照组（Ｍ＝２２．６７
ｋｇ／ｍ２）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４４）；２０岁时
ＢＭＩ比较，病例组（Ｍ＝１９．１８ ｋｇ／ｍ２）与对照组（Ｍ＝
ｋｇ／ｍ２）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５２）；
两种ＢＭＩ的等级值与乳腺癌也无显著联系；ＧＣＬＣ
１９．２８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基因型在病例组与对照组分布的差
异亦无统计学意义（尸＝０．４７）（表１）。
表１两组人群ＢＭＩ和ＧＣＬＣ基因型分布

项

病例组对照组未嬲值

目

（篇戛。

绝经前
当前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２．９

２８８（６２．７）２４５（６５．ｏ）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３—２４．９

７９（１７．２）６８（１８．ｏ）０．９９（０．６９，１．４３）Ｏ．８８（０．５９，１．２９）

≥２５

９２（２０．０）６４（１７．０）１，２２（０．８５，１．７６）ｌ，１１（０．７５，１．６４）

趋势检验Ｐ值

Ｏ－３３

Ｏ，７８

≤１８．４

１４３（３６．４）７５（２８舢１．００

ｌ，ｏｏ

１８．５～２２．９

２２４（５７．０）１６８（６３．６）０．７０（０．５０，Ｏ．９９）０．６９（０．４８，１．００）

２０岁，寸ＢＭｌ（ｋｇ／ｍｚ）

／＞２３

２６（６．６）２１（８．０）０．６５（ｏ．３４，１．２３）０，６８（０．３４，１．３６）

趋势检验Ｐ值０．０３２

０．０６９

ＧＣＬＣ
ＣＣ

３４０（７４．２）３０３（７６．６）１，００

ＣＴ

１１０（２４．１）８５（２１．４）１．１５（０．８４，１．５９）１．１０（ｏ．７９，１．５５）

ＴＴ

１．００

８（１．８）８（２．０）０．８９（０．３３，２．４０）０．７９（０．２８，２．１８）
１１８（２５．８）９３（２３－４）１．１３（ｏ．８３，１．５５）１．０７（ｏ．７７，１．４９）

ＣＴ厂ｒＴ

绝经后
当前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２．９

１４０（４３．９）１９１（４４．６）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０（２１．９）１０５（２４．５）０．９１（０．６３，１．３２）０．８８（０．５８，１．３４）

２３—２４．９

≥２５

１０９（３４．２）１３２（３０．８）１．１３（ｏ．８１，１．５７）０．９９（０．６８，１．４４）

趋势检验Ｐ值

Ｏ．５３

Ｏ．９２

８４（３６．７）１１５（３４．７）１．００

１肿

２０岁时ＢＭＩ（ｋｇ／ｍ２）
≤１８．４
１８．５～２２．９

１２７（５５．５）１９３（５８．３）０．９０（０．６３，１．２９）Ｏ．７３（０．４８，１．０９）

≥２３

１８（７．９）

趋势检验Ｐ值

２３（６．９）１．０７（ｏ．５４．２．１１）Ｏ．８６（０．３９，１．８６）
０．９５

Ｏ．２５

２４７（７５．８）３１９（７７．２）１．００

１．００

ＧＣＬＣ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４采用秩和
检验

ＣＣ
ＣＴ

２．ＢＭＩ和ＧＣＬＣ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与绝经前后乳腺癌

发生风险的关系：以绝经状态分层，在绝经前研究对

ＴＴ
ＣＴ／１ｖｒ

７５（２３．ｏ）８７（２１．１）１．１ｌ（ｏ．７８，１．５８）１．２６（０．８４，１．８９）
４（１．２）

７（１．７）０．７４（０．２１。２．５５）０．７３（０．１７，３．１３）

７９（２４．２）９４（２２．８）１．０９（０．７７，１．５３）１．２１（ｏ．８２，１．８１）

注：４根据年龄、初潮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活产数、体育锻

象中，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后，当前的ＢＭＩ与乳腺

炼情况和乳腺癌家族史调整；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因ＴＴ型例数较少，故

癌发生风险无统计学意义，以ＢＭＩ＜２３ ｋｇ／ｍ２为参

将ＣＴ型和ＴＴ型合并

照，超重（ＢＭＩ＝２３。２４．９ ｋｇ／ｍ２）和肥胖（ＢＭＩ≥２５

在绝经后研究对象中，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

ｋｇ／ｍ２）的ＯＲ值（９５％Ｃ／）分别为０．８８（０．５９一１．２９）、
１．１１（Ｏ．７５。１．６４），趋势性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后，当前的ＢＭＩ与乳腺癌发生风险获得与绝经前研

（Ｐ＝０．７８）；２０岁时ＢＭＩ与乳腺癌发生风险呈负相

统计学意义。ＧＣＬＣ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突变型基因
ＣＴ、ＴＴ、ＣＴ／ＴＴ与乳腺癌风险关联也无统计学意义

关，以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为参照，正常（ＢＭＩ＝１８．５—
２２．９

ｋｇ／ｍ２）和超重（ＢＭＩ≥２３ ｋｇ／ｍ２）的ＯＲ值（９５％口）

究对象类似结果；２０岁时ＢＭＩ与乳腺癌发生风险无

（表２）。

分别为０．６９（０．４８～１．００）、０．６８（Ｏ．３４～１．３６），但趋势

３．ＢＭＩ与ＧＣＬＣ基因多态性交互作用对乳腺癌

性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６９）（表２）。以

发生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当前ＢＭＩ和２０岁时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野生基因型ＣＣ为参照，ＣＴ、

ＢＭＩ与ＧＣＬＣ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对乳腺癌发生风险是否存

ＴＴ、ＣＴ玎Ｔ与乳腺癌风险ＯＲ值（９５％ａ）分别为１．１０

在交互作用（表３）。按ＧＣＬＣ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是否为野

ＧＣ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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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型分层，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后，在野生型ＣＣ层，
当前ＢＭＩ和２０岁时ＢＭＩ与乳腺癌风险无统计学意

癌风险呈负相关的结果一致，其机制可能在于年轻
时期或者绝经前ＢＭＩ增加引发月经失调、无排卵周

义；在突变型ＣＴ／ＴＴ层中，当前ＢＭＩ≥２５ ｋｇ／ｍ２时可

期而对卵巢性激素的暴露减少…‘２川。

增加乳腺癌风险，其ＯＲ值（９５％ＣＩ）为１．９１（１．０９。

本研究未发现ＧＣＬＣ的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突变型

３．３６），而２０岁时ＢＭＩ在１８．５～２２．９ ｋｇ／ｍ２可降低乳

ＣＴ／ＴＴ与绝经前及绝经后乳腺癌的发生有关联，但

腺癌风险，其ＯＲ值（９５％ＣＩ）为０．５６（０．３１—０．９９）；在

却发现在突变型ＣＴ／ＴＴ人群中，当前的肥胖状态明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中当前的ＢＭＩ与ＧＣＬＣ交
互作用项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３），而２０岁时的

显增加乳腺癌的发生风险；当前的ＢＭＩ与ＧＣＬＣ

ＢＭＩ与ＧＣＬＣ交互作用项未获得类似结果（Ｐ＝

交互作用。可能机制是，ＧＣＬＣ基因的表达与谷胱

０．１５）。

甘肽的合成互相平行，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发生Ｔ等位
讨

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基因多态性对乳腺癌发生风险存在

基因突变时，在氧化应激的状态可能下调ＧＣＬＣ的

论

表达陋…，若肥胖者体内发生过度氧化应激，则可破坏

本研究未发现当前的ＢＭＩ与绝经前后妇女乳

胰岛素信号、抑制葡萄糖转运ｎ２Ｉ、影响脂肪因子释

腺癌的发生存在关联。此前研究认为，当前的ＢＭＩ

放［２３Ｉ，进而发生脂肪因子水平改变、胰岛素抵抗［２４＇２５１

增加与绝经前乳腺癌风险降低有关，肥胖对绝经前

等致乳腺癌效应。此外，氧化应激可以破坏ＤＮＡ

人群乳腺癌的发生有保护作用…。“，或者认为两者

链、改变Ｇ／Ｔ碱基、促使姐妹染色单体交换，进而使

间不存在关联¨４一引。对于绝经后乳腺癌，大部分研

抑癌基因失活或增加原癌基因的表达，促进肿瘤细

究认为与当前的ＢＭＩ增加有关，肥胖是绝经后乳腺

胞的生长［２ ６Ｉ。ＧＣＬＣ的基因多态性可能通过影响氧

癌发生的危险因素”５＇１７’１８１，这与肥胖者体内高胰岛素

化应激水平增加肥胖个体的乳腺癌易感性，但目前

血症、慢性炎症状态、瘦素和脂联素分泌异常等导致

尚缺少对ＧＣＬＣ及其与ＢＭＩ交互作用与乳腺癌关

的雌激素水平改变、癌细胞增殖等密切相关¨９Ｉ。本

联的报道，本文结果为进一步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

研究还发现，２０岁时ＢＭＩ在１８．５～２２．９ ｋｇ／ｍ２范围对
降低绝经前乳腺癌风险有显著联系，ＢＭＩ≥２３ ｋｇ／ｍ２

参考。

时也有降低乳腺癌风险的趋势，可能因为样本量小

本研究存在不足。一是２０岁时ＢＭＩ资料来自
研究对象的既往回忆，可能存在回忆偏倚，但两组人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而与绝经后乳腺癌风险无关，这

群回忆偏倚的概率相似（无差异性错误分类偏倚），

与其他研究发现的１８或２０岁时ＢＭＩ与绝经前乳腺

可使危险性估计值偏低，故阳性结果的可靠性大；二
是研究样本量较少，研究对象中当前

表３按ＧＣＬＣ分层后ＢＭＩ与乳腺癌的关联

ＧｃＬｃ（㈣ＢＭＩ病僦溯组未嬲值ＯＲｆ直（９５％Ｃ１）。
当前
ＣＣ

ＣＴ，ｒｒ

１．００

≤２２．９

３２５（５７．３）３ １４（５２．２）１．００

２３～２４．９

１

９２５

１３８（２４．３）１５２（２５．３）Ｏ．８８０．６６，１．１６）Ｏ．８９（０．６５，１．２１）

０４（１ ８．３）ｌ ３５（２２．５）０．７４（０．５５，１．００）０．７６（０．５５，１．０５）

１．００

≤２２．９

９９（５０．５）１１ １（６０．７）１．００

２３～２４．９

３９（１９．９）

≥２５

５８（２９．６）３７（２０．２）１．７６０．０７，２．８８）１．９１（１．０９，３．３６）

３５（１９ １）１．２５（０．７４，２．１２）１．２６（０．６８．２．３３）

交互作用Ｐ值

Ｏ．０３３

Ｏ．０４３

ＣⅣ丌

１．００

≤１８．４

１６１（３６．６）１４７（３２．９）１．００

１８．５～２２．９

２５４（５７．７）２６７（５９．７）０．８７（０．６６，１．１５）０．８２（０．６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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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乳腺癌家族史调整；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因１ｖｒ型例数较少，故将ｃＴ型和ＴＴ
型合并

ｋｇ／ｍ２的绝经后人群比例小，研
究结果可能具有偶然性；三是ＢＭＩ未计算
脂肪比例，仅用ＢＭＩ来说明超重和肥胖与
乳腺癌的关系存在局限性；四是病例处于

不同临床分期会对当前的ＢＭＩ造成影响，
但本研究的对象均为新发病例，受饮食习
惯改变和心理压力影响小，且有８０．７％的

病例处于临床早期（０、Ｉ、Ⅱ期），由此推
断发病风险仍具有参考价值。此外，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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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只重点关注了ＧＣＬＣ基因多态性对肥胖

者体内氧化应激的影响，进一步检测其他
氧化应激相关基因，更有利于阐明肥胖者
体内氧化应激水平与乳腺癌的关系。
概括来说，本研究发现２０岁时ＢＭＩ增
加可能是绝经前乳腺癌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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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ｓｌ７８８３９０１位点本身与乳腺癌发生

风险无显著关联，但其变异基因型会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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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乳腺癌的关系，但其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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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Ｋａｗａｉ Ｍ，Ｍｉｎａｍｉ Ｙ，Ｋｕｆｉｙａｍａ

１ ７ｊ

ａｎｄ ｆａｔ

１１８ Ｊ Ｃｈｏｗ ＬＷ，Ｌｕｉ ＫＬ，Ｃｈａｎ ＪＣ，ｅｔ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ｄｙ

Ｃｌｉｎ

７６２—７７１．

１６ Ｊ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ｂｒｅａｓｔ

ｗｏｍｅｎ．Ａｓｉａｎ Ｊ

ＰＨ，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Ｋ，Ａｌｌｅｎ Ｎ，ｅｔ ａ１．Ｂｏｄ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ｉｚｅ

Ｊ．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Ｃｈａｎｇ—Ｃｌａｕｄ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０１．２０１０，２８（２６）：４０７４—４０８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ｏｄｙ

１３９一１４５．

［３］ＭｃｔｉｅｍａｎＡ，Ｉｒｗｉｎ Ｍ，ＶｏｎｇｒｕｅｎｉｇｅｎＶ Ｗｅｉｇｈ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Ｓ，Ｋｏｊｉｍａ Ｍ，Ｔｏｋｕｄｏｍｅ

ｂｒｅａｓｔ

析．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２，２８（１２）：１６４５—１６４８．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ｆ

１ ７ Ｊ Ｓｕｚｕｋｉ

郑艳敏，沈月平，刘银梅，等．中国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Ｍｅｔａ分

１４ｊ Ｌａｈｍａｒｍ

ｏｆ

Ｐｒｅｖ，２００５，１４（４）：４１９—４２６．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２，２８（１２）：１６４５—１６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ｅｔ．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Ｑ，ｅｔ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１，９４（３）：４４９—４５５．

ｒｉｓｋ

Ｚｈｅｎｇ Ｙ／Ｖｌ，Ｓｈｅｎ ＹＰ，Ｌｉｕ

ＸＯ，Ｊｉｎ Ｆ，Ｄａｉ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２１３７—２１５０．

１２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５，９３（７）：８１７－８２４．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Ｂｒ Ｊ

Ｇ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ＷＦ．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Ｋａｍａｎｇａｒ Ｆ，Ｄｏｒｅｓ

ａ１．Ｂｏｄｙ ｆａ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 ＮＳ，Ｂｉｃｋｎｅｌｌ Ｒ．Ｈｙｐｏｘｉａ

ｃａｎｃ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１，３（５）：３２３—３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２５）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