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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利用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探讨ＢＭＩ与恶性肿瘤发病的关联性及其强度。

方法采用２００６年开滦集团体检人群队列（收集基线调查时人口学、生活方式和身高、体重等测
量指标信息）．通过主动和被动随访相结合方式，收集肿瘤发病、死亡等结局信息。排除随访时
问＜１年的新发病例后，采用多因素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低体重、超重和肥胖与肿瘤发病
的风险比（ＨＲ）和９５％ＣＩ，调整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吸烟、饮酒和ＨＢｓＡｇ（仅在肝癌中调
整）：对男性肺癌、肝癌和女性乳腺癌分别按吸烟、ＨＢｓＡｇ和绝经状态分层后纳入模型重新分
析。结果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 Ｅｔ，随访人群纳入队列１３３ ２７３人，其中男性１０６ ６３０人（８０．０ｌ％）、女
性２６ ６４３人（１９．９９％），共随访５７０ ５３１．０２人年，平均随访时间为４．２８年。男性低体重（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ｍ２）２ ３８７人（２．２４％），正常体重（ＢＭＩ 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ｍ２）４５ ０９０人（４２．２９％），超重（ＢＭＩ ２４．０—
２７．９ ｋｇ／ｍ２）４３

７７４人（４１．０５％），肥胖（ＢＭＩ≥２８．０ ｋｇ／ｍ２）１５ ３７９人（１４．４２％）；女性低体重８５８人

（３．２２％），正常体重１４ ０３７人（５２．６９％），超重８ ５０７人（３１．９３％），肥胖３ ２４１人（１２．１６％）。共收集肿
瘤新发病例１ ６４７例，其中男性１ ３４８例，女性２９９例。多因素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与

正常体重者相比，男性低体重者胃癌（ａ／／Ｒ＝３．８２，９５％ＣＩ：１．９７。７．３８）和肝癌（棚月＝３．００，９５％Ｃ１：
１．３６～６．６５）的发病风险增加；男性肥胖（ａＨＲ＝２．７５，９５％Ｃ１：１．２５．６．０６）和超重（ａ／／Ｒ＝１．９８，９５％ＣＩ：
１．０３，３．８２）者结肠癌发病风险增加；男性膀胱癌病例中，超重为保护性因素（ａＨＲ＝０．４４，９５％ＣＩ：
０．２３—０，８４）；男性肺癌病例中，超重和肥胖均为保护性因素（超重：ａＨＲ＝０．５９，９５％Ｃｌ：Ｏ．４６一Ｏ．７６；
肥胖：ａＨＲ＝０．６４，９５％ＣＩ：Ｏ．４４。Ｏ．９２）。而较之体重正常女性，女性肥胖者乳腺癌（ａＨＲ＝１．８６，
９５％Ｃ１：１．０５～３．３１）的发病风险增加：分层分析显示：刘‘于男性肺癌，超重对不吸烟者和吸烟者均
起保护作用（小吸烟者：ａＨＲ＝０．５０，９５％Ｃ１：Ｏ．３５—０．７２；吸烟者：ａＨＲ＝０．７０，９５％ＣＩ：０．５０一Ｏ．９８），肥
胖仅对男性不吸烟者起保护作用（ａ／／Ｒ＝０ ５７，９５％ＣＩ：Ｏ．３３～Ｏ．９７），而男性吸烟者与肺癌发病风险
不存在相关性（ａＨＲ＝０．７２，９５％Ｃ１：０．４３～１．２１）。按女性绝经状态分层后，肥胖增加了绝经后乳腺
癌的发病风险（ａＨＲ＝１．９７，９５％ＣＩ：１．０１～３．８２），而与绝经前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无统计
学意义：结论ＢＭＩ与恶性肿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因肿瘤不同而存在差异。低体重与男性胃癌
和肝癌的发病风险存在相关性，肥胖与男性结肠癌、女性绝经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存在
相关性，而超重可能刘‘于男性肺癌和膀胱癌发病起到保护作用，肥胖可能对于非吸烟男性肺癌发
病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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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ａｄｊｕｓｔｅｄ日Ｒ＝１．９８．９５％ＣＩ：１．０３—３．８２）ａｎｄ‘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艘＝２．７５，９５％Ｃｌ：
１．２５—６．０６）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ｍａｌｅｓ．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ｓｅｅｍｅｄ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ｌｅｓ．Ｂｕｔ ｆｏｒ ｂｌａｄｄ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日Ｒ＝０．５９，９５％ＣＩ：０．４６一Ｏ．７６；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ｅｌｌ（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粥．

ｏｂｅｓｅ傩．ｎｏｒｍ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日Ｒ＝０．６４，９５％ＣＩ：

Ｏ．４４一Ｏ．９２）．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９５％Ｃ，：１．０５—３３１）．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ＨＲ＝０．４４，９５％Ｃ／：０．２３—０．８４）．Ａｎｄ ｆｏｒ ｌｕｎｇ

ｍａｌｅｓ．ｂｏｔｈ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ａｓｅ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艉＝１．８６，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ｍｏｋｉｎｇ，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ｂｏｔｈ ｍａｌｅ ｎｏｎ—ｓｍｏｋｅｒｓ（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ＨＲ＝０．５０．
９５％Ｃ７：０｜３５一Ｏ．７２）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ｓｍｏｋｅｒｓ（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ｚ珊＝０．７０，９５％（７／：０．５０—Ｏ．９８）ｗｈｉｌ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ｍａｌｅ

ｎｏｎ—ｓｍｏｋｅｒｓ（ａｄｊｕｓｔｅｄ月Ｒ＝０．５７，９５％Ｃ，：０３３一Ｏ．９７），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ｓｍｏｋｅｒｓ（ａｄｉｕｓｔｅｄ ＨＲ＝０．７２．９５％ＣＩ：０．４３一１．２１）．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ｂｙ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ＨＲ＝１．９７，９５％Ｃ７：１．Ｏｌ一３．８２），ｂｕ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ＭＩ 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ｌａｄｄ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ｂｙ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ｉｔｅ．Ｕｎｄ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ｉｎ ｍａｌｅｓ．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ｎｌ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ｍａｌｅｓ．ｂｒｅａｓｔ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ｍｉｇｈｔ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ｕｎｇ

ｎｏ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ｍｉｇｈｔ ｐｌａｙ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ｌｅ ｎｏｎ－ｓｍｏｋ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ＢＭＩ与结肠癌、子宫内膜癌、肾细胞癌、食管鳞

休职工开展每两年一次体检，截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

癌和绝经后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有关”１ ２。为

日已完成３次体检。内容包括问卷调查（社会人口

此本研究在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基础上，探讨ＢＭＩ

学信息、生活方式因素、疾病既往史和家族史、工作

与目标人群不同部位恶性肿瘤发病的关联性及其

和生活环境等）、基本体检项目、血液指标检测（包括

强度。

血常规、生化、肿瘤标志物等）以及影像学检查（包括
对象与方法

超声、Ｘ线和心电图）。共有１３７ ３６６名职工参加了

体检，人群覆盖率为８７．１％。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

１．研究对象和基线调查：２００６年５月由开滦集

龄≥１８岁；基线调查时年龄（或出生日期）、身高和

团所属的１１家医院（开滦总医院、林西医院、赵各庄

体重等信息无缺失；如为肿瘤病例随访时间应≥１

医院、唐家庄医院、范各庄医院、吕家坨医院、荆各庄

年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医院、林南仓医院、钱家营医院、马家沟医院和开滦

２．随访和质量控制：所有研究对象每两年主动

医院分院）按照统一标准，对集团内全体在职及离退

随访１次，以了解恶性肿瘤发生、死亡和其他死因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３月第３５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３

·２３３

等。对随访中发现的肿瘤新病例，经严格培训的调

ＢＭＩ均值（２３．８７±３．５２）ｋｇ／ｍ２，平均随访时间４．２９

查员到其诊治的医院摘录病史资料以核实诊断；对

年。研究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多集中于初中和高

夕Ｅ亡者除收集医院病历资料外，还将对家属进行死

中文化程度；男性人群吸烟和饮酒率分别为４６．９９％

因调查，并到公安机关核实死因。为弥补发病和死

和４８．０３％，低体重率、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亡病例遗漏，将开滦集团医疗保险系统、唐山市医疗

２．２４％、４１．０５％和１４．４２％；女性人群吸烟率和饮酒率

保险系统以及开滦总医院的出院信息系统提供的数

分别为１．６８％和６．２２％，低体重率、超重率和肥胖率

据作为补充手段进行每年一次的被动随访，以发现

分别为３．２２％、３１．９３％和１２．１６％（表１）。

队列主动随访中遗漏的肿瘤新发病例。调查表资料

表１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及相关信息

由经培训人员录人，并进行逻辑校对。采用世界卫

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ＩＡＲＣ／ＷＨＯ）提供的
ＣａｎＲｅｇ

４．０软件（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ａｃｒ．ｃｏｍ．ｆｒ／ｃａｎｒｅ９４．ｈｔｍ）

对肿瘤新发病例进行录入及逻辑核查，按照国际疾
病分类第１０版（ＩＣＤ一１０）进行肿瘤病例分类。
３．自变量分类和结局变量定义：由基线调查时
医护人员测定的身高和体重计：算ＢＭＩ（ｋｇ／ｍ２）。超

重和肥胖的标准遵循卫生部发布的《中国成人超
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Ｄ１，即ＢＭＩ＜Ｊ８。５

ｋｇ／ｍ２

为低体重，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ｍ２为正常体重，２４．０～
２７．９

ｋｇ／ｍ２为超重，≥２８．０ ｋｇ／ｍ２为肥胖。本研究仅

分析队列中病例数≥５０例的７种恶性肿瘤：肺癌
（ＩＣＤ一１０为Ｃ３３一Ｃ３４）、结直肠癌（ＩＣＤ～１０为
Ｃ１８一Ｃ２１）、肝癌（ＩＣＤ一１０为Ｃ２２）、胃癌（ＩＣＤ一１０为
Ｃ１６）、肾细胞癌（ＩＣＤ一１０为Ｃ６４一Ｃ６６，Ｃ６８）、膀胱癌
（ＩＣＤ一１０为Ｃ６７）和女性乳腺癌（ＩＣＤ一１０为Ｃ５０）。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ＡＳ ９．２软件对数据进行整
理和统计学分析。队列中人年数采用精确法计算，
进入队列的时间为首次参加体检的时问，出队列的
时间为发生肿瘤时间、死亡时间或随访截止时间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采用多因素Ｃｏｘ比例风险回

归模型分析ＢＭＩ与各部位肿瘤发病的风险比（ＨＲ）
及其９５％ＣＩ，调整的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吸

２．ＢＭＩ与肿瘤发病问的关系：截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烟（是或否）和饮酒（是或否），肝癌的分析中还调整

３１日体检人群共收集恶性肿瘤病例１ ６４７例，其中

了ＨＢＶ感染情况（ＨＢｓＡｇ阳性或阴性）。对男性肺

男性ｌ ３４８例，女性２９９例。主动随访收集１０３例，被

癌、肝癌和女性乳腺癌分别按吸烟状况、ＨＢｓＡｇ结

动随访收集ｌ ５４４例。随着ＢＭＩ的增加，男性肺癌

果和绝经状态分层后纳入模型重新分析。采用双侧

发病率降低，而男性结肠癌、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增加

ｃｔ＝０．０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趋势检验Ｐ＜０．０５）（表２）。

结

果

多因素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与正
常体重相比，超重和肥胖均为男性肺癌保护性因素

１．队列研究一般情况：截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超重：ａＨＲ＝０．５９，９５％Ｃ／：０．４６～０。７６；肥胖：ａＨＲ＝

最终进入研究队列１３３ ２７３人，共随访５７０ ５３１．０２人

０．６４，９５％ＣＩ：０．４４—０．９２）。进一步按吸烟状况分层

年，平均随访时间为４．２８年。其中男性１０６ ６３０人

后发现（表３），超重对男性不吸烟者和吸烟者均起

（８０．０１％），平均年龄（５１．０７±１３．５４）岁，ＢＭＩ均值

保护作用（不吸烟者：ａＨＲ＝０．５０，９５％ＣＩ：０．３５～

（２４．５７±３．３１）ｋｇ／ｍ２，平均随访时间４．２８年；女性

０．７２；吸烟者：ａＨＲ＝０．７０，９５％Ｃ／：０．５０。０．９８），肥胖

６４３人（１９．９９％），平均年龄（４７．３７±１２．０４）岁，

仅对男性不吸烟者起保护作用（ａＨＲ＝０．５７，９５％０：

２６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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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研究队列男女性别人群不同水平ＢＭＩ与各部位肿瘤发病危险性间的关系

１．３５；肥胖：ａＨＲ＝０．８６，９５％Ｃ／：
０．４２—１，８０）。低体重可以增加男
性胃癌（ａＨＲ＝３．８２，９５％ｃ，：１．９７～
７．３８）和肝癌（ａＨＲ＝３．００，９５％ＣＩ：
１．３６—６．６５）的发病风险，按
ＨＢｓＡｇ检测结果分层（表３），低

体重可增加男性ＨＢｓＡｇ阳性者
肝癌的发病风险（ａＨＲ＝４．３２，
９５％ｃ，：１．４８～１２．５６）．而与ＨＢｓＡｇ
阴性者肝癌发病风险间的关联
性无统计学意义（ａＨＲ＝２．３１，
９５％Ｃ／：０．６９～７．７２）。超重为男
性膀胱癌保护性因素（ａＨＲ＝
０．４４，９５％Ｃ／：０．２３～０．８４）。ＢＭＩ

与男性肾细胞癌的发病并不存在
相关性。与正常体重相比，肥胖
可增加女性乳腺癌（ａＨＲ＝１．８６，
９５％Ｃ／：１．０５～３．３１）的发病风
险。按女性绝经状态分层（表
３），肥胖增加了绝经后乳腺癌的
发病风险（ａＨＲ＝１．９７，９５％ＣＩ：
１．０ｌ～３．８２），而与绝经前乳腺癌

的发病风险间的关联性无统计学
意义（ａＨＲ＝１．０９，９５％Ｃ／：０．３１—
３．７８）。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低体重（ＢＭＩ＜
１８．５

ｋｇ／ｍ２）可增加男性胃癌和肝

癌的发病风险，肥胖（ＢＭＩ≥
２８．０

ｋｇ／ｍ２）可增加男性结肠癌、

女性卵巢癌和女性绝经后乳腺
癌的发病风险，并降低非吸烟男
注：“只调整年龄；６调整年龄、受教育程度、吸烟（吸烟或不吸烟）和饮酒（饮酒或不饮
酒）；‘调整年龄、受教育程度、吸烟（吸烟或不吸烟）、饮酒（饮酒或不饮酒）和ＨＢｓＡｇ（阳性或
阴性）：。无病例；。病例中吸烟状况数据缺失

Ｏ．３３～Ｏ．９７），而与男性吸烟者中肺癌的发病风险不

性肺癌的发病风险，而超重
（２４．０ 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７．９ ｋｇ／ｍ２）

可降低男性肺癌和膀胱癌的发病

风险。

存在相关性（ａ／／Ｒ＝０．７２，９５％ｃ，：０．４３～１．２１）。将结

本研究超重和肥胖可降低男性肺癌的发病风

直肠癌合并分析发现，ＢＭ］与男性结直肠癌发病不

险，与最近发表的Ｍｅｔａ分析结果一致｛４】。有文献报

存在相关性，但将结直肠癌按解剖部位分为结肠癌

道吸烟者与同性别同年龄段的非吸烟者相比，ＢＭＩ

和直肠癌后，超重和肥胖与结肠癌的发病风险存在

值偏低ｂ］，本研究的分析也证实该结论（Ｐ＜０．０１）。

相关性（超重：ａＨＲ＝１．９８，９５％ＣＩ：１．０３～３．８２；肥胖：

考虑到“吸烟”为一项很强的混杂因素，按吸烟状况

ａＨＲ＝２．７５，９５％Ｃ１：１．２５—６．０６），但与直肠癌的发病

进行分层分析，结果发现超重在非吸烟者和吸烟者

风险不存在相关性（超重：ａＨＲ＝０．８２，９５％ＣＩ：０．５０—

中依然对肺癌发病起保护作用，而肥胖仅在非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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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不同水平ＢＭＩ与男性肺癌、肝癌及女性乳腺癌发病关系分层分析
项

＜１８．５

１８．５～

２４．０～

前瞻性研究并未发现肥胖与男性结肠癌
和直肠癌间的关联【１４’”１。本研究发现在目

ＢＭ）（ｋｇ／ｍ２）

目

·２３５·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ｖｏＩ．３５，Ｎｏ．３

≥２８．０

标人群中超重和肥胖可增加男性结肠癌

的发病风险，但与直肠癌的发病不存在相
关性，这与一些研究结果一致阳。１“。本研

究结果提示，同其他研究结果相似。“，如
将结肠和直肠合并分析其发病与ＢＭＩ的
关系，有可能低估肥胖对中国人群结肠癌
的发病危险性。
一些前瞻性研究表明，超重或肥胖可
增加男性肾细胞癌的发病风险¨７·”，。本研
究也发现超重或肥胖可增加男性肾细胞癌

的发病风险，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超
重：ａＨＲ＝１．１７，９５％ＣＩ：０．６６～２．０９：肥胖：

棚足＝１．６６，９５％叫：Ｏ。８０—３。４２）。还发现
超重可减少男性膀胱癌的发病风险。
本研究发现肥胖可增加女性绝经后乳
腺癌的发病风险，但与绝经前乳腺癌的发

病不存在相关性，与上海市一项女性队列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
注：“调整年龄、受教育程度和饮酒（饮酒或不饮酒）；５调整年龄、受教育程度、
吸烟（吸炯或不吸烟）和饮酒（饮酒或不饮酒）；‘无病例

肥胖对雌激素生物活性的影响受绝经期雌
激素和孕激素产物的调节，绝经后脂肪组

者中对肺癌发病起保护作用。有研究表明，体脂和

织成为内源性雌二醇的主要来源［２ ０’２“，因此绝经后

肥胖相关基因（ｆａｔ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肥胖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较高，而雌激素暴露是乳

的等位基因与ＢＭＩ增加存在相关性，且该等位基因
降低了肺癌的发病风险”ｊ，似乎可解释超重或肥胖

腺癌最根本的致病危险因素乜２｜，由于增加了雌激素

可降低男性肺癌发病风险的机制。

的暴露水平，肥胖间接地增加了乳腺癌的危险性。

肥胖与恶性肿瘤相关的生物学机制目前仍存在

本研究发现低体重可增加胃癌的发病风险，这

争议。与肥胖代谢改变相关的机制包括葡萄糖耐量

与一项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胃癌的癌

受损、高脂血症、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以及

前病变影响饮食，进而出现体重降低。由此推论，

循环中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Ｉ及其结合蛋白的

ＢＭＩ与胃癌发病风险并不是简单病因关系，而是相

水平的改变可能与肿瘤发病相关陋卜２５。。此外，由脂

互影响、综合相关。近期一篇前瞻性研究的Ｍｅｔａ分

肪细胞分泌的一些炎症介质，如细胞因子、前列腺素

析显示％１，肥胖可增加肝癌的发病风险，而本研究却

等，可能在肥胖与某些部位的肿瘤发病中起一定的

发现低体重同时也可增加肝癌的发病风险，提示

作用［２ ６’２“，而ＢＭＩ是最常用评价肥胖的综合指标之

ＢＭＩ与肝癌的发病可能呈“Ｕ形”相关，低体重或肥

一。本研究提示ＢＭＩ与恶性肿瘤之间存在一定的

胖／超重均可增加肝癌发病风险。按ＨＢＶ感染状态

联系，体重过低或过高的人群往往更容易罹患某些

分层，可见低体重在男性ＨＢｓＡｇ阳性者中显著增加

肿瘤。进一步的随访、内暴露指标的测量及病因学

肝癌的发病风险，而在ＨＢｓＡｇ阴性者中与肝癌发病

的探索将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探讨ＢＭＩ与恶性肿瘤

风险问的关联性无统计学意义，可能是低体重营养

发病风险的相关性及其机制的研究。

状态导致机体免疫力降低。

本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如随访时间较短（平均随

近期的前瞻性研究表明口。１，超重和肥胖可增加

访时间为４．２８年），一些部位肿瘤因病例数太少而导

男性结肠癌的发病风险，但与：耋肠癌的发病不存在

致研究结果不够稳定；此外本研究中女性研究对象

相关性：而另一些前瞻性研究却显示”２ｔ”］，肥胖可增

较少，使ＢＭＩ与某些女性肿瘤发病风险的性别差异

加男性结肠癌和直肠癌的发病风险，此外还有一些

无法体现。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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