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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饮食与患乳腺癌的风险
在等待饮食成分更清晰证据的同时，公众健康信息
应重点关注酒精和肥胖

Alcohol, diet, and risk of breast cancer
Public health messages should focus on alcohol and obesity while we
wait for clearer evidence on dietary components
来源：BMJ 2016;353:i2503 doi: 10.1136/bmj.i2503

The BMJ刊登的两篇链接文章指出，

酒精和饮食与西方国家女性两大最常见

疾病有关：乳腺癌与缺血性心脏病 1,2。

Dam及其同事对丹麦2.2万名绝经妇女进

行5年随访，发现相对于每天摄入固定量

酒精的女性，若每天增加 2次酒精摄入，

则患乳腺癌的几率增加30%，但是罹患缺

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降低20%。

尽管上述结论是基于以前的研究，但

确有研究表明改变酒精摄入量，乳腺癌发

生率也会相应变化，这一点更加证实了两

者的相关性。关于增加酒精摄入能减少

女性罹患缺血性心脏病的报道，如果在研

究中未纳入健康状况欠佳人群，研究结论

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既往研究显

示，英国乳腺癌患者中11%与饮酒相关 3，

增加酒精摄入可能增加乳腺癌发生风险，

这一发现十分重要。然而，对于中年人群

减少酒精摄入是否能降低乳腺癌发生率

尚不清楚。Dam等进行的研究，虽然对此

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有部分数据支持该

观点。

酒精与缺血性心脏病的关系尚不明

确。摄入低到中量的酒精可能减低缺血

性心脏病的发生风险，但是却增加了乳腺

癌和其他致死疾病的发生率，此举得不偿

失。况且，改善生活方式、应用他汀作为

一级预防的药物等方式，均可降低缺血性

心脏病的发生风险。

第二篇文章中，Farvid和他的同事探

究青少年时期及成年早期的蔬菜、水果的

摄入量对乳腺癌发生的影响。研究纳入

了90 000名美国护士，记录她们成年早期

每日的饮食，其中一半通过回忆记录她们

青少年时期的饮食。研究发现，成年早期

的水果摄入量，以及青少年时期或者成年

期的蔬菜摄入量与乳腺癌发生无关，但是

青少年时期水果摄入量高者（2.9 比 0.5
份/天），中年时期诊断为乳腺癌的几率降

低了25%。

早在 40多年前，关于饮食与乳腺癌

发生的研究就已经开始，现在得到较明确

的结论为酒精和肥胖与乳腺癌发生有

关。在每日基础摄入量外，每增加10%酒

精摄入罹患乳腺癌风险增加，以及肥胖的

绝经后妇女较体型苗条的绝经后妇女患

癌风险增加 50%。近日，一项对 20个队

列研究的综合分析表明，成年时期水果和

蔬菜的摄入量与总的乳腺癌发生率无

关 4。目前缺乏对幼年时期饮食与乳腺癌

发生风险的研究，但也发现了其他因素对

乳腺癌发生的影响，如初潮时间过早增加

乳腺癌发生风险，而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

相对肥胖可减少乳腺癌发生风险 5。

Farvid及同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青

少年时期水果摄入量与乳腺癌发生的关

系受激素受体水平的影响，并且雌孕激素

受体阴性的乳腺癌发病率受水果摄入量

影响更明显。该研究分析了乳腺癌不同

亚型发生风险受饮食的影响，尽管纳入样

本较少，但仍具有重大意义。例如，Jung
及其同事发现，提高蔬菜（不包括水果）摄

入量可减少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发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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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但对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影响不大，研究数据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进一步探明青少年

水果摄入与乳腺癌发生风险的关系。在英国，11~
18岁的青少年，瓜果蔬菜的日平均摄入量仅为 3
份，仅为推荐摄入量的 10%，需继续宣传蔬菜水果

对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多进食瓜果蔬

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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