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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乳腺癌与雌激素代谢物关系的
研究进展
李丽，左怀全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 目的 总结绝经后乳腺癌与雌激素代谢物的研究进展，旨在为绝经后乳腺癌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早
期治疗提供依据，同时为将来关于雌激素代谢物和绝经后乳腺癌的研究提供有用信息。方法 检索近年来万方、
维普、知网、Pubmed 等数据库中的关于绝经后乳腺癌与雌激素代谢物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结果 雌激素代
谢 物 对 绝 经 后 乳 腺 癌 的 发 生 具 有 双 重 作 用 ， 如 2-羟 雌 酮 （ 2-hydroxyestrone， 2-OHE1） 、 2-甲 氧 雌 酮 （ 2methoxyestrone1，2-MeOE1）及 4-甲氧雌酮（4-methoxyestrone1，4-MeOE1）对绝经后乳腺癌具有“保护性”，而 4-羟
雌酮（4-hydroxyestrone，4-OHE1）和 16α-羟雌酮（16α-hydroxyestrone，16α-OHE1）具有明显“致癌性”，需要进一步
深入研究。结论 雌激素代谢物可能是乳腺癌风险的可靠预测因子，其不仅可为乳腺癌的发生机制提供线索，而
且可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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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ost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and estrogen

metabolites, which is aimed at providing the basis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early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at the same time, providing beneficial inform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Methods In recent years, the literatures about
post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and estrogen metabolites were reviewed from the databases of WanFang, VIP, CNKI,
Pubmed, and so on, to make an review. Results Estrogen metabolites and post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had a dual role,
such as 2-hydroxyestrone (2-OHE1), 2-methoxyestrone1 (2-MeOE1), and 4-methoxyestrone1 (4-MeOE1) played a
protective role for post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but 4-hydroxyestrone (4-OHE1) and 16α-hydroxyestrone (16a-OHE1)
played a carcinogenic role for post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so it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Conclusion Estrogen
metabolites may be a reliable predictor of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it is not only to provide clues for the mechanism of
breast cancer, and provide new train of thought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Keywords】 pathogenesis of breast cancer; estrogen metabolites; early diagnosis; treatment; review;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体检意识的加强，
乳腺癌的检出率得到了明显提高。特别是自 20 世
[1]

纪 70 年代开始，其发病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
[2]

势。目前国内外已从基础实验、临床研究、流行病
研究等多方面对乳腺癌的发生、发展、预后等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其中，内源性雌激素参与了乳腺癌
[3]

国内有学者 对于国内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率进行

的发生和发展的观点已得到证实 ，但其代谢产物

了大数据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乳腺癌的发病率

对乳腺癌发生和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仍较缺乏。笔

在女性恶性肿瘤中位居第 1 位，且死亡率有上升趋

者就近年来对于雌激素代谢物与绝经后乳腺癌风险
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乳腺癌的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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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治疗及预防研究提供参考，同时为将来关于雌
激素代谢物和绝经后乳腺癌的研究提供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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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靶组织中，如乳腺、卵巢等，也可进行代谢。

1 绝经后妇女雌激素的来源及其调节

进一步分析雌激素代谢途径可能有助于阐明其代

目前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雌激素在激素依
赖性乳腺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其水
[3]

平与乳腺癌风险呈正相关 。因此，阐明绝经后妇
女雌激素合成及其调控途径，可能是乳腺癌预防和
治疗研究的新切入点。
妇女自然绝经后，其循环中仍存在较低水平的
雌激素，但由于绝经后女性卵巢功能衰退，循环中
的雌激素极少由其分泌产生，其主要由肾上腺皮质
和卵巢分泌的雄烯二酮在周围组织中经一系列芳
[5]

香化酶的作用转化而成 。在绝经前，雌二醇和雌
酮的生产速率约分别为 400 g/24 h 和 180 g/24 h；
[6]

在绝经后，它们分别下降到 6 g/24 h 和 40 g/24 h 。因
此，在绝经后妇女的循环雌激素中，E1 的含量最
高。但同时 E2 对受体的作用能力远比 E1 和 E3
强，故 E2 仍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故笔者着重讨
论 E1 和 E2 的代谢产物。
雌激素的合成及不同雌激素之间的转换有多
种特殊酶类参与，如羟基类固醇脱氢酶家族、芳香
化酶等。这些酶在人体内广泛分布，其中调控芳香
化酶活性的酶类主要分布在脂肪组织，也存在于正
常和恶性乳腺组织中。对于雌激素的调节，大量研
究表明：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
（TNF）、前列腺素 E2（PGE2）等均可刺激芳香化酶
[7]

的活性 。因此，绝经后妇女血清中细胞因子水平
的明显增加可能是由于机体通过增加自身调节来促
进雌激素合成，以纠正更年期发生的雌激素缺陷。

2 雌激素的代谢
肝脏是雌激素代谢转化的主要场所，但在肝外

图1

谢物在乳腺癌中的作用。雌激素在肝脏的代谢过
程主要分 2 个阶段

[8-10]

，具体见图 1。

2.1 雌激素在肝脏中代谢的第一阶段
脂溶性雌激素经特殊的酶“细胞色素 p450 酶
系统”（p450s）而发生羟基化反应，转变成“水溶
[11]
性中间产物” 。即脂溶性 E1、E2 转变为水溶性
的 2-羟雌酮（2-OHE1）、16α-羟雌酮（16α-OHE1）和
4-羟雌酮（4-OHE1）。其中 4-OHE1 极易被氧化成
[12-13]
一种非常不稳定的醌/半醌和活性氧（ROS） 。醌/
半醌具有明显的 DNA 毒性，它可以造成 DNA 损
[14]
伤，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
[15]
10 多年前就有文献 指出，乳腺癌的风险与 4OHE1/4-MeOE1 比值呈正相关，这一结论也正支持
了：来自 4-OHE1 与 DNA 的共轭结合物是不稳定
的，是具有高度突变性的。
2.2 雌激素在肝脏中代谢的第二阶段
雌激素在肝脏中代谢的第二阶段主要是通过 2
种代谢反应（甲基化反应和葡萄糖苷酸化反应）将
“水性中间物”转变成“水性终端物”。其水性
终端物可通过胆汁排入肠道，在肠道中被食物中的
纤维质吸附，进而随粪便排出。但水溶性终端物也
可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到达肾脏，最终以尿液的
形式排出体外。
2.2.1 甲基化反应代谢 儿茶酚雌激素（2-OHE1、
4-OHE1 和 16α-OHE1）在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
（COMT）作用下转化为 2-甲氧雌酮（2-MeOE1）、4[16]
甲氧雌酮（4-MeOE1）及 16-甲氧雌酮（16-MeOE1） 。
COMT 存在于大多数组织中，作为甲基化反应的关
键酶，可将儿茶酚雌激素转化为水溶性更好的甲基

示雌激素在肝脏中的代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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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代谢物。甲基化反应既可降低雌激素活性，又阻

调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

断经由氧化作用所产生的醌类和 ROS 的途径。因

HIF-1α）、趋化因子受体 4（CXC chemokine receptor-

此，雌激素代谢的平衡对维持乳腺的健康方面具有

4，CXCR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重大的意义。

growth factor，VEGF）的 mRNA 及其蛋白的表达，
这是肝脏对雌激素解毒

抑制与乳腺癌 MCF-7 细胞的增殖、肿瘤血管生成

第二阶段的代谢反应之一。该反应的目的是将雌

及侵袭转移相关因子的表达。其中，2-甲氧基雌酮

激素及其肝脏各阶段代谢物转化成葡萄糖苷酸化

（2-MeOE2）是乳腺癌治疗的新方向，该类型药物已

雌激素，从而排出体外。即在葡萄糖醛酸转移酶

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其有效性、安全性等有待

（UGTs）或硫酸转移酶（SULTs）作用下，E1、E2、2-

研究继续验证 。

OHE1、4-OHE1 以及 MeOE1 代谢物可相应地转化

3.2 “致癌性”雌激素代谢物
“致癌性”雌激素代谢物指一类对机体具有
致癌性的雌激素代谢物，其所占比例越高，对身体
越不利，主要包括：4-OHE1 和 16α-OHE1。
3.2.1 4-OHE1 4-OHE1 是一种致癌性雌激素代谢
产物，能通过结合雌激素受体，促进乳腺肿瘤细胞
[28]
的增殖。研究 表明，4-OHE1 对人乳腺上皮 MCF10 细胞系具有转化活性，且这种活性不能被雌激素

2.2.2 葡萄糖苷酸化反应

为葡萄糖醛酸或硫酸盐

[17-18]

[19]

。目前研究 发现：肠

道内的某些致病性菌群支配着一种酶——β-葡萄糖
苷酸酶，该酶可促使排入肠道内的结合型雌激素转
换为游离型雌激素，使其重新进入肠肝循环，再次
通过肝脏进入血液循环，进而增加了循环中游离雌
激素的含量。这提示过量的 β-葡萄糖苷酸酶与罹
患乳腺癌风险的增加有关。

3 雌激素的主要代谢物及其生物活性
雌激素代谢物可根据其与乳腺癌的相关性分

[27]

拮抗剂阻止；同时，它还可经氧化代谢成醌/半醌
类物质与 DNA 结合，造成氧化损伤，促进乳腺肿
瘤的发生和发展。4-OHE1 在正常乳房组织、卵巢、
[29]

为 两 大 类 ： “保 护 性 ”雌 激 素 代 谢 物 和 “致 癌

肾上腺等均有表达，但有研究 表明，在乳腺癌组

性”雌激素代谢物。

织中 4-OHE1 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乳房组织含量，

3.1 “保护性”雌激素代谢物
“保护性”雌激素代谢物指一类对机体具有
抗癌作用或不具致癌性的代谢物，其所占比例越
高，对身体越有利，主要包括：2-OHE1、2-MeOE1
及 4-MeOE1。
3.1.1 2-OHE1 2-OHE1 为雌激素代谢的主要产
[20]
物，约 80% 均来自 E1 。它与雌激素受体（ER）的
结合力较弱，可认为不参与细胞分裂，甚至还具有
[21-22]
促细胞凋亡的作用
。尽管在化学结构上，2OHE1 与 4-OHE1 具有相同的邻苯二酚基，极易被
氧化成醌类，进而与 DNA 结合造成氧化损伤，但
由于 2-OHE1 的甲基化极快，仅高水平的 2-OHE1
[23-24]
才会显出和 4-OHE1 同样的致癌性。研究
表
明：尿液中 2-OHE1 的含量可评估代谢反应的平衡
性，2-OHE1 含量正常提示代谢反应处于平衡状
态，可降低绝经后妇女罹患乳腺癌的危险性，适当
提高 2-OHE1 的水平或许对于抗乳腺癌肿瘤细胞还
有着重大的作用。
3.1.2 2-MeOE1 和 4-MeOE1 2-MeOE1 和 4MeOE1 主要由儿茶酚雌激素经过肝脏第二阶段甲
基化代谢形成，其中 2-MeOE1 具有明显的抗癌性，
4-MeOE1 无致癌性，两者通常被视为是预防乳腺癌
[25]
[26]
的物质 。目前有研究 表明：2-MeOE2 可通过下

这提示 4-OHE1 与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有关。
3.2.2 16α-OHE1

与 2-OHE1 不同，16α-OHE1 与

ER 的结合力较强。二者一旦结合，几乎不能下调
受体，具有诱导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也被称为雌
[30]

激素的一种激动剂。现已有研究 表明，高浓度的
16α-OHE1 可能和乳腺癌的发病有关。早前 Dallal
[31]

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2-OHE1/16α-OHE1 值与乳腺
[32]

癌风险无关；但后期有学者 的研究表明，2-OHE1/
16α-OHE1 值与乳腺癌风险呈负相关，其比值越
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性越低；反之，则风险越高。

4 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
目前雌激素作为乳腺癌的病因之一已被广泛
证实，且学者们提出了较多相关的发生机制，如雌
激素受体介导的有丝分裂和增殖机制、不依赖雌激
素的 DNA 损伤机制等

[33-34]

。然而，雌激素的代谢是

一个需要多种关键酶介导、多途径的复杂过程，这
一过程既平衡了机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同时不同途
径产生不同的雌激素代谢物（如上述）。这些雌激
素代谢物作为底物发挥不同作用，参与肿瘤的发生
和发展，其含量间的比值更代表着代谢失平衡的方
向，如 2-羟雌酮∶16α 羟雌酮、4-羟雌酮∶4-甲氧雌
酮、4-羟雌二醇∶2-甲氧雌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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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于 2-羟雌酮和 16α 羟雌酮，早在 30 多
[35]

年前，Schneider 等 发表了第 1 项关于雌激素代谢
[35]

用提出了多种假设，但没有强有力的分析方法准确
地描述雌激素代谢谱在大规模人群研究中的应

与乳腺癌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研究 结果表明，

用。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助阐明个体代谢产物及

16α 羟雌酮及其下游代谢产物的含量与乳腺癌呈正

其途径在乳腺癌中的作用机制，包括对激素受体状

相关。这在当时是一种对权威的挑战，因为早先的

态的研究（乳腺癌已被视为一种异质性疾病，对 2-

临床及实验室研究已经表明：16α 羟雌酮及其下游

羟雌酮/16a-羟雌酮比值的研究探索已转为针对激

代谢产物的含量与乳腺癌呈负相关

[36-37]

[40]

。20 世纪

素受体的不同状态的研究 ）。如果雌激素代谢生

末，有国外学者 提出，雌二醇氧化途径产生的 2-

物标志物被确认为乳腺癌风险的可靠预测因子，它

羟雌酮与 16a-羟雌酮处于平衡状态，是降低乳腺癌

们不仅为乳腺癌的发生机制提供新线索，而且在临

风险的生物标志物。近年有较多关于 2-羟雌酮/

床上也可用于早期诊断和治疗。

[38]

16a-羟雌酮比值的前瞻性研究

[39-40]

, 目前围绕其研究

的报道有 300 多篇，但仅仅只有在样本量最大的研
[41]

究 （包括 793 例乳腺癌病例和 1 685 例对照，受试
者均为近期未接受外源性雌激素的绝经后妇女）中
证实：2-羟雌酮/16a-羟雌酮比值最高的人群罹患乳
腺癌的风险相较于最低比值人群罹患乳腺癌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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