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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甲状腺计划：欧洲因碘更聪明 

一项确保全欧洲人充足碘摄取的新项目 

提供：EUthyroid project 网站 (http://euthyroid.eu) 和 Henry Völzke 等.  

摘自: Ensuring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I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Thyroid 

2016, 26(2). 

 

尽管在欧洲碘盐实施 50 多年了，但整个欧洲有 20 个国家没有食用或非常

有限的食用加碘盐。很少有国家能规律监测碘摄取量，可用于比较的数据非常有

限。最近的一篇综述报道，至少 14 个国家在过去两年中没有执行碘营养状态的

国家调查，至少 17 个国家没有进行任何碘营养监测。 

碘营养监测在欧洲是强制的，为什么如此落后呢？中欧包括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大约 6 亿人口，2007 年报道，1/4 的国家存在碘缺乏，在碘干预政策实

施的这些年里进步很小。同时，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即使孕期暴露于轻度碘缺

乏，也可能会对后代的认知和可教育能力有不利的影响。人群平均 IQ 很少的降

低会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和幸福水平。 

因此，为了战胜欧洲碘缺乏，WHO 建议通过以规律监测为基础来提高 IDD

防御水平。 

但是，在紧盯 IDD 防御目标的基础上，碘营养状态的评估方法如何为佳，

碘营养状态的地图如何有效， 以及不可忽视的费用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

究。 



 

EUthyroid 是使欧洲更聪明的计划，旨在探讨欧洲人群碘营养状态，同时，

解决为达到有效 IDD 防御而面临的数据收集、结果研究、花费分析上的瓶颈问

题。 

EUthyroid 强调孕期碘缺乏的问题。主要的任务是目前项目的标准化数据收

集和性价比分析。特别强调了孕妇，因为碘缺乏通过孕妇潜在地影响儿童智力发

育。 

（孙毅娜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甲功正常计划介绍 

2015 年 16 月 1 日开始实施，持续 3 年，耗费 3,375,330 欧元。 

参加者包括欧盟 22 个成员国（塞浦路斯，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和罗马

尼亚除外）和 5 个中西欧 IGN 国家（冰岛，爱尔兰，马其顿，挪威和瑞士）。 

主要任务是：①国家层面建立能够对人群（一般人群和孕妇）碘摄取标准化

数据收集的能力，以绘制整个欧洲碘营养状态地图；②比较国家的 IDD 项目和

饮食习惯，以识别饮食碘的来源；③分析现有 IDD 项目的有效性和性价比；④

建立改良和统一的碘摄取评估的合理测定方法；⑤分析来自不同碘摄取地区的三

组母亲-儿童研究数据；⑥TG 作为评价个体碘营养的生物学标志物的建立。 

（孙毅娜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瑞典和土耳其的学龄儿童碘摄取适宜但孕妇是轻度碘缺乏 

 

2007 年，WHO 在几项国家调查中发现孕妇 UIC 低于学龄儿童。有三项调

查发现学龄儿童碘营养充足而孕妇不足。2011 年，一项人群研究的综述认为学

龄儿童充足碘营养不能反映孕期碘营养充足。 

 

土耳其 

1997-1999 年全国调查中，学龄儿童碘缺乏广泛存在，在特拉布宗省，儿童

UIC 只有 14μg/L，为严重碘缺乏；2007 年，特拉布宗省儿童 UIC 达到 145μg/L，

显示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消除碘缺乏；2011-2012，仍在特拉布宗省，尽管儿童

UIC 处于适宜水平，但孕期未服用碘补充剂的孕妇 UIC 只有 102μg/L，并且随着

妊娠进展逐渐降低（孕早中晚分别是 122μg/L，97μg/L，87μg/L）。血清 fT3 和

fT4 也相应降低。90.7%的孕妇使用加碘盐。 

 

瑞典 

2006-2007，学龄儿童 UIC 为 125μg/L，显示碘适宜。2010.1-2012.7 的调查

发现孕晚期孕妇 UIC 只有 98μg/L。2012 年，市售盐中只有 27%为加碘盐。另外，

儿童乳制品的消耗远远高于孕妇。 

 

当碘盐不能满足需要时，碘补充剂会使孕妇获益 

可靠的数据表明碘缺乏会影响到欧洲 2/3 的孕妇。在碘盐覆盖不均或失效的

地方，根据儿童碘缺乏的严重程度，孕妇应该接受除碘盐之外每日 100-200μg



 

的碘补充剂。 

（孙毅娜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蒙古：持续消除 IDD 

钱明（IGN 中国和东亚协调员） 

N. Bolormaa（IGN 蒙古协调员） 

政策支持 

蒙古政府在 1996 年 1 月实施了第一个消除 IDD 的 4 年国家项目。并将 9 月

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位国家消除碘缺乏病日。 

 

法律保证和国际支持 

在 2003 年将碘盐预防碘缺乏写入了法律，规定在蒙古只有碘盐能够进口和

销售，并且使用在食品加工中。法律加速了消除碘缺乏病的进程。 

 

通过国家调查进行 IDD 监测 

为了评估消除碘缺乏病项目对人群碘营养的影响，由 WHO 和 UNICEF 资助，

蒙古卫生部营养研究中心来执行，分别在 1993-1995、1999、2004 和 2010 年进

行了全国营养调查。 

 

最近的调查显示充足的碘摄取 

2010 年执行的第 4 次调查显示：儿童 UIC 为 171.2 μg/L，触诊法甲肿率降

至 7.3%。孕妇 UIC 为 151.5 μg/L，处于碘适宜水平。碘盐覆盖率为 89.1%。但

是，各区发展不均衡，在 Khangai 地区和西部地区碘盐覆盖率上升缓慢，甲肿

率仍高于其它区域。 

 



 

Khangai 地区和西部地区 

这两个地区 IDD 防止进展缓慢，在人口稀少地区铺开的盐业生产主要掌控在

少数小型企业中，可能缺乏食盐碘化的技术。一项特殊的计划应该评估这两个地

区的 IDD 患病率，并提高加碘盐的使用。 

（孙毅娜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碘营养补充降低女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摘 自 ： Herter-Aeberli I et al. Iodine Supplementation Decreases 

Hypercholesterolemia in Iodine-Deficient, Overweight Wome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July 22, 2015 

 

在摩洛哥随机对照试验表明,碘营养补充能够改善中度或重度碘缺乏超重女

性的血脂。因为碘缺乏继续影响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它仍然是全球的亚

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常见原因。在一些亚临床炎症研究中表明，临床和亚临床

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增加血脂异常的风险，即使 TSH 在正常范围内，并且在碘

充足的群体中，高水平 TSH 预示着高总胆固醇、高体重指数和高的冠状动脉疾

病死亡率。作者调查显示，改善碘营养状态，不仅可以降低血清 TSH 水平，而

且可以改善血脂水平，使之降低或者正常。 

 

摩洛哥妇女承受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 

摩洛哥全国儿童尿碘中位数浓度(UIC)只有 69μg / L，超重和肥胖率以及高血

脂和 2 型糖尿病发病率也迅速增加。作者招募了 163 名女性，年龄在 20 和 50

岁（绝经前），BMI 在 27 和 40 之间（超重或肥胖），妇女被随机分配接受治疗，

每日 200μg 碘化钾片或安慰剂（不含任何碘外观相同制剂），分别为治疗组和安

慰剂组，连续给予六个月。 

 

碘补充降低 TSH 水平和改善高血脂 

结果发现，治疗组的尿碘中位数从 38μg/ L（95％CI：34-45μg/ L）增加到



 

77μg/ L（95％CI：59-89μg/ L），TSH 水平低于安慰剂组的 33％。总胆固醇水

平降低了 11％，只有约五分之一的治疗的妇女胆固醇水平仍高（安慰剂组的占

34.8％）。 

进一步的研究还应该确定这些发现是否可以应用于存在不同严重程度的碘

缺乏和代谢危险因素的其他人群。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碘盐在 2000-2010 十年间如何改变 

摘自：Thach Duc Tran, Basil Hetzel & Jane Fisher. Access to iodized salt in 11 

low- and 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2000 and 2010. 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16, 94:122-129. 

 

自 1994 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荐，全民食盐加碘作

为一种安全、节约、高效的政策，可以确保足够的膳食碘摄入量。大多数国家通

过食盐加碘的立法，并引入 IDD 控制方案，进而确保 90％以上的家庭能够获得

充足的碘盐。全球居民碘盐覆盖率（HHIS）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不到 10％急剧

增加到 66％。 2011 年，全球 70％家庭都能获得充足的碘盐。 

HHIS 是集群调查多重指标（MICS）中的一个关键指标-由儿童基金会发起的

国际调查。 根据 2000 年和 2010 年在 11 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非共和国，

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肯尼亚，蒙古，摩尔多瓦共和国，塞拉利昂，

苏丹，斯威士兰，越南）MICS 的调查数据 ，作者计算了家庭盐碘的两个指标：

（i）家庭具有足够碘盐的比例（即至少 15ppm）和（ii）在任何碘盐的家庭中具

有充足碘盐的家庭的比例，他们还探讨了这些指标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

经济变量（HDI，GDP）之间的关系。 

 



 

图 1  11 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在 2000 到 2010 十年间， 

居民具有充足食用碘盐的家庭比例。 

HHIS 已经有所增加，但经济差距依然存在。如上图：2000 年到 2010 年间

11 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充足碘盐的家庭比例情况。 

实现和维持全民食盐加碘对许多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遥远的目标，需

要政府，双边和多边机构和民间团体重新做出明确的努力，从而避免碘缺乏疾病

给人们带来的负担。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埃及亚历山大港孕妇处于碘营养充足状态 

Nawal A. Elsayed，Samar Abdel-Mohsen，Samiha A. Mokhtar，Dalia I. Tayel

营养和生物化学公共卫生系，亚历山大大学，埃及；Mohga M. Fikry 妇幼保健

系，亚历山大健康理事会 

 

历史上，埃及碘缺乏病（IDD）发病率很高，特别是在西部沙漠的新谷省， 但



 

是关于孕妇碘缺乏的数据很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评估孕

妇尿碘中位数（UIC），并估计促甲状腺激素（TSH）值升高的新生儿的患病率。 

收集孕晚期妇女尿样用于尿碘的检测，通过新生儿足跟穿刺收集血样检测

TSH 水平，采集盐样。400 名妇女的 UIC 为 170μg/ L，盐中碘含量为 50〜70 ppm，

没有死胎或新生儿先天性异常，新生儿 TSH 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 

 

图 1 充足碘盐的不均一覆盖可能导致育龄期妇女和孕妇碘营养不足 

（李永梅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塞拉利昂碘盐强化的成功使得妇女碘营养充足 

 

摘自：Rohner F, et al. Iodine status of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in Sierra 

Leon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household coverage with adequately iodized 

salt. Nutrients 2016, 8, 74; 

 

塞拉利昂的现代历史被一场残酷的内战蒙上了一层阴影。UNICEF 评估 45％

的家庭不能食用碘盐，使儿童碘缺乏不可避免。2014 年埃博拉疫情使得原本脆

弱的医疗基础设施更加不堪重负。在这一背景下，成功的强化碘盐策略作为最新

的一项公共健康事件脱颖而出。 

 

以前的碘营养状况的评估已经废弃 

在 2003 年的调查显示：学龄儿童的尿碘中位数(UIC)在 158μg / L，被认为

是足够的。但存在地区分布不均的现象，北部区尿碘偏低，同时，2008-2012 的

小学入学登记率只有 75%，在 2003 年可能更低。因此，由于没有入学的孩子被

排除在外，2003 年调查结果可能过高了。 

 

碘盐覆盖被戏剧性的改善 

2013 年塞拉利昂微量营养调查(SLMS)，定量评估盐碘含量和家庭充足碘盐

覆盖情况。调查还监测了塞拉利昂孕妇，未孕妇女，未哺乳妇女，哺乳妇女的碘

营养状况。 

 



 

HHIS 

充足碘化盐样比例高达 80.7% (95% CI: 73.1, 86.5)，但在农村还没有达到普

遍食盐加碘（至少 90%）。见下图 1。 

 

图 1 充足碘盐（≥15mg / kg）覆盖面的地理分布，塞拉利昂，2013 年。 

 

图 2  2013 年塞拉利昂 15-49 岁非妊娠妇女尿碘中位数地理分布 

 

塞拉利昂孕妇的尿碘中位数为 175.8μg/ L，认为碘营养充足；未哺乳妇女

UIC 为 175.6μg/ L，未妊娠妇女 UIC 为 203.3μg/ L，二者的碘营养充足。 



 

 

强化碘盐是一种合理的解决碘缺乏的方案。 

（李永梅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巴西孕妇的产前维生素片含碘量过低 

摘自：Excerpted from: Villagelin D, et al. Prenatal vitamin compounds available 

in Brazil are not suitable for adequate iodine supplementation of pregnant women.  

Thyroid 2016, 26(2) 

 

巴西国家卫生监管局（ANVISA）根据儿童的高碘摄入，近期提出减低食盐

加碘量。任务目标：1.明确巴西孕妇的膳食添加剂的可靠性。2.确定目前这些添

加剂中的碘含量。3.将这些指标与美国甲状腺协会制定的新推荐剂量相结合。 

25份孕妇膳食补充剂样本中9份样本的碘含量达到 ATA、ETA、WHO推荐剂

量（150μg），仅占总样本的36%。  

尽管巴西实施强制食盐加碘，但新近研究表明孕妇仍存在碘缺乏的风险。另

外，巴西市售适于孕妇的膳食补充剂中碘含量不足，国际指南的推荐剂量的一半。

基于调查结果，建议启动应急方案来保证孕妇及其后代充足碘营养，避免碘缺乏

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图1 为满足母亲和胎儿的碘需求，孕期的补充剂应含有充足的碘。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美国短吻鳄能从饮食中获得足够的碘吗？ 

 

摘自：Excerpted from: Boggs ASP et al. Urinary iodine and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to examine habitat influences on thyroid hormones among coastal dwelling 

American alligators.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Endocrinology 2016, 226:5–13. 

 

为了探讨碘对于沿海成年短吻鳄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这项研究按季节周

期检测了短吻鳄血浆T4、T3和尿碘水平。同时，经组织的稳定同位素检测技术

分析了动物长期的饮食模式。本项研究完成于佛罗里达州Merritt岛国家野生动物

保护区（MINWR），该保护区主要由江河和海洋生态构成，它有利于短吻鳄的

健康成长。 

 

饮食碘对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影响 

成年短吻鳄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存在季节性变化，以及身型大小差异。小体型

成年短吻鳄血浆T4有季节性变化，而大体型的没有。7、8月份T4达到高峰，随

后10月到来年4月份低下。 

短吻鳄的身型与尿碘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成年短吻鳄比起青少年时期

的短吻鳄在海洋或江河中觅食时间更多。 

牲畜和野生动物也会受到碘缺乏的危害。 

以往的研究证实，小身形的成年动物（包括正在哺乳的磁性动物）与淡水动

物群体比较，有较高的T3水平，与尿碘浓度呈正相关，并与新生动物的甲状腺

毒症有关。 

此项研究中有相似的结果，小身形的成年动物T3与尿碘显著相关。T3、尿碘、



 

体型的相关性显示大体型短吻鳄通过增加排泄来调控增加碘摄取，以维持稳定的

T3水平。 

沿海的成年短吻鳄觅食的海洋生物，这影响它们的甲状腺健康。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菲律宾甲状腺肿大周主题“甲肿和未来” 

 

Theo San Luis（菲律宾IGN协调员） 

 

2016年1月29日在菲律宾南部的达毕丹市（棉兰老岛9区北三宝颜省）召开了

第十届甲状腺肿大周会议（GAW），此次专题会议的口号是“甲肿和未来”。 

2013年国家调查显示9区是菲律宾唯一的碘缺乏区，UIC只有68μg/ L，在17

个区（UIC为168μg/ L的碘适宜水平）中尿碘最低。 

 

“甲肿和未来”的关键信息着重强调了碘缺乏病是一个疾病谱。 

甲状腺肿大周最为难忘的标语是“预防甲肿，提升智力，使用碘盐” 

（叶艳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头像采集 4 名摄入不足者：一项利于有效帮助他人的活动 

 

头像采集4名摄入不足者是一个特殊活动，它由IGN和健康儿童计划两个慈善

机构资助，其致力于战胜微量元素缺乏。它的创始人Jenn Korman，一名圣路易

斯的摄影师，他热衷于积极地改变世界、 “不要等待捐赠”组织的创始人。 

访谈内容： 

问：您近期的博客中谈到有效的帮助他人，为何您选择支持碘盐？ 

答：我推荐碘盐是因为它对于妇女和儿童特别重要。 “不要等待捐赠”组织致

力于食品强化，其源于卓越成功的经验和有效的投入。 

 

问：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活动是一项成功的项目。 

答：头像采集4名摄入不足者活动是“不要等待捐赠”组织的首创项目，它由弹

出式头像采集工作室筹集资金并发起，关注潜在摄入不足者。 

 

问：在头像采集活动中，您和许多人谈论碘缺乏病，他们有什么典型反应？ 

答：一个人对此关注数分钟，这样就有机会面对面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推荐

食品强化。75%的拍摄者从来没有听说过隐匿饥饿和食品强化，他们听到原因会

感到惊讶和兴奋，会在当时或事后进行捐赠。 

 

问：您认为什么可以推动人们支持您的项目？ 

答：我们头像采集的同时也让大家确确实实地感受到食品强化的好处。 

 



 

（叶艳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