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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报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２００５年居民碘盐监测结果分析
美丽克，李红叶，刘玉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疆８３０００２）

目的：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居民食用盐含碘状况，为制定消除碘缺乏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

［摘要］

“按人口比例概率抽样方法（ｐｐｓ）”抽样，对居民食用碘盐监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检测食盐８７６份，居民户碘盐覆盖率
９８．４％，碘盐合格率９８．２％，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６．７％，非碘盐率１．６％。结论：兵团居民户碘盐合格率总体上已经达到标

准要求，但仍然有部分团场存在非碘盐，应加强综合干预措施和健康促进来提高合格碘盐食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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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加碘是防治碘缺乏病的最根本途径。它是各种补碘

络考核，并取得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及联合国儿童基金

办法中最好的方法，它不仅安全、有效、经济和容易推广，又符

会发放的合格证书。（２）在本次检测过程中，每一批（每十份）

合微量、长期及生活化的要求。食盐加碘是我国持续消除碘

样品做一个平行样，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一些异常样品反

缺乏病的关键措施，碘盐的质量如何关系到千家万户。为了

复检测，结果无异议为止。

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居民食用碘盐质量，作

１．４判定标准

者对２００５年兵团各师采的８７６份盐样进行了碘含量的检测，
结果如下。

合格碘盐为食盐中碘含量２０—５０ ｍｓ／ｋｇ，非碘盐为食盐
中碘含量＜５ ｍｓ／ｋｇ，不合格碘盐为食盐中碘含量５—
２０

ｍｇ／ｋｇ（不含２０ ｍｓ／ｋｇ）或＞５０

ｍｓ／ｋｇ¨１。

１材料与方法
２结果

１．１对象
对象全兵团各团场中，采用“按人口比例概率抽样方法”

本次监测了２１个团场中采集、检测居民户食用碘盐样本

进行抽样，学生自带家庭食用碘盐，共检测样本８７６份。

８７６份，其中：合格碘盐８６１份，不合格碘盐１５份，非碘盐１４份。

１．２检测方法

居民户碘盐覆盖率９８．４％，碘盐合格率９８．２％，合格碘盐食用

食盐中碘离子的含量按照国家标准（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

率９６．７％，非碘盐率１．６％。８１．０％（１７／２１）团场的碘盐覆盖率

１９９９）直接滴定法进行测定。

达到１００％，９５．２％（２０／２１）团场的碘盐覆盖率ｔ＞９５％。４７．６％

１．３质量控制

（１０／２１）团场的碘盐合格率达到１００％，９５．２％（２０／２１）团场的

（１）本实验室参加了全国碘缺乏病实验室在２００４年１２

碘盐合格率≥９５％，１００％（２１／２１）团场的碘盐合格率＞１９０％。

月和２００５年２月开展的两次碘缺乏病实验室外部质量控制网

４２．９％（９／２１）团场的合格碘盐食用率达到１００％，８１．０％（１７／
２１）团场的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５％，９５．２％（２０／２１）团场的合格

［作者简介］

美丽克（１９７２一），女，大学本科，主管医师，主要从

碘盐食用率≥９０％。４．８％（１／２１）团场的非碘盐率＞１０％，是

事卫生检验工作。

５１团，非碘盐率可达２２．２％（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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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居民食用碘盐监测指标表

…

检测份不合格碘盐非盐碘份非碘盐碘盐覆

。。

数（份）

份数（份）

碘盐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ｅｂ ２００７；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２

均＞９０％。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６．７％，５１团合格碘盐食用率
合格碘盐

数（份）率（％）盖率（％）格率（％）食用率（％）

７７．８％，其他团场合格碘盐食用率均＞９０％。非碘盐率
１．６％，７６团、建工师、９团、５１团等地区都出现非碘盐，非碘盐
率最高的是５ｌ团，可达２２．２％。结果总体上反映了兵团的
ＵＳＩ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表明全兵团居民户食用碘盐覆盖率和
合格碘盐食用率达到了消除ＩＤＤ国家标准要求。但非碘盐和
不合格碘盐在一些团场依然存在，主要分布于边远贫困团场，
主要来源于流动商贩，多为假冒私制精制盐和土盐。这与兵
团一些团场仍存在非碘盐和不合格碘盐冲击市场销售和这些
地区的人民对加碘盐和碘缺乏病的认识不足等有关。这些都
是我们持续消除ＩＤＤ工作带来的隐患。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１）为了确保兵团碘缺乏病防治成果，推动碘缺乏病防治可持
续发展，今后应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级领导必须树立长期
作战的思想，建立和健全一个消除碘缺乏病的长效管理机制。
（２）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应加强对碘盐生产加工厂的管理，按照
《全国碘缺乏病防治监测方案》进行监督监测。建立健全的碘
盐监测制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３）必须进一步加强盐
业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私盐、非碘盐商，净化食盐市
场，以确保居民吃上合格碘盐。（４）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食

用合格碘盐、碘盐的正确保存和食用方法，不断提高人们的健
康意识，确保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得到长期有效
的落实。更要加强学生和家庭主妇的宣传，并通过他们扩大
社会宣传面，提高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使群众自觉拒买拒卖
非碘盐，主动进行科学补碘。（５）加强对专业人员业务知识和
技能培训，提高疾控专业队伍的业务能力。通过参加各种考
核活动和开展实验室内质量控制措施来提高检测数据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从而提高检测人员的检测水平。

………。

．，…。．．。。。
３麓皇。…。。，、，。…，。。。，一。。
食用碘盐是防治碘缺乏病的主要措施，一旦放松对碘盐
的监管势必造成碘缺乏病的回升。本次检测，居民户碘盐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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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９８．４％，除了５１团碘盐覆盖率７７．８％以外其它团场碘８号，２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１—０６）

盐覆盖率均＞９０％。碘盐合格率９８．２％，各团场碘盐合格率

（上接第３１０页）
酵豆制品检出了沙门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０１５７）、单核细胞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在不同食品中阳性率５％一

增生李斯特菌，份数分别为ｌ株、１株、１０株，阳性率分别为

２８．４％。从高到低分别为速冻生制面米食品、生禽肉、生畜肉、

１．２５％、１．２５％、１２．５％。整个样品中检出９７株沙门菌，阳性

非发酵豆制品、动物性水产品、蔬菜、速冻面米熟制食品。单

率为１５．５２％；９株０１５７：Ｈ７，阳性率为２．５０％；８４株单核细胞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污染的食品种类、阳性率与沙门菌是平

增生李斯特菌，阳性率为１３．４４％；检出９株金黄色葡萄球菌

行的。但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是嗜冷菌，因此其不受冷藏

阳性率为１３．４％；检出３株副溶血性弧菌阳性率为３％；未检

保存的影响。另外色拉蔬菜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污染也

出弯曲菌。

存在，应给予高度重视。

３讨论

弧菌与沿海省份相比阳性率不高，但也应引起重视。

动物性水产品中淡水及海产品样品数各半，虽副溶血性

检测结果可见沙门菌在不同食品中阳性率０％～７２．５％。

生制面米食品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提示消费者食用生

阳性率从高到低，分别为生禽肉、生畜肉、熟肉制品、蔬菜、动

制面米食品一定要彻底加温处理方可食用。

物性水产品、非发酵豆制品、速冻面米食品。虽然生禽肉、生
畜肉食用时有加热加工环节，但生熟交叉污染问题值得重视。

品，冻融是弯曲菌最好的灭菌方法，因此今后应调整工作方

熟肉制品、蔬菜及非发酵豆制品为即食食品，沙门菌的污染可

案，多采现杀的鸡肉进行弯曲菌的监测。

造成食品中毒事件的发生。

万方数据

弯曲菌未检出，是因为４０份鸡肉样品均为冷藏、冷冻样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８—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