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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盐碘水平降低后碘营养充足 

 

Eduardo Tomimori（IGN 巴西协调员），Eduardo Nilson（巴西卫生部食

品与营养总协调员），Rosalinda Camargo（圣保罗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和研究

员） 

 

在 2008 - 2009 年和 2013 - 2014 年进行的全国碘营养调查，评估巴西降低

食用盐碘水平后儿童碘营养状态。 

 

设定盐碘的限值 

最初的盐碘浓度是 10 mg/kg；1994-1995 年在所调查的 401 个市中有 120

个地区存在碘缺乏；1995 年设定的碘盐浓度为 40-60mg/kg；三年以后，碘盐

浓度继续增加到 40-100 mg/kg。这导致盐过度碘化，碘摄入过量，2001 年，86％

学龄儿童的尿碘中位数为 360μg/ L，超过 300μg/ L。2003 年盐碘化标准降低至

20-60mg / kg，在 2013 年再次降到 15-45 mg / kg。 

 

什么是巴西真正的碘缺乏流行？ 

盐碘化标准降到 15-45 mg/kg 是为了降低碘摄入过量的风险，但是这可能会

忽视北方碘缺乏存在。 

 

全国进行碘摄入量调查（PNAISAL） 

调查完成了两个阶段：2008-2009 年和 2013-2014 年。2008 年调查巴西 18



 

个州和巴西利亚 19600 名 6-14 岁的学龄儿童， 2013 年调查所有巴西 26 个州和

巴西利亚 18978 名 6-14 岁的学龄儿童。 

 

学龄儿童碘摄入量适宜 

学龄儿童 UIC 为 276.75μg/ L，东北地区 UIC 最高为 298.80μg/ L，南方地

区最低为 248.02μg/ L，两个地区的碘营养都处于适宜状态。 

在农村学校碘摄入量往往较低，99.6％为碘盐，其中 93.6％碘盐（95％CI：

91.6-95.6％）至少含有 15ppm 碘。自 2003 年以来碘盐覆盖率一直保持在 90％

以上。 

 

 

图 1：北里奥格兰德州 UIC 最高（361.00μg/ L），亚马逊 UIC 最低（197.60

μg/ L）。 

 



 

盐的碘化和盐减少 

2002 年和 2009 年，巴西盐总摄入量接近人均 12 克/天，即超过世卫组织建

议的每日摄入量的一倍。2011 年，巴西实施了一项治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国

家计划，降低盐的摄入，但关键是盐减量要防止碘缺乏出现。 

巴西创建了一个范例，得到了国际公共卫生界的认可。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贫穷的农村人口不能充分的获取碘盐 

 

摘自：Knowles JM et al。居民充足碘盐覆盖率因国家、国内社会经济地位

和居住类型而不同：来自10个国家覆盖面调查的结果。J Nutr. Published ahead 

of print April 12, 2017 as doi:10.3945/jn.116.242586  

 

最近对 10 个国家按居住类型和社会经济地位调查家庭碘盐覆盖率：孟加拉

国，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尔，菲律宾，塞内加尔，坦桑

亚和乌干达。 这个调查工作对指导未来实现 USI 的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本文综述了 2013-2015 年 GAIN-UNICEF USI 合作伙伴部分项目中，来自 8

个国家（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尔，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碘盐覆盖率数据以及来自坦桑尼亚和乌干达 2015 年进行

的碘盐覆盖率的调查数据。 

 

USI 进程面临的计划与挑战 

所有 10 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要求食盐加碘，其中有 8 个国家立法要求包

括在加工食品中使用碘盐，就像要求居民食用碘盐一样，不总是能得到一致的认

可、实施和监测。 

 

盐业整合与技术发展能力 

只有乌干达已经达到了 USI（≥90％家庭碘盐覆盖），在 10 个国家中有 5 个



 

国家，超过 50％以上的人口仍然存在碘缺乏的风险，不能充分的获取碘盐（埃

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尔，菲律宾，塞内加尔全国家庭碘盐覆盖率<50％）。（见

表 1） 

 

表 1. 2013-2015 年 10 个国家 U（城市）和 R（农村） 

居民合格碘盐、低碘盐和非碘盐覆盖率 

 

 

居住类型和社会经济地位 

在大多数国家发现在城市家庭碘盐覆盖显著高于农村家庭，但尼日尔的城市

家庭的碘盐覆盖率略低于农村家庭。 

在 8 个国家中有 7 个国家（除了乌干达）数据显示，经济状况好的家庭碘盐



 

覆盖明显高于经济状况差的家庭，最大的差别是在菲律宾和塞内加尔，最富裕的

家庭碘盐覆盖是最穷家庭的两倍。 

 

表 2  2013-2015 年根据社会经济地位（SES） 

进行家庭碘盐覆盖（≥15mg / kg）的调查 

 

 

不公平获取碘盐的情况 

获得充足碘盐家庭一般依赖于 2 个因素：产品供应水平和支付能力。重要的

是 USI 的目标是确保所有人类和动物食用碘盐的质量，而非粮食类型和包装。 

 

国家战略的意义 

这篇评论对未来实现 USI 的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的见解指导。 

 

不仅仅是家用盐 

加工食品、调味品和家庭以外食物的使用日益增加，还有许多其它膳食来源

（潜在的碘化）盐，特别是在城市，饮食趋于多样化， 



 

其它主要膳食碘来源应该纳入进来，保证人群能从 USI 中获得充足的碘营养。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富碘的地下水为吉布提的儿童和孕妇提供充足的碘  

 

Izzeldin Hussein (IGN 中东和北非地区协调员) 

 

2002年报告，吉布提学龄儿童(SAC)存在30%的甲状腺肿大和低尿碘现象。

2006年发现市场上大部分的都是非碘盐，家庭碘盐覆盖率不足1%。 

 

地下水中含高浓度的碘 

学龄儿童尿碘为335μg/ L (IQR:216，493)，孕妇尿碘为265μg/ L (IQR:170，

445)； 

家用食盐的碘浓度非常低，中位值2.2 mg/kg (IQR:2.2，4.2)，这证实了2006年

MICS的调查结果。 

在吉布提，水碘浓度高达127μg/ L，这表明家庭饮用含碘丰富的水很可能是

他们碘摄取的主要来源。 

甲状腺能适应高碘摄入，即使长期高碘摄入也可以保持正常的甲功。 

 

吉布提支持碘缺乏病防治 

吉布提政府主张制定一项由卫生部及多部门倡导的碘缺乏病防治策略。 

 

（孙毅娜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绘制并追踪全球的食品强化 

 

Karen Codling(IGN), Greg S. Garrett(全球营养改善联盟), Jonathan 

Gorstein(IGN), Corey L. Luthringer(全球营养改善联盟), Homero Martinez(微量

营养素论坛/微量营养素计划), Helena Pachón(食品强化计划) 

 

一个新型的全球食品强化数据库需要实现的目标: 

 用多重微量营养元素和餐车的标准化指标来核准食品强化的数据，从而

为当今和未来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全国和全球图谱; 

 使项目的法制化、标准化、摄入量及覆盖率数据都可视化; 

 提高数据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根据数据，在食品强化地区的政府、资助

者、执行机构和相关人士能够对策略和项目规划作出决策。 

 增强全国/全球的相关人员和机构间的合作与协调，从而制定高效率而

有成效的项目规划并实施。 

 最终形成一种模式，它通过可靠的数据而采取某些干预措施，报告项目

的协调情况，并为改善人群的微量营养素摄入而优化各项方案。 

 

迄今为止的重要活动 

 扩展数据库的指标、含义及构成。 

 对相关人士的公布与交流 

 扩展并转换至永久性主机，数据采集方案 

 



 

 

总结 

为什么当前仍不完善? 

为了保证全球监测的统一性，我们需要通过全部食品强化项目以及项目所涉

及的相关人士进一步校准。 

集合式的全球存储库将有助于实现什么目标? 

它采用一套标准化指标，整合全球和各国关于强化食品的供需状况的数据，

以及其法律法规的情况。 

谁来负责新数据库? 

碘全球网络(IGN)、食品强化倡议(FFI)、全球改善营养联盟(GAIN)和微量营

养素论坛(MNF)。 

数据库包括哪些食品和监测指标? 

 重点是(1)盐、(2)小麦粉、(3)玉米粉、(4)米、(5)油和涂抹酱，随后会添加

入酱油、糖和微量营养素粉中；三个组织，FFI 负责小麦、玉米和大米，GAIN 负

责油和 IGN 负责盐的数据收集。 

（叶艳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莫桑比克重申盐碘化承诺 

 

Nilsa Miquidade（USI莫桑比克协调员） 

Vincent Assey（IGN东非和南部非洲地区协调员） 

 

莫桑比克通过了强制性食盐加碘法律，在过去的16年实施IDD控制计划；在

2011-2012年，3000名育龄妇女存在轻度碘缺乏（尿碘中位数为97μg/ L）。 

 

 

图1：根据全国调查在莫桑比克育龄妇女可能存在轻度碘缺乏 

 

为了提高市场上碘盐的可用性和质量： 

 加强食盐加碘在内的国家食品强化政策； 

 提高碘盐供应的可持续性和碘盐的质量； 

 整合食盐碘化和食品强化管理监督，提高食盐生产和进口的监管。 

 

为解决这些问题，GAIN和UNICEF支持国家工业理事会（DNI）和全国盐业

项目（PRONIS）在2017年4月18日至20日索法拉省首府贝拉举办了一个国家盐



 

碘研讨会。 

 

下面对会议的讨论要点和成果进行了总结： 

 莫桑比克的USI情况分析 碘盐食用性的下降令人震惊；根据报告存在轻

度碘缺乏，孕妇、新生儿和24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可能正在遭受中度甚至

严重碘缺乏的威胁，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确保碘酸钾的供应 请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合作伙伴帮助莫桑比

克立即采购食品碘酸钾来获得合格的碘盐。 

 巩固盐业生产并协调利益相关者 该委员会应该与所有USI利益相关者进

行接洽，努力建立一个可持续的KIO3供应系统。 

 暂时返回背包喷雾碘化技术 因为喷雾泵技术的精度低，必需监督小规模

生产商，确保他们能够达到国家规定的碘化水平标准。 

 建立监管能力和内部监测 监控碘化过程中所有阶段。 

 

结论和接下来的工作：  

 建议政府和合作伙伴确保在盐生产季节开始之前的三个月KIO3的供应，

遏制内部短缺。 

 邀请合作伙伴机构支持KIO3的紧急采购。 

 允许有能力且能达到质量标准要求的本地投资者购买KIO3。 

 鼓励小型盐生产者采用背包式喷雾技术，但只是作为遏制碘盐短缺一个

临时措施。在长远来看，所有的盐生产商都被要求提高其盐产品的质量，

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盐市场。 



 

 全国盐生产者协会应该动员盐生产商确保盐业的发展。包括管理KIO3的

成本回收系统。 

 加强监管监督能力，改进立法执法。 

 人口碘营养状况应该定期监测，特别是在碘盐的覆盖率减少的情况下。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全国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是世界上最低碘摄入量国家之一 

 

摘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以色列首次全国性调查发现碘缺乏”。每日科学。

可在：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7/03/170327083438.htm 

 

在以色列进行的第一次国家碘营养调查显示以色列学龄儿童和孕妇存在碘

缺乏。政府资助和立法、政府调控的食盐加碘项目是减轻碘缺乏不但，降低神经

发育受损的风险的必要措施。 

 

以色列是从未进行过全国碘营养调查并不提供碘缺乏预防的少数国家之一。 

2016 年在马卡比保健服务（MHS）中央实验室，收集了代表以色列所有地

区和主要教派（阿拉伯，犹太世俗和正统）1023 名学龄儿童和 1074 名孕妇的尿

样。孕妇尿碘只有 61μg/ L，学龄儿童尿碘中位数 83μg/ L，碘营养状态为世界

最低，调查结果显示需要改善全民碘摄入量。 

在以色列消除碘缺乏，达到适宜碘营养状态，需要一个可持续的政府监管碘

盐计划或强化食物碘方案。 

在孕期和哺乳期间需要足够的碘摄入，要考虑进行一项矫正孕期轻中度碘缺

乏风险和获益的随机临床试验。 

目前，只有一小部分在以色列出售的加碘盐，价格远高于普通盐。 

卫生部支持这个特殊的研究工作，但是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行动并做出可持续

的改变需要政府资助和立法。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7/03/170327083438.htm


 

 

 



 

英国真的碘充足吗? 

 

摘自：Bath SC, Rayman MP. 英国真的碘充足吗? 《柳叶刀糖尿病及内分泌

学》，2017年4月24日. 

 

英国在 2014-2015 年 9 个中心城区的 14-15 岁的女孩 737 人，mUIC 为 80.1

μg/L，被列为轻度碘缺乏；而 2016 年 4-18 岁男孩和女孩共 458 人, mUIC138μ

g/L，被列为碘充足。然而, 我们不应自满于这些新的 mUIC 数据；事实上，这

些新数据可能掩盖了某些群体中存在的碘不足。 

虽然 4-18 岁儿童的 mUIC 是 138μg/ L 显示碘充足，但 6-21%的儿童碘摄入

量低于营养素摄入量(LRNI)参考值低限，这仍意味碘缺乏，特别对于年龄较大的

儿童。 

在 2014-2015 年，女孩的碘摄入量比男孩低，而年龄较大的儿童(青少年)的

碘摄入量低于较年幼的儿童。 

在英国，需补碘的主要人群是十几岁的女孩，而不是年幼的儿童(例如，11

岁至 18 岁的女孩每天 110 克牛奶，而 4-10 岁的男孩和女孩为每天 196 克牛奶)，

这种情况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尤其如此，牛奶作为碘的主要摄入来源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变化。 

在 19-64 岁的女性中，有 11%的女性碘摄入低于营养素摄入标准(LRNI)。 

mUIC 并不能指示碘缺乏人群中的比例，应在每个亚群中收集二份尿样，将

平均需求割点法结合 mUIC 共同评估人群碘缺乏的发生率，并做出更为全面的营

养状况图。 

 



 

（叶艳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含碘盐的加工食品能增加日常碘摄入吗? 
 

Robin Houston（IGN高级顾问），Nita Dalmiya（IGN中西非地区协调员）， 

Karen Codling（IGN东南亚地区协调员），Jonathan Gorstein（IGN常务理事） 

 

2017 年 2 月 13-14 日，在 IGN 的推动下，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了一项评估

加工食品对碘和盐摄入量的影响的技术咨询会，有众多的机构代表参加，包括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改善营养联盟，微量营养素协会，海伦凯勒国际协会，基

础协会和全球健康乔治研究所。 

 

碘盐覆盖水平和基于全国 mUIC 的人群碘分布之间存在差异，表明有些人的

碘来源除了家用盐，很有可能是加工食品中含有的加碘盐。 

 

技术咨询会的目的是讨论由加工食品获取碘的需求并制定必要的方案，并且

设法确保加工食品中的盐都是碘盐。所提出的方案如下： 

步骤 1：审查当前的情况，包括立法。 

步骤 2：评估有加工食品贡献于碘摄入的市场供应情况。  

步骤 3：评估有加工食品贡献于碘摄入的消费模式。 

 

（叶艳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向 2020 年 IDD 消除迈进 

——IGN 2016 年报 

 

Jonathan Gorstein （IGN常务理事） 

 

IGN工作的四个核心： 

1，协调国家和全球碘项目：2016年与FFI、 GAIN和MN Forum合作建立食

品强化项目全球标准化数据库。 

2，拥护政治主张：2016年，我们重点强调了适宜碘营养对胎儿脑发育的作

用，加工食品和调味品中使用碘盐，在减盐努力中调整USI. 

3，项目监测：与UNICEF和WHO紧密合作修订了项目指南，旨在通过追踪

碘盐覆盖率和碘盐质量来更好的评估USI的实施 

4，严谨研究： 2016年我们调查了是否一项成功的USI项目能够满足所有人

群，特别是包括孕妇在内的易感人群的需要。 

 

2016年具体工作总结 

 在美洲：我们庆祝其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实际上消除IDD的洲。 

 在中西欧：IGN资助在伦敦举办一个关于碘和孕妇的学术研讨会。 

 在中东和北非：IGN在募集合作伙伴和加强全民USI项目联盟上起到主要

作用。 

 在东欧和中亚：IGN支持俄罗斯对政策决策者展开强化食品立法的运动；

与格鲁吉亚CDC合作追踪学龄儿童和孕妇碘营养状态；支持亚美尼亚、

阿布哈兹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三项碘调查。 



 

 在中西非：我们更好的理解了包括牛肉浓缩汤在内的加工食品和调味品

中碘盐对饮食碘的贡献。 

 在东非：IGN支持为改进在盐业生产中碘盐覆盖率和质量的策略修订。 

 在南非：IGN为改进几个国家碘营养提供了技术帮助。 

 在南亚：IGN继续与印度政府和其他重要合作者就如何加强USI深入合

作。 

 在中国：IGN与合作伙伴一起支持中国政府和盐业面对打破食盐垄断所

面临的改变。 

 在东南也和太平洋：IGN与UNICEF 、MI和政府合作，帮助USI滑坡的国

家恢复重新增强USI项目执行力。 

 

我们已经进入2017年，将向2020年全球消除IDD目标迈进。与合作者一

起，我们会在仍然遭受碘缺乏威胁的国家加速推进实施USI策略。 

 

（孙毅娜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会议和公告 

 

1，2020 年消除碘缺乏 

2017 年 5 月 23 日，在瑞士日内瓦第 70 界世界卫生大会上，GAIN 与 WHO、

IGN、ETH(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和日内瓦利他主义组织列席倡导 “向 2020 年消

除碘缺乏迈进”。 

GAIN 食品强化主席 Greg S. Garrett 说“在下一个 5-10 年我们能够控制全球碘缺

乏疾病，来实现在现存的 19 个碘缺乏国家支持其通过碘盐可持续的供给碘，可

能需要花费 3 亿美元”。 

 

 

2，在第 10 个世界甲状腺日与 ITAW 讨论碘缺乏 

在第 10 届国际甲状腺意识周开始，5 月 22 日澳大利亚国家电台广播了一个

特殊的节目“生命物质”主要讨论了碘缺乏。 支持人 Amanda Smith 邀请 IGN 

Cres Eastman 教授和 Karen Charlton（Wollongong's 医学院营养和流行病学专

家）讨论碘缺乏。 

 



 

3， Chandrakant S. Pandav 医生获得对公共健康终身贡献奖 

Chandrakant S. Pandav 医生是 IGN 南亚地区协调员，印度医学科学研究院

的前任教授，2017 年 4 月 7 日被授予 WHO 公共健康冠军奖章，以表彰其长期

以来对公共健康的贡献。 

 

左为 Henk Bekedam 博士代表 WHO 为 Chandrakant S Pandav 博士颁奖 

 

4，在食品体系和健康中的碘，第一届世界碘联合（WIA）会议 

2017 年 11 月 15-17 日在意大利比萨将召开世

界碘联合组织（WIA）第一届国际会议，目的是团

结科学家和相关人员致力于食品体系中碘相关各

方面，以增加碘怎样的改变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

影响。WIA 代表在相关工业和政府部门中碘的生产者、加工者、销售商和使用

者。 

 

（孙毅娜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摘要 

1，中国消除碘缺乏：成就、挑战和全球影响 

目前面临的挑战：1）孕妇碘营养充足会引起儿童碘营养超足量；2）降低的

碘盐消耗和非碘盐加工食品摄取增加导致碘摄入减少；3）存在高水碘地区；4）

因担心碘过量摄入和甲状腺疾病导致家庭碘盐覆盖率降低。 

Sun D et al. Nutrients. 2017 Apr 5;9(4). pii: E361.doi: 10.3390/nu9040361. 

2，怀孕前、孕期和产后期妇女碘补充 

本文综述了轻中度碘缺乏的 2700 名妇女共 11 个试验，分析孕前、孕期和产

后妇女注射或口服碘补充剂对自身及其孩子的影响。 

碘补充剂使产后甲亢风险降低 68%，孕期消化不耐受风险增加 15 倍；接受

碘补充剂婴儿围产期死亡率风险降低 34%，但未见统计学差异。 

Harding KB et al.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7 Mar 5;3:CD011761. 

3，挪威首都奥斯陆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关于碘的认知 

804 名孕妇和 175 名哺乳期妇女碘知识得分和碘营养状态无关，公共健康教

育需要加强此部分人群碘的认知。 

Garnweidner-Holme et al. Nutrients 2017, 9(5), 

493;doi:10.3390/nu9050493 

4，葡萄牙学龄儿童碘营养状态和碘盐消耗 

2018 名学龄儿童 UIC 是 219μg/ L 显示碘营养充足，但学校食堂碘盐覆盖率

只有 2%，牛奶摄入不足是发生碘缺乏的高危险因素。 

Costa Leite J et al. Nutrients 2017, 9(5), 458;doi:10.3390/nu9050458 

5，韩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碘摄入过量和 TSH 参考值范围 



 

6564 名大于等于 10 岁受试者 UIC 是 299.3μg/L，显示韩国碘营养超适宜；

TSH 参考值范围右移 0.62-6.84mIU/L；据此范围，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的患

病了分别是 0.73%和 3.12%，与碘营养显著相关。 

Jeon MJ et al. Thyroid. 2017 May 30. doi: 10.1089/ thy.2017.0078. 

6，评估埃塞俄比亚南部莱塔和保加利亚区青少年 IDD 情况及相关因素 

青少年甲肿明确的相关因素包括性别、气候、碘盐食用频率和木薯消耗，揭

示碘缺乏疾病是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Workie SB et al. BMC Res Notes. 2017 Apr 18;10(1):156. doi: 

10.1186/s13104-017-2480-5. 

 

（孙毅娜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