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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对抗 IDD 

提供：Akik C，El-Mallah C，Ghattas H，Obeid O，El-Jardali F，K2P 政策

简报：告知黎巴嫩食盐加碘政策，以确保适宜的碘营养。K2P 政策中心，黎巴嫩

贝鲁特，2016 年 5 月最佳碘营养。 知识到政策（K2P）中心，黎巴嫩贝鲁特，

2016 年 5 月。 

 

1993 年，黎巴嫩 7-16 岁儿童甲状腺肿患病率为 25％，尿碘中位数（mUIC）

为 60μg/ L。1997 年，碘盐实施第一个 2 年后，UIC 增加到 95μg / L。但 2013 – 

2014 年调查时 UIC 下降到 66µg / L，几乎跌倒了碘盐实施以前的水平。随后，

25 份盐样分析结果表明一半多（56%）的样品中含碘量不足 15ppm，68%不足

35.6ppm。这些研究结果突显出食盐加碘政策的缺口，可能是盐业生产对加碘盐

立法执行不利、监测和评估系统不足造成的。 

2011 年，政府通过了一项修正法案修改食盐碘的添加量，其将范围缩窄至

每千克盐添加 60-80mg KIO3。 

为使黎巴嫩达到最佳营养指标，以下三项基本策略需要说明： 

1 修改或替换第 178/2011 号法律修补漏洞。 

2 保证足够的标准、基础设施和容量，加强执行现有的全民食盐加碘法律。 

3 监控和评估法律的实施。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黎巴嫩食盐加碘的历史。 

 

1963-1966 

 贝鲁特各社会经济阶层儿童甲肿高发。 

 在沿海山村，学龄儿童处于高甲肿率和

低尿碘水平。 

 当地研究报告非常低的碘摄入量。 

 

1971 

 第 178/1971 号法律，要求每公斤餐桌

盐和烹饪盐中加入 10-200 mg 碘。 

 

1995-1997 

 卫生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全面

实施食盐加碘。 

 在 1995 年有 85%的黎巴嫩家庭能够食

用充足碘盐，1996 年有 91％。 

 法律实施后调查显示，儿童处于边缘性

碘缺乏（UIC 为 95μg/ L）。 

 

2004 

 市场中加碘盐有 82%碘含量超过 15 

ppm。 

 92%的家庭能够食用充足的碘盐。 

 

2011 

 第 178/2011 号法律通过允许使用碘化

钾或碘酸钾作为强化剂。 

 

2014 

 第 178/2011 号法律发布实施， 

 国家碘营养评估显示：儿童处于碘缺乏

状态(66μg / L)。 



 

 

 

 

 

 

 

 

 

 

 

 

 

 

 

 

 

 

 

 

 

 

 

 



 

持续消除碘缺乏病 

第 69 届世界卫生大会进展报告，2016 年 5 月 23-28 日 

 

自 1993 年以来，减少碘缺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据统计，在

1993 年有 110 个国家的人口碘摄入量不足，受累人口正逐年下降， 2003 年 54

个国家， 2007 年 47 个，2012 年 32 个， 2015 年只有 25 个国家。这些数据主

要是学龄儿童调查得到，但学龄儿童数据不能代表包括孕妇在内的其他人群。更

多的调查开始评估孕妇的碘营养状况，但是大多数国家目前的数据仍是有限的。 

人群过多的碘摄入量(UIC≥300μg / L)的国家从 2007 年 7 个增加到 2015 年

的 13 个。 

控制碘缺乏病的首选策略是实施全民食盐加碘(USI)，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

膳食碘摄入量的数据调整碘盐的浓度。 

补碘控制碘缺乏疾病，特别是易感人群如孕妇和幼儿，和居住在不可能获得

碘盐高风险的社区的人群。当食盐加碘不能成功实现，补碘可作为临时策略。 

已经意识到，在使用和解释评估碘状况的生物学标志物方面，有必要更新指

南。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柬埔重现寨碘缺乏 

摘自：Laillou A et al。 柬埔寨母亲和儿童的低尿碘浓度。 营养 2016，8，

172; doi：10.3390 / nu8040172 

 

由于缺乏来自政府监测和执行，不到十年间，柬埔寨的碘盐监测和执行已经

从良好实施下滑到边际化。最新数据显示碘缺乏率已经接近 1997 年报告的水平，

当时估计有 170 万柬埔寨人遭受碘缺乏。 

2004 年，不到三分之一（28％）的柬埔寨家庭食用碘盐，2011 年达到 70％。

2014 年，一项调查报道了非碘盐占比已升至 62％，盐中碘的添加明显不足。 

新的国家数据证实：学龄前儿童及其母亲的碘营养状况下降 

在最贫穷家庭的母亲 UIC 最低 (55μg / L，IQR 27 - 90μg / L)，最富裕家庭

中母亲 UIC 最高(75μg / L，IQR 43 - 121μg / L)。UIC 低于 WHO 推荐最低标准

100μg / L 的患病率在农村地区和碘盐测试为阴性的家庭中比例较高。儿童中也

存在与母亲相似的趋势。 

 

 

图 1 柬埔寨的年轻妇女和儿童正遭受碘缺乏带来的恶果 

 



 

表 1  2015 年 CMNS 对柬埔寨学龄前儿童及其母亲 UIC 调查显示碘摄取不

足，碘营养状态与经济、居住条件和儿童年龄有关。 

 

 

学龄前儿童的碘摄入量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在柬埔寨，UIC 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最小的儿童 90μg/ L 到 5 岁

55μg/ L ，这是一个重大的担忧，一部分解释可能 6 个月后母乳喂养率下降（被

认为母乳和碘盐可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碘以满足 6 个月孩子的需求），尤其是如果

母亲是边缘碘充足，除非补充食品也被强化碘。 

确保公平获取碘盐是至关重要的 

大部分的盐被碘化不够充分，对不足以对碘的状态有重要影响。未包装和未

标记的粗盐和精盐也可在市场上买到，并经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最贫困群体最



 

需要碘盐，加强 IDD 项目阻止柬埔寨的碘营养状况进一步下降，保护易受碘缺

乏威胁的弱势群体。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从尿碘浓度分布评估碘摄入不足和过量 

摘自: Zimmermann M et al。从人群调查尿碘浓度分布评估学龄儿童碘摄入

不足与过量。营养杂志，2016 年 5 月 4 日。 

 

这项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根据尿碘样本调整 UIC 的分布，来估计人

群碘的摄入不足或过量。 

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评估平均需要量（EAR） /可耐受上限（UL）截断法和

个体差异相结合，建立一种新的方法，通过学龄儿童 UIC 分布来评估碘摄入不

足或过量。 

作者从 4 个国家，科威特(2014 年)、阿曼(2014)、泰国(2012)、卡塔尔(2014)

和中国大范围区域调查获得的未发表的数据，儿童年龄为科威特 6-12 岁，阿曼

6-14 岁，中国和泰国 5-13 岁，以及卡塔尔 4-14 岁。每个调查点需要收集≥10%

的重复尿样。科威特、阿曼、和中国的 mUICs 分别为 131.6、131.6 和 198.7μg/ L，

为碘摄入充足；泰国的mUIC 261.5μg/ L为碘摄入超适宜；卡塔尔mUIC 333.2μg/ 

L 为碘摄入过量。对于 4-8 岁和 9-13 岁的女孩和男孩，EAR 分别为 65 和 73μg/d，

UL 分别为 300 和 600μg/d，作者使用以下方程计算每日碘摄入量。 

摄入量（μg/d）=UIC（μg/L）/0.92·（0.0009L·h-1•kg-1•24h•d-1）•重量（kg）。 

 

在该方程中，0.92 指 92％的生物利用度，0.0009L·h-1·kg-1 指的是儿童排泄

的尿量。 

 



 

调整个体变异后显著降低了碘摄取不足的预估患病率 

采用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方法从一次性样本尿碘估算人群碘摄入量的分布，重

复收集的尿样用来估算体内变异以应用到整个人群。调整后，碘摄入量的分布通

过 EAR 和 UL 截断值进行比较（如图 1 所示科威特调查的数据）。 

 

图 1 科威特 1841 名 4-8 岁儿童使用一次性尿碘显示碘摄取量的分布（虚线

表示）和经内部和之间变异调整的分布（实线）。估算出 4-8 岁龄儿童 EAR 为

65μg/ d, UL 为 300μg/ d。 

 

表 1 结果按年龄组和国家显示，儿童每日碘的摄入量低于 EAR 及高于 UL 的

比率在调整前后的差异

 



 

 

改善人群碘摄入量的评估 

这种方法可以改进人群碘营养状况的监测，允许碘盐项目管理者来评估人群

每日碘摄入量的平均增加量，从而降低日常碘不足 EAR <3%的比例，表明总体

碘摄入量充足。相反，在那些高碘摄入量国家，类似的方法比较 UL 与当前 97.5th

百分位数摄入量来预测膳食碘摄入的减少以实现只有 2-3％的摄入量高于 UL。

另外，通过考虑个体差异，可以减少 UIC 调查中所需的样本量，甚至推荐小于

等于 500 例的样本量用于人群评估。 

（李永梅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英国碘缺乏病防治是便于采摘的果实 

摘 自 : Editori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April 26, 2016; 

http://dx.doi.org/10.1016/S2213-8587 (16)30055-9 1 

 

众所周知 2011 年英国人群存在轻度碘缺乏，排在前十个碘缺乏国家中的第

七位，也是仅有的 2 个高收入国家之一。 

研究表明,孕期母亲碘缺乏与孩子的言语智商(IQ)和阅读能力降低有关，目前

WHO推荐孕期和哺乳期妇女应增加碘摄入量每日达到150 到250 μg。 

大量的科学数据证实英国的孕期碘推荐剂量需要更新。母亲补碘对子代认知

能力的影响研究较少，结论尚不明确。然而，其他高收入国家，包括德国、瑞士

和荷兰，在面对相似的轻度缺碘和科学证据时，已经迅速采取行动。 

解决方案是什么？WHO推荐家用碘盐仍是膳食补碘的主要来源，但在英国

强制强化碘盐不受欢迎。英国生产的碘盐几乎全部用于出口，并没有为公众所用。

但WHO强调强化碘盐并会增加个人的开支。 

在食品加工中要强制使用碘盐，澳大利亚和丹麦即采用该方法。 

至少要保证育龄期、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群体碘摄入充足，这一点通过市售的

含碘的产前维生素很容易做的到。 

英国碘缺乏病是在公共卫生领域垂手可得的果实，是时候攫取它了！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斯洛伐克 IDD 防治 65 年 

Jan Podoba (IGN 斯洛伐克国家协调员、斯洛伐克医科大学内分泌所) 

K Rácová（伯拉第斯拉瓦市医学研究所，伊丽莎白癌症研究所） 

H Urbánková（斯洛伐克 L‘ubochna 内分泌和糖尿病学研究所） 

 

斯洛伐克IDD防治的历史 

斯洛伐克IDD防治的历史超过六十多年，始于1949–1953开展了一场大规模

的国家调查，该调查发现3%人群为地方性克汀病，在3个最严重的地区甲肿发生

率，女孩达到70%，男孩达到63%，成年女性达到80%，成年男性达到46%，24

小时尿碘水平低于25 μg，符合严重碘缺乏病标准。 

1966年强制性加碘产生了显著好转，碘摄入水平提高了2-4倍，全部消除了

甲肿和克汀病。 

1994–1995年的一个针对欧洲碘缺乏病的国际项目证实斯洛伐克的学龄儿童

碘营养充足，同时斯洛伐克是欧洲碘营养充足的五个国家中的一个。 

最新的初步研究证实碘营养适宜 

此项预调查自2014年6月至2015年10月执行。24小时尿碘中位数为218 μg/24 

h,各组均达到碘摄入充足。60%孕妇碘摄入量稍低于推荐量（每日250 μg）这提

示她们处于轻度碘缺乏。服用复合维生素的孕妇碘摄入充足，尿碘中位数达到

320 μg/24 h。研究还发现24小时尿中钠与碘有较好的相关性，说明对于各组人

群碘盐是主要的膳食碘的来源。 

结论 

斯洛伐克碘营养状况适宜；超过95%的进口盐含有充足的碘；服用含碘补剂



 

的孕妇碘营养良好；由于人群盐摄入减少，未来斯洛伐克的产前碘补充剂可能会

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由于未来食用盐量的下滑，孕妇需要含碘补充剂才能满足充足的碘摄入量。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新西兰碘营养状况经强化碘盐面包得以改善 

节选自：Jones E, et al. Adequate Iodine Status in New Zealand School 

Children Post-Fortification of Bread with Iodised Salt. Nutrients 2016, 8, 298; 

doi:10.3390/nu8050298 

 

2009年澳洲新西兰食品标准管理局规定面包制作必须使用碘盐（2.1.1条款）。 

食用碘盐强化面包使新西兰儿童碘营养充足 

尿碘中位数UIC (IQR)为116 (82–156) μg/L，达到强化措施前的2倍(2002年为

68 μg/L)。强化措施前Tg为12.9 μg/L，2011年Tg下降到10.8 μg/L，目前研究结果

是8.7 μg/L，这表明碘营养充足。 

有趣的是，尿碘的主要预测因子并非社会经济地位、盐的种类、强化面包的

用量，而是种族和性别。本研究发现男孩的高尿碘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摄入能量比

女孩多，2002年CNS提到这个年龄段的主要的能量来源是面包（达到17%)，因

此男孩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以及更高的碘摄入量，强化面包是他们的能量来源

的主要部分。 

面包与盐对于膳食碘摄入的贡献 

2002年CNS评估儿童膳食碘仅仅1%来自于面包，而牛奶和奶制品占了主要

部分（40%）。FSANZ预测在强化之后面包将占全部膳食碘的48%以上，2011年

总碘摄入的47%来自于面包，本研究已增至51%。 

碘盐仍是膳食碘的主要来源。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地区仍属于轻度缺碘 

Dr. Sourav Bhattacharjee UNICEF, Odisha  

Dr. Radha Mohan Tripathy 

 

奥里萨邦是印度东部的山区，3600万人口中仅有15%居住在城市。在全国IDD

防治项目后，奥里萨邦强制实施碘盐，禁止销售非碘盐。2003-2004年学龄儿童

甲肿率达8%，尿碘中位数85 μg/L，家庭合格碘盐覆盖率仅有4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奥里萨邦办公室与贝汉布尔MKCG大学社区医学部联合开

展了一项新的调查项目，评估目前该地区碘营养状况。 

调查设计 

采用多阶抽样设计：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三层；各层选取3个区（17

个区中9个区存在地方病）；每个区选取9个村庄，每个地区共选取100户家庭，

共900户家庭纳入本调查；抽取五分之一户家庭中的学龄儿童（6-12岁），共计180

份样本。 

虽然甲肿已消失但许多人并未意识到碘盐的重要性 

尽管180个儿童中并未见临床明显的甲状腺肿，但是大约70%的调查人群并

不知道碘盐的好处。大多数调查对象通过零售商提供的碘盐信息，而不足10%会

提到微笑太阳的标识（识别充足碘盐）。 

该调查中16个零售盐品牌中仅有3个品牌为合格碘盐。除普里和萨达里加以

外，平均家庭碘盐低于15 ppm。 

部分地区仍属于轻度碘缺乏 



 

9个原地方病流行区中4个地区的尿碘中位数低于100 μg/L，据报道尿碘最低

的马尔康格伊里仍是碘缺乏病防治最薄弱的地区。 

 

图1 太阳标识（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识别合格碘盐）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孕妇在碘充足地区需要补碘吗？ 

摘录自：Andersen SL & Laurberg P. Iodine Supplementation in Pregnancy 

and the Dilemma of Ambiguous Recommendations. Eur Thyroid J, 2016, 

5:35-43. Stine Linding Andersen 和 Peter Laurberg，丹麦，奥尔堡，奥尔堡大

学医院，内分泌科 

 

2007年WHO发布的指南身处窘境 

2007年WHO发布对碘营养状态的评估指南建议，学龄儿童尿碘中位数（UIC）

在100-199µg/L之间，表明人群碘营养适宜。然而，孕妇UIC 在150-249µg/L为

碘营养适宜。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人群UIC ≥ 100 µg/L，但<150µg/L，是

否这一群体中的所有孕妇均应被建议服用含碘补充剂？  

在WHO,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ICCIDD之间进行的技术商讨会中，

得出，如果在一般人群中的碘摄入量已经足够并保持稳定（即平均≥UIC 100µg/L

至少两年），那么孕妇不需要采取补碘。在这种情况下，甲状腺中的碘储备足以

满足怀孕期间对碘的额外需求。 

 

母体碘摄入不足何时会导致胎儿脑损伤？ 

评估脑损伤风险的一个简单方法是研究母亲和后代的碘摄入量与甲状腺功

能之间的关系。 

导致孕期甲状腺功能紊乱的尿碘水平在50µg/L左右。 

 



 

在轻度缺碘地区，支持补充的证据仍不清楚 

迄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轻度碘缺乏地区，怀孕期间补充碘会

有更好的妊娠结局。 

结论 

一般而言，如果UIC≥100µg/L的人群通过高覆盖率的普遍食盐加碘，已处于

碘适宜环境中至少两年，该群体中孕妇不需要额外碘补充。 

 

（韩圆圆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几内亚比绍复兴食盐碘化得益于新技术的使用 

洛伦佐-罗西（盐业顾问） 

皮塔科雷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在几内亚比绍，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蒸馏法制盐厂生产食盐。由于基本的碘

化技术限制，只有 3%的国内生产企业可以生产加碘盐。 

来自合作伙伴的新技术和支持  

在 2014 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向几内亚比绍的盐业协会和独

立生产商提供新设备和新原料，支持其生产和包装加碘盐，促进 USI 进程。 

卫生部举办一系列的研讨学习班，旨在培训生产者应用新技术，推动 2016 

-2017 年的碘盐生产。经培训过的生产者现在已经具备每小时生产 7 吨碘盐的能

力，这足以覆盖该国全年的生产量。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国家碘盐生产网络或 RENPSI 的形成。 

一旦加碘技术建立起来，该网络将与政府合作来支持内、外部的质量控制，

保证质量。 

 

 

（韩圆圆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加速消除 IDD 进程 

                              ——IGN 2015 年年报 

Jonathan Gorstein  IGN 执行理事 

 

碘缺乏病在过去的 32 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美好的碘营养景象已经成熟，

我们目前的要求是消除碘缺乏病的国家能够维持现有的成果。IGN 是一个卓越的

组织，它能够团结所有与碘营养有关的参加者，并且是培育多个合作伙伴发挥最

好的作用。我们重点稳固提高全球碘营养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与其他防御项目

和其它更广泛的营养相关日常事务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与盐业部门紧密合作。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IGN 和 WHO 与其他伙伴合作，回顾了目前用来追踪全

民 IDD 策略成效的指南。2015 年 10 月举行研讨会，几个主要机构的重要专家参

加，领导全球现存指南的修订。IGN 负责 5 个区域的活动，包括中东和北非（迪

拜和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非洲东部和南部（坦桑尼亚）、亚洲东南部（曼谷），

与 UNICEF, GAIN 和 MI 合作管理。在仔细衡量了他们碘营养，现存挑战、及在

碘项目中的正在出现的科学问题和挑战，工作组聚集了来自 45 个国家的代表参

加。 

 

 

图1 IGN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合影 



 

（2016年年会于3月16-20日在英国召开，2015年工作总结和2016年工作计划） 

在全球层面，IGN能够优化利用来自于GiveWell和其他捐赠者的慈善活动的

推介，我们要考虑作为一个组织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什么样独一无二的改变要归

功于IGN。这就是：要认清我们是谁，我们的附加值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和优

化合作？ 

IGN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 

 

美洲：该地区已经到了消除IDD的边缘，IGN会在10月举行的微量营养素研讨会

上汇报此成果。海地是唯一的IDD区域，但是因在块状浓缩汤和调味品中使用碘

盐，部分地区已经达到碘营养适宜水平。 

中国：中国是实施USI最成功的国家，打破食盐专营会干扰USI。IGN与合作伙伴

提供支持工作，确保USI在过渡期仍能持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东非：IGN主要工作是，提高和建立该区分析碘盐和尿样的实验室检测能力。在

加强该区全民USI策略和IGN与合作伙伴加强整个非洲的区域合作上，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 

东亚：2015年，IGN总结了改组国家立法，在越南在重新建立强制碘化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IGN也参见了第一界SUN商业网络会议，促进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所有国家的区域合作。 

东欧和中亚：IGN支持俄罗斯采纳对食品强化法律的修正案，此项修正案将在许

多加工食品中使用碘盐立法。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将有此项工作计划。由于乌

克兰缺乏执政党承诺、经济不稳和持续冲突的综合因素存在，在碘营养工作中仍

有很大困难。 

中东和南美：该区在2015年有相当多的活动。主要是IGN负责两区的工作实施。



 

一项5年计划将有助于巩固红海的碘盐生产，包括来自西班牙的投资，西班牙将

手拉手的帮助苏丹加强立法。吉布提、摩洛哥、埃及也门同样在2015年值得关注。

吉布提和也门的国家调查已经完成，将有助于修订策略。 

 

2016年我们计划大力度加强已经在安哥拉、黎巴嫩、马达加斯加岛、摩洛哥

和苏丹建立的USI项目。重点是与国家利益相关者一起，加强执行伙伴的投入。

我们致力于消除困扰世界人民灾难。包括甲肿和克汀病在内的IDD临床表现已经

消失，根本在于成功实施的USI策略。我们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群

有适宜的碘摄入量，没有一名儿童因IDD而有智力损害。 

 

（孙毅娜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会议与公告 

1，越南采取了一项强制性的食品强化法令 

二月，越南总理 Nguyen Tan Dung 批准了一项法令（09/2016/ND-CP），强

制碘、铁、锌和维生素 A 添加到越南的食物中，于 3 月 15 日生效。 

规定：四种微量营养素，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和食品安全法规。盐必须加碘、

铁；锌必须添加到小麦面粉；而植物油，包括豆油，椰子油，菜籽油或花生油需

要有维生素 A。 

 

2，菲律宾的世界甲状腺日 

为纪念世界甲状腺日（WTD）和国际甲状腺意识周（23–27 日），2016 年 5

月 28 日在菲律宾奎松市举行多学科循环会议。2016 年 WTD 的主题‗儿童甲状腺

疾病‘。 

 

3.碘与健康研讨会在葡萄牙波尔图召开 

2016 年 3 月 30 日，葡萄牙波尔图大学主办了―碘与健康‖研讨会。 

重要议题是：在缺乏强有力的数据或相关食品政策的前提下，需要强制性引

入加碘盐来减少葡萄牙儿童营养不平衡状况。 

 

4，IGN 在 eagxboston 的全球会议 

4 月 30 日，Elizabeth Pearce 博士（美洲 IGN 区域副协调员）在波士顿麻省

理工学院，代表了 IGN 参加 EAGx 全球会议。 

皮尔斯博士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她领导一个专门研究全球贫困与



 

发展问题的小组。 

 

5，斯里兰卡加快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碘营养调查 

今年 2 月 15–16 日，Harshal R Salve 博士访问了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供技术输入，分享从印度―国家碘和盐摄入

调查‖中学习到的关于方法学和实验室质量保证方面的经验教训 

 

6，阿曼协调碘盐和钠摄入减少的策略 

由阿曼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一项即将到来的全国性的调查，将基于其

24h 尿样测定的尿浓度评估碘和钠营养，并确定在阿曼饮食中碘和钠的来源。 

 

（韩圆圆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摘要 

 

1，淡化海水可以导致碘缺乏病吗？一项观察与假设 

脱盐作用移除水中的碘以及增加患碘缺乏病的风险。本项病例对照研究评估

了某个依赖于海水淡化的地区的碘摄入量与甲状腺功能之间的关系。 

Ovadia YS et al. Public Health Nutr. 2016 May6:1-10. 

 

2，碘盐对学龄前儿童心智发育影响的评估：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个整群随

机试验。 

在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一项整群随机效应试验，研究在碘缺乏较严重的地区，

碘盐对 4～6 岁儿童心智发育的影响。 

本实验数据是与以往研究的阴性结果相一致，该研究为：给 6 -12 岁的孩子

补充碘胶囊，结果表明以盐或胶囊的形式补充碘，对大脑发育的影响可能针对 3

岁以下儿童。 

Aboud FE et al. Matern Child Nutr. 2016 May 3. 

 

3，摩洛哥农村山区 7~9 岁的学龄儿童进行牛奶碘强化能改善其碘营养状况

和认知能力。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ID 对摩洛哥学龄儿童智力发育的影响，探讨食用碘强

化牛奶对减少 ID 的影响。 

食用强化牛奶使得摩洛哥农村山区小学生碘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同样也对认

知能力有积极影响。 



 

Zahrou FE et al. J Nutr Metab. 2016:8468594. doi:10.1155 /2016/8468594. 

 

4，中国上海的产妇初乳碘浓度和婴儿神经行为发育的关系。 

初乳中的碘浓度与婴儿神经行为发育的关系仍不清楚。 

对于不同水平的初乳碘浓度，婴儿在认知、语言或运动发育方面无统计差异。

调整混杂因素后，初乳碘浓度是一个运动发育，特别是大运动发育的预测因素。 

Wu M et al. J Child Neurol. 2016 Apr 4 

 

5，摩洛哥家庭食用盐中碘浓度的评估 

Zahidi A et al. BMC Public Health 2016, 16:418 

 

6，巴西公立学校学龄儿童碘营养状况：横断面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与

食品不安全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评估巴西塞尔瓦多州公立学校的学生碘营养状态、食品安全、以及社

会经济和人口特征。 

在食品中度或重度不安全的学童中，碘缺乏的风险高出 70%。 

Campos RO et al. Thyroid. 2016 May 16. 

（韩圆圆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