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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２０１ １年安徽省碘缺乏病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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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安徽省碘缺乏病的防治效果及人群碘营养状况。方法２０１１年按人１２１比例概率抽样

【摘要】目的

方法（ＰＰＳ），在安徽省抽取３０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抽取１所学校，每所学校抽取４０名８—１０岁儿童，
进行家中食用盐碘含量调查，并进行甲状腺Ｂ超检查；同时抽取其中１２名几童，计算其家中居民人日均食盐
摄入量。并采集尿样进行尿碘检测；在抽取小学附近选取３个乡镇，抽取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各５人，采集尿样进
行尿碘检测。盐碘检测采用直接滴定法，川盐及其他强化食用盐采用｛中裁法（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１９９９）；尿碘检测采
用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方法（ＷＳ／Ｔ １０７．２００６）。结果共检测盐样１ ２００份，盐碘中位数为３０．９３ ｍｇ／ｋｇ，合格碘
盐食用率为９６．７５％（１

１６１／１ ２００）。共检测８～１０岁儿童１

２００名，甲状腺肿大率（甲肿率）为２．７５％（３３／１ ２００）。

分别检测８～１０岁儿童、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尿样３６０、４６０、４４３份，尿碘中位数分别为３５５．３０、１９９．６８、１９６．２７斗叽。
８～１０岁儿童家中居民人日均食盐摄入量为（８．９９±５．４１）ｇ。结论安徽省８—１０岁儿童尿碘水平偏高，建议
调整全省碘盐浓度．且兼顾孕妇和哺乳期期妇女的碘营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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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共有１０５个县（市、区），其中１０４个为

非高碘地区，供应碘盐。为了解安徽省居民碘营养

水平。提供碘盐浓度调整前全省居民碘营养的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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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２３０６０１合肥，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
生虫科
通信作者：李卫东，Ｅｍａｉｌ：ａｈｃｄｃｌｗｄ＠１６３．ｃｏｒｎ

万方数据

状况．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２０１１年９月一
１１月，在安徽省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碘缺乏病
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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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象与方法

实验室完成。检测样品采用标准系列、冻干人尿中

１．１抽样方法：在安徽省非高碘地区，根据第６次

碘成分分析标准物质、抽取２０％做平行样、复核等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按人口比例概率抽样方法

措施，样品、实验环境、实验用水、试剂、器皿等确保

（ＰＰＳ），抽取３０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根据

无碘污染。冻干人尿中碘成分分析标准物质由国家

上报的全县（市、区）小学统计表抽取１所小学，每

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提供．省级实验室已通过国家

所学校抽取４０名８一１０岁儿童．进行家中食用盐

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进行的外质控考核。

碘含量调查，并进行甲状腺Ｂ超检查；同时抽取其

１．４数据分析：使用Ｅｐｉ

中１２名儿童。计算其家中居民人１３均食盐摄入量．

采用Ｓｔａｔａ 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呈偏态分

并采集尿样进行尿碘检测：在小学附近选择３个乡

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描述集中趋势和离散

镇，抽取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各５人．采集尿样进行

趋势，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检验水准为

尿碘检测；在抽中小学所在村（居委会），按东、西、

Ｏ．０５。

南、北、中５个方位，各抽取１份饮用水水样，如为

２结果

集中式供水地区，则采集２份末梢水水样进行水碘

２．１居民户碘盐食用状况：在安徽省３０个县（市、

检测。

区）共采集盐样１ ２００份，盐碘中位数为３０．９３

１．２检测方法与标准

碘盐覆盖率为９８．４２％（１

１．２．１碘盐：采用直接滴定法检测盐碘，川盐及其

为９８．３ｌ％（１

他强化食用盐采用仲裁法（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１９９９）。碘

（１

盐判定标准：盐碘２０～５０ ｍｒ／ｋｓ为合格碘盐，

９０％，１个县的碘盐合格率低于９０％，３个县的合格

５～＜２０

碘盐食用率低于９０％。

ｍｇ／ｋｇ或＞５０ ｍｇ／ｋｇ为不合格碘盐，＜５

１６１／１

１６１／１

Ｉｎｆｏ

３．３．２进行数据录入，

１８１／１

ｍｓ／ｋｓ，

２００），碘盐合格率

１８１），合格碘盐食用率为９６．７５％

２００）。其中有１个县的碘盐覆盖率低于

ｍｇ／ｋｇ为非碘盐。

２．２儿童甲肿检测结果：共检查１ ２００名８～１０岁

１．２．２甲状腺检测：采用Ｂ超法检查甲状腺肿大

儿童甲状腺，甲肿人数为３３人，甲肿率为２．７５％。其

（甲肿）情况，按地方性甲状腺肿的诊断标准（ＷＳ

中８岁儿童甲肿人数为１５人，９岁为１５人，１０岁

２７６．２００７）笋１］定。

为３人，不同年龄间儿童甲肿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１．２．３尿碘：采用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方法（ｗｓｉｒ

意义（Ｘ２＝９．３９，Ｐ＜０．０１）。见表１。男孩甲肿率为

１０７．２００６）检测尿碘。尿碘判定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２．６０％（１６／６１６），女孩为２．９１％（１７／５８４），不同性别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

间甲肿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ｘ２＝０．１１，Ｐ＞

（ＷＨＯ／ＵＮＩＣＥＦ／ＩＣＣＩＤＤ）联合发布的《碘缺乏病及

０．０５）。

其消除的评估指南》，儿童１００～１９９ ＩＸｇ／Ｌ、孕妇为

１５０～２４９斗叽、哺乳期妇女≥１００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安徽省８～１０岁儿童甲状腺肿大情况

ｐｇ／Ｌ为碘适宜

水平。
１．２．４水碘：采用高水碘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法检测
水碘．并参照水源性高碘地区和地方性高碘甲状腺
肿病区的划定标准（ＧＢ／Ｔ １９３８０—２００３）进行判定。
１．２．５人１３均食盐摄入量：采用３日称量法进行测

２．３儿童尿碘检测结果：共检测８～１０岁儿童尿

定。即称量居民家庭３ １３食盐摄人量，并记录居民

样３６０份，其中男孩１８１份，女孩１７９份。尿碘中位

家庭每餐就餐人数。计算得出人１３均食盐摄入量。

数为３５５．３０“ｇ／Ｌ，８、９、１０岁儿童尿碘中位数分别

１．３质量控制

为３４８．１３、３４５．７６、３８２．８０斗ｇ／Ｌ，各年龄间儿童尿碘

１．３．１现场工作：本次监测点抽样工作由安徽省疾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日＝３．９９，Ｐ＞０．０５）。见表

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确保样本的随机化。调查前

２。男孩尿碘中位数为３４３．８１斗以，女孩为３７４．２１

对调查人员统一进行培训。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

“ｇ／Ｌ，不同性别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Ｚ＝

管均由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员负责。调

０．０８，Ｐ＞０．０５）。

查中调查员向调查对象告知调查目的和采集样品

２．４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尿碘检测结果：分别采集孕

的用途．并向调查对象反馈尿碘检测和甲状腺检查

妇和哺乳期妇女尿样４６０、４４３份，尿碘中位数分别

结果。

为１９９．６８、１９６．２７肛ｇ／Ｌ。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尿碘比

１．３．２实验室工作：本次所有样品的检测都在省级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０．５１，Ｐ＞０．０５）。见表３。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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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年安徽省８一ｌＯ岁儿童尿碘检测结果

２．５水碘检测结果：共采集水样１０２份，水碘中位

中位数也分别降为３１３．２、３１１．７、３５５．３恤ｇ／Ｌ Ｅ２’３１，但

数为１０．９１“ｇ／Ｌ。颍上县水碘中位数最高，为７８．７６

仍高于适宜量，也高于周边省份∞］。国内外研究发

肛ｇ／Ｌ；金寨县最低，为０．３６斗ｇ／Ｌ。７有１６个县（市、

现㈣］，碘摄入量和甲状腺疾病关系呈“Ｕ”型曲线，

区）为集中供水。

过高的碘摄人量可能会导致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增

２．６人日均食盐摄人量：共在３６０个居民户开展食

高。因此，及时监测居民碘营养状况以及调整碘盐

盐摄入量调查，人日均食盐摄入量为（８．９９±５．４１）ｇ，

浓度是必要的。

其中枞阳县最高，为（１７．２３±８．０４）ｇ；长丰县最低，

碘缺乏对孕妇特别是婴幼儿的健康有着较大

为（４．３４±１．６９）ｇ。

影响［１０－１１］。英国的研究显示，孕期轻微的碘缺乏也可

３讨论

能造成儿童阅读、拼写等能力的下降［１２－１３］。本次调查

食盐加碘（ＵＳＩ）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防治碘缺

结果显示，安徽省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尿碘中位数分

乏病的方法［１｜。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安徽省碘盐合格

别为１９７．３６、１９７．２０肛以，处于适宜水平。安徽省经

率、合格碘盐食用率、碘盐覆盖率均在９５％以上。但

济相对落后，农村人口较多，如采取碘剂或碘强化

也有个别县（市、区）碘盐合格率、合格碘盐食用率

食品的方法补碘，可能较难推广和普及，即使在美

或碘盐覆盖率低于９０％。安徽省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２次

国等发达国家，孕妇使用碘剂或碘强化食品的比例

省级ＰＰｓ抽样法调查中，碘盐合格率也均在９０％以

也仅有２２．３％［１４］。而为孕妇设计专用碘盐。对于有

上［２－３］，说明安徽省的碘盐强化和普及工作完成较

“会餐制”传统的中国来说实际操作性较小。目前，

好。且３次调查，儿童甲肿率分别为６．１０％、３．３３％［２－３］

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孕妇碘缺乏病预防意识，通过

和２．７５％，呈逐年下降趋势，较好地反映了安徽省碘

天然食品，如海带等天然补碘食品可能是最为安

盐强化防治碘缺乏病的效果。

全、有效的孕妇补碘措施［１引。

由于徽菜“重盐”。安徽省人日均食盐摄入量远

本研究中，安徽省人Ｈ均食盐摄入量为（８．９９±

高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摄人量（６ ｇ）［４３，同时调

５．４１）ｇ，但其中仍有人日均食盐摄人量高达（１７．２３－１－

查还发现。安徽农村居民咸菜等食用量和食用频率

８．０４）ｇ的县（市、区）。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居民会把

较高，因此，安徽省居民实际的食盐摄入量应高于３

剩菜倒掉，可能会导致测定的摄入量高于实际摄入

日称量法的结果。目前，安徽省除个别县（市、区）外

量；此外，咸菜、成品食物等的食用，外出就餐等也

都为碘缺乏地区，水碘浓度较低，因此，碘盐是安徽

对３日称量法的准确性有较大的干扰。

省人群的主要碘营养来源，通过调整碘盐浓度能有

综上所述，由于儿童和孕妇、哺乳期妇女的碘

效调整安徽省人群碘营养状况。１９９９年调查发现，

需求量不同阻］，为了尽可能兼顾儿童、孕妇碘营养状

安徽省儿童尿碘中位数为４０３．２斗ｇ／Ｌ，盐碘中位数

况。采取不同浓度碘盐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从而

为４６．３５ ｍｇ／ｋｇ［２］：２０００年国家调整碘盐浓度为

选择合适的碘盐浓度可能较为可靠。此外。本次调

２０．０～５０．０

ｍｇ／ｋｇ：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及本次调查中，安

查中，各个被调查县（市、区）尿碘检测样本量较小，

徽省碘盐中位数均在３０ ｍｇ／ｋｇ左右，而儿童尿碘

反映各县（市、区）尿碘水平时可能会有一定偏移。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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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样本量，更准确地反映安徽省

［９］蔡可英，杨昱，王晓东，等．江苏高碘和适碘地区孕妇甲状腺疾
病患病率的调查［Ｊ］．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６）：４７５－

居民的碘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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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更名为《中华地方病学杂志》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在获“科技部第二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后，近日再传喜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新出审字［２０１２】
２７８号），《中国地方病学杂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将更名为《中华地方病学杂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ＤＥＭｌ０ＬＯＧＹ），原刊号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４９５５、ＣＮ２３—１２７６／Ｒ作废，新编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 ２０９５－４２５５，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

号ＣＮ２３—１５８３／Ｒ，卷次延续，主管、主办、办刊地点不变。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创刊于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７年被定为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会刊。作为国内地方病领域创刊最早的期
刊，《中国地方病学杂志》主要报道发生在我国对人类危害特别严重的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
毒和鼠疫、布鲁杆菌病、流行性出血热、寄生虫病等，这些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地方病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发表了
大量“９７３”、“８６３”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各类基金资助论文，受到了作者和读者的广泛欢迎。２００４年获“卫生部首届
医药卫生优秀期刊一等奖”，２００５年获“中华医学会优秀期刊一等奖”和“黑龙江省期刊精品工程提名奖”，２００８年获“中华医学
会优秀期刊二等奖”，２０１０年获“中华医学会优秀期刊”奖，２０１１年获得“科技部第二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中国地方病学杂
志》从１９９２年起，被列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
价数据库来源期刊，预防医学、卫生学类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生物医学核心期刊，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获ＲＣＣＳＥ中国权威、核心科技
学术期刊，连续６次人选中文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被万方数据、美国《化学文摘》、荷兰《医学文摘》、俄罗斯《文摘
杂志》、美国《剑桥科学文摘》、波兰《哥白尼文摘》等数据库收录。
从２０１３年起，《中华地方病学杂志》将以崭新的面貌与广大作者和读者见面，这既是一个历史性转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中华地方病学杂志》将继续努力，坚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刊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预防与治疗相
结合的原则．真实地反映地方病领域科研、监测和防治工作的新成就、新进展，努力为广大作者、读者搭建好学术交流的平台，为
推动我国消除地方病的进程做出新的贡献。

《中华地方病学杂志》编辑部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