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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南省碘缺乏病监测结果分析

王仁禹，郭先驰，徐明珠，李俊华，李正祥

摘要： 目的 为了解湖南省&""&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后碘缺乏病防治工作情况。 方法 按照卫生部

下发的《全国第四次碘缺乏病监测方案实施意见》要求进行。 结果 居民盐碘均值%!*+,-／.-，合格碘盐食用率

)&*#/，碘盐覆盖率)(*+/，+!!"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01!#)为(*’/，尿碘中位数为!)!*"2-／3，无"4""-／3
份数；智商值)&*!&。健康教育效果评价结果4年级学生组平均分为#&*"分，育龄妇女组平均分为#)*(分。 结论 监

测数据表明湖南省已消除碘缺乏病。!))#年以来的全民食盐加碘策略应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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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为了解和

掌握湖南省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后防治现状，进一步完

善可持续消除碘缺乏病防治策略，确保国务院转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消除碘缺乏病工作意见》所提出的各项目标的有效落

实，按照《全国第四次碘缺乏病监测实施意见》的要求，我们于

&""&年对全省进行抽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内容与方法

!*! 抽样方法 病情监测对全省!&&个县、市、区进行整群随

机抽样，每个市州抽&!%个县，共抽取%"个县，每个县随机抽

取一所小学，每所小学抽取’"名+!!"岁在校学生，触诊甲状

腺大小和测智商，其中还随机抽取!&名学生采集尿样测尿碘；

并该在学校4年级学生&"名进行防治知识试卷调查和对所在

村随机选取4户家庭采用统一问卷对育龄、妊娠、哺乳期妇女

进行防治知识问卷调查。碘盐监测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每个市

州随机抽取%个县（市、区），每个县随机抽取’个乡，每个乡抽

&个村，每个村随机抽!"户采盐样测盐碘。

!*& 检测指标

!*&*! 甲状腺肿大率 用触诊法进行检测（78!#""’—!))4）。

!*&*& 盐碘测定 采用中的直接滴定法测定（78／9!%"&4*
(—!)))）。

!*&*% 智商测定 采用中国瑞文农村和城市修订版测定，用

我省自行研制的常模判定智商［&］。

!*&*’ 尿碘测定 采用酸消化砷铈接触法测定（:;／9!"($
!)))）。

!*% 资料分析 按照本次监测方案设计要求，碘盐监测以市

州级行政单位作为抽样基础，故碘盐质量数据经过加权后可以

市州为单位评价。盐碘小于4,-／.-为非碘盐，凡加碘盐覆盖

率低于)"/的市州为问题地区。病情监测以省级单位作为抽

样基础，故+!!"岁学生甲状腺肿大率数据经加权后其资料能

代表省级水平。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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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盐监测 本次采集居民户碘盐$$%&份，食盐含碘均值

为$#"’()／*)，合格碘盐$##$份，合格碘盐食用率+!"%,，碘

盐加权覆盖率+-"’,。从碘盐质量分析，碘盐含碘均值$!"$

()／*)，标 准 差-"#!()／*)，变 异 系 数!!,，碘 盐 合 格 率 为

+."$,。各市州中仅常德市碘盐加权覆盖率为’%"&,，为碘盐

问题地区，见表#。

表# 湖南省各市州居民户碘盐定量监测结果（()／*)）

市州 份数 碘含量

碘盐质量

/ 0 1 234（,）

盐碘含量频数分布（,）

!5 5! !&! "5&

碘盐

合格率

（,）

合格碘盐

食用盐

（,）

碘盐加权

覆盖率

（,）

永州 !.& $&"- !.& $&"- 5"’ #’"+ & !"5 +-"5 & +-"5 +-"5 #&&

怀化 !.& $&"$ !.& $&"$ 5"+ #+"5 & #"- +-"+ &". +-"+ +-"+ #&&

长沙 !.& $!"- !$# $$"+ %". #’"+ $"’ &". +."5 #"$ +."+ +."5 +5"#

张家界 !.& !+"% !!+ $#"& ’"$ !%"’ ."% 5"& ’%"! ."! +&". ’%"$ +5"#

株洲 !.& $’"! !.& $’"! -"! #’"+ & &". +$"’ 5"’ +$"’ +$"’ #&&

湘潭 !.& $$"$ !.& $$"$ ’"# !."$ & 5"’ +#"- !"5 +#"- +#"- #&&

常德 !.& !’"$ !&% $!"+ -"& !#"$ #."! !"# ’&"’ !"+ +."! ’&"’ ’%"&

益阳 !.& $#"5 !$+ $#"% %"5 !&"% &". &"’ +’". &". +’"- +’". +’"’

湘西 !.& $#"% !.& $#"% ’"- !-"5 & -"+ +&"’ #"$ +&"’ +&"’ #&&

邵阳 !.& $!". !.& $!". 5"- #-"% & !"5 +-"5 & +-"5 +-"5 #&&

衡阳 !.& $$"+ !$+ $."& -". !#"- &". !"# +!". 5"& +!"+ +!". +’"+

岳阳 !.& !’"’ !$+ !’"+ %"! !#"5 &". $"$ +5"+ &". +%"! +5"+ ++".

郴州 !.& $#"% !.& $#"% ’"- !-"5 & #!"5 ’-"5 & ’-"5 ’-"5 #&&

娄底 !.& $!"+ !$+ $$"# ’"$ !5"# &". 5"’ +!"# #"- +!"5 +!"# ++"!

合计 $$%& $#"’ $$&! $!"$ -"# !!"& #"- $"’ +!"% #"+ +. +!"% +-"’

!"! ’!#&岁学生甲状腺肿大率和智商 共调查$&所小学

#!&&名’!#&岁学生甲状腺肿大率，触诊甲状腺"度肿大$%
例，#度肿大!例（益阳、湘西各#例），肿大率,。测智商+#&
人，智商均值+!"#!，智商#%+占-".,。

!"$ ’!#&岁学生尿碘测定 检测对象一年内未服碘油丸，共

采集$%&份，尿碘中位数#+#"&6)／7，最高值+$."#6)／7，最低

值5!"&6)／7，!#&&6)／7者为’"#,。

!". 健康教育 调查$&所小学五年级学生%&&人，平均%!
分，及 格 率 5%"’,，第 一 题、第 二 题 答 对 者 分 别 为!.#人

（.&"!,）、$$-人（5%"!,），两题全错者-.人（#!"$,）、两题全

对者#’%人（$#"&,）。特需人群#5&人，平均%+"-分，及格率

-."-,，，第一题、第二题答对者分别为.-人（$#"$,）、#!’人

（’5"$,），两 题 全 错 者#+人（#!"-,）、两 题 全 对 者.5人

（$&"&,），见表!。

表! 湖南省小学五年级学生、特需人群健康教育测试结果

人群 人数 平均分 及格人数 ,

学生 %&& %!"& $.# 5%"’

特需人群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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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湖南省是我国碘缺乏病流行较严重的省份。全省食盐加

碘防治碘缺乏病经历了从"#$#年病区供应非病区不供应到

"##%年全民普食碘盐两个阶段。为了解全民食盐加碘防治策

略落实情况，我省于"##&!"###年连续&次进行碘缺乏病监测

（其中!次为全国统一组织），结果表明，合格碘盐食用率由

"##&年的!’(")上升至’&(*)，’!"+岁儿童甲肿率由"’(
+)下降至,(!)，儿童尿碘中位数由"!$(%-.／/上升至,!$($
-.／/。*+++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后，近*年主要是围

绕实现可持续消除碘缺乏病开展工作。本次结果为合格碘盐

食用率为#*(!)，加权碘盐覆盖率为#$(’)，’!"+岁儿童甲

状腺肿大率为!(*)，尿碘中位数为"#"(+-.／/，表明我省碘缺

乏病防治措施继续得到有效落实。

碘盐是消除碘缺乏病最有效、方便、经济的防治措施。本

次检测全省的加权碘盐覆盖率与"###年监测结果持平［!］，而

合格碘盐食用率较"###年明显上升，表明碘盐加工质量与供

应较好。值得注意的是常德市碘盐覆盖率小于#+)，提示在我

省局部地区仍存在有非碘盐冲击的可能，应引起各级政府高度

关注。碘盐质量经进一步分析发现，碘盐含碘均值为!"(%0.／

1.，标准差为’(%0.／1.，此结果较"###年比较，盐碘含量均值

下降,!(!&)，变异系数下降"#(!")，究其原因，盐碘含量下降

是因为*+++年以来，我省碘盐生产按照《食用盐》（&,%"2*+++）

国家标准，由原来的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年消除碘缺乏病

规划纲要》中规定的碘盐生产加碘&+0.／1.下调到（!&3"&）

0.／1.所致。食盐含碘匀度提高是因为我省两个盐矿加碘盐

生产、包装环节已经进行技术改造，并于"###年获得456#++*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所致。

尿碘是反映人体碘营养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防治措施

落实，加之食盐加碘浓度下调，尿碘中位数较"###年明显下

降。按照尿碘中位数"++!*++-.／/的最佳水平衡量［,］，认为

我省目前居民尿碘水平较为理想，同时也提示碘盐加碘浓度是

合适的 。’!"+岁学生甲状腺肿大率在碘缺乏没有得到纠正

时，是反映病情的一项重要指标。鉴于全面普食碘盐已持续$
年，全人群碘营养水平已经得到显著改善 ，虽然本次监测中’

!"+岁学生甲状腺肿大率但已经降至非缺碘因素所致甲状腺

肿水平（&)）。为此，继续用此指标评价碘营养状态已无实际

意义，建议今后在监测中不再采用此指标。

由于碘缺乏对人类最大危害是影响胎儿脑发育［&］，故对儿

童智商测定是评价碘缺乏病防治效果最有效的指标。本次监

测’!"+岁儿童智商相对低下者（47!%#）仍然高达$(,)，比

非缺碘地区（*(*)）高，原因为本次监测的’!"+岁儿童为

"##%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措施前出生，部分儿童在胎儿期未得

到足够的碘营养保护。

健康教育问卷结果，客观的反映出我省在碘缺乏病防治知

识的宣传教育方面已存在滑坡趋势。五年级学生及格率为

&%(’)，较"###年下降&个百分点，其原因为实现*+++年达到

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后，学校未定期上碘缺乏病防治知识

课，故学生没有在学校得到防治碘缺乏病相关知识。特需人群

及格率为$,($)，虽较同期五年级学生高，但仍较"###年下降

"%个百分点，其原因为此部分人群年龄不大，文化层次相对较

高，接受的信息渠道较多所致。

今后我省消除碘缺乏病工作应在继续做好全民食盐加碘

的同时，加强对育龄、妊娠、哺乳期妇女和学龄儿童碘营养水平

监测，实行科学补碘，为湖南省持续消除碘缺乏病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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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预防医学》内容与栏目

预防医学领域各学科各专业论文，急慢性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肿瘤、意外损伤、职业病、寄生虫病、地方病、流行病学调查及防治研究；公共

卫生事件、卫生监督监测、社区卫生、学校卫生、心理卫生、妇幼保健、卫生管

理与政策；性病、艾滋病的公共卫生管理及预防医学理论模式探讨。论著、

讲座、综述、调查分析、方法介绍、基层园地及相关疾病控制、卫生监督监测、

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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