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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掌握江西省居民碘营养水平，为制订碘缺乏病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资料

回顾性方法，收集1995—2010年江西省碘缺乏病监测数据，分析8一lO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尿族频数分布，

居民碘盐合格率、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采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分析儿童甲状腺肿大率(触诊法)与

居民硖盐合格率、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的相关性。结果8—10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触诊法)由

1995年的40．17％(482／1200)下降至20lO年的0．80％(16／2000，x2=4．864，P<0．05)；1995—2010年儿童尿

碘中位数均>200瑚；／，L，且>300瑚；／，L的比例均超过25．00％，最高达58．0l％(210／362)；盐碘中位数1995年

最低，为17．77 mg／kg,其余各年度盐碘中位数在29．30一39．10 mg／kg；居民碘盐合格率、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

食用率分别由1995年的43．58％(452／1037)、86．42％(1037／1200)、37．67％(452／1200)升至。2010年的97．95％

(1916／'1956)、99．95％(1956／1957)、97．90％(1916／1957)，有随年份增长的趋势(妒值分别为5．240、6．118、5．631，

P均<0．05)。8．10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与居民碘盐覆盖率、碘盐合格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存在相关性(r值分

别为一0．833、一0．881、一0．918，P均<0．05)。、结论江西省倨民碘营养已超过适宜水平，应该下调盐碘含量，

保证居民适宜的碘营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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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Uaetl Objective To ma缸ef the level of iodine nutrition among population in Jiangxi pmvinoe，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stablishing the strategy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odine d，eficiency di∞rders

(IDD)．Methods Retrospective method W88 adopted to analyze the goiter rate an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urin8哆iodine of children aged 8—10，the qualified rate of iodized salt，the coverage rate of iodized salt and the

consumption rate of qualified iodized salt in residents of Jiangxi province from 1995 to 2010．皿他method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WS,S used 1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咖rate of children(by palpation)and tlIe

qualified rate of iodized salt，iodized salt coverage rate and residents consumption mto of qualified iodized sail

Results 1he goiter ratee(measured by the method of palp越ion)of children aged 8—10慨down from 40．17％

(482'1200)in 1995to o．80％(16／2000)in 2010(X2=4．864,P<o．05)．‰mediallof虹i瑚碍iodine ofchildren

WR8 higher than 200№肛；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se urinary iodine content higher than 300燃肛was above

25．00％and the hlghest proportion WaS up to 58．01％(210／362)between 1995—20lO．‰minimum median of

salt iodine Was 17．77 mg／kg in 1995，and 29．30—39．10 mg／kg in other years．’Ihe qualified rates of iodized salt，

the iodized salt coverage rates and the consumption rates of qualified iodized salt increased from 43．58％

(452／1037)，86．42％(1037／1200)and 37．67％(452／1200)in 1995 t0 9r7．95％(1916／1956)，99．95％(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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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and 97．90％(1916／1957)in 2010，respectively；there was a growth trend over the years(x2=5．240，6．118，

5．631，all P<0．05)．The goiter rates of children were related to the qualified rates of iodized salt，tlle iodized salt

coverage rates and tIIe consumption rates of qualified iodized salt，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was一0．833，

一0．881 and一0．918(all P<0．05)，respectively．Conclusions’11le level of iodine nutrition among residents in

Jiangxi province has already gone beyond the appropriate level，and the iodine concentration in salt should be cut to

ensure the appropriate iodine nutrition level among people．

【Key words】 Iodine； Goiter，endemic； Urine； Salts； Outcome assessment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机体缺碘可导致碘

缺乏病，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或地方性克汀病；碘

摄入过量也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导致高碘性

甲状腺肿、碘中毒、甲状腺功能亢进、发生甲状腺癌

危险增高、脂代谢异常等[1-2]。为了控制碘缺乏病，从

1995—2010年江西省对碘缺乏病开展连续监测，

达到了基本消除碘缺乏病目标。为巩固碘缺乏病防

治成果，为今后江西省防治碘缺乏病提供科学的依

据，作者对以往的监测结果进行回顾性总结，结果

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采用资料回顾性方法，收集1995、

1997、1999、2002、2005年江西省的全国碘缺乏病防

治监测数据和2006、2007、2008、2009、2010年江西

省碘缺乏病监测数据。

1．2分析内容：8～10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尿碘频

数分布；居民碘盐合格率、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

用率；儿童甲状腺肿大率(触诊法)与碘盐合格率、

碘盐覆盖率、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的相关性

1．3统计学方法：数据统计采用SPsS 13．0软件。不

同年间率的比较采用x2趋势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法进行。

2结 果

2．1儿童甲状腺肿大率：1995—2010年江西省采

用触诊法共检查8一10岁儿童15 999名，查出甲

状腺肿大者1029人，甲状腺肿大率为6．43％。儿童

甲状腺肿大率由1995年的40．17％(482／1200)下降

至2010年的0．80％(16／2000)，呈明显下降趋势

(x2=4．864，P<0．05)。1997—2010年采用B超法

共检查8～10岁儿童14 546名，查出甲状腺肿大

者491人，甲状腺肿大率为3．38％。儿童甲状腺肿大

率由1997年的5．94％(69／1162)下降至2010年的

2．55％(50／i960)，呈明显下降趋势(x2=5．773，P<

0．05)。见表1。

2．2儿童尿碘测定结果：1995—2010年，8—10岁

儿童尿碘中位数均>200恤g／L，其中<50弘g／L的

比例自2005年起连续<5．00％。尿碘中位数<100

表1 1995—2010年江西省8—10岁儿童甲状腺检查结果

合计 15 999 1 029 6．43 14 546 491 3．38

注：“一”表示该年度没有进行该项检查

肛g／L的比例从1995年的19．72％(71／360)下降为

2010年的10．00％(30／300，x2=6．967，P<0．05)，且

各年度尿碘3300¨叽的比例较高，均超过
25．00％，最高为58．01％(210／362)。见表2。

2．3盐碘测定结果：居民户盐碘测定结果显示，

1995年盐碘中位数最低，为17．77 mg／kg，其余各年
盐碘中位数在29．30～39．10 mg／kg；非碘盐率由

1995年的13。58％(163／1200)下降至2010年的

0．05％(1／1957)，呈下降趋势(x2=6．118，P<0．05)。

碘盐合格率、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分别由

1995年的43．58％(452／1037)、86．42％(1037／1200)、

37,67％(452／1200)升至2010年的97．95％(1916／

1956)、99．95％(1956／1957)、97．90％(1916／1957)，

呈明显上升趋势(x2值分别为5．240、6．118、5．631，P

均<0．05)。见表3。

2．4相关性分析：甲状腺肿大率(触诊法)与居民碘

盐覆盖率、碘盐合格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存在线性

关系(r值分别为一0．833、一0．881、一0．918，P均<

0．05)，儿童甲状腺肿大率随居民碘盐覆盖率、碘盐

合格率、合格碘盐食用率的升高而降低。见图1。

3讨论

食盐加碘是针对病因防治碘缺乏病最根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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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5—2010年江西省8—10岁儿童尿碘测定结果

时间(年) 例数
中位数 尿碘(盹／L)频数分布(％)

(卜g／L)0— 50～ 100． 300。

1995 360 252．27 8．05(29) 11．67(42)80．28(289)0．00(0)

362 322．60 13．81(50) 5．80(21) 22．38(81) 58．01(210)

363 281．80 3．86(14) 8．54(31)41．32(150)46．28(168)

360 235．15 5．00(18) 11．67(42) 48．33(174) 35．00(126)

359 257．50 1．68(6) 5．85(21) 52．92(190) 39．55(142)

298 232．40 1．34(4) 6．71(20) 66．44(198) 25．50(76)

338 271．25 1．48(5) 5．33(18) 53．25(180) 39．94(135)

302 307．70 1．99(6)4．97(15) 39．40(119) 53．64(162)

298 312．71 1．34(4) 3．30(10) 41．70(124) 53．69(160)

2010 300 276．89 2．67(8) 7．33(22)43．33(130)46．67(140)

注：()内数字为例数

表3 1995—2010年江西省居民户盐碘测定结果

时间(年) 例数 ee位数(mg／kg) 非碘盐率(％) 碘盐合格率(％) 碘盐覆盖率(％) 合格碘盐食用率(％)

注：()内数字为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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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0年江西省居民碘营养状况相关指标变化趋势图(19)

经济、最简便、最易坚持的干预方法，是消除碘缺乏

病安全、方便、行之有效的主导措施。江西省自1995

年起实施全民食盐加碘后。居民碘缺乏病得到了较

好的控制。1995—2010年江西省碘缺乏病监测数

据显示：甲状腺肿大率(触诊法)由1995年的40．17％

： 甲状腺肿大率

碘盐覆盖率

—●一合格碘盐食用率

下降至2010年的0．80％，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且自

2006年起甲状腺肿大率持续<5％，居民碘盐合格

率、碘盐覆盖率均I>95．00％；8～10岁儿童尿碘中

位数均>200斗叽，且<50斗叽的比例自1999年
起持续≤5．00％。从上述指标看，江西省自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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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达到了国家消除碘缺乏病标准[3]。

1995年食盐加碘标准为≥20 mg／kg。而居民盐

碘中位数为17．77 ms／ks，主要原因之一是碘盐合

格率和碘盐覆盖率较低，非碘盐冲销市场较严重；

1997、1999年盐碘中位数分别高达为37．80、39．10

ms／ks，在碘盐合格率和碘盐覆盖率较高的情况下，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997、1999年食盐加

碘标准为20～60 mg／kg。而在2002年及以后各年

度的盐碘中位数均在30．00 mg／kg左右，这可能与

2000年以后食盐加碘标准为20～50 mg／kg有关。

1995年监测结果显示，江西省8～10岁儿童

甲状腺肿大率高达40．17％。而尿碘中位数为252．27

斗以。从理论上讲，尿碘水平达到100斗班以上，
人群甲状腺肿大率应得到有效的控制。但1995年

现场调查中，这种病情与尿碘指标的分离已普遍存

在，可能为此两项指标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甲状腺

肿大率反映的是群体3～6个月内的碘营养水平。

而尿碘反映的是几天内人体的摄碘量。口服碘油胶

丸后24小时尿碘水平达到高峰，6个月后仍是服碘

油前的4倍。1995年监测前2～6个月，江西省7～14

岁儿童普遍服过碘油胶丸(200 mg／粒)，由此可推

测，1995年尿碘中位数高主要是口服碘油胶丸所

致；1997、1999年尿碘中位数较高，分别为322．60、

281．80斗叽，主要原因可能是1997、1999年食盐加
碘标准上限为60 ms／ks，并且1997、1998年江西省

人群普服过碘油胶丸。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控制

碘缺乏病理事会(WHO／UNICEF／ICCIDD)提出，尿

碘中位数100—199斗以为最适宜；>300仙g／L
为碘过量，长期碘过量会给健康带来负面效应[41。江

西省尿碘监测结果显示：8—10岁儿童尿碘中位数

均>200恤以，并且>300斗叽的比例均超过
25．00％，最高达58．01％，各年度尿碘I>300仙g／L的

比例较高。尿碘是衡量群体碘营养水平的主要指

标[51，WHO等组织建议，用8～10岁儿童的尿碘水

平来评价整个人群的碘营养状况，从这一指标看，

江西省居民碘营养水平超过适宜水平，存在碘摄人

过量的隐患，而碘摄入过量会给人体带来危害，导

致碘中毒、高碘性甲状腺肿、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

病等睁10】，已得到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1l也]。

从江西省碘缺乏病监测数据来看。江西省已经

实现并巩固了碘缺乏病消除目标。江西省居民碘营

养水平超过适宜水平，存在碘摄人过量隐患，但江

西省外环境仍处于缺碘状态[131。导致碘摄入过量的

主要原因之一是食盐加碘浓度不适宜，因此，应根

据实际情况下调食盐加碘浓度，使居民碘营养维持

在适宜水平，达到既可防治缺碘性甲状腺肿又不会

引发高碘所致的危害。

参 考 文 献

[1]苑静，孙东跃，王心满．碘缺乏和高碘的危害及其食用[J]．中

国食物与营养，2010(1)：80．81．

[2]徐波．碘过量对人体的危害[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0，26

(8)：627—63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碘缺乏

病消除标准(GB 16006-2008)[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8．

『41 WH0／UNICEFACCIDD．Assessment of i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and monitoring their elimination：A guide for programme

managers[R]．3 ed．Geneva：WHO，2007：32—34．

[5]范义兵，陈海婴，凌军，等．尿碘作为碘缺乏病监测指标的意义

[J]．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05，24(3)：346．348．

[6] 申红梅．重视碘过量的危害及其防治[J]．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2009，28(3)：237．238．

[7]马宁，毛伟峰，李建文，等．膳食碘缺乏与过量对人类健康的危

害[J]．卫生研究，2011，40(2)：142．146．

[8]王青平，贾清珍．甲状腺结节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地方病学

杂志，2011，30(6)：706．708．

[9]赵欣，陈克俊，桑仲娜，等．碘过量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炎大鼠骨代谢的影响[J]．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11，30(2)：

123．126．

[10]罗江琳．2007—2009年江西省九江市居民碘营养状况调查

[J]．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11，30(2)：187．

[11]孙殿军．关于我国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热点问题的认识与建议

[J]．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11，30(2)：119．122．

[12]TelIg X，Shah Z，Chela Y，et a1．More than adequate iodine

intake may increase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and autoimmune

thyroiditis：a CROSS—sectional study based on two Chinese

coramunities with different iodine intake levels[J]．Eur J

Endocrinol，20ll，164(6)：943-950．

[13]陈贤义，孙殿军，刘守军，等．2002年中国碘缺乏病监测[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16．119．

(收稿日期：2012．05．29)

(本文编辑：王丹娜)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