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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对抗 IDD 取得的进步 

Joseline Marhone 海地卫生部营养部主任；Omar Dary 高级营养顾问，美

国国际开发署(USAID)；Leslie Koo 营养顾问，美国国际开发署；Roland Kupka 

微量营养素高级顾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Elizabeth Pearce IGN 美

洲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副区域协调员；kerline eliancy 海地，卫生部； Jonathan 

Gorstein IGN 执行主任；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海地首次出现碘缺乏病，随后 2004-2005 年进行了一项

全民碘营养调查，尿碘浓度只有 84μg/L（适宜范围：100 - 299μg/L），把海地

优先放在防治碘缺乏病的国家。 

 

通过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 

在这一具有挑战性的背景下，通过食盐加碘努力提高碘营养是相当缓慢的。 

完善盐工业，建立国家强制性立法，并刺激消费需求，这些措施对于碘盐覆

盖率的贡献非常有限。 

一个国家新的营养政策——包括碘盐在内的食品强化立法草案，于 2011 年

1 月通过，目前在最后的审批阶段。 

 



 

 

图 1 最新数据显示，海地学龄前儿童碘摄入充足，但仍需要全民碘营养调

查来证实 

 

与圣母院大学合作 

在 2017 的上半年计划双倍扩大生产能力，估计能满足国内 24-32%的需求。

如果按法律规定盐中加碘量为 40mg I/kg，可以达到 100-200μg I/d（这种来源

的盐消耗量 2.5 至 5g/d）。 

 

碘营养状况正在改善 

在 2015 年 3-6 月由波士顿大学和波士顿儿童医院进行的调查，海地 299 例

9 个月到 6 岁学龄前儿童总的 UIC 为 128 μg/L，城市最高为 187 μg/L、沿海地

区居中 145 μg/L、山区最低 89 μg/L。提示，在某些地区碘营养适宜。 

 

加工食品中的碘盐 



 

块状浓缩汤是海地主食的重要调味品，近年来食用增加，清汤的主要成分包

括盐，如果这种盐使用加碘盐，会成为饮食中碘摄取的额外来源。 

在海地，块状浓缩汤平均每人每天消耗约 2.25g，相当于每天 1.2g 的盐，因

此，块状浓缩汤可能是饮食碘的主要来源。 

海地市场上 7 种浓缩汤品牌中，El Criollito 牌子含有 153μg I/块儿，而当地

Nina 品牌则不足 10μg I/块儿。 

 

对海地 IDD 项目的联合访问 

由 USAID、UNICEF 和 IGN 组成的联合访问团于 7 月 26 - 29 日考察海地现

行的普遍食盐加碘（USI）计划。 

会议建议： 

（1）批准和公布关于主食（盐，面粉和食用油）强化的国家立法，并加强

实施。  

（2）进行全民碘营养调查（包括尿钠的测定和确定钠的主要饮食来源）。 

（3）测定海地品牌块状浓缩汤中碘含量，评估任意盐对海地碘摄入的贡献。 

（4）进行盐业状况全面调查，以获得可靠的数据。 

（5）基于步骤 2-4 的结果，在碘营养调查之后，举行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以验证调查结果，使人群碘营养适宜。 

（6）利用 UNDHP/MoH 生产的碘盐，探讨满足烘培和食品服务业（主要

是学校饮食计划）需求的可行性。 



 

（7）对于 UNDHP/MoH 提供政策支持，为巩固海地盐业生产寻求额外的

资金支持，不仅增加任意碘盐的可用性， 也可作为海地盐业生产者的一种收入

来源。 

 

（韩圆圆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将东亚回归到持续性普遍食盐加碘的进程上 

Karen Codling（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域协调员）；Christiane Rudert（东亚

和太平洋地区 UNICEF 营养顾问） 

 

2015 年 10 月举行了东亚地区 11 国会议，表明家庭合格碘盐覆盖率在该地区

已发生下滑，应在东亚应该采取行动促进碘盐项目持续发展。会议报告连接

http://www.ign.org/cm_data/unicef_USI_250416web_1.pdf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 130 个国家中有超过 22 亿人存在碘缺乏风险。

在 2015 年，只有 26 个国家，总计 6 亿 6500 万人碘缺乏。碘缺乏病显著减少主

要归功于全民食盐加碘（USI）。东亚地区一直处于防治碘缺乏病的前沿，多年

来一直保持家庭合格碘盐覆盖率最高 2014 年为 91%，与拉丁美洲相近，南亚为

71%，南非 61%，以及西非和中非 53%。但是，家庭食用碘盐的比例在最近几年

有所下降。 

尽管碘营养状况适宜，但碘化水平处于非最优状态 

由于碘盐的高覆盖率，在达到最佳碘营养状况的过程中，尽管取得了明显的

进步，但最近几个国家报道学龄儿童尿碘浓度（UIC）下降。 

还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儿童碘营养充足，但在中国，泰国和菲律宾的一些省

的孕妇以及柬埔寨和越南的育龄妇女，碘营养处于次优状态。 

为什么充足的碘盐覆盖率在东亚会下降？ 

对于 USI 实施不利的一个关键原因很是政府承诺的下降。 

http://www.ign.org/cm_data/unicef_USI_250416web_1.pdf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许多国家没有评估孕妇的碘状况，她们是碘干预的重要目

标群体。 

最后，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实现全民食盐加碘比最初的预期要难。 

政府承诺减弱的不利后果 

承诺的降低导致了监管和立法执行的不足，二者在大多数国家是食物强化项

目的两个最弱因素。 

项目的可持续性受到碘酸钾（KIO3）供应系统的影响。一些项目的实施是

在碘酸钾免费供应的基础上开始的，在柬埔寨，朝鲜，蒙古，缅甸，东帝汶，和

越南碘，酸钾是靠外界捐助获得，而中国由政府提供。 

另一个对项目可持续性的挑战是，在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

柬埔寨、朝鲜、印度尼西亚、老挝、蒙古、缅甸、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碘化

最初是作为一个垂直独立的项目开展的，没有综合考虑食品强化和一般的营养防

御，也没有纳入现存的国家系统和预算。 

东亚如何恢复 USI 的持续发展 

（1）政治承诺；（2）强制性立法；（3）适当的协调结构；（4）整合含盐

量降低的碘盐项目；（5）战略计划或国家战略；（6）将食盐加碘纳入现有系

统中；（7）有利的环境；（8）小规模盐业生产；（9）监管监测系统；（10）

监控系统 

 

东亚建立更好的计划——下一步任务 

食盐加碘是解决碘缺乏的最佳途径；长期目标碘盐实施消除碘缺乏。 

（韩圆圆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碘生产及工业应用 

Katja Hora:世界碘协会 (WIA) 

 

由制造商，配方设计师和分销商领导的世界碘碘协会（WIA）最近成立，其

作用是促进碘的使用和提供与之有关的应用和效益的相关而准确的信息。WIA

成员涉及碘的生产及其衍生物。 

碘在自然界普遍存在 

在地球构成中碘是最不丰富的非金属元素，但其几乎无处不在；岩石、土壤、

水域、植物、动物组织和我们的日常食物中都有分布；海水包含世界上最大的碘

储备（约 3450 万吨），由于其浓度极低（不足 0.05 ppm），直接提取在经济

上是不可行的。自然聚碘的生物体包括海藻、海绵动物、和珊瑚；土壤中的碘含

量变异较大，但总体普遍较低（全球平均 3 ppm）。 

大多数碘来自哪里？ 

由于地质上特定的变迁，碘富集于矿床、地下卤水、和硝酸钠矿中（表 1）。 

 

超过 95%来满足需要生产的碘来自于日本，美国，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

印度尼西亚等的卤水中以及智利的硝酸钠矿中。 

碘会用完吗？ 

据估计，全球现有的碘储存量会支持至少两个世纪的碘生产，生产效率的发

展和碘循环使用会进一步延伸使用期。 



 

 

碘的最常用的用途是什么？ 

22%的碘用于生产 X 线造影剂，借助 X 射线造影剂进行的扫描时，用碘化

钾片（100 毫克碘）在核辐射保护的甲状腺。 

不同类型的碘的衍生物是什么？ 

（1）无机化合物：碘化钾或碘酸钾，钙或钠。（2）有机衍生物：脂肪或芳

香族含碘衍生物。 

 

（韩圆圆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甲状腺球蛋白对于碘营养充足的成人是一项有用的生物标志物 

来自: Angela M. Leung, a summary of Feei Ma Z, Venn BJ, Manning PJ, 

Cameron CM, Skeaff SA. Iodine supplementation of mildly iodine deficient 

adults lowers thyroglobul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February 18, 2016  

 

由于碘摄入量每日都有明显的变化，个体的碘营养状况不能准确的评定，而

仅能通过集合群体尿碘中位数(UIC)来评价。由甲状腺滤泡细胞分泌的甲状腺球

蛋白 Tg，它被看作儿童碘营养状况的生物标志物，其与 UIC 相反。 

 

研究方法及结果 

研究对象：处于UIC基线65 μg/L的112名成人，为轻度碘缺乏，Tg中位数为

16.6 μg/L，他们在24周内每日分别服用150 μg碘酸钾和安慰剂。 

研究结束后，安慰剂组尿碘中位数为79 μg/L，而碘剂补充组为178 μg/L。 

碘剂补充组的血清Tg在8、16、和24周时分别下降了12%, 20%, and 27%。 

24周的Tg为13 μg/L，该人群仅1.8%的血清Tg大于40 μg/L。 

 

结论 

本研究证实血清Tg与TSH、甲状腺激素相比是一项碘营养状况的更为敏感的

生物学指标。 

拓展到其他年龄段的成年人的调查，并充分评估潜在的性别差异。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家庭护理的老人处于轻度缺碘 

摘自：Miller JC et al. Iodine Status of New Zealand Elderly Residents in 

Long-Term Residential Care. Nutrients 2016, 8, 445;  

 

为解决新西兰重现的碘缺乏问题，2009 年政府勒令所有市售面包必须使用

碘盐，本项研究评估了其对于处于家庭护理的新西兰老人的碘摄入以及碘营养状

况的影响。 

成年人甲状腺功能紊乱与许多严重的疾病有关，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认

知障碍、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和体弱等。老年人由于甲状腺功能的改变更易发生

碘缺乏或碘过量。例如老年人自发甲状腺结节在轻中度碘缺乏地区有所增加，这

与低碘摄入或碘盐强化后碘摄入增加导致的亚临床甲亢有关。 

新西兰营养与老年人项目在2014年采用横断式调查方法，选取了309名来自

家庭护理的60岁及以上的长住居民。 

 



 

 

图1 新西兰营养和老龄化项目旨在评估家庭护理居民的健康和营养状态 

评价膳食碘摄入和碘营养状况 

年龄中位数为85岁（年龄范围65-107岁），女性占68%。60名受访者被诊断

为甲状腺功能紊乱（9名甲亢，46名甲减，5名行过局部甲状腺切除术），50名

（占16%）受访者服用左旋甲状腺素片，4名服用抗甲状腺药物。 

低尿碘和高Tg有所改善但碘摄入仍不足 

尿碘中位数(MUIC)为72 μg/L，表明老年人处于轻度缺碘。 

甲状腺素片治疗者尿碘中位数（MUIC）明显升高，UIC为>300μg/L，高于

未服用的受访者。在排除35名高Tg抗体的受访者之后（占13%），Tg中位数为18 

ng/mL，高Tg (>40 ng/mL)占26%。 

Tg升高在女性和先前体虚者中更为多见。甲状腺素片治疗者血清Tg值为

7ng/mL，在最新指南范围之内，不过高Tg比例略高。矫正分析发现夏秋时节

MUIC高于冬春时节，服利尿剂者MUIC略低，Tg值随年龄和BMI而升高。 

碘摄入水平在强制碘盐面包后有所改善 

本此研究MUIC为72 μg/L，略高于强化前的MUIC（61 μg/L）。肾功能不全



 

尿碘排出减少，其原因是肾脏由血浆过滤碘能力下降，而肾小管重吸收碘增加，

从而导致血浆碘水平增高。因此肾功能不全患者即便低尿碘也并非意味碘营养状

况不良。 

重要启示 

值得关注的是体虚者存在高Tg的风险。包括体弱、乏力、迟缓、运动耐受差

或非刻意减肥在内的体虚与甲减症状相类似，如疲劳、肌肉强度减低和体重改变。 

对于改善老年人的碘摄入，其他食品强化碘盐的拓展应用将是一项好举措，由于

这样在不增加食品摄入的前提下就可以增加碘摄取。 

对于既往碘缺乏的老年人适量增加碘摄入从而增加了甲亢风险的问题应采

取干预措施，包括监测不良的健康隐患。 

 

（叶艳翻译；孙毅娜校对）（详见原文） 

 



 

 

 

 

 

 

 

创新型便携式盐场 

国际制盐顾问：Lorenzo Locatelli-Rossi 

 

洗盐机提高制盐的生产能力和品质，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是什么原因

呢？ 



 

 

图1 池塘晾晒制盐可以达到合适的盐浓度，它可以收取、洗涤盐水去除杂质 

 

2016年，大量的碘盐由小型盐场所生产，这有助于提高许多农村的碘盐覆盖

率。 

 

上图所示：Washinery由清洗组件构成，从而达到碘化最后阶段的离心脱水。 

洗过的盐水可以回收，因此全部损耗绝大部分可复原。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阿布哈兹儿童和孕妇存在碘缺乏 

Gregory Gerasimov（IGN 东欧和中亚地区协调员），Andrei Tulisov（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北方医科大学，阿尔汉格尔斯克，俄罗斯），Andrei Tuzhba



 

（苏呼米区综合医院，阿布哈兹，格鲁吉亚），Alla Belyaeva（公共卫生中心, 阿

布哈兹, 苏呼米），Sergei Petrenko（国际生态学院，明斯克，白俄罗斯） 

 

2016 年 5 月，由 IGN 和儿童基金会提供技术支持，卫生部在阿布哈兹进行

的第一次碘营养和食用碘盐情况调查。 

调查招募了 212 名参与者，分别来自三个行政区：加格拉、苏呼米、加利。

其中 151 名学龄儿童（8-12 岁），均来自学校，61 名年龄 18 到 19 岁孕中晚期孕

妇，均来自于产前诊所。 

 

图 1 阿布哈兹地图。①加格拉②苏呼米③加利 

 

调查结果显示，学龄儿童 UIC 只有 29μg/ L（适宜范围：100-299μg/ L），孕

妇 UIC 为 27μg/ L（适宜范围：150-499μg/ L），表明这两种人群存在碘缺乏。（见

表 1）。 学龄儿童 UIC 城市高于农村地区（36.3μg/ L 对 24.1μg/ L），低于 100μ

g/ L 的比例高达 97％，30.5％低于 20μg/L。孕妇 UIC 在所有三个调查点都显示

惊人地低，苏呼米首都 UIC 低于 20μg/ L，处于严重碘缺乏；只有 3.4％孕妇的



 

UIC 在 150-499μg/ L 适宜范围，37.9％UIC 低于 20μg/ L。 

为什么儿童和孕妇存在碘缺乏？当地几乎没有天然丰富的家庭膳食碘来源，

碘盐的覆盖率非常低: 150 份盐样中只有 5 份是碘盐（3.3％）。在阿布哈兹目前

没有立法限制进口或使用非碘盐。 

阿布哈兹下一步作什么？阿布哈兹存在中重度的碘缺乏，孕妇把他们的孩子

置于克汀病、认知和智力损害、及甲肿的风险之中，阿布哈兹应该紧急执行适当

的立法/监管措施限制进口、销售和使用非碘盐。 

（叶艳翻译；李永梅校对）（详见原文） 

 

 

中国宣布改革盐业垄断 

Grace Zhu ， 《 华 尔 街 日 报 》 ， 2016 年 5 月 5 日

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  



 

 

国务院改革延续上千年的盐业垄断，废除对价格和分配的控制。 

 

国务院宣布，尽管政府会继续批准盐业生产者向大多数盐中加碘，但是盐业

公司可以自由设定价格和销售渠道。从明年开始，北京授权盐业公司确保食用盐

碘化并销售到全国。国务院强调，监管机构必须确保市场优质碘盐超过 90％。 政

府也表示将建立一个盐储备系统保持有一个月的食用盐供应。 

 

IGN 继续支持中国 USI 

IGN 一直强烈主张碘盐强化、加强监管、并保持警惕。缺乏强制性的监管、

法规和充分的碘盐供应，碘缺乏可能在中国再次出现，随之而来的是甲状腺肿和

严重新的生儿认知损害。 

 

（李永梅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会议和公告 

1，IGN 董事会欢迎新成员 

          

  

 

 

 

 

2，IGN / EU甲状腺卫星会议 

9 月 3 日，星期六，碘全球网络中西欧部和 EU 甲状腺，在哥本哈根共同举

行欧洲甲状腺卫星联合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评估 EU 甲状腺项目的活动性，以及

迄今在欧洲协调碘营养活动中的进展。 

 

Mr. Rishi Kansagra  

（伦敦和拉各斯） 我相

信有意义的活动可以改

善非洲人民碘营养。 

Dr. Napaphan 

iriyautsahakul （泰国曼谷）  

我 在 泰 国 工 作 ， 也 在

ASEAN, SEAMEO ，

RECFON, UNICEF, WHO，

IGN 工作。特别关注碘营养

和哺乳，帮助改善母亲和儿

童的营养。 

Prof. Srinivasan 

Krishnamachari （印度

班加罗尔） 我致力与

宣传适宜碘营养摄入

对健康效益，特别是对

育龄期妇女和对儿童

认知的影响。 



 

 

3，开启2016年全球营养报告 

2016 年 6 月 14 日全球营养报告总结了世界营养状况并强调需要更加努力，

在 2030 年消除各种营养不良。 

4，追忆彼得·劳尔伯格医学博士 

 

今年的 6 月 20 日彼得·劳尔伯格博士与妻子在第比利斯乔治亚散步时受到车

辆撞击，不幸去世。 

他把碘盐引入到丹麦，认真研究策略，对于过去的十几年的轻度碘缺乏做出

的重要的贡献；在临床上和甲状腺核医学上，他是个医学巨人；此外，除了担任

欧洲甲状腺协会主席；他也是美国甲状腺协会指导委员会重要的委员；对孕妇更

好合理的应用抗甲状腺药物有着独到的见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永梅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摘要 

1，瑞典育龄妇女叶酸、维生素D、碘铁营养的饮食习惯、营养摄入、生物标

志物  

18-44 岁的育龄妇女整体饮食模式并不优于老年妇女，两种人群的碘营养的

状态没有差异，UIC 为 74μg/ L。作者建议如下饮食指南以改善碘的状态。 

Becker W et al。 Ups J Med Sci。 2016 年 8 月 25 日：1-5  

2，产前碘补充后评估婴儿的认知发育 

作者综述了甲状腺激素在特定的脑系统的作用时间，文章建议评估婴儿视觉

注意力，随访儿童执行功能。 

 Bell MA et al Am J Clin Nutr 2016 104：928S-934S 

3，瑙鲁 2015 年学龄儿童碘营养 

本文第一次报道了瑙鲁人群碘营养状况。6-12 岁儿童 UIC 为 142μg/ L， 

25.2％和 7.4％人群的 UIC 分别低于 100μg/ L 和 50μg/ L。瑙鲁学龄儿童的碘营

养是充足的，碘盐是人群碘营养的重要来源。 

Huang CJ et al，Nutrients 2016,8（9），520;doi：10.3390 / nu8090520.  

4，沙特阿拉伯国家碘营养研究表明学龄儿童碘缺乏病流行 

国家总体水平碘营养充足，然而，南部地区仍存在轻度的甲状腺肿，家庭食

用碘盐的比例仍然低于推荐量。 

5，两种比较方法评估碘摄入不足和碘过量。 

通过 UIC 截断法和碘摄入截断法统计不同性别和生活阶段碘摄入不足和碘



 

过量的情况。膳食碘摄入量可以更好的评估碘摄入量的不足和过量，更好的指导

饮食。 

Juan WY et al. Am J Clin Nutr 2016;104(Suppl):888S–97S 

6，斯洛文尼亚盐的碘化：食物供应增加了非碘盐的摄入。 

Žmitek K and Pravst I. Nutrients. 

 

（李永梅翻译；叶艳校对）（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