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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四川省消除碘缺乏病监测结果分析
邓佳云，周定友，张莉莉，夏正国，黄慧

［摘要］目的及时全面掌握四ＪｉＩ省碘缺乏病动态变化趋势，客观评价干预措施落实及防治效果，为
修订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自１９９５年开始，每２年按人Ｅｌ比例概率抽样法（ＰＰＳ）抽取３０个

县，检查８～１０岁学生甲状腺、尿碘和家中盐碘及五年级学生健康教育问卷调查。结果８～１０岁儿
童触摸法甲肿率由１９９５年的３７．１％下降到５．６％，Ｂ超法甲肿率由１９９７年的９．２％下降到２．７％；

尿碘中位数由１１９．２耀／Ｌ上升到２４５．２旭／Ｌ，合格碘盐食用率由１２．４％上升到９６．１％。结论盐
碘、尿碘及甲状腺肿大率３项指标已经达到国家消除碘缺乏病标准，防治效果显著。
［关键词】

碘缺乏病；甲状腺肿大率；尿碘；居民合格盐碘食用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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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全面掌握ｌⅡｌＪｌｌ省消除碘缺乏病进程变化

趋势和居民碘营养状况，客观的评价干预措施落实
及防治效果，为修订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于

１９９５年开始按照《全国碘缺乏病防治监测方案》，基
本上每２年进行１次碘缺乏病防治效果监测，掌握全

省防治工作进程和动态变化趋势，加快消除碘缺乏
病进程。现将５次监测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

１材料和方法
１．１监测点确定及范围

采取按人口比例概率抽样

方法（ＰＰＳ）在全省先抽取３０个县（市、区），然后在
每个县随机抽取１所中心小学校。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作者简介：邓佳云（１９５３一），男，主任医师，地方病防治。

万方数据

１．２监测人群及数量

甲状腺检查８～１０岁在校学

生，每所学校４０人，全省共１ ２００人；居民户盐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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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２００份；８～１０岁学生尿碘３６０份。５年级学生健康

１

乏病参照实验室组织的全国盐碘、尿碘测定外质控

教育问卷调查６００人。

考核并合格，在样品检测中带上标准物进行比对，

１．３监测内容８～１０岁学生甲状腺肿大率、尿碘

每批样品测定加双管标准物，标准物的测定结果在

及家中盐碘，５年级学生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给定值范围内，否则重新检测本批样品。

１．４

甲状腺采用触摸和Ｂ超法检查

检查方法

（１９９５年除外），并按全国统一标准进行诊断［１，２１；尿
碘测定用酸消化法；盐碘测定用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

１９９９中氧化还原滴定法；防治知识知晓采用统一试
卷进行问卷调查。
１．５

质量保障

按国家要求制定全省监测实施方

案，举办培训班，统一技术标准和方法。尿碘、盐
碘全部由省级实验室检测，该实验室参加国家碘缺
表１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病情监测结果８～１０岁学生１９９５年甲状腺触
摸法检查肿大率为３７．１％，２００５年下降到５．６％，
下降了８４．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６０５．７，Ｐ＜
０．００５）；１９９７年甲状腺Ｂ超法检查肿大率为９．２％，
２００５年下降到２．７％，下降了７０．７％，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ｘ２＝９８．８，Ｐ＜Ｏ．００５），（表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四川省８～１０岁学生甲状腺肿大率变化情况

１９９５年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

１２．４％，碘盐覆盖率７９．２％，非碘盐率２０．８％；到

２５．４％（＃＝２ ３３１．５，Ｐ＜ｏ．００５；ｘ２＝３２６．９，Ｐ＜
ｏ．００５），非碘盐率下降了９６．６％（＃＝３２６．９，Ｐ＜

２００５年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上升到９６．１％，碘盐覆

０．００５），变化非常显著，达到了消除碘缺乏病规定

盖率上升到９９．３％，非碘盐率下降到０．７％。居民合

的标准［３］（图１）。

２．２碘盐监测结果

格碘盐食用率、碘盐覆盖率分别上升了６７５．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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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四川省居民户５次碘盐监测结果比较图

２．３尿碘监测结果１９９５的８～１０岁学生尿碘中位

２．４健康教育问卷调查结果

数１１９．２ ｐ－ｇ／Ｌ，＜２０越／Ｌ的比例为６．７％，尿碘

生进行健康教育问卷调查，防治知识知晓率由

中位数自１９９７年就上升到２００＃ｇ／Ｌ以上（图２），到

４０．２％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８２．８％（ｘ２＝２２８．９，Ｐ＜

２００５年８～１０岁学生尿碘中位数为２４５．２＃ｇ／Ｌ，＜

０．００５），表明学生对碘缺乏病防治知识了解更加普

２０煺／Ｌ的比例为０．８３％，较全民普供碘盐前明显

遍、深入。

Ｅ升（Ｆ＝６．２５，Ｐ＜０．０５）。

万方数据

自１９９９年开始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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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四川省８～１０岁学生５次监测尿碘中位数比较图

３讨论

的贫困地区）持续消除碘缺乏病的工作机制还不完

四川省是碘缺乏病重病区，病区分布范围广，
患者多，病情重，加之四川又是产盐大省，产大于
销的矛盾比较突出，给盐业市场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使防治工作进展较缓慢。自１９９５—１ｌ实施全民普供

善、不稳定；特别是自然环境缺碘不存在“自然纠
正”这一事实旧Ｊ，为持续消除碘缺乏病更增加了难

度。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消除碘缺乏病的长期性、

碘盐【４Ｊ，特别是近５年来，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采
取了有效措施。建立了“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群众

反复性和艰巨性，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政府重
视、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持续消除碘缺乏病工作
机制，坚决做到思想不能松、碘盐质量不能差、经

参与”的工作机制，盐业和卫生部门密切配合，加强
了碘盐产、供、销的监督管理力度和碘盐的日常监
测，针对存在的问题、薄弱环节和重点地区采取了

费不能减、健康教育不能停、专业队伍不能散，把
食用合格碘盐变成每一个人的自觉运动，进一步巩
固碘缺乏病防治成果。

强有力的措施（如盐政稽查人员２４ ｈ驻厂、工业用盐

先后参加监测工作的有李津蜀，胡亚君，杨小
静，李富忠，蔡卫，赵咏梅，陈闯，梁代华，邓启
才，张林，李平，李德云，胡梅，朱岚，汪立茂，

跟踪监管和在甘孜、阿坝州开展消除碘缺乏病综合

干预试点项目、“５．１５”防治碘缺乏病日开展大型宣
传活动等），大大推动了全省消除碘缺乏病工作的可
持续发展，防治效果显著。
５次监测结果表明，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加
碘盐覆盖率逐年上升，非碘盐率显著下降；尿碘中
位数在２００ ｐｔｇ／Ｌ左右，表明人群碘营养水平良好。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尿碘中位数超过２５０ ｐ－ｇ／Ｌ，与当时在
学生中实施普服碘油丸有关，但都在适宜水平【５Ｊ５；８
～１０岁学生甲状腺肿大率持续下降，目前已接近非
病区水平。从甲状腺肿大率的变化来看，从普供碘
盐到达到非病区水平需要７年左右的时问，因此用

甲状腺肿大率难以反映当前的病情变化，把碘盐和
尿碘作为监测的一线指标和评价防治进程指标是客
观、科学的Ｌ６，。７｜ｏ
２００５年监测结果表明，无论是居民户合格碘盐
食用率、加碘盐覆盖率和尿碘水平，还是８～１０岁
学生甲肿率及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等，均已达到国家

蒋和柱，顾仪，薛梅，Ｉ白学信ｌ，及２１个市、州及监
测县疾控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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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陈祖培．中国碘缺乏病防治现状及展望［Ｊ］．中国地方病
学杂志，２００４，１９（３—１）：１．
［８］卫生部，国家轻工业局，教育部，等．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
段目标评估方案．卫疾控发［１９９９］５８号，１９９９—０２—
０９．

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的技术标准旧Ｊ，表明四川省

［９］阎玉芹，王信，吕建国，等译．碘缺乏病一营养学所面

碘缺乏病防治成效显著。但是也应清醒看到，个别

临的世界性挑战［Ｍ］．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区仍存在薄弱环节，在部分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

１９９２：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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