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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５５分左右，及格率不到６０％．只有４ ５％的学生和２９％的

３讨论

育龄妇女知道缺碘造成的危害是甲肿和智力损伤，６０％的人
３

１存在的问题

３

ｌ，ｌ非碘盐问题

知道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说明我省碘缺乏病健康教育工作
我省总体的非碘盐率仍占ｌｏ％，较

１９９５年还由所上升，同时，临夏、白银等市（卅１）的非碘盐率高
达２０％以上，３９个抽样县中非碘盐率在１０％以上的比例为

需要继续加强。
３．２夸后工作的建议
３ ２

１进一步强化“领导重视、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可持

６％，在一些县高达４０％以上。以全省总体１０％计算，有

续消除碘缺乏病运转机制，增加防治、科研经费的投人，将消

２５０万人口食用非碘盐，造成每年２５万新出生人口不同程度

除碘缺乏、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一伟大事业世世代代进行下

４３

的碘营养缺乏和脑损伤。同时碘盐是一个动态指标，通过监

去。

测发现非碘盐冲击严重的地区，经过防治，就会改善，而碘盐

３．２．２开展重点人群碘营养保障工作碘缺乏最严重的危

覆盖好的地区，一旦放松防治工作，非碘盐的冲击就会卷土

害是造成新生命的脑损伤，影响出生人口素质，建议碘盐不

重来。
３ ｌ

落实地区开展新婚、哺乳期妇女、孕妇、ｏ～５岁儿童碘油补服
合格碘盐食用率

２

由于一些地县受到非碘盐的冲击

工作，以保障重点人群碘营养，并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和不合格碘盐的冲击，致使我省总体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

３．２．３探索和拓展健康教育的新思路由于近３（）年来，没

２％）距离国家消除标准（＞９０％）尚有一定差距，９个市

有典型的新发克汀病人，也很少有新发的巨大的甲状腺肿的

（８２

（地、州）和６０％的县合格碘盐食用率仍低于国家消除标准。
３重点人群碘营养问题

病人，致使许多重病区的群众认为碘缺乏已属于过去，碘缺

由于非碘盐和不合格碘盐的

乏的隐匿性危害——脑损伤和非巨大甲肿不为一般民众所

冲击，致使我省儿童甲肿率自１９９７年以来下降缓慢，仍在

认识和察觉，同时，由于我省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经济

３ １

ｌｏ％左右，高于国家消除标准（＜５％）。８～１０岁儿童和育龄

水平不高，致使健康教育工作面临一定难度，我们必须进一

妇女尿碘中位数虽然达到了国家消除标准，但＜１００ ｐｇ／Ｉ，的

步探索和拓展健康教育的新思路，以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

比例仍然较高（儿童占２０ ５％，育龄妇女占２６ ９％）。我省儿

３

童平均智商较理论值低７个智商值，智商分布成负偏态，弱

指标于“九·五”期间应用到碘缺乏病防治工作中，是测量甲

智检出率高出理论分布５个百分点，边缘智商所占比例高出

状腺容积和判定甲肿的“金标准”，但４次全国监测，各省的

理论分布７ ４个百分点，而优秀和非常优秀的比例较理论分

两种检查（触诊和Ｂ超）的甲肿率相差较大，原因是什么？碘

布少３ ２个百分点，缺碘严重影响了我省人口素质的提高和

盐浓度是否需要调整？碘与甲状腺疾病等问题需要探讨和进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落实。

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由于防保体制改革，防保工作面临新

３ １

４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是持续消除碘缺乏病的重要措

施和保证，我省学生和育龄妇女碘缺乏病健康教育平均分只

２

４

进一步加强科研和培训工作：甲状腺Ｂ超作为客观

的形式和任务，人员变动较大，加强各级专业人员的培训是
非常必要的。

２００２年河北省碘缺乏病监测报告
周荣华，乔书田，赵君，贾丽辉，刘秋芝，姚光俊，徐

栋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碘缺乏病与克山病防治科，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１１）

［摘要］

目的

掌握河北省碘缺乏病病情与碘营养状况，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方法

监测点的选择采用单

纯随机抽样方法。结果１ ２。０名学生的甲状腺肿大（甲肿）率为４．９％，按学生数加权后的甲肿率为５

１

５％．剔除

２个高水碘监测点数据．加杠后的甲肿率为４．７％；儿童尿碘中位数为２＾６ ２”ｇ门。，＜ｌｏｏ，ｚｇ／Ｉ。的样本数占
１６

９％，各年龄组儿童尿碘水平及频数分布差异均元显著意义。全省居民户碘盐覆盖率和合格碘盐食用率分别为

９７

３％，９２ ２％。水碘含量＜ｌｏ Ｈｇ／Ｉ，的样本数占５２．９％，＞３００“ｇ／Ｌ的样本数占５ ７％。结论河北省８～ｌｏ岁

儿童碘营养状况良好，碘缺乏病病情稳定。
Ｌ关键词］碘缺乏病；监测；碘盐；尿碘

河北省地处渤海之滨，全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和
北部有山地和坝上高原，海拔多在１

个市、１７３个县（市、区）。我省除５个高碘病区县（南皮、盐山、

ｍ以上，部分地区

海兴、黄骅、盂村自治县）外，其余１６８个县（市、区）均为缺碘

ｍ，东部和南部平原地区大部分海拔不足５０ ｍ，

地区。１９９５年全省开始普及碘盐防治碘缺乏病，经过多年采

沿海一带Ｉｏ ｍ以下，碘缺乏病大多分布在西部太行山、北部

取以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我省的碘缺乏病防治

坝上高原以及东北部的燕山脚下。全省面积１９万ｋｍ２．辖１１

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２０００年已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

超过ｌ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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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合格率为９２ ８％。

目标。
这次碘缺乏病监测的主要目的是：①掌握我省在达到消

２．４碘缺乏痛健康教育问卷调查

６００名５年级学生的健

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后，现阶段碘缺乏病病情与碘营养状

康教育问卷调查第１，２题的答对率分别为７２ ｏ％，７８．８％．

况；②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平均分为７８．９（表４）。
表３居民户盐碘测定结果

１监测指标与方法
１．１监测指标８～１０岁儿童甲肿率（触诊）、尿碘、盐碘、水
碘（学校所在她饮用水）含量、５年级小学生碘缺乏病健康教
育问卷调查。
ｌ

２抽样方法

ｌ

２

注：括号中为检测份数。

ｌ碘盐监测

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在河北省的１１个地

表４

％

５年级学生健康教育问卷调查表

级市中，每市（沧州市剔除了黄骅、盐山、盂村、南皮、海兴５
个高碘县）随机抽取３个县，共３３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２
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４个村，每村随机采集１０份盐样，全
省共计２ ６４０份。
１

２

注括号中为人数。

２病情监测

在碘盐监测抽中的３３个县中随机抽取

３０个县，每个县抽取被碘盐监测抽中的１个乡，每个乡随机
抽取ｌ所小学，共抽取３０所小学。
ｌ

３数据处理

资料数据应用Ｅ ｐｌ

２．５水碘检测水样７０份，范围为１．８～５４５

９

ｐｇ，Ｌ，水碘

均值为３６．５ ｐｇ／Ｌ。水碘含量＜１０ ｐｇ／Ｌ的样本数占５２ ９％，

＜５０“ｇ几的样本数占９４ ３％，＞３００ ｐｇ／Ｉ。的样本数占
１ｎｆ０６

ｏ软件进行统计

５

７％。

分析，中位数比较用中位数检验法。
３讨论
２结果

用触诊法检查８～１０岁学生ｌ ２００名，儿童甲肿率为
２

１甲状腺肿大率本次共检查８～１０岁儿童１ ２００名，检

出Ｉ度甲肿５４人．Ｉ度甲肿５人．总肿大率为４ ９％（表１）；
其中男６０２人，肿大２９人，肿大率为４．８％。女５９８人．肿大
３０人，肿大率为５．ｏ％；８，９，１０岁３个年龄组甲状腺肿大率
随年龄增加，差异无显著意义（ｘ２—５．５５，尸＞ｏ
表１

０５）。

８～ｌｏ岁儿童甲状腺触诊检查结果

４．９％，按学生数加权后的甲肿率为５．１５％。由于河北省地形
地貌复杂，省境内有平原、山地、坝上高原及湖泊洼地等，除
有历史上被认定的５个高碘县外，还有许多灶状分布的高碘
区域（乡、村），本次监测抽到的景县庙镇乡完小（学生８２９
人）和文安县东德归小学（学生３ｌＯ人）所在地水碘含量分别
为５３９．５，３２５
１ ５００．０

１

ｐｇ／Ｌ｝儿童尿碘中位数分别为８５２．２．

ｐｇ／Ｌ，在检查的４０名学生中甲肿率分别为１０．ｏ％，

７．５％．因此这两个地区的甲肿不应属于缺碘引起，将这２个
监测点的数据剔除后，按学生数加权后的甲肿率为４．７％。
２０００年国家考核评估我省甲肿率为３ ３％．２００１年监测甲肿
率为３ ２％，显示我省碘缺乏病病情稳定。
共测定尿样３６８份．儿童尿碘中位数为２５６．８ ｐｇ／Ｌ，＜
２．２尿碘共检测儿童尿样３６８份，尿碘范围为２８．３～
１ ｊ００

ｐｇ／Ｌ，尿碘中位数为２５６．８ ｐｇ／Ｌ．＜５０ ｐｇ／Ｌ的样本数

５０

ｐｇ／Ｌ的样本数占４

３％，＜１００肛ｇ／Ｌ的样本数占１５．７％，

表明我省８～１０岁儿童碘营养状况良好。剔除２个高水碘监

占４ ３％，＜１００ ｐｇ／Ｌ的样本数占１５．７％（表２）．各年龄组学

测点后的儿童尿碘中位数为２４６

生尿碘水平及频数分布差异均无显著意义（廿＝５

碘中位数与２００１年的２５８

４８．Ｐ＝

Ｏ ８５６ ６）。

ｏ

２

ｐｇ／Ｌ，从监测结果看，尿

ｐｇ／Ｌ相近，反映了国家碘盐标

准下调后．我省８～１０岁儿童尿碘中位数已维持在ｌｏｏ～３００
表２

８～ｌｏ岁儿童尿碘测定结果

ｐｇ／Ｌ间的可接受水平。
监测中共测盐样２ ６４０份，盐碘中位数为３１

７

ｍｇ／ｋｇ，

碘盐覆盖率为９６．７％，经村一乡一县一市人口加权后我省碘盐
覆盖率为９７．３％，碘盐合格率为９４．１％，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９２

２％。在碘盐监测的３３个县（市、区）中，有２９个县（市、

区）碘盐覆盖率和碘盐合格率均在９０％以上，占８７．９％，有
２３个县（市、区）没有非碘盐，占６９ ７％。在县境内有高碘区
３盐碘检测居民户盐２ ６４０份，盐碘中位数为３１．１

域的景县和文安县的非碘盐率最高，分别是３５ １％，２２ ２％，

ｍｇ／ｋｇ（表３），其中碘盐２ ５５４份，碘盐覆盖率为９６ ７％，碘

碘盐合格率分别为５８．９％，７８．１％。从总的情况看．我省加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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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入和细致。

的问题。在有非碘盐的１０个县（市、区）中，有的是非病区县

可持续消除碘缺乏病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为了巩固防治

（有高碘区域）．有的是病区县，因此，今后还应进一步加强对

成果，我们今后还应继续做好全省碘盐的监督监测，尤其是

碘盐的监督监测工作。

要加强碘盐覆盖率低的地区的监测，加强碘缺乏病知识的宣

在健康教育问卷调查中，两题答对率分别为７２．ｏ％，
７８

８％，表明学生们对碘缺乏病有一些初步了解，但对缺碘

传教育，在此基础上，根据我省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
灶状分布的高碘区域的调查。
（本次监测得到全省１１个市、３３个县有关领导和同志们

对人体造成的主要危害及防治碘缺乏病的相关知识认识不
足，回答问题不够准确，今后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还要做得

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甲状腺肿大率与若干因素关系的分析
苏晓辉，刘守军，叶永祥，张树彬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碘缺乏病防治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６）

［摘要］

目的影响甲状腺肿大率（甲肿率）的相关因素较多，２００２年我们收集了碘油、性别、年龄、身高、体

重、全年人均收入、行政区划单位级别等相关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分析甲肿率与若干因素的关系。方法

各省（区、

市）按均一情况对待．不分层。在每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地区、自治州、盟、市）随机抽取３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
４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２个村，各省在每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地区、自治州、盟、市）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小学，
小学校应该在抽中的乡中选取，全省共计抽取３０所小学。每所小学校随机抽取４０名８～１０岁儿童，进行甲状腺
检查。甲肿率检查采用触诊和Ｂ超方法．同时收集相关因素信息，由省级专业机构负责进行。甲状腺肿大的诊断，
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具有一定经验的专业人员共同确定。同时严格按儿少卫生体检的标准测量身高、体重，并记
录抽中县、乡、村、学校的名称及人数。结果触诊法检查，投服碘油甲肿率９ ８％，未服碘油触诊法甲肿率６ ５％；
Ｂ超法检查，投服碘油甲肿率７．１％，未服碘油Ｂ超法甲肿率６．３％。触诊法检查女生的甲肿率高于男生，二者比
较差异有显著意义（Ｐ＜Ｏ．０１）。Ｂ超法不同性别之间甲肿率差异无显著意义（Ｐ＞ｏ．０５）。不同年龄组的儿童甲
肿率差异有显著意义（Ｐ＜ｏ ０１），变化趋势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触诊法甲肿率增高，但Ｂ超法甲肿率反而降低。
无论是触诊法还是Ｂ超法，身高≥１ ３０ ｃｍ的儿童甲肿率均显著高于身高＜１３０ ｃｍ的儿童（Ｐ＜ｏ ｏ】）。无论是触

诊法还是Ｂ超法．体重≥２５妇的儿童甲肿率均显著高于体重＜２５ ｋｇ的儿童（Ｐ＜０ ０１）。无论是触诊法，还是８
超法，行政区划单位级别与甲肿率的关系没有规律性，但省城级与地市级学校的病情比较低。不同家庭年人均收
入的儿童甲肿率．无论是触诊法，还是Ｂ超法，差异都有显著意义（Ｐ＜ｏ．０１），并且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病情呈
现递减的趋势，再次印证碘缺乏病防治确实应与扶贫工作相结合。结论

甲肿率与年龄、体重和身高因素呈正相

关；随着人均收人的增加，甲肿率呈现递减的趋势．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投服碘油组的甲肿率高于未服组，可
能与甲肿率的下降尚需要一定时间有关。行政区划单位级别与甲肿率的关系没有规律性，但省城级与地市级学校
的病情比较低。对儿童甲肿率的评价，应综合考虑各地区儿童体质健康发育水平、性别、投服碘油的时间、地区经
济状况等．使甲肿率判定结果更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
［关键词］

甲状腺肿大率；相关因素；分析

２００２年青海玉树、果洛地区碘缺乏病

监测结果分析
魏生英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青海西宁６１１６０２）

［摘要］

目的

为了解青海省牧业区碘缺乏病现状及人群碘营养水平．进行了此次监测。方法根据《全国

第４次碘缺乏病监测实施方案》（方案）要求进行。结果

８～１０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甲肿）率为Ｏ ４％；儿童尿碘中

位数为１０２】ｐｇ／Ｌ，尿碘＞１００弘ｇ／Ｌ的有３６份，占５０％ －＜２０ ｐｇ／Ｌ的有４份，占５ ３％；特需人群尿碘中位数为
４２．７５

ｐｇ／Ｌ，＞１００ｆｌｇ／Ｌ的有１３份，占４３ ３％，＜２０ ｐｇ几的有７份，占２３．３％；碘盐覆盖率为２８．３％，合格碘盐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