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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江西省居民碘营养
监测结果分析
熊小玲刘玮李志宏万建平裘海清陈都上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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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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机体缺碘可导致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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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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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江西省８—１０岁儿童甲状腺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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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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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分析内容：８～１０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尿碘频

肛ｇ／Ｌ的比例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９．７２％（７１／３６０）下降为

数分布；居民碘盐合格率、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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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率；儿童甲状腺肿大率（触诊法）与碘盐合格率、

各年度尿碘３３００¨叽的比例较高，均超过

碘盐覆盖率、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的相关性

２５．００％，最高为５８．０１％（２１０／３６２）。见表２。

１．３统计学方法：数据统计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不

２．３盐碘测定结果：居民户盐碘测定结果显示，

同年间率的比较采用ｘ２趋势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１９９５年盐碘中位数最低，为１７．７７ ｍｇ／ｋｇ，其余各年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法进行。

盐碘中位数在２９．３０～３９．１０ ｍｇ／ｋｇ；非碘盐率由

２结

１９９５年的１３。５８％（１６３／１２００）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

果

２．１儿童甲状腺肿大率：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江西省采

０．０５％（１／１９５７），呈下降趋势（ｘ２＝６．１１８，Ｐ＜０．０５）。

用触诊法共检查８一１０岁儿童１５ ９９９名，查出甲

碘盐合格率、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分别由

状腺肿大者１０２９人，甲状腺肿大率为６．４３％。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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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肿大率由１９９５年的４０．１７％（４８２／１２００）下降

３７，６７％（４５２／１２００）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９７．９５％（１９１６／

至２０１０年的０．８０％（１６／２０００），呈明显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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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２＝４．８６４，Ｐ＜０．０５）。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采用Ｂ超法

呈明显上升趋势（ｘ２值分别为５．２４０、６．１１８、５．６３１，Ｐ

共检查８～１０岁儿童１４ ５４６名，查出甲状腺肿大

均＜０．０５）。见表３。

者４９１人，甲状腺肿大率为３．３８％。儿童甲状腺肿大

２．４相关性分析：甲状腺肿大率（触诊法）与居民碘

率由１９９７年的５．９４％（６９／１１６２）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

盐覆盖率、碘盐合格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存在线性

２．５５％（５０／ｉ９６０），呈明显下降趋势（ｘ２＝５．７７３，Ｐ＜

关系（ｒ值分别为一０．８３３、一０．８８１、一０．９１８，Ｐ均＜

０．０５）。见表１。

０．０５），儿童甲状腺肿大率随居民碘盐覆盖率、碘盐

２．２儿童尿碘测定结果：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８—１０岁

合格率、合格碘盐食用率的升高而降低。见图１。

儿童尿碘中位数均＞２００恤ｇ／Ｌ，其中＜５０弘ｇ／Ｌ的

３讨论

比例自２００５年起连续＜５．００％。尿碘中位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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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江西省８—１０岁儿童尿碘测定结果
中位数

尿碘（盹／Ｌ）频数分布（％）

（卜ｇ／Ｌ）０—

５０～

例数

时间（年）

１９９５

·７９·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６０

２５２．２７

８．０５（２９）

３６２

３２２．６０

１３．８１（５０）

３６３

２８１．８０

３．８６（１４）

３６０

２３５．１５

５．００（１８）

１１．６７（４２）

４８．３３（１７４）

３５．００（１２６）

２

３５９

２５７．５０

１．６８（６）

５．８５（２１）

５２．９２（１９０）

３９．５５（１４２）

２

２９８

２３２．４０

１．３４（４）

６．７１（２０）

６６．４４（１９８）

２５．５０（７６）

３３８

２７１．２５

１．４８（５）

５．３３（１８）

哪７
ｌ哟
９
ｌ

２

２

１

１．６７（４２）８０．２８（２８９）０．００（０）
５．８０（２１）

２２．３８（８１）

５８．０１（２１０）

８．５４（３１）４１．３２（１５０）４６．２８（１６８）

耋｝｛宝５
晰６
２唧
７
２瞄
８
２啷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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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７０（１２４）

５３．６９（１６０）

２０１０

３００

２７６．８９

２．６７（８）

３．３０（１０）

７．３３（２２）４３．３３（１３０）４６．６７（１４０）

注：（）内数字为例数

表３
时间（年）

例数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江西省居民户盐碘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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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２．１
１．９

——，

．

●

－一

～

一…一－．一Ｉｂ

ｖ一一●

１．７
１．５

■

１．３
１．１
ｏ．９

＼
．＼
７◆＼、 ＼．
、．童◆
７＼．．

：

碘盐覆盖率

◆

０ ７
Ｏ．５
０．３
０．１

甲状腺肿大率

—●一合格碘盐食用率

一Ｏ．１
—０．３
Ｉｎ

蜜

卜吼昏＿【

蒙

豢

一

一

营

Ｎ

荟Ｎ

誉Ｎ

营Ｎ

荟Ｎ

营

Ｎ

善Ｎ

§Ｎ

菪Ｎ

§Ｎ

詈Ｎ

时间（年）
图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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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０．８０％，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且自

病安全、方便、行之有效的主导措施。江西省自１９９５

２００６年起甲状腺肿大率持续＜５％，居民碘盐合格

年起实施全民食盐加碘后。居民碘缺乏病得到了较

率、碘盐覆盖率均Ｉ＞９５．００％；８～１０岁儿童尿碘中

好的控制。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江西省碘缺乏病监测数

位数均＞２００斗叽，且＜５０斗叽的比例自１９９９年

据显示：甲状腺肿大率（触诊法）由１９９５年的４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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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江西省碘缺乏病监测数据来看。江西省已经

１９９５年食盐加碘标准为≥２０ ｍｇ／ｋｇ。而居民盐

实现并巩固了碘缺乏病消除目标。江西省居民碘营

碘中位数为１７．７７ ｍｓ／ｋｓ，主要原因之一是碘盐合

养水平超过适宜水平，存在碘摄人过量隐患，但江

格率和碘盐覆盖率较低，非碘盐冲销市场较严重；

西省外环境仍处于缺碘状态［１３１。导致碘摄入过量的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盐碘中位数分别高达为３７．８０、３９．１０

主要原因之一是食盐加碘浓度不适宜，因此，应根

ｍｓ／ｋｓ，在碘盐合格率和碘盐覆盖率较高的情况下，

据实际情况下调食盐加碘浓度，使居民碘营养维持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食盐加

在适宜水平，达到既可防治缺碘性甲状腺肿又不会

碘标准为２０～６０ ｍｇ／ｋｇ。而在２００２年及以后各年

引发高碘所致的危害。

度的盐碘中位数均在３０．００ ｍｇ／ｋｇ左右，这可能与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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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甲状腺肿大率应得到有效的控制。但１９９５年

国食物与营养，２０１０（１）：８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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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可能为此两项指标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甲状腺

２００８．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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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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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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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ｔａｋｅ

Ｚ，Ｃｈｅｌａ Ｙ，ｅｔ ａ１．Ｍｏｒｅ

ｍａ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ｔｉｓ：ａ
ｃｏｒａ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标［５１，ＷＨＯ等组织建议，用８～１０岁儿童的尿碘水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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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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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Ｈ０／ＵＮＩＣＥＦＡＣＣＩＤ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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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

［２］徐波．碘过量对人体的危害［Ｊ］．预防医学情报杂志，２０１０，２６

现场调查中，这种病情与尿碘指标的分离已普遍存
肿大率反映的是群体３～６个月内的碘营养水平。

文

［１］苑静，孙东跃，王心满．碘缺乏和高碘的危害及其食用［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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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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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ｗ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ｖｅｌｓ［Ｊ］．Ｅ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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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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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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