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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对甲状腺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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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不同碘摄入量地区吸烟对甲状腺体积、功能以及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影响。

方法对辽宁省盘山、彰武、河北省黄骅三个农村社区（分别为碘缺乏地区、碘充足地区、碘过量地区）
１９９９年初访的３７６１人进行随访，随访率达８０．２％。进行问卷调查、甲状腺Ｂ超检查、血液及尿液化
验。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吸烟者甲状腺肿的发生率较不吸烟者增高（１５．１％

佻．１１．５％，Ｐ＜０．０５），吸烟者甲状腺的平均体积较不吸烟者大（１４．９２ ｍｌ哪．１３．１８ ｍｌ，Ｐ＜０．０５）。
通过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可见吸烟是增加甲状腺肿发生率的主要危险因素。吸烟者平均血清促甲状腺激素
（ＴｓＨ）水平和甲状腺球蛋白（Ｔｇ）水平与不吸烟者比没有差别。吸烟者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ＴＰｏＡｂ）≥１００ ＩＵ／ｍｌ的为１０．８％，不吸烟者为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发现吸
烟是增加ＴＰＯＡｂ强阳性的主要危险因素。对三社区人群进行前瞻性研究，发现由不吸烟到吸烟者
ＴＰｏＡｂ变为≥１００ ＩＵ／ｍｌ的发生率为７．４％，远大于吸烟情况没有变化者的２．９％（Ｐ＜０．０５）。多元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发现由不吸烟到吸烟是增加ＴＰＯＡｂ≥１００ ＩＵ／ｍ１发生率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

吸烟是

增加甲状腺肿发生率和增加ＴＰＯＡｂ阳性率的主要危险因素；由不吸烟到吸烟是ＴＰＯＡｂ变为阳性的
主要危险因素。
【关键词】吸烟；甲状腺；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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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大

４．统计学分析：全部调查结果及实验室数据均

量研究表明它是导致癌症、心血管病、肺一支气管病

输入数据库，以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统计。率的比较选

变、胃溃疡等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从２０世纪８０

用Ｙ２检验、均数问的比较选用￡检验以及方差分

年代以来，吸烟对甲状腺的影响渐渐受到人们关注，

析。采用多元ｌ。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

我们对三个不同碘摄入量地区人群进行随访，以研

对于其中ＴＳＨ、尿碘等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将

究吸烟对甲状腺的影响。

其转换为对数形式后再进行分析。

对象与方法

结

果

１．对象：对辽宁省盘山、彰武和河北省黄骅县３

１．盘山、彰武和黄骅三社区研究对象的一般情

个农村社区［分别为碘缺乏地区，学龄儿童尿碘中位

况：三社区被研究人群吸烟一般状况见表１，不吸烟

数（ＭＵＩ）＝８４ ｐｇ／Ｌ；碘充足地区，ＭＵＩ＝２４３弘ｇ／Ｌ、

者含已戒烟者共８７人，盘山２１人，彰武４４人，黄骅

碘过量地区，ＭＵＩ＝６５１肛ｇ／Ｌ］１９９９年初访的３７６１

２２人。

人进行随访，三社区接受随访问卷及采样检查的人

表１

三社区人群吸烟一般状况

数分别为８８４人、１２７０人、８６４人，共３０１８人，随访
率达到８０．２％…。
２．方法：对以上研究对象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吸烟情况、吸烟年限及
数量、吸烟方式、初吸年龄以及是否戒烟和甲状腺疾
病病史、家族史等。采集清晨空腹血、尿标本。现场
分离血清与尿样一起一２０℃现场保存，再移
至一７０℃保存。待全部标本收集完毕后集中测定血
清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ＦＴ３）、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ＴＰＯＡｂ）、甲状腺球蛋白抗体（ＴｇＡｂ）和尿碘含
量。血清ＴＳＨ、ＦＴ，、ＦＴ。、ＴＰＯＡｂ、ＴｇＡｂ测定采用
固相化学发光酶免疫分析法，试剂盒购自美国ＤＰＣ
公司；尿碘测定采用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法。
３．诊断标准’２１：
（１）每叶甲状腺体积＝０．４７９×前后径（ｍｍ）×
左右径（ｍｍ）×上下径（ｍｍ）（均为最大径线），不计
算峡部，女性＞１９．４ ｍｌ，男性＞２５．６ ｍｌ为甲状
腺肿。
（２）血清ＴＳＨ水平正常范围为０．３ ｍｕ／Ｌ≤
ＴＳＨ≤４．８ ｍＵ／Ｌ。

２．吸烟对甲状腺体积的影响：单因素分析从整
体来看吸烟者甲状腺肿的发生率为１５．１％，明显高
于不吸烟者的１１．５％（Ｙ２＝７。９９８，Ｐ＝０．００５）。吸
烟者甲状腺肿的发生率是不吸烟者的１．４６４倍［ｏＲ
值（９５％ＣＪ）＝１．４６４（１，１３３～１．９０２）］（表２）。吸烟
者平均甲状腺体积是１４．９２ ｍｌ，不吸烟者平均甲状
腺体积是１３．１８ ｍｌ（Ｐ＜０．０５）。吸烟者甲状腺肿发
生率增高和吸烟者甲状腺体积相对增大这两点在轻
度碘缺乏的盘山社区和碘过量的黄骅社区尤为明
显。在轻度碘缺乏社区，吸烟者甲状腺肿发生率是
１９．９％，甲状腺平均体积是１５．５６ ｍｌ，而不吸烟者甲
状腺肿发生率是１４．３％，甲状腺平均体积是
１３．８４

ｍ１（Ｐ值均＜０．０５）；在碘过量社区，吸烟者甲

状腺肿发生率是１６．８％，甲状腺平均体积是
１４．９７

ｍＩ，而不吸烟者甲状腺肿发生率是９．６％，甲

状腺平均体积是１２．９ｌ ｍｌ（Ｐ值均＜０．０５）。

（３）血清Ｔｇ水平≥６０．８ ｎｇ／ｍｌ为升高。
表２

（４）血清ＴＰＯＡｂ≥５０ ＩＵ／ｍｌ及ＴｇＡｂ≥４０ ＩＵ／ｍｌ

引起甲状腺肿危险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为阳性。为了更好的体现吸烟与甲状腺抗体的关

ｐ值％蹦ｆ值ｏＲ值（９５％ａ）

尸值

系，我们取ＴＰＯＡｂ及ＴｇＡｂ均以≥１００ ＩＵ／ｍｌ为界

性另Ⅱ

一

值来计算。

吸烟

Ｏ．２４６

Ｔｐ０Ａｂ

１．１４６

５７．１３９

１套Ａｂ
碘缺乏

０．５７３

８．２２６

０．５５６

７．３５８

０．００４
７７（１．２１６～２．６２６）
１．７４（１．３３２～２ ２７９）＜０ ００１

碘过量

０．１７６

３．２７５

１．１７（１ ０８０～１．５７３）

０．０２５

一

Ｏ．２３３

（５）吸烟为每天吸烟超过一支，连续半年及以上
者。我们定义轻度吸烟者为每天吸烟在１～４支，中
度吸烟者为每天吸烟在５～１９支，重度吸烟为每天
超过２０支。

碘暴露状态ｂｙ吸烟

一

一

４

４２７

一

注：ｂｙ表示交互作用；一：阴性

一

１．４６４（１

１３３～１．９０２）

４．０ｌ（２．６４５～６．０６３）

Ｏ．３８６
Ｏ．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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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３．吸烟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我们发现吸烟者

·５５

·

吸烟的变化对抗体转归的单因素分析

平均血清ＴＳＨ水平是１．８７ ｍＵ／Ｌ，不吸烟者平均血
清ＴＳＨ水平为２．０４ ｍＵ／Ｌ，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在不同的碘摄人量地区，也没有发现
吸烟影响血清ＴＳＨ水平。在单因素分析中虽然吸
烟有增加甲亢发生（吸烟与不吸烟，４．６％口ｓ．３．３％）
和减少甲减发生（吸烟与不吸烟３．９％口ｓ．４．５％）的

注：Ｎ：吸烟情况不变；ＴＰｏＡｂ一：＜１００ Ｉｕ／ｍｌ，＋：≥１００
ｌｕ／ｍｌ；４Ｐ＜０．０５（新吸烟与Ｎ及戒烟相比）；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
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趋势，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吸烟者平均血清Ｔｇ

表５

水平是１８．５７ ｎｇ／ｍｌ，不吸烟者平均血清Ｔｇ水平是
１７．０１

ｎｇ／ｍｌ，二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４．吸烟对甲状腺自身抗体的影响：

影响ＴＰＯＡｂ变为阳性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因素
年龄的增加

ｐ值讹耐ｆ值ｏＲ值（９５％ｃ，）
一

一

新吸烟

１．２８４

３．９５２

疾病史

一２．嘶５

１４．２７２

碘暴露状态

（１）横断面研究：在碘过量地区和整体来看可以

，ＩⅢ的变化

发现吸烟者ＴＰｏＡｂ阳性率（≥１００ Ｉｕ／ｍ１）增高。在

碘状态ｂ吸烟变化

碘过量的黄骅社区吸烟者中ＴＰＯＡｂ阳性者占

注：同表１

１３．４％，不吸烟者中只有８．２％（Ｙ２＝５．５０２，Ｐ＝

一

一

３．６１４（１．０１８～１２．踟２）
１３２（０．０４３～Ｏ．３７２）

０

Ｐ值

０．姗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６

一

一

一

一

０．７２０

一

一

Ｏ．０８７

讨

论

０．０１９）。整体来看吸烟者ＴＰＯＡｂ阳性率为
１０．８％，不吸烟者为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

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吸烟可促进甲状腺

２．６００，Ｐ＝０．０４７）。吸烟者发生ＴＰＯＡｂ阳性的危

肿的发生¨’４Ｉ。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点。吸烟者

险度是不吸烟者的１．６８４倍［ｏＲ值（９５％Ｃｊ）：

发生甲状腺肿的危险度是不吸烟者的１．４６４倍［０Ｒ

１．６８４（１．２４５～２．２５５）］（表３）。而吸烟者ＴｇＡｂ阳

（９５％Ｃｊ）＝１．４６４（１．１３３～１．９０２）］。吸烟者甲状

性率（≥１００ ＩＵ／ｍ１）为６．６％，不吸烟者为８．１％，差

腺肿的发生率和平均甲状腺体积均明显高于不吸烟
者。在轻度碘缺乏地区和碘过量地区表现尤为明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显。这些结果再次证实了吸烟与甲状腺肿之间的密
表３

切关系。

影响ＴＰｏＡｂ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ｐ值讹蹦＃值ｏＲ值（９５％ｃＪ）

Ｐ值

年龄

０．４４５

５．６８５

性别

０．９４６

１８．０８５

２．５６８（１．６６７～３．９７８）＜Ｏ．００１

吸烟

０．５１６

１１．５７８

１．６８４（１．２４５～２．２５５）

１９＾ｂ

３．０３５

３４８

１２６

１．５６０（１．０８１～２．２４６）

Ｏ．０１７

０ ００１

２０．８０１（１．６７９～４．９２２）＜０．００１

碘暴露状态

０．６７３

碘暴露状态ｂｙ吸烟

０．７８０

注：同表１

在低碘地区，吸烟可以致甲状腺肿大表现得尤
为明显¨１。Ｋｎｕｄｓｅｎ等‘６。８ ｏ研究认为，在碘缺乏地区
吸烟与甲状腺肿关系密切，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
有甲状腺肿及甲状腺体积增大。而在碘充足的地区
这种关系就不十分明显了。可是，在碘过量地区关
于吸烟与甲状腺的研究很少。我们发现不但在碘缺
乏地区吸烟与甲状腺肿关系密切，在碘过量地区，吸
烟与甲状腺体积的关系仍然很密切。在轻度碘缺乏

（２）前瞻性研究：我们对三社区人群进行了前瞻

地区，吸烟者甲状腺肿发生率高，甲状腺的平均体积

性研究，对吸烟的变化与ＴＰＯＡｂ及ＴｇＡｂ和血清

也大；在碘过量地区，吸烟者甲状腺肿发生率和甲状

ＴＳＨ的转归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由不吸烟到吸烟

腺平均体积也高于不吸烟者。但碘缺乏地区的吸烟

者ＴＰＯＡｂ变为阳性（≥１００ ＩＵ／ｍ１）的发生率为

者甲状腺肿发生率和甲状腺平均体积比碘过量地区

７．４％，远大于吸烟情况没有变化者的２．９％和戒烟

的吸烟者大。而在碘超足量地区，这种关系并不明

者的２．３％（Ｐ＜０．０５）（表４）。而吸烟的变化对

显。瑞典的流行病学调查、Ｂｏｒｕｐ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Ｊｅｔｔｅ

ＴＰＣ｝Ａｂ转为＜１００ Ｉｕ／ｍｌ及ＴｇＡｂ的变化没有影

等不仅发现吸烟可致甲状腺肿¨Ｊ，同时也发现吸烟

响，对血清ＴＳＨ的变化也没有影响。进行多元

者还伴有血清Ｔｇ水平的升高，但我们没有发现吸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也可发现由不吸烟到吸烟是增加

烟对血清Ｔｇ水平有影响。

ＴＰＯＡｂ变为阳性的主要危险因素（表５）。

吸烟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目前国际上报道并不

·５６·

史堡煎鱼疸堂苤查！！！！生！旦箜！！鲞箜！翅坠ｉ！』墅！！！坐ｉ！！！』！！！！型！！！！！ｙ！！：！！！堕！：！

一致。大多数研究认为吸烟者血清ＴＳＨ水平没有

Ｒｕｔｈ及Ｂｕｌｏｗ等的结果不同，考虑可能与种族的差

变化，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研究显示吸烟与

异、烟草品种的不同、吸烟方式的差别、文化背景和

血清ＴＳＨ水平显著降低相关∽１。也有一些研究也

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某些药物的使用等因素有关。

支持这一说法ｕ ０Ｉ。相反的是有些学者则观察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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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武晓泓，沈备．吸烟与甲状腺疾病．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２０００，

ｍｕｌｔｉｏｎｄｕｌａｒｅｔｙ ａｎｄ １０ｗ

烟者存在抗体阳性，吸烟者抗体阳性的危险度比不

ｗｏｍｅｎ：

ｇｏｉｔｅｒ

ｓｍｏｋｉｎｇ．Ｊ Ｉｎｔｅｍ Ｍｅｄ，１９９１，２２９（５）：４０７—４１４．

这方面的报道较少。Ｒｕｔｈ等［１２１在第三次国内健康

烟者存在ＴＰＯＡｂ和／或ＴｇＡｂ阳性，而１８％的不吸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ｏｒｍｏｎｅｄ，ｔｈｙｒｏｉ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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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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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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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ｌｄ

比吸烟情况没有变化者（包括一直吸烟和从不吸烟

ｔｈｙｒｏｔｒｏｐ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者）和戒烟者高。新吸烟者ＴＰＯＡｂ变为阳性的危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ＮＨＡＮＥＳⅢ）．ＪＣＥＭ，２００４，８９

险度是吸烟情况无变化者的３．６１４倍［ｏＲ（９５％

（１２）：６０７７—６０８６．

ａ）：３．６１４（１．０１８～１２．８０２）］。这也说明吸烟是
ＴＰＯＡｂ阳性的主要危险因素。我们的研究结果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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