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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中国碘盐监测结果分析
食盐加碘浓度下调的可行性
李素梅徐菁

【摘要】

目的

用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碘盐监测结果分析中国食盐加碘浓度下调的可行性。方法

利用碘盐监测数据库分析软件及ｓＡｓ ９．０软件对碘盐监测数据和高危地区育龄妇女尿碘监测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根据监测结果，中国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不断提高，碘盐生产质量稳定，生产环
节碘的损失量为２ ｍｄ妇，流通环节碘的损失不足３ ｍｇ／ｋｇ。中国居民每日摄盐量高于ｗＨ０推荐量，
监测尿碘监测平均水平超过适宜范围。结论

下调中国食盐加碘浓度是必要的。建议现行的

ｍｇ／ｋｇ下调至２５～２８ ｍｄ妇，碘盐的允许变异范围由现行的±１５ ｍｇ／ｋｇ下调至±１０ ｍｄ妇。

３５

【关键词】碘盐；尿碘；监测；调整盐碘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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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碘缺乏病控制工作的进展，如何因地

ｏｆ ｓａｌｔ ｉｏｄ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东、西、南、北片各随机抽取２个乡（镇、街道），中片

制宜、科学补碘已经成为调整今后防治工作方向需

随机抽取１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随机

要考虑的重点问题。本文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全国碘

抽取４个行政村（居委会），其中２个行政村（居委

盐监测结果，分析了我国食盐加碘浓度下调的可行

会）可在乡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抽取，另外２个行政

性，现报告如下。

村在非碘盐率较高的地区或距乡政府５ ｋｍ以外的
村抽取；每个行政村（居委会）抽取８户居民盐样。
资料与方法

１．碘盐监测：按照《制盐工业主要产品取样方

盐碘含量按照国标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１９９９中直接滴定
法定量测定。

法》（ＧＢ／Ｔ ８６１８—２００１）进行生产厂家的盐样采集；居

２．重点地区育龄妇女尿碘监测：在上述居民户

民户采样以县（市、区、旗）为单位，每县（市、区、旗）

碘盐监测抽到的８户居民户中，随机抽取其中４户

按东、西、南、北、中随机抽取９个乡（镇、街道），其中

１８～５０岁育龄妇女，采集尿样，采用砷铈催化分光
光度测定方法（ＷＳ／Ｔ １０７—２００６）检测尿碘含量。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碘盐监测数据库分析软件
及ｓＡｓ ９．０软件进行资料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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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在１０ １６２名育龄妇女中，有６６８７名提供了其家

果

中食用盐是否是碘盐的信息。将这部分监测人群按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我国对１０００多家碘盐加工、分

其家中食用碘盐和非碘盐分组统计，食用碘盐组人

装、批发企业和２０００多个县的居民户开展了碘盐监

群（咒＝５２９０）尿碘Ｍ＝１６８．５肚ｇ／Ｌ，显著高于食用

测。监测辐射面逐年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监测覆盖了

非碘盐组人群（，ｚ＝１３９７）的尿碘（Ｍ＝８７．４扯ｇ／Ｌ）。

８９．７％的碘盐定点加工厂，约６０．１％的碘盐批发企

将监测的育龄妇女按孕妇、哺乳期妇女、非孕及哺乳

业和约９７％的县。

妇女分类统计，食用非碘盐组的孕妇、哺乳期妇女、

１．碘盐生产加工（生产层次）批质量合格率：

非孕及哺乳妇女三组人群尿碘的Ｍ均低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全国生产层次的批质量合格率稳定保

１００肛ｇ／Ｌ。其中，孕妇最低，其次是哺乳期妇女，而

持在９７％以上，’盐碘均数３２．１６～３３．４９ ｎ剥妇，变异

食用碘盐组的三组人群尿碘的Ｍ均高于１５０肚ｇ／Ｌ

系数均＜２０％（表１）。监测结果说明我国碘盐加工质

（表４）。

量有保证，绝大多数企业生产的碘盐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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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碘盐组和非碘盐组不同人群尿碘的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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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有３组数据反映了碘盐的质量，分别是碘盐
合格率、盐碘平均水平和变异程度。３年的监测结
果表明，全国生产和居民户层次的碘盐合格率连续

２．居民合格碘盐（居民户层次）食用率：各年度

３年均保持在９５％以上，且同年该两个层次合格率

的盐碘中位数（Ｍ）保持稳定在３０ ｍｇ／ｋｇ，全国碘盐

相差均不到２％。无论生产还是居民户层次，盐碘

覆盖率和碘盐合格率均在９６％以上，合格碘盐食用

平均水平均在３０ ｍｇ／ｋｇ以上，两个层次相差均不到

率均在９３％以上（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全国碘盐监测结果

３

ｍｇ／ｋｇ，可以认为流通环节盐中碘含量的损失不足

３

ｍｇ／ｋｇ，即９．７％左右。居民户层次变异系数比生

产层次高１０～１２个百分点（表５）。原因是居民户层
次中的无碘盐的比例比生产层次大，主要是因土、私
盐冲击造成。
表５

我国生产层次和居民户层次碘盐质量比较

３．重点人群尿碘监测：根据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碘
盐监测结果，从非碘盐率＞２０％的县中抽取监测点。
全国２１个省（市、区）共抽取了６９个县，检测了
１０

１６２份育龄妇女的尿碘，尿碘含量Ｍ＝

１３６．８肛ｇ／Ｌ，＜１５０ ｐｇ／Ｌ的比例为５４．０％，
＜１００

ｐｇ／Ｌ的比例为３７．０％，＜５０肛ｇ／Ｌ的比例为

１６．５％（表３）。
表３
尿碘Ｍ
（ｍｇ／ｋｇ）

１６

５

论

１．我国碘盐生产质量稳定，居民合格碘盐食用
１０

率不断提高，为我国因地制宜下调碘盐浓度提供了

１６２名育龄妇女尿碘频数分布

必要的基础。从生产层次监测指标结果看，我国盐

尿碘频数分布（％）８
Ｏ～

讨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５

１７．Ｏ

１３．１

２００～
１０

１

（１６８１）（２０８２）（１７２３）（１３２７）（１０３０）
注：。括号内数据为育龄妇女人数

２５０～

３００～

６．９

１５．９

（６９９）

（１６２０）

业加工企业生产的碘盐９７％以上的批次能够稳定
在３５ ｍｇ／ｋｇ±１５ ｍｇ／ｋｇ之间。９５％以上的批次能够
保持在３５ ｍｇ／ｋｇ±１０ 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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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盐碘含量稳定，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中损失量

小，为碘盐浓度下调留出了空间。我国生产环节食

水平超过适宜水平∞。，进一步调整碘盐浓度，防止人
为干预造成碘过量已经成为必然。

盐加碘的标准是３５ ｍｇ／ｋｇ，根据全国监测，生产层次

４．重点地区育龄妇女的碘营养状况值得关注，

中盐碘Ｍ＝３３ ｍｇ／ｋｇ，加碘过程中可能的损失量为

但主要是碘盐普及率的问题，不影响调整碘盐浓度。

ｍｇ／ｋｇ，但据了解由于生产设备现代化程度越来越

２００６年，２１个省（市、区）的６９个重点县育龄妇女

高，碘盐加工变异程度缩小，均匀度越来越好，所以

尿碘监测结果证实，即使在外环境缺碘的地区，食用

大多数厂家为降低成本，以低于３５ ｍｇ／ｋｇ浓度生产

碘盐组人群尿碘的Ｍ值达到了１６８．５“ｇ／Ｌ。监测

碘盐，因此，相差的２ ｍｇ／ｋｇ有部分是加碘过程中的

结果说明，育龄妇女的碘营养状况取决于碘盐的普

损失，也部分可能是企业加碘浓度不同造成的变异，

及率，在重点地区主要解决居民买不到、买不起和不

但无论如何，在生产环节以２ ｍｇ／ｋｇ估计碘的损失量

愿意买碘盐的问题，不影响碘盐浓度的调整。

２

是足够的。

５．从监测结果分析，建议碘盐浓度下调到（２５～

根据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全国碘盐监测结果，生产层

２８±１０）ｍｇ／ｋｇ。卫生部碘缺乏病专家组估计碘盐

次和居民户层次盐碘中的Ｍ相差均不足３ ｍｇ／ｋｇ，

从生产到用户之间盐碘的损失量为５ ｍｇ／ｋｇ‘６。。该

其中还包含居民户层次土、私盐冲击的影响。可以

结果与本文分析的结果一致。因此，碘盐浓度下调

认为，碘盐从出厂到居民用户的整个流通环节，碘含

至２５ ｍｇ／ｋｇ，到居民户仍然可以保证吃到２０ ｍｇ／ｋｇ

量的损失不足３ ｍｇ／ｋｇ，即碘在流通环节的损失量最

的碘盐。如果考虑食用环节有可能损失部分碘（以

多不超过１０％。

１０％的损失量估计），碘盐浓度可下调到２８ ｍｇ／ｋｇ，

另外一个环节是碘盐在家庭食用过程中碘的损

以保证居民摄入２０ ｍｇ／ｋｇ的碘盐。

失量。国内有研究表明，碘酸钾碘盐是相当稳定的，

近两年全国碘盐监测证实，生产企业盐碘含量

经过一年存放未发现有明显碘损失１Ｉ。在烹调环节

的变异系数不超过１８％，以３５ ｍｇ／ｋｇ标准加碘，其

碘损失量的研究不多，但碘酸钾化学性质稳定，在高

９５％可信限水平的变异范围为±１２．６ ｍｇ／ｋｇ。２００６

温５６０℃分解。２。，碘盐在家庭食用过程中的损失量

年碘盐生产企业生产的碘盐９５％以上的批次的变

非常小。

异范围基本保持在±１０ ｍｇ／ｋｇ之间。因此，建议碘

３．我国居民摄盐量较高，监测尿碘平均水平超

盐的变异范围为±１０ ｍｇ／ｋｇ，一方面企业通过质量

过适宜范围，下调碘盐浓度势在必行。目前，我国合

管理能够做到，另一方面从人群健康考虑必须强调

格碘盐标准是碘含量介于２０ ｍｇ／ｋｇ和５０ ｍｇ／ｋｇ之

加碘的精度。

间。按照ｗＨＯ推荐的人均每日摄入６ ｇ食盐计算，

综上述，建议食盐加碘浓度由现行的３５ ｍｇ／ｋｇ

如果盐碘含量为５０ ｍｇ／ｋｇ，每天碘摄人为３００肛ｇ。

下调至２５～２８ ｍｇ／ｋｇ，碘盐的允许变异范围由现行

这一摄入量不但超出了ｗＨｏ推荐的成年人

的±１５ ｍｇ／ｋｇ下调至±１０ ｍｇ／ｋｇ。

１５０”ｇ／ｄ碘摄入量水平，也超出了孕妇和哺乳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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