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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中国２００６年碘盐监测
徐菁

董惠洁

【摘要】

陆步来

目的

李素梅

郑庆斯

庄广秀

监测方法参见卫生部

了解全国生产和居民层次碘盐合格及食用情况。方法

２００４年颁布的“全国碘盐监测方案”（修订）。碘盐检测采用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１９９９中直接滴定法；川盐
或特殊盐种检测采用仲裁法定量测定。合格碘盐判定标准：３５ ｍｄ妇±１５ ｍｄｋｇ（２０～５０ ｍｄｋｇ）；非
碘盐判定标准：＜５ ｍｇ／ｋｇ。结果

全国生产层次碘盐的批质量合格率为９８．３６％；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批质量合格率均＞９０％。全国居民层次的碘盐覆盖率为９６．８７％，合格碘盐食用率为９３．７５％。
西藏、海南、新疆、广东省的居民碘盐覆盖率＜９０％。西藏、海南、新疆、广东、青海省的居民合格碘盐
食用率＜９０％。２００６年有８０个监测盲区县，有１８５个县非碘盐率＞１０％。在县级居民合格碘盐食
从全

用率指标上，全国距离“９５％的县实现消除碘缺乏病标准”的目标还相差约１０个百分点。结论

国水平看，生产层次碘盐合格率和居民层次碘盐覆盖率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在县级水平，有
７５个县碘盐覆盖率＜７０％。
【关键词】碘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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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４年起，我国每年组织一次全国县级碘盐

存在的问题，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碘盐监测数据对

监测。目前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监测体系。通过

消除碘缺乏病的进展与进程的评价和策略制定提供

碘盐监测可以逐年了解全民食用碘盐的情况，发现

了科学的依据。现将２００６年全国碘盐监测结果报
道如下。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全国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
徐菁与董惠洁同为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李素梅，Ｅｍａｉｌ：ｌｉｓｕｍｅｉｎｔｔｓｔ＠１６３．ｃｏｍ

材料与方法
１．监测的组织和实施：
（１）生产、分装和批发层次：碘盐定点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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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级防治碘缺乏病专业机构负责（或委托地、市级

前全国有１８５个县碘盐覆盖率＜９０％，占实际监测

专业机构），其他加工、分装、批发企业由同级防治碘

县的７．０％。但监测盲区大多数是非碘盐冲击问题

缺乏病专业机构负责。

严重地区，如果把盲区估计在内，就有９．７％的县碘

（２）居民户层次：省级碘缺乏病专业机构全面

盐覆盖率＜９０％。

负责组织和协调本省日常碘盐监测工作；地市级碘

在省级水平上，全国有２６个省的居民合格碘盐

缺乏病专业机构负责本地区日常碘盐监测的组织、

食用率＞９０％，＜９０％有５个省，分别是西藏的拉

落实和技术指导；县（市、区、旗）级碘缺乏病专业机

萨、山南和林芝地区３０．１７％，海南７１．９８％、新疆

构负责实施日常碘盐监测（现场监测和实验室

７６．５６％、广东７９．２７％、青海８８．１４％。在县级水平

检测）。

上，有２２５３个县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达到了９０％

２．方法：①监测方法：参照卫生部２００４年颁布
的“全国碘盐监测方案”（修订）。②检测方法：盐碘

以上，占实际监测县数的８４．９５％，占应监测县的
８２．４７％。

含量均按照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１９９９中直接滴定法定量

３．非碘盐冲击状况：以县为单位统计结果显示，

测定；川盐或特殊盐种采用仲裁法定量测定。③资

全国有７个省所有监测县的非旗盐率均在１０％以

料来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的碘盐监测数据

下，分别是北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湖北和

库。④质量控制：各省按照２００６年修订的“全国碘

湖南；其他省份均发现了非碘盐率较高的县（区、市、

盐监测方案”在抽样、现场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数据

旗），见表２。其中有的省非碘盐问题由来已久，一

录入等环节进行质量控制。

直是近几年来干预的重点省，如西藏、新疆、海南等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全国碘盐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西部和沿海省份；有的省虽然２０００年评估时已经达

建立数据库，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描述

到基本消除碘缺乏病的标准，但近年来发现碘盐覆

性统计包括均数、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

盖率出现下滑，２００６年河北和山东省非碘盐率＞

结

果

１０％的县有所增加；全国８０个监测盲区县由于缺乏
监测数据，其非碘盐冲击状况如何还不清楚；盲区的

１．生产层次监测结果：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全国共

存在有可能导致一些省碘盐覆盖率和居民合格碘盐

监测１６５０家碘盐加工和批发企业，监测覆盖

食用率估计的偏性，如西藏；２００６年度西藏有５５个

８９．７％的碘盐定点加工厂和６０．１％的批发企业，另

县（区）未开展监测，西藏共有７个地区，开展监测的

有１０家碘盐定点加工厂因故未开展监测。共检测

１８个县也只局限在３个地区。因此，这１８个县的

盐样８７９１批，合格８６４７批，各省的批质量合格率

碘盐覆盖率不能完全代表全西藏的水平。

均＞９０％，总体批质量合格率为９８．３６％。共监测

４．与２０１０年目标的差距：根据国务院制定的

１４４份盐样品，其中不合格碘盐样品３８６份，占

目标，到２０１０年９５％的县要达到消除碘缺乏病标

０．４９％；非碘盐样品５份，占０。０１％。盐碘含量的

准，其中县级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要达到９０％以

总体均值为３３．１９ ｍｇ／ｋｇ，标准差为５．４６ ｍｇ／ｋｇ，变

上。根据２００６年的监测结果，有２２５３个县居民合

异系数为１６．４５％。变异系数＞２０％的有江西

格碘盐食用率达到了９０％以上，占实际监测县数的

（２０．４％）和山西省（２０．７％），其余各省均在１０％～

８４．９５％。如果不考虑监测盲区，全国距离“９５％以

２０％之间。

上的县实现消除碘缺乏病标准”的目标还相差１０．０５

７９

２．居民户层次碘盐监测：全国共监测居民食用

个百分点。如果把２．９３％的监测盲区列为非碘盐问

盐样７９５ ２９２份，其中非碘盐２５ ６９５份，不合格碘盐

题地区，估计距离目标的差距约为１２．５３个百分点。

２３３份，盐碘中位数为３０．９０ ｍｇ／ｋｇ。碘盐覆盖率

２００６年度有６个省（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河

９６．８７％，非碘盐率３．１３％，合格碘盐食用率

南和陕西省）其９５％以上的县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

９３．７５％，见表１。

达到了９０％以上。接近实现这一目标（９０％的县达

２２

在省级水平上，西藏碘盐覆盖率为３４．３３％、海

到实现消除碘缺乏病标准）的省有５个，分别是黑

南７５．９９％、新疆７９．３８％，广东８４．３９％，其余２７个

龙江、江苏、湖北、甘肃和宁夏。达到这一标准的

省的碘盐覆盖率均＞９０％，其中２４个省碘盐覆盖

比率不足７０％的省有上海、广东、海南、青海、新

率＞９５％。在县级水平上，如果不包括监测盲区，目

疆和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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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

讨

２００６年度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户碘盐监测结果

论

广泛的智力损伤。
２．监测盲区：监测盲区是指以县为单位未开展

从全国水平看，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生产层次碘盐合

碘盐监测的地区。２０００年国务院提出，到２０１０年，

格率和居民层次碘盐食用率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全国９５％的县实现消除碘缺乏病。也就是说要以

平‘１’２ｉ。但是生产层次个别企业以及省级和县级碘盐

县为单位达到消除碘缺乏病的标准。县级碘盐的覆

覆盖情况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盖情况是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因此，碘盐监测盲

１．碘盐覆盖率：全国碘盐覆盖率低于７０％的县

区的存在将影响我国以县为单位消除碘缺乏病工作

有７５个，占实际监测县的２．８％。分布在新疆（２４

进程的评估。２００６年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国际合

个）、广东（１５个）、西藏（１５个）、海南（７个）、福建（３

作项目给与西部省份碘盐监测一些经费支持，监测

个）、青海（３个）、河北（２个）、山东（２个）、浙江（１

盲区从去年的６．９％缩小到２．９％，但以上项目不能

个）、四川（１个）、贵州（１个）、甘肃（１个），见表２。

长期支持监测工作，因此盲区的缩小缺乏可持续性。

另外还有８０个盲区县，这些县的碘盐覆盖率大多也

另外，尽管有项目的支持，目前仍然有２．９％的监测

较低。在这些碘盐覆盖率低于７０％的县和盲区县

盲区，其中９０．０％集中在西部偏远、贫困地区。这些

中，有些是历史克汀病区。２００６年在新疆的３个历

地区仅仅靠行政指令而没有持续的经费支持，这些

史克汀病县已经发现了小年龄组克汀病例，因此如

盲区县没有能力开展监测工作。建议中央和地方共

果不采取措施尽快提高碘盐覆盖率，这些地区有可

同努力扫除盲区。存在盲区省的相关部门领导要提

能出现新发克汀病儿童，同时发生儿童智力潜在性

高对监测工作的重视程度，把监测经费，尤其是困难

损伤的风险极高。各省相关部门应根据此信息制定

县的监测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加强专业机构的建

对策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新发克汀病和儿童

设和专业队伍的培训，保障监测工作的有效开展。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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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６年全国非碘盐率＞１０％的县（区、市、旗）汇总分析
非

地区

≥１０％，＜２０％

碘

盐

率

≥２０％．＜３０％

≥３０％

＞１０％的
县数

天津

西青区（１５ ６３）、武清县（１３．５４）

汉沽区（２６．０４）

无

３

河北

裕华区（１４．２４）、正定（１７．３６）、鹿泉市

无

泊头市（５１．０４）、东光县（３５．０７）

９

霍州市（２６．３９）

无

（１４．２４）、晋州市（１５．２８）、大名县（１０．７６）、青
县（１０ ７６）、大厂县（１２．５０）
山西

尖草坪区（１１．４６）、灵邱县（１５．９７）、广灵县
（１０．７６）、古县（１０ ７６）

辽宁

朝阳县（１１．８１）

无

无

上海

长宁区（１０．４２）、普陀区（１２ ５０）、青浦县

尢

无

连云区（２１．０５）

无

（１２．８１）
江苏

松北区（１３．８４）、海州区（１１．４６）、赣榆县

５

（１８．０６）、响水县（１５．６３）
浙江

安吉县（１５．２８）、嵊泗县（１１．８１）

乐清县（２３．９６）、普陀区（２５．３５）岱山县（６４．９３）

５

福建
江西

泉港区（１８．４０）、漳浦县（１５．１ ８）

平潭县（２１．４３）

６

山东
河南

秀屿区（３４．５８）、荔城区（３８．５４）、东山县（３１．９４）

南昌县（２５．３５）、横峰县（２１．５３）无

２

广饶县（１４．１１）、莱州市（１５．６３）、任城区

历城区（２２．２２）、即墨市寒亭区（３２．２９）、寿光市（４２．３６）

９

（１２．１５）、博兴县（１１．４６）

（２１．１ ８）、潍城区（２８．９１）

北站区（１２．８５）、台前县（１１．８１）、夏邑县

封丘县（２４．２２）

无

４

（１０，７３）

广东

天河区（１５．６３）、白云区（１６．３２）、黄埔区

澄海区（２７．０８）、海丰县（２４．６５）潮南区（５１．５９）、潮阳区（５８ ７２）、湛江市区３１

（１１ ４６）、从化市（１６．６７）、增城市（１０．７６）、番

（３６．２７）、廉江市（３０．９０）、遂溪县（４３．７５）、雷

禹区（１０．７６）、龙岗区（１１．６４）、宝安区

州市（７７．０８）、徐闻县（３８．５４）、电白县

（１２．８０）、汕头市区（１９．８１）、茂南区（１２．６６）、

（３６ ８１）、普宁市（４３．０６）、惠来县（８９．５８）、惠

榕城区（１０．８３）、惠城区（１６．８９）、惠阳区

东县（３７．５４）、汕尾城区（５２．０８）、陆丰市

广西

（１２．８１）、丰顺县（１３．１９）
无

钦南区（２６．２２）

（７２．５７）、东莞市区（３６．１１）、饶平县（４４．１０）
无

海南

保亭县（１４ ９３）

屯昌县（２１．８８）、昌江县（２５．００）

三亚市（３４．７２）、文昌市（４０．２８）、澄迈县１０

１

（３７．１５）、临高县（７８．１３）、儋州市（３３ ６８）、东
方市（７２．５７）、陵水县（５２．４３）
四川

武侯区（１２ １５）、金川县（１８．００）、红原县

黑水县（２４ ００）、白玉县（２０．９３）

理县（３６．７５）

６

（１３．３３）

贵州

无

无

威宁县（４０．２８）

ｌ

云南

鲁甸县（１１．７０）、盐津县（１２．５０）、泸西县

水富县（２９．６９）

无

５

无

城关区（４５ ７４）、尼木县（９８ ７０）、曲水县１６

（１ｌ ６０）、砚山县（１４ ５８）
西藏

扎襄县（１１ ８１）

（７７．０８）、堆龙德庆（６０．７１）、达孜（７５．４９）、墨
竹工卡（８４．３８）、当雄县（９９．３８）、林周
（８９．３３）、琼结县（５１．７４）、加查县（６９．４４）、林
芝县（６９．１６）、工布江达县（８０ ８５）、米林县
（７３．１０）、波密县（８１．０９）、朗县（９１．０５）
重庆

涪陵区（１３．４５）、丰都县（１２．５０）

无

无

２

陕西

佳县（１２．１９）

子州县（２１ ２５）

无

２

甘肃

合作市（１０．０７）、夏河县（１４，２４）

无

东乡县（３３．６８）

３

青海

城北区（１０．１４）、民和县（１１．４６）、门源

无

祁连（３６ １１）、格尔木市（３０ ５６）、乌兰县１０
（４１．６７）

（１８．４０）、泽库（１１．７９）、共和（１１．１１）、甘德县
（１１．０３）、久治县（１５．９７）
盐池县（１２．８５）、西吉县（１３，１９）

无

新疆

托克逊县（１７．９０）、精河县（１２．１５）、温泉县

鄯善（２６ ３０）、伊吾县（２９．５７）、且末县（３１．２２）、沙雅县（５０．６９）、拜城县４４

（１７．１３）、尉犁县（１４．５０）、若羌县（１５．１８）、温

阿克苏市（２２．８０）、乌什县（４６．８８）、阿瓦提县（３１．０１）、阿图什市

宿县（１０．０７）、新和县（１５．２８）、和田县

（２７．４３）、喀什市（２７ ０８）、莎车（３７．１３）、阿克陶县（７５．６９）、阿合奇县

（１０．７６）、于田县（１６．６７）、阿勒泰市（１０ ０７）、

县（２８．２５）、岳普湖县（２０．１４）、（３０ ９０）、乌恰县（３９．９３）、疏附县（４３．７５）、疏

富蕴县（１０．７６）

察布查尔（２９，８６）、霍城县勒县（３６．ＯＯ）、英吉沙县（５９．０３）、叶城县
（２１．８８）

无

２

宁夏

（３６ １１）、麦盖提县（５７．３３）、伽师县（３９．６２）、
巴楚县（５８．３３）ｉ和田市（６０．６３）、皮山县
（７９．８６）、墨玉县（７９ ００）、策勒县（８２ ９９）、民
丰县（８０．５６）、洛浦县（７９．６７）、伊宁市
（４０．２８）、伊宁县（４１．６７）、塔什库尔（３８．０８）

注：括号内数据是非碘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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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非碘盐问题：在省级水平上，西藏、海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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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解决非碘盐冲击问题。

疆、青海和广东的非碘盐问题仍很严重，其中海南和

４．碘盐质量：生产层次监测发现一些批次中个

广东非碘盐源头的治理工作缺乏有效的政策和策

别盐样为不合格碘盐或非碘盐，说明少数企业存在

略，盐业市场监管无力。西部三省的问题则更加复

碘盐加工不均匀的现象，影响了碘盐的质量。主渠

杂，除了非碘盐源头无法控制外，还有盐价、碘盐销

道碘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我国居民碘摄入水平的适

售网络、地区经济状况、生活习惯、交通等问题共同

宜程度。因此，盐业主管部门需要继续督促各碘盐

制约着碘盐的普及。

加工企业重视碘盐生产质量，工商和质检部门加强

在县级水平上，如果不包括监测盲区，目前全国

碘盐质量的检查和抽查，多部门配合，保证合格碘盐

有７．０％的县非碘盐率＞１０％。如果把盲区估计在

的生产和供应。

内，这个率就会由７．０％上升到９．７％。

参

尽管西部和沿海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西

考

文

献

［１］徐菁，李素梅，郑建东，等，中国２００４年碘盐监测，中华流行病
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１０）：７３５—７３９．
［２］徐菁，李素梅，郑庚斯，等．２００５年全国碘盐监测结果分析中

部还是沿海，解决非碘盐的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行为。

国地方病学杂志，２∞７，２６（６）：６６２—６６５．

建议明确政府责任，加强高层领导动员，出台支持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８—３０）

政策，协调碘盐生产、销售、市场管理等部门齐抓共

（本文编辑：尹廉）

·疾病控制－
用乳凝集法和实时荧光定量法确诊ｂ型
流感嗜血杆菌脑膜炎一例
吕静

叶建军

朱兵清

李马超

徐丽

邵祝军

严毅

余凤华

患儿女性，１岁，出生地湖北省宜昌市。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３

感嗜血杆菌（Ｈｉｂ）抗原阳性；同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方法

日凌晨起病急，体温３９℃，烦躁不安，在宜昌市夷陵区某卫生

（ＲＴ—ＰＣ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提供

室就诊，以肠道病治疗１２ ｈ，病情无好转，下午到夷陵区人民

的引物和探针，在实时荧光定量Ｒｅａ¨ｍｅ

医院就诊时发现患儿精神萎靡、嗜睡、高热，病情危重，转入

Ｍ）【３０００Ｐ）上扩增］检测出流感嗜血杆菌特异性基因６一Ａ．

宜昌市中心医院救治。入院查体：颈项强直，角弓反张，克尼

确诊该患者为Ｈｉｂ弓ｆ起的脑膜炎，排除了病毒性脑炎。２００７

格征、布鲁金斯基征阳性，皮肤黏膜无淤点淤斑。当日检查

年７月对该患者进行随访，患者无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后遗

血白细胞计数１２．１×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５１．８％；入院第４天

症。该患者按照新生儿免疫程序完成了相关疫苗的接种，但

脑脊液（ｃｓＦ）检查：清晰、无色透明、蛋白质０．０８ ｄＬ、白细胞

未接种过Ｈｉｂ结合疫苗。

１２３个／ｍ、葡萄糖２

ＰＣＲ仪（型号为

ｍｍ０１／Ｌ、氯化物１３２．２５ ｍｍｏｌ／Ｌ；血、

２００６年在ｗＨｏ与卫生部流脑与乙脑监测合作项目支

ＣＳＦ培养皆阴性。入院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化脓性脑膜炎。

持下，湖北省加强了对脑炎病例监测，这是省内首次用ＬＡ

人院后经对症治疗和注射头孢噻肟钠后，症状体征逐渐好

和ＲｌＰＣＲ两种方法同时确诊的Ｈｉｂ脑膜炎病例。虽然患

转，于４月２５日痊愈出院。

儿已使用了抗生素，在血和ＣＳＦ培养阴性的情况下，用ＬＡ

４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４月２０日对该患儿的ＣｓＦ

和ＲＴ—ＰＣＲ仍可从菌体残留片段上检测出流感嗜血杆菌

进行特异性抗原检测，用乳凝集方法（ＬＡ）［试剂为ＢｉｐＲＡＤ（

（Ｈｉ），而ｂ型菌（Ｈｉｂ）是引起儿童细菌性感染特别是呼吸道

ＬＯＴ：７Ａ００１４）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ｇＩ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Ｓｌｉｄｅｘ，

的首位致病菌。研究表明Ｈｉｂ脑膜炎发病率约占儿童细菌

ｂｉｏＭ６ｒｉｅｕｘ（型号：５８８０３，ＬｏＴ：８０４１１４５０１；８００３４０５０１；

性脑膜炎的５０％左右。只要样品含有菌体残留的特异性基

８００３４６３０１）］，经４个不同批次的试剂检测，结果均为ｂ型流

因片段ＲＴ—ＰＣＲ即可检测出，但对设备条件和检测人员要求
较高；采用ＬＡ能直接检测出ＣＳＦ中含有脑膜炎奈瑟菌Ａ、

基金项目：卫生部与ｗＨｏ流脑与乙脑监测合作项目（ｗＰ／２００６／
ＣＨＮ／ＩＶＤ／１．Ｉ／００１）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７９武汉，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吕静、叶建
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朱兵清、李马超、徐
丽、邵祝军）；湖北省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严毅、余风华）

Ｂ、Ｃ、Ｙ／ｗ１３５群及Ｈｉ、ｓＰ、ＳＢ的抗原，结果准确、简便。在现
场处理不明原因脑炎、脑膜炎疫情时可提高病原检出率，减
少误诊，为临床医生诊断治疗提供依据。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０６）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