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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

·疾病监测·
甘肃省永靖县孕妇、哺乳期妇女
及婴幼儿碘营养状况调查
王燕玲

格鹏飞

【摘要】

王国红

目的

张育新

姚琳

王蔚华

了解全民食盐加碘１０年后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０％的地区孕妇和哺

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的碘营养状况，评价碘盐作为人体碘的主要来源是否能满足碘缺乏病重点人群的
碘营养需要和重点人群的碘营养状况。方法在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０％的地区，随机选
择不同生理时期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及新生儿、周岁以内婴儿，对孕妇、哺乳期妇女进行尿碘检测和甲
状腺功能测定，哺乳期妇女同时进行乳碘检测，新生儿进行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检测，周岁以内婴儿
进行尿碘检测。结果

孕早、中、晚期，哺乳３个月以内和哺乳７个月以上的妇女，尿碘中位数分别为

１７４．１８、１８０．３７、１４７．４２、１２６．２７和１４５．２６弘ｄＬ，除孕晚期妇女外其余各组妇女的尿碘中位数均达到
了ｗＨＯ推荐标准，但仍有部分重点人群存在碘营养不足；婴儿的ＴＳＨ均在新生儿甲状腺功能筛查
正常参考值范围之内，ＴＳＨ＞５扯Ｉｕ／ｍｌ所占的比例为１４．５％；哺乳３个月以内和７个月以上的妇女，

乳碘中位数分别为２４０．３４弘∥Ｌ和１２１．７８肛∥Ｌ。哺乳３个月以内妇女，乳碘＜１５０肛∥Ｌ所占的比例低
于哺乳７个月以上的妇女，统计学检验，Ｐ＜０．０１；哺乳期妇女的乳碘与其婴儿的尿碘呈很好的相关
性；孕妇、哺乳期妇女ＴＳＨ不在正常参考值范围的占１５，４％，ＴＳＨ异常者主要分布在尿
碘＜１５０肚ｇ『Ｌ妇女中。结论在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０％的地区，在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
情况下，碘盐作为主要的碘来源基本能满足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的碘营养需要。但仍有部分人
群存在碘营养不足，需加强特需人群的碘营养监测，将重点人群碘营养监测纳入常规监测，并采取适
时适量补碘。
【关键词】碘盐；促甲状腺激素；尿碘；乳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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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缺乏病是目前全球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也是迄今所知造成智力障碍最广泛、最严重的可

富含碘的食品如海带、紫菜、海鱼等，同时对家中食
用盐进行碘半定量检测。

预防疾病之一。胚胎期至出生后２岁是大脑发育的

结

关键时期，科学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即使是轻度缺

果

碘也会对发育中的大脑造成损伤。孕妇和哺乳期妇

１．碘盐监测：２００ｌ一２００６年永靖县碘盐覆盖率、

女、Ｏ～２岁婴幼儿则是碘缺乏病监测重点目标人

碘盐合格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均＞９０％，达到了国家

群…。为了解甘肃省全民食盐加碘后１０年，碘盐覆

碘缺乏病消除标准‘５ ３（ＧＢ １６００６—１９９５），见表２。

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０％地区重点人群的碘营

表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甘肃省永靖县碘盐监测

养状况，我们迸行了本次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１．抽样地点和调查对象：在甘肃省永靖县城镇

（近５年来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０％）随
机抽取孕早、中、晚期，哺乳３个月以内和７个月以
上的妇女及婴幼儿采集尿样１０ ｍ１进行尿碘测定，孕
妇及哺乳期妇女采集血样做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

２．新生儿足跟血ＴＳＨ检测：ＷＨＯ／ＵＮＩＣＥＦ／
ＩＣＣＩＤＤ

１９９４年推荐新生儿全血ＴＳＨ作为碘缺乏

甲状腺激素（Ｔ４）测定，同时采集哺乳期妇女的乳汁

病流行和碘缺乏病消除标准的重要指标，提出对于

进行乳碘测定。２００６年上半年正常足月出生的城

已施行全民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低（甲低）筛查的国
家，ＴＳＨ＞５ ｍｕ／Ｌ新生儿的比率＜３％即可认为不

镇新生儿进行ＴＳＨ测定。
２．检测方法：尿碘测定采用酸消化砷铈催化分光

存在碘缺乏。调查点５５名婴儿的ＴＳＨ均在新生儿

光度法，判定标准依据ＷＨ０最新拟定的易感人群监

甲状腺功能筛查正常参考值范围之内。ＴＳＨ测定

测推荐标准（表１）心’；乳碘测定采用碱灰化一砷铈催化

值频数分布＞５弘ＩＵ／ｍｌ所占的比例为１４．５％

反应分光光度法测定；盐碘测定采用Ｇ吲Ｔ

（８／５５），远大于３％，提示该人群存在碘缺乏。

１３０２５．７—

１９９９直接滴定法ｂ。。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ｃｈｅｒＩｌｉ—

３．婴幼儿尿碘水平：婴幼儿尿碘中位数为

ｌ啪ｉｎｅｓｃｅ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ＣＬＩＡ）测定妇女ＴＳＨ、Ｔ４，

２３３．０５剧Ｌ，调查点６１份尿样达到ｗＨｏ最新拟定

曩、Ｈ正常范围为０．４～４．０址ＩＵ／ｎｌｌ，Ｔ４正常范围为

的标准０～２岁儿童尿碘中位数＞１００ ｐ∥Ｌ（表３）。

０．６５～２．３

ｎｇ／Ⅲ。新生儿ＴｓＨ测定采用时间分辨荧

光分析法（ｔｉｍ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表３

甘肃省永靖县婴幼儿的尿碘水平（肛ｄＬ）

ｎｕｏｒｏｉｓｎ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ＴＲＦｎ）测

定，新生儿甲状腺功能低下筛查正常参考值ＴＳＨ＜

１０肚ＩＵ／ｒ１１ｌ。ｗＨ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ＣＥＦ）／国
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ＩＣＣＩＤＤ）三个国际组织提出

４，孕妇尿碘水平：除孕晚期妇女尿碘中位数基

ｍＵ／Ｌ、新生儿比率＜３％即可认为不存在碘

本接近ｗＨｏ最新推荐标准外，孕早期和孕中期妇

ＴＳＨ＞５

缺乏‘４‘。
表１

女的尿碘中位数均达到了该标准（图１）。
ｗＨｏ制定的碘缺乏易感人群碘盐监测标准

一《望一瞽隧

３．膳食及家中食用盐调查：对孕妇及哺乳期妇
女进行膳食回顾性调查，详细询问３ ｄ内有无进食过

姗㈣㈨ ㈨ ∞ ∞狮。
孕早期

图１

孕中期

孕晚期

甘肃省永靖县不同孕期妇女尿碘中位数比较

生竺煎塑堕堂苤查！！！！至！旦筮垫鲞笙！塑曼逝！』垦逝！！里ｉ！！！塑！！！！！！！！，∑！！：！！！盟！：ｊ

５．哺乳期妇女尿碘水平：结果见表４。两组哺

月内的妇女少于哺乳７个月以上的妇女（表６）。从

乳期妇女的尿碘中位数均达到ｗＨＯ最新推荐标准

表７可见，仅有２人的Ｔ４值不在正常参考值范围

哺乳期妇女尿碘中位数≥１００肚ｇ『Ｌ。参考儿童尿碘

内，均为哺乳７个月以上的妇女。

频数分布的要求，＜１００肚ｇ／Ｌ的比例应低于
５０％，＜５０肛ｇ／Ｌ的比例应低于２０％，两组哺乳期妇
女的尿碘水平均达到了该标准。
６．哺乳期妇女乳碘水平：结果见表５。根据
Ｆｉｓｈｅｒ和Ｄｅｌａｎｇｅ制定的乳碘推荐标准乳碘的范围
为１００～２００肚ｇ／Ｌ，两组乳母的乳碘中位数均在推荐
标准内。哺乳３个月内妇女的乳碘水平高于哺乳７
个月以上的妇女。哺乳３个月以内妇女乳碘＜
儿重尿碘（ｕ∥Ｌ）

１５０肚ｇ／Ｉ斯占的比例低于哺乳７个月以上的妇女，
统计学检验，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哺
乳期妇女随着哺乳时间的延长，机体内分泌发生变
化，乳汁中碘的含量逐渐下降。

图２

母亲乳碘与儿童尿碘相关性分析

１０．尿碘水平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以尿碘
１５０扯ｇ／Ｌ为标准，将孕妇、哺乳期妇女分为低尿碘组

７．哺乳期妇女尿碘与乳碘水平对比：哺乳３个

和高尿碘组，两组人群的样本量接近。从表８可见，

月以内者的乳碘中位数大于尿碘中位数，而哺乳７

ＴｓＨ异常者主要分布在低尿碘组，表明低尿碘组存

个月以上者的尿碘中位数大于乳碘中位数。哺乳３

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危险大于高尿碘组，为了保证

个月以内乳碘大于尿碘的人数大于哺乳７个月以上

哺乳期妇女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建议评价哺乳期妇

者，而尿碘大于乳碘的比例是哺乳３个月内者小于

女的碘营养尿碘中位数还应以１５０蚌ｇ／Ｌ为标准。

哺乳７个月以上者，统计学检验，Ｐ＜０．０ｌ，差异有

１１．孕妇及哺乳期妇女３ ｄ内膳食回顾性调查：

统计学意义。提示哺乳早期乳汁浓集的碘多，通过

所有被调查者家中均食用加碘盐，日常饮食中富碘

尿液排泄的碘少，哺乳后期乳汁浓集的碘少，通过尿

的其他食品，人体碘的主要来源是加碘盐。

液排泄的碘多。
讨

８．哺乳期妇女尿碘、乳碘及其婴儿尿碘水平相

论

关性分析：哺乳期妇女的乳碘水平与婴儿的尿碘水

新生儿，Ｉ跚是评价人群碘营养状况最灵敏和可

平具有很好的相关性（Ｐ＝０．００）（图２），表明婴儿是

靠的指标，而新生儿出生时的甲状腺功能状态与其母

否能得到充足的碘营养与母亲乳碘含量相关。哺乳

亲妊娠过程中的碘营养状况有直接关系。通过检查新

期妇女的尿碘与婴儿尿碘及母亲乳碘相关性差

生儿附ｌ值，不仅是早期筛查先天性甲低患儿的有效

（Ｐ＞０．０５），提示哺乳期妇女尿碘水平不能反映婴

方法，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新生儿咧值的频数分布，

儿的尿碘水平，为保证婴儿适宜的碘营养，应对哺乳

反映孕妇和新生儿两组易受缺碘危害人群的碘营养水

期妇女的乳碘水平进行监测。

平。虽然调查中无一例新生儿髑Ｈ值超过甲状腺功

９．孕妇、哺乳期妇女ＴＳＨ、Ｔ４检测：５组人群中

能筛查正常参考值范围，但新生儿髑Ｈ＞５肚ＩＵ／ｍｌ所占

ＴＳＨ不在正常参考值范围的占１５．４％，其中ＴｓＨ＞

的比例为１４．５％，远大于３％。据删ＵＮＩＣＥＦ／

４．０肚Ｉｕ／ｍｌ占１１％。随着孕期的延长，ＴＳＨ处于正

ＩＯＣＩＤＤ联合推荐全血１矾＞５

常参考值之外的人数有增加。哺乳３个月以内的妇

３％即可认为该人群存在碘缺乏。从婴幼儿尿碘水平

女ＴｓＨ＜０．４“ＩＵ／ｍ１人数多于哺乳７个月以上的妇

来看，虽然已达到了Ⅷ０新拟定的标准，但仍有近

女，而，ｒＳＨ＞４．０扯ＩＵ／ｍｌ入数正好相反，即哺乳３个

１０％的婴幼儿尿碘不足１００耐Ｌ。

表４

甘肃省永靖县哺乳期妇女尿碘水平

ｍＵ／Ｌ的新生儿比例＞

！竺煎鱼疸堂苤查！！！！至！旦笙！！鲞筮！塑鱼！！！』垦旦ｉ！里ｉ！！！Ｍ！坚！！塑！！∑！！．！！！型！：！
表５

甘肃省永靖县哺乳期妇女乳碘水平

乳器毒ｇ数

哺乳期份数
＜３个月４９

２４０

本达到了适宜状态，但是结合频数分布看，还有相当

乳碘频数分布（％）
＜１００

＜１５０

９７

表６

１６３

ＴＳＨ异常者主要分布于尿碘＜１５０“ｇ／Ｌ的妇

３４（４７．３３～８７４．６２）ｌＯ ２（５）２４．５（１２）３８ ８（１９）

三！全塑塑！！！：！！！！！：塑二！！！：！！！垄：塑！！坚：！！！！！坠ｉ！竺！
合计

一部分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存在碘营养不足。

＜２００

３７（１６．４８～８７４．６２）Ｌ７ ５（１７）４４．３（４３）６０．８（５９）

甘肃省永靖县孕妇、哺乳期妇女ＴＳＨ检测结果

女中，提示低尿碘人群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危险，
另外婴儿的尿碘水平和新生儿ＴＳＨ显示这部分人
群还存在碘缺乏，为确保婴幼儿充足的碘营养，建议
哺乳期妇女的尿碘水平仍以１５０肚ｇ／Ｌ为合适。
出生后１岁以内，尤其是６个月之前，碘元素主
要从母亲乳汁中获得。目前世界各国尚没有制定乳
汁碘含量的推荐标准。根据、Ｆｉｓｈｅｒ和Ｄｅｌａｎｇｅ制定
的推荐标准，乳碘正常值范围为１００～２００弘ｇ／Ｌ，本
次调查的两组乳母乳碘中位数均达到标准。哺乳３

合计

２２８

１０

１９３

２５

个月以内妇女的乳碘中位数大于哺乳７个月以上的

注：ＴＳＨ正常值范围Ｏ．４～４．０肛Ｉｕ／ｍＩ；。表内数据为检测份数

表７

甘肃省永靖县孕妇、哺乳期妇女Ｔ４检测结果

妇女。哺乳３个月以内妇女乳碘＜１５０肛ｇ／Ｌ所占的
比例低于哺乳７个月以上的妇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表明哺乳早期乳汁浓集的碘多，通过尿液排泄的
碘少，哺乳后期乳汁浓集的碘减少，通过尿液排泄的
碘增多。哺乳期妇女尿碘与其婴儿的尿碘相关性不
好，而乳碘与婴儿尿碘呈很好的相关性（Ｐ＜
０．０００），这主要是对婴幼儿的保护作用所致。研究

注：Ｔ４正常值范围０，６５～２．３ ｎｇ／ｄｌ；。表内数据为检测份数

证明，婴儿每天大约需要乳汁５００～８００ ｍｌ，乳汁中

在碘平衡条件下，碘主要通过尿液排泄，通过测

碘浓度应该维持在１００～２００肛ｇ／Ｌ才能保证婴幼儿

定尿碘水平，可以反映人群的碘营养状况。孕妇和

对碘的需求和正常发育‘６噩。由此可见，对哺乳期妇

哺乳期妇女碘的需求量高于普通成年人，其中孕妇

女的乳碘进行监测是非常重要的。

对碘的需求量除包括胎儿生长发育和母亲自身的需

根据近几年居民层次的碘盐监测，永靖县碘盐

要外，还包括孕妇血容量增加和尿排泄量增加的影

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一直很好（＞９０％）。膳食

响，哺乳期妇女还通过乳汁丢失碘。根据ｗＨＯ最

调查表明，该地区人群饮食中富碘的食品几乎没有，

新拟定的易感人群监测推荐标准，孕妇组除孕晚期

碘盐是该地区人群碘的主要来源。在合格碘盐食用

妇女尿碘水平接近ｗＨＯ推荐标准外，孕早、中期妇

率＞９０％、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情况下，碘盐作为人

女尿碘水平均达到了ｗＨｏ推荐标准。两组哺乳期

体碘的主要来源基本能满足大部分特需人群的碘营

妇女的尿碘水平均达到了ｗＨＯ推荐标准。以尿碘

养需要，但仍有部分重点人群存在碘营养不足，应建

中位数为指标评价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碘营养已基

立健全重点人群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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