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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脑发育关键期碘营养与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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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婴幼儿脑发育关键期碘营养状况与生长发育的关系。方法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对所有乡镇的女性从孕期开始补充碘油至哺乳期结束，并对断
乳的３岁内婴幼儿补充碘油，然后从８县（市）分别按照东、西、南、北、中随机抽取５个乡，每个乡
随机抽取１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０～３岁婴幼儿、孕妇及乳母各２０名（不足者从邻近村庄补足），
逐年监测孕妇、乳母、婴幼儿尿碘。２０１０年测定部分婴幼儿智商（ＤＱ）、身高、体重。并抽取干预
前０～３岁婴幼儿作为对照。结果碘油干预前（２００６年）和后（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各测定１０５６及
２９８９名婴幼儿尿碘。干预后婴幼儿尿碘中位数从１０７＿３肛ｇ／Ｌ上升为１３９．６～１９０．７肛ｇ／Ｌ，尿碘低
于５０“ｇ／Ｌ的比例从２３．９％下降为６．７％一１２．９％，ＤＱ值从９２．８提高为１０４．３，身高发育正常及以上
的比例从６５．ｏ％上升为８２．１％，体重正常及以上的比例从５９．３％上升至８１．４％，ＤＱ值、身高和体重
与干预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孕妇尿碘从８９．３“ｇ／Ｌ上升为１１８．２—１８７．８“ｇ／Ｌ，
乳母尿碘从８４．９肛ｇ／Ｌ上升为１３５．２～１８７．５肛ｇ／Ｌ。结论脑发育关键期碘营养不足会导致婴幼儿
生长发育落后，通过口服碘油能改善碘缺乏造成的生长发育障碍。
【关键词】碘；婴幼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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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州）是甘肃省自２０世纪

（２）尿碘测定：采用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法（ＷＳ／

５０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碘缺乏病流行区ｎ，“。已有研

Ｔ

究显示，碘营养不足会导致儿童生长发育迟滞。本
研究通过对当地怀孕至哺乳期结束的女性及断乳后

准进行结果判定。

的３岁内儿童实施口服碘油干预措施，比较干预前、

ＷＨＯ １９９５年推荐制定的《中国九市城郊７岁以下儿

后出生的婴幼儿碘营养水平和发育状况，探讨脑发
育关键期碘营养与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关系。

童体格发育的衡量数字》中的郊区部分。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对象与方法

１０７—２００６），参考ＷＨＯ推荐的婴幼儿尿碘水平标
（３）儿童身高、体重测量及等级划分标准：参照

处理。干预前、后比较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检验。
结

Ｉ．干预措施：

果

（１）干预对象：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对临夏州８县（市）

１．一般情况：干预前（２００６年）和后（２００７—

所有乡镇的女性从孕期开始补服碘油直到哺乳期

２０１０年）分别测定１０５６、７７８、８２４及２９８９、２７２７、２７５７

结束，投服剂量为每年２００ ｍｇ，上下半年各服用

名０～３岁婴幼儿、孕妇、乳母的尿碘。

１００
４０

２．孕妇、乳母碘营养状况：２００６年孕妇、乳母的

ｍｇ；对断乳后的３岁以内婴幼儿每年投服碘油

ｍｇ，上下半年各服用２０

ｍｇ。

（２）碘油投服：碘油由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尿碘中位数分别为８９．２８和８４．８５

ｇｇ／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孕妇尿碘中位数分别为１３６．０、１８７．８、

统一购买，发放给临夏州８县（市）项目办，各项目办

１１８．２、１７５．８¨ｇ／Ｌ，且尿碘＜５０“ｇ／Ｌ比例均＜２０％；

将碘油发放给各村村医。每次投服碘油前各县（市）

乳母尿碘中位数分别为１３５．２、１５９．８、１８７．５、１６３．５

项目办统一对村医进行《口服碘油要则》等内容培
训。村医在投服碘油时详细询问重点人群情况，讲

ｇ／Ｌ，且尿碘＜５０ ｇｇ／Ｌ的比例均＜２０％。

解服用方法，并做好相关登记。

位数为１０７．３ ｐｇ／Ｌ，尿碘＜５０ ｇｇ／Ｌ所占的比例为

ｕ

３．婴幼儿碘营养状况：干预前婴幼儿尿碘中

２．调查对象：碘油干预前、后按照东、西、南、北、

２３．９％。通过孕期、Ｎ－％期和婴幼儿期补碘，婴幼儿

中从８县（市）随机抽取５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１个

碘营养得到显著改善，干预后尿碘中位数为１３９．６～

村，每个村随机抽取０—３岁婴幼儿、孕妇、乳母各２０
名，逐年监测孕妇、乳母、婴幼儿尿碘。２０１０年测定

１９０．７

ｐｇ／Ｌ，且各年尿碘＜５０ ｇｇ／Ｌ所占的比例均＜

２０％，见表ｌ。

部分婴幼儿智商（ＤＱ）、身高、体重。并抽取干预前
０～３岁婴幼儿作为对照。

３．测定方法：
（１）ＤＱ测定：采用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研制的９０～６岁儿童神经心理发育量
表》测定婴幼儿ＤＱ。根据ＤＱ将婴幼儿生长发育分
级（ＤＱ理论参考值为１００）：弱智（＜８５）、中下（８５～
９５）、正常（９５～１１５）、中上（１１５～１２５）和优秀（＞
１２５）。测试工作由取得资格证的工作人员进行，对
孕期疾病、分娩方式、喂养方式及儿童疾病史进行调

表１碘油干预前、后ｏ～３岁婴幼儿

年份人数耳莅甄—百＝———票芋塑塑鬻訾当Ｌ１丽＝ｉ
尿碘水平的（频数）分布（％）

２００６ １０５６

１０７．３

２００７

６０５

１３９．６

９．４（５７）１６．５（Ｉｏｏ）３７．２（２２５）２５．３（１５３）１１．６（７０）

２００８

６９６

１７４．７

１０．５（７３）１７．Ｏ（１１８）３２．１（２２３）２５．０（１７４）１５．４（１０７）

２００９

８２３

１９０．７

６．７（５５）１５．９（１３１）３０．７（２５３）２６．６（２１９１ ２０．１（１６５）

２０１０

８６５

１６８．４

１２．９（１１２）１７．７（１５３）２６．８（２３２）２０．３（１７６）２２．３（１９３）

２３．９（２５２）２３．５（２４８）２７．７（２９３）１２．６（１３３）１２．３ｆ１３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构成比（％），括号内数据为人数

４．婴幼儿智能状况：干预前共调查８００名婴幼

查和询问，排除在孕期和婴幼儿生长发育期，有过重

儿，其中男性５３９名（占６７．４％），女性２６１名（占

大疾病、服用过药物等对生长发育造成影响的对象，
以保证结果可靠性。

３２．６％），ＤＱ总体平均值为９２．８（呈正偏态分布）。
ＤＱ为弱智的比例高于理论分布约２４个百分点，中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２月第３３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下的比例高于理论分布约２０个百分点，而ＤＱ在中
上和优秀的比例低于理论分布约１０个百分点，等级
构成与理论值分布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ｕ＝

Ｕ＝１９４

ＤＱ总体平均值为１０４．３，比干预前提高近１２个ＤＱ
值，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ｕ＝１８９ ３８５．０，Ｐ＝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８７９．０，Ｐ＝０．０００；体重Ｕ＝２２５

９４３．０，Ｐ＝

０．０００），身高比体重的改善效果更明显，见表３。
讨

２６８４．０，Ｐ＝０．０００）。干预后共调查婴幼儿８２７名，其
中男性５１９名（占６２．８％），女性３０８名（占３７．２％），

Ｊ

论

孕期碘缺乏严重可以造成克汀病和侏儒症口］。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碘营养不足时，婴幼儿的身高发
育落后，这与克汀病患者表现为身材、四肢短小的损

０．００＜０．０１），等级构成与理论值分布相比，差异无统

害呈现一致陛。碘主要是通过作用于甲状腺素（影响

计学意义（Ｕ＝４８５２．０，Ｐ＝０．６６７）；干预后各县（市）
婴幼ＪＬ ＤＱ均有明显提高，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

生长激素的表达）影响儿童生长的发育阻］。Ｃｌｅａｒｙ－
Ｇｏｌｄｍａｎ等［５１发现母亲甲状腺功能低下（母亲亚甲

意义（表２）。

减、低甲状腺素血症）会导致孩子出生体重低。吴玲

５．婴幼儿生长发育状况：干预前共调查６５４名

等Ｋ’发现宫内发育迟缓胎儿的胰岛素和Ｔ４水平显

婴幼儿身高，身高偏低（矮小和中下）的比例为

著低于正常胎儿组，促甲状腺激素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表明宫内发育迟缓患儿有甲状腺机能

４０．７％，高于理论值近２５个百分点，身高正常及中上
的比例为５６．９％，低于理论值约２５个百分点，等级构
成与理论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Ｕ＝３６００．０，Ｐ＝
０．０００）；８县（市）儿童身高偏低的比例在２７．４％～
６７．４％之间，以积石山县最高，临夏市最低；共调查

减退的现象。林法福等＂１对缺碘病区２０７例孕妇宫
内胎儿的Ｂ超临床观察证实，到第８个孕月，胎儿的
双顶径和股骨长径发育已明显落后，到足月分娩时，
胎儿平均孕龄落后４～５周。洪金兰随１的研究表明，

６６３名婴幼儿体重，其中低体重（矮小和中下）比例
为３５．０％，比理论值高约２０个百分点，高体重（中上

孕期与哺乳期碘缺乏的儿童发育状况要明显低于未

和重）比例为１３．７％，比理论值低２个百分点，与理论

对甲状腺机能减退的儿童给予甲状腺素可以

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Ｕ＝３９７７．０，Ｐ＝０．００５）。婴
幼儿的身高、体重的分布均呈正偏态分布。干预后

促进其生长凹１。有研究发现在中等碘缺乏地区给
予孕妇碘油丸可以使新生儿的出生体重增加１００～

各县（市）婴幼儿无论身高和体重都明显改善，总体

２００ ｇｎ ０’“］。Ｍａｓｏｎ等［１２１关于５个亚洲国家的研究表

等级构成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身高

明，婴幼儿期体重和上臂中段臂围的增加和家庭使

缺乏组。

表２碘油干预前、后０—３岁婴幼ＪＬＤＱ分布

注：括号外数据为构成比（％），括号内数据为人数；理论分布为ＤＱ评价标准中的ＤＱ各等级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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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表３碘油干预前、后０。３岁婴幼儿身高／体重测量结果

合计誓６５４ ９２８）４（７．６３２０５）１８（７．舢２５０３１
后

理论分布

４６（３８）１４ ．０（１１６１
２．３

一

１３．６

５９

８（４９６）１４５（１２０）；．４１０（５回９）１９４

８７９．００．０００

７．

６８．２

２．３

１３．６

６８２６３９
一

一

１＝５（２８３１｛２１篡１４１２象８ ６５５１：３９。（５删４６）１０１１嚣君３５‘．篡２；２２５ ９４３＿００舢
２．

）５．钺

２．３

一

）

１３．６

．０（９１）（４３）

６８．２

１３．６

２．３

一

注：括号外数据为构成比（％），括号内数据为人数；理论分布为生长发育评价标准中的生长、体重指标各等级百分数（％）

用碘化食盐有关。本研究证实通过对缺碘地区婴幼
儿脑发育关键期（孕妇、乳母及０～３岁儿童）口服碘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ｙｐ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８．１１２（１）：８５—９２．

１６ Ｊ Ｗｕ

油，能有效改善婴幼儿的发育状况，干预后出生的婴

Ｓ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吴玲，刘宝琴，余淑华．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时孕妇及胎儿生长
激素，胰岛素与甲状腺激素的变化及意义．中华妇产科杂志，
２０００．３５（１）：２６—２８．
【７

Ｌｉｎ

ＦＦ，Ｚｈａｏ

ＨＸ，Ｓｈａ

ＮＹ，ｅｔ ａ１．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ｔｕｓ ｉｎ Ｕｉｇｕ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Ｃｈｉｎ

对本地区开展的碘油干预平行对照研究（试点研究）
成果ｎ纠的基础上开展的研究，结果与以往在本地区
开展的平行对照研究一致。

ＢＱ，Ｙｕ

２０００，３５（１）：２６—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幼儿ＤＱ比干预前出生的婴幼儿提高近１２个ＤＱ
值。同时干预后出生的婴幼儿身高与体重均有显著
改善，身高比体重的改善效果更明显。本研究不足
之处在于没有设立严格的对照。但本研究是在以前

Ｌ，Ｌｉｕ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ｈｉｎ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ＪＥｎｄｅｍｉｏｌ，１９９５，１４（２）：９１—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法福，赵洪新，沙尼亚，等．缺碘病区孕妇宫内胎儿的发育研
究．中国地方病学杂志，１９９５，１４（２）：９１—９３．
８

Ｈｏｎｇ

ＪＬ．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ｉｏｄｉｎｅ

ｕｐ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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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张育新，杨海霞，等．补碘对婴幼儿智力和体格发育影响
的研究．中国地方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２：２７０—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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