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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群碘营养水平现况调查
莫哲楼晓明
【摘要】

王晓峰毛光明

朱文明

目的

周金水丁钢强

了解浙江省居民的碘营养状况，评估浙江省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碘营养水平。

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浙江省２２个县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检

测饮用水水碘浓度、食用盐盐碘浓度以及尿碘浓度等，计算浙江省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碘营养水
平。结果浙江省居民饮用水水碘中位数为２．４２“ｇ／Ｌ；居民家庭食用盐盐碘中位数为２８．８

ｍｇ／ｋｇ，

全省碘盐覆盖率为７９．５４％，合格碘盐食用率为７６．６５％；居民尿碘中位数为１６１¨ｇ／Ｌ，＜１００ ｐｇ／Ｌ者
占２５．９２％，＞／３００“ｇ／Ｌ者占１５．３０％，其中妊娠期妇女尿碘中位数为１３８肛ｇ／Ｌ；浙江省居民碘摄入来
源中水、盐、其他食物的构成比分别为１．７０％、７６．４１％和２１．８９％。结论浙江省居民碘营养水平总
体上适宜，但妊娠期妇女碘营养水平处于不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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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１９９４年立法实行ＷＨＯ提出的普遍食盐
加碘（ＵＳＩ）政策，浙江省合格碘盐食用率已从１９９５
年的２５．００％上升至２００７年的９５．４０％，８～１０岁儿童

甲状腺肿大率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３．９２％下降至２００７年的
４．３３％。浙江省不同地区居民的膳食结构差异较

大。因此，开展人群碘营养水平调查，对进一步掌握
各人群食用碘盐后的碘营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选择：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根据
浙江省不同行政区划、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并结合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２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厅重大专项（２００９Ｃ０３０１０—１）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１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职业卫

全省碘缺乏病相关情况，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确定
２２个调查县区，每个调查县区按地理位置选择３个

生所

调查点，每个调查点随机抽取１个街道或乡镇，在选

通信作者：丁钢强，Ｅｍａｉｌ：ｇｑｄｉｎｇ＠ｃｄｃ．ｚｊ．ｃｎ

定的每个街道或乡镇中抽取１个居委会或行政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４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每个居委会（村）随机选择１００户居民家庭，对其家

质由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提供。②现场：在正

庭中所有成员进行调查。调查人群包括当地常住人

式调查前进行小样本预调查，并进一步完善调查内

口和外来人口（要求在当地生活３年以上），所选人

容，保证调查客观、准确，并定期在现场对调查员进

群在近期（６个月）均未使用碘造影剂的检查。
２．调查方法：

行随机考核，对存在问题及时总结、纠正。此外，对

（１）相关因素调查：采用统一编制的调查表，由

数据库进行逻辑检错，对检查出来的问题集中核对。
４．相关标准：①水碘、盐碘标准：采用ＧＢ
１９３８０—２００３标准＂］，水碘浓

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调查员采用一对一面访进行问

１６００５—２００９¨］、ＧＢ／Ｔ

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一般隋况（年龄、性别、职业、家
庭收入、文化程度等）、生活及饮食习惯（吸烟、饮酒、

度＜１０儿ｇ／Ｌ为缺碘地区，１０—１５０¨ｇ／Ｌ为适碘地
区，＞１５０ ｇｇ／Ｌ为高碘地区。采用ＧＢ ５４６１—２０００标

食用海产品情况等）、自身健康状况以及疾病史等。

准随），食用盐盐碘浓度（２０。５０）ｍｇ／ｋｇ为正常。②碘

（２）水碘、盐碘以及尿碘检测：①水碘：在选定的

营养水平判定标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每个居委会（村）采集生活饮用水水样。如调查点为

会／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提出的碘营养状况评

集中式供水地区，则采集出厂水１份，并选择２户居
民家庭采集其家中饮用水水样各１份：如调查点为

价标准（ＷＨＯ／ＵＮＩＣＥＦ／ＩＣＣＩＤＤ，２００７年）阳］。儿童
和成人碘营养水平判定标准：尿碘中位数（ＭｕＩ）＜

分散式供水，则在调查点的东西南北中各采集ｌ份

９９¨ｇ／Ｌ为碘不足，１００—１９９¨ｇ／Ｌ为碘适宜，２００—

水源水样和１份居民家饮用水样。同时记录供水方

２９９

式、水井深度等信息。采用适合缺碘及高碘地区的

碘营养水平判定标准：ＭＵＩ＜１５０“∥Ｌ为碘不足，

水碘检测方法（国家碘缺乏病参照实验室推荐方法）

１５０～２４９斗ｇ／Ｌ为碘适宜，２５０—４９９ ｕ∥Ｌ为大于需

检测水中碘含量。②盐碘：调查居民以户为单位采

要量，≥５００“叽为碘过量。乳母及２岁以下婴幼儿

集食盐样品，采用直接滴定法对食用盐进行碘含量

碘营养水平判定标准：ＭＵＩ＜１００¨ｇ／Ｌ为碘不足，≥

定量检测…。③尿碘：收集调查人群晨起空腹尿样，

１００¨ｇ／Ｌ为碘适宜。

采用尿中碘的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测定方法检测尿碘

５．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建立数据
库，进行原始数据录入、整理及逻辑检错，应用ＳＡＳ

含量㈨。

（３）碘摄入来源估算：尿中碘的排出量约为每日

９．１

ｐｇ／Ｌ大于需要量，≥３００“ｇ／Ｌ为碘过量。孕妇

３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连续性资料若符合正态

碘摄入总量的８５％口］，所以可根据尿碘水平估算每

分布，两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多组问比较采用方差

日的摄碘总量；以正常成人每天饮２ Ｌ水¨１，依据饮

分析，不满足的资料两组间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检验，多

水水碘浓度计算从饮水中获得的碘量；盐碘烹调损

组间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检验，分组变量进行ｚ２检

失率计为２０％［５］，依据盐摄入量及盐碘中位数计算
从碘盐中获取的碘量。评价公式：碘摄人总量＝尿

验，单向有序资料进行ｆ趋势检验，双向有序资料采
用ＣＭＨ法进行分析。尿碘相关影响因素采用多分

碘中位数×１．５ Ｌ／８５％；从碘盐中摄入的碘量百分比

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分析。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人均摄盐量×盐碘中位数×８０％）／碘摄人总

意义。

量；从饮水中摄入的碘量百分比（％）＝（水碘中位
数×２

结

Ｌ）腆摄人总量。人均摄盐量采用本次调查

果

中小样本的人户３ ｄ食盐摄入量调查数据９．４１ ｅｄｄ。
３．质量控制：①实验室：专人负责组织标本收集

１．基本情况：共对１９ ５１７人进行尿碘检测，男性
８０１７人，女性１１ ０１８人（４８２人性别资料缺失），平均

登记、表格填写、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水碘检测由浙

年龄（４４．３７±１９．４２）岁，其中男性（４４．７９±２０．４０）岁，

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碘缺乏病实验室负责；盐碘、

女性（４４．０４±１８．６１）岁，哺乳期妇女１７２人，妊娠期

尿碘检测由通过全国尿碘、盐碘外质控考核的１ １个

妇女２２９人。共采集水样品２６５份，盐样品７８１１份

地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完成。实验室检测

（表１）。

仪器均来自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技术质量认证的实验

２．水碘浓度水平：居民饮用水水碘中位数为

室。实验中，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均达０．９９９以上，

２．４２（１．１７～６．２８）“ｇ／Ｌ，其中城市饮用水水碘中位数

在每批样品的前、中、后至少插入１份标准物质进行

２．７９肛ｇ／Ｌ，高于农村的２．０４肛ｇ／Ｌ（Ｚ＝２．０７，Ｐ＜
ｏ．０５），集中式供水水碘中位数２．３１¨ｇ／Ｌ，与分散式
供水的２．５２ ｕｇ／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１．８３，ＪＰ＞

质量控制。当标准物质的所有测定值受控时，检测
结果才能接受，否则复检。盐碘、尿碘、水碘标准物

主堡煎鱼堑兰苤查！！！！生！旦箜！！鲞箜！塑璺皇垫！墅！曼！坐ｉ！！！丛型！！！！！塑！：！兰！堕竺：！
表１浙江省碘营养水平各调查点样本量分布

表２浙江省饮用水水碘浓度（ｐｇ／Ｌ）水平分布情况

按区域统计，内陆地区食用盐盐碘中位数最高，
为３２．４ ｍｇ／ｋｇ；次沿海地区次之，为２９．０ ｍｇ／ｋｇ；沿海

地区最低，为２５．２ ｍｇ＆ｇ（ｚ２＝１５８１．６２，Ｐ＜Ｏ．０５）；沿
海地区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均处于较低水
平（分别为５８．４８％和５４．９６％），其余区域碘盐覆盖
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均大于９０％，内陆地区各指标均
高于沿海、次沿海地区（表３）。

４．居民尿碘水平：
（１）全人群：ＭＵＩ为１６１“ｇ／Ｌ，＜５０

Ｉｘｇ／Ｌ、＜１００

“ｅｅｌ和，＞３００肛ｇ／Ｌ者分别占８．３３％、２５．９５％和
０．０５）；饮用水中碘含量＜５ Ｉ．ｔｇ／Ｌ占７０．５６％，５～

１５．３０％。其中男性尿碘中位数为１６８¨∥Ｌ，女性为

１０“ｇ／Ｌ占１７．３６％，＞１０¨ｇ／Ｌ占１２．０８％。按区域统
计，沿海、次沿海、内陆地区饮用水水碘中位数分别

１５２“ｇ／Ｌ，男女间尿碘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５５．５９，Ｐ＜Ｏ．０５）。频数分析结果显示，尿碘水平呈

为２．１７ ｐｇ／Ｌ、２．７７“ｇ／Ｌ和１．４０“ｇ／Ｌ，以次沿海地区

正偏态分布，经对数转换后呈近似正态分布（表４，

饮用水水碘水平较高（Ｃ＝１１．１６，Ｐ＜Ｏ．０５）（表２）。
３．盐碘浓度水平：家庭食用盐盐碘中位数为

图１、２）。

２８．８（２２．９～３２．４）ｍｇ／ｋｇ，其中城市居民食用盐盐碘
中位数２９．０ ｍｇ／ｋｇ，高于农村的２８．５ ｍｇ／ｋｇ（Ｚ＝

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２０５．６２，Ｐ＜Ｏ．０５），各年龄

６．３２，Ｐ＜Ｏ．０５）；食用盐中碘含量＜５

ｍｇ／ｋｇ、５～ｍｇ＆ｇ

高的为１１～岁年龄组的１８６“ｇ／Ｌ，６６岁以上人群

和２０～ｍｇ＆ｇ分别占２０．４６％、２．４３％和７６．６５％，＞

ＭＵＩ最低，为１３８肛ｇ／Ｌ；哺乳期妇女ｉＭＵＩ为１６５“ｇ／Ｌ，

５０

也处于适宜水平，而妊娠期妇女ＭＵＩ为１３８“ｇ／Ｌ，低
于推荐的适宜水平（１５０—２４９）¨ｇ／Ｌ，碘营养处于不

ｍｇ／ｋｇ占０．４６％。全省碘盐覆盖率为７９．５４％，合
格碘盐食用率为７６．６５％（表３）。

（２）不同年龄及特殊人群：不同年龄人群尿碘水
段人群ＭＵＩ均处于１００～１９９¨ｇ／Ｌ的适宜范围内，最

表３浙江省家庭食用盐盐碘浓度（ｍｇ／ｋ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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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浙江省不同人群尿碘含量分布

注：８其中有６１８名调查对象没有填写年龄，妊娠期妇女的分布与其他分组不同；６妊娠期妇女尿碘浓度按０～、１５０～、２５０～和５００～¨∥Ｌ
分组

Ｐ＜０．０５），都处于推荐的适宜水平。内陆地区ＭＵＩ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

墼２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Ｏ

最高为１８８“ｇ／Ｌ，沿海地区次之为１５６¨ｇ／Ｌ，次沿海
地区最低为１５０ ｐｇ／Ｌ（＃＝１９４．１２，Ｐ＜０．０５），也都处
于推荐的适宜水平内（表４）。

）厂
０

］
ｌＯＯ

ｋ．…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球碘（ｇｇ，１．）

图１浙江省人群尿碘频数分布

５．尿碘水平相关影响因素分析：表５结果显示
不同文化程度、职业、饮食习惯人群尿碘的构成有差
别。采用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尿碘浓度为应

变量，以尿碘适宜组１００～２９９肛ｇ／Ｌ为参比组（基线
类），分别以文化程度、职业、饮食特点、饮食习惯和
饮食口味再加上年龄为自变量逐个进行多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在＜１００“ｇ／Ｌ模型中年龄、文化程度以

及饮食习惯有显著性，而＞，３００“∥Ｌ模型中仅年龄
有显著性（表６）。
６．尿碘与水碘、盐碘之间的相互关系：
（１）不同盐碘浓度人群ＭＵＩ水平：以每周平均

在外就餐频率＜２次的成人以及非住校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按照盐碘浓度每５ ｍｇ／ｋｇ分为１１段，分别
计算ＭＵＩ。结果显示盐碘浓度０～５ ｍｇ／ｋｇ人群
图２浙江省人群尿碘取对数频数分布

ＭＵｌ只有１０６ ｇｇ／Ｌ，处于碘营养适宜水平下限的边
缘位置；随着盐碘浓度的增加，ＭＵＩ变化不明显，维

足的状态。８～１０岁学龄儿童ＭＵＩ为１７０ ｇｇ／Ｌ。总

持在１５０～１７０ ｇｇ／Ｌ之间的碘营养适宜位置；当盐碘

体看来，人群碘营养目前处于适宜水平（表４）。
（３）城乡及不同区域人群：城市居民ＭＵＩ为

浓度＞４５ ｍｇ／ｋｇ时，尿碘达到了２００“ｇ／Ｌ左右，碘营

１５３肚ｇ／Ｌ，略低于农村居民的１６８

ｇｇ／Ｌ（Ｚ＝－９．２５，

养水平处于超过适宜量的状态（表７）。
（２）尿碘与水碘含量、盐碘浓度的关联分析：家庭

史堡亟塑痘堂盘查！！！！生！旦箜！！鲞箜！塑竺皇垫！墅！堡！坐！！！！坚型！！！！！塑！：丝！塑！：！
表５浙江省人群尿碘水平相关因素特征分布
尿碘（ｐｇ／Ｌ１

相关因素

ｆ值

Ｐ值

达到了２０６ ｐｇ／Ｌ，三者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碧＝
５０６．９３，Ｐ＜Ｏ．０５）。相关分析表明随着盐碘浓度的
升高，尿碘水平也随之升高。而水碘浓度＜１０肛ｇ／Ｌ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４８４０（５８．３２）２２９８（２７．６９）１１６１（１３．９９）

初中／高中

４０８４（５８．６２）１８２２（２６．１５）１０６１（１５．２３）

大专以上

５２４＜５４．４７）２９４（３０．５６）１４４（１４．９７）

地区人群ＭＵＩ为１６３“ｇ／Ｌ，与水碘浓度≥１０ ｇｇ／Ｌ地
区的１６９肛ｇ／Ｌ差别不大（ｚ＝Ｏ．０９，Ｐ＞Ｏ．０５）（表８）。
表８浙江省人群尿碘与盐碘、水碘的关系

职业
非体力劳动

１２２４（５７．０１）６２１（２８．９２）３０２（１４．０７）

体力劳动

４２０９（５９．８５）１７３４（２４．６６）１０９０（１５．５０）

饮食特点
素食为主

１６２２（５８．４３）７２８（２６．２２）４２“１５．３５）

荤菜为主

１

荤素均衡

７１３９（５８．２１）３２６４（２６．６１）１８６１（１５．１７）

１９３（５９．４７）５５３（２７．５７）２６０（１２．９６）

饮食习惯
常吃海产品２４０７（５４．１８）１４３０（３２．１９）６０６（１３．６４）

常吃腌箭脍品１３１“６０．７９）４８３（２２．３１）３６６（１６．９１）
常喝菜汤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１３５３（５９．４２）６０４（２６．５３）３２０（１４．０５）

其他４８５１（５９．７４）２０１４（２４．８０）１２５５（１５．４６）

（３）碘摄入来源：人群碘摄入总量２８４ ｇｇ／ｄ，从
食盐中摄人的碘量为２１７ ｇｇ／ｄ，从饮水中摄人的碘

饮食口味
偏咸

２２３２（５８．５４）９８８（２５．９１）５９３（１５．５５）

咸淡适中

５５８７（５８．５５）２５５８（２６．８１）１３９７（１４．６４）

清淡

２１１３（５７．７６）９９２（２７．１２）５５３（１５．１２）

量为４．８４ ｇｇ／ｄ，推算出从其他食物中摄人的碘量为
６２．１６（２８４—２１７－－４．８４）ｇｇ／ｄ，由上得出浙江省居民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碘摄人来源中水、盐、其他食物的构成比分别为
１．７０％（４．８４／２８４）、７６．４１％（２１７／２８４）和２１．８９％

表６浙江省人群尿碘水平相关因素

（６２．１６／２８４）。

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讨

论

近年来，碘营养水平与甲状腺疾病间的关系一
直是内分泌学关注的重点Ｈ０’…，做好人群碘营养水
平的评价对碘缺乏病以及相关甲状腺疾病的防治事
关重要。
自然环境中碘元素大部分处于水体中，本次调
查浙江省居民饮用水水碘中位数为２．４２ ｇｇ／Ｌ，全部
表７浙江省人群不同盐碘浓度人群ＭＵｌ分布

样品浓度均＜１５０“ｇ／Ｌ，沿海地区、次沿海地区以及
内陆地区饮用水水碘中位数依次为２．１ ７肛∥Ｌ、２．７７“
ｇｍ、１．４０肛ｇ／Ｌ，均低于江苏省的１４．１ ｐｇ／Ｌ¨引，根据
ＧＢ １６００５—２００９【６］、ＧＢ／Ｔ １９３８０—２００３ｎ１标准规定水
碘浓度低于１０ ｐｇ／Ｌ为缺碘地区，浙江省整体属于碘
缺乏状态。
我国目前以食盐为碘强化的主要载体，盐碘是
人体摄人碘的重要来源¨引，本研究显示，浙江省居
民食用盐盐碘中位数为２８．８ ｍｇ／ｋｇ，低于甘肃省的
３０．６ ｍｇ＆ｇ［１“，与上海地区基本相近¨５＇”］，沿海地区、
次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地区居民食用盐盐碘中位数
依次为２５．２

ｐｇ／Ｌ，２０～

ｍｇ／ｋｇ、２９．０ ｍｇ／ｋｇ和３２．４ ｍｇ／ｋｇ，均符
合标准。但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地区差异

ｍｇ／ｋｇ人群为１７４¨ｇ／Ｌ，而＞５０ ｍｇ／ｋｇ人群ＭＵＩ

较大，沿海地区偏低，分别为５８．４８％和５４．９６％，这

食用盐碘浓度＜２０ ｍｇ／ｋｇ人群ＭＵＩ为１１６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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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２００３年浙江省沿海地区碘营养调查结果基本一
致ｎ ７｜，均低于国家消除碘缺乏病标准的规定ｎ ８。。非

碘盐销售在浙江省沿海地区仍然存在，应加大打击
和监管力度。
有研究ｎ引指出当群体尿标本量足够大时（５０～

相对较少，造成了尿碘水平较低，而常吃腌制食品的
人群由于腌制食品中含盐较高，从而造成了尿碘水
平较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与盐碘的摄入量相关陋“，
所以年龄、文化程度以及饮食习惯也是尿碘含量的
相关因素。

１００个，最好大于１００个），群体尿碘中位数就可代表
该群体的碘营养状态，由于尿碘浓度测定容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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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２０１０，２２（１）：２８—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素梅，张根红，孙凡，等．饮水碘含量５～１５０“ｇ／Ｌ居民户停

沈俊毅，张颖琦．上海市虹口区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居民碘盐监测结

供碘盐前后人群尿碘水平变化的干预试验研究．中华流行病学

果．上海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２（１）：２８—２９．
１ ６ Ｊ Ｔａｎｇ ＨＹ，Ｈｕａｎｇ Ｈ，Ｌｕ

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８）：７６７—７７０．

Ｙ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ｏｄｉｚｅｄ ｓａｌｔ ｉｎ

Ｆｅｎｇｘｉ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ｉｔｙ

１

ｉｏｄｉｎｅ

２００６，２２（２）：２０２—２０４．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２００１，２１（９）：５６５—５６７．

１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Ｂ １ ６００６—

国家技术监督局．ＧＢ １６００６—２００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９）：５６５—５６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

ｆｏ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ＢｅＯ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关海霞，滕卫平．第十二届国际甲状腺大会热点问题简要总结．

１ １４ｊ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关海霞．第十三届国际甲状腺大会纪要．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ａｃｔ Ｉｎｔ

［１３ 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２００９．Ｏｃｃｕｐ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２４ｊ ＬｉｕＹ，Ｙａｎｇ ＱＳ，Ｇａｏ
ａｎｄ

Ｂ，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ｓｏｍ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ｕｒｉｎｅ ｉｏｄ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ｔ．Ｃｈｉｎ Ｊ

Ｅｎ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２，２１（１）：

２０１０，２６（１０）：１１３８—１１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７—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汤海英，黄红，陆燕．上海市奉贤区２００９年居民食用碘盐监测

刘颖，杨秋实，高本，等．成人尿碘含量及其相关因素．中国地方

结果．职业与健康，２０１０，２６（１０）：１１３８—１１３９．

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１（１）：４７—４８．

１７ Ｊ Ｚｈｏｕ ＪＳ，Ｚｈｕ

ｉｏｄｉｎ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 Ｐｒｅｖ

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本文编辑：卢亮平）

ＷＭ，Ｈｕａｎｇ ＸＭ，ｅｔ ａ１．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ａｓｍ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Ｍｅｄ，２００４，５（５）：３６４—３６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