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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实行全民普遍食盐加碘（ＵＳＩ）前后不同碘环境下甲状腺

疾病谱变迁的特点。方法按地理分布特点选取南宁、桂林、百色、北海４城市医院１９９１－－２００６年

经手术后病理确诊５９９８例甲状腺疾病患者的尿碘水平，并检测１０００例甲状腺正常人群尿碘水平
作对照，分析ＵＳＩ前后碘环境的改变与甲状腺病谱变迁的相关性。结果ＵＳＩ后，甲状腺患者及对

照组的尿碘水平均较ＵＳｌ前增高，旦甲状腺疾病患者尿碘水平高于对照组（分别为３２４．３肛班、
２３８．５斗ｇ／Ｌ，Ｐ＜０．０５），其中结节性甲状腺肿、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慢性淋
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尿碘水平较ＵＳＩ前明显增高（分别为２６３．８“ｇ／Ｌ魄６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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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５．８“ｇ觅），而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乳头状癌、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的构成比（％）较
ＵＳＩ前增高（分别为７．５９诋４．８０、５．８５ ＹＳ．４．０２、３．８８搬．２Ａ６），但结节性甲状腺肿较ＵＳＩ前下降
（６３．５６傩．６９．７５）。结论广西壮族自治区ＵＳＩ后甲状腺疾病谱发生明显变化，碘摄人过量可能是
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甲状腺疾病；碘营养；疾病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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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自１９９６年实施全民普遍食盐

的变迁。尿碘测定均采用快速定量检测方法（热消

加碘（ＵＳＩ）后，碘缺乏病（ＩＤＤ）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

解法，尿碘快速定量检测试剂盒由武汉众生生化技

效。但与此同时，临床上发现甲状腺疾病谱出现明

术有限公司生产）。尿碘水平及碘营养状况标准参

显变化。为此本研究选择广西壮族自治区４城市甲

照ＷＨＯ提供的标准评估（碘营养状态标准尿碘

状腺疾病住院手术患者资料，分析碘营养与甲状腺

１００～１９９

疾病临床病理变化及其两者间是否存在关联。

量；＞３００“ｇ几为碘过量）。所有被检测者提取尿样
前一周均无口服碘剂史。

对象与方法

ｐｇ／Ｌ为碘足量；２００～３００肛ｇ／Ｌ为碘超足

３．统计学分析：结果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

１．研究对象：选取１９９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间

软件，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组间两两检验通过对

南宁、桂林、百色、北海４城市中的解放军第三Ｏ三

数据进行排秩，以秩次作为测量变量后采用方差分

医院、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百色右江民族医学院、

析，计数资料采用岔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北海市人民医院外科手术治疗５９９８例甲状腺疾病

意义。

患者，男８７３例，女５１２５例，男女比例ｌ：５．８７，中位

结

年龄３２（９。８２）岁。鉴于广西壮族自治区１９９６年开

果

始实施ＵＳＩ和２０００年下调碘盐碘含量，本研究按

１．甲状腺疾病谱及尿碘水平：见表ｌ。

ｕＳＩ前（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和ＵＳＩ后５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Ｉ）结节性甲状腺肿：在ＵＳＩ ３个阶段患者数分

年）、后１０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分为３组。３个时期

别为６３２、９８３、２４１０例（包括合并慢性淋巴细胞性甲

中，患者年龄结构及性别比例无差异。另选取同期

状腺炎和乳头状癌者），构成比分别为７０．５４％（６３２／

１０００例甲状腺正常人群作对照（其年龄及性别比与

８９６）、６８．２２％（９８３／１４４１）、６５．８３％（２４１０／３６６１），ＵＳＩ

疾病组无差异）。

后较ＵＳＩ前患者构成比明显下降（）Ｃ２＝７．１８５，Ｐ＜
０．０５）。ＵＳＩ ３个阶段患者尿碘水平（分别为５５．３、

２．研究方法：检测ＵＳＩ前、ＵＳＩ后５年、ＵＳＩ后１０
年３组患者甲状腺疾病构成比及尿碘水平，并与对

２０１．１、２６７．１

照组尿碘水平共同分析碘环境改变下甲状腺疾病谱

ＵＳＩ

ｕ班）呈递增趋势（日＝８８．７１，Ｐ＜０．０５）。

３个阶段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乳头状癌患者在

表１广西壮族自治区ＵＳＩ ３个阶段甲状腺疾病患者构成比及其尿碘水平比较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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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２．１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８．７３，Ｐ＜Ｏ．０５），其中

分别为５８、１２７、３８１例，构成比为６．４７％（５８／８９６）、
８．８１％（１２７／１４４１）、１０．４１％（３８１／３６６１），差异有统计

ＵＳＩ后１０年高于ＵＳＩ前及ＵＳＩ后５年（）ｃ２＿－－＿６．４４，Ｐ＜

学意义（ｚ２＝１３．９０，Ｐ＜Ｏ．０５）。其中乳头状癌（包括

Ｏ．０５；３ｆ２＝３．３１，Ｐ＜Ｏ．０５），但尿碘水平在ＵＳＩ前后无

合并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和合并结节性甲状腺
肿）患者数在ＵＳＩ ３个阶段分别为４５、１１１、３３７例，中

结节性甲状腺肿中所占比例分别为０．６３％、１．２２％、

明显变化，均高于同阶段单纯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患
（２）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在ＵＳＩ ３个阶段

位尿碘值分别为３１５．８、３８０．６、３７８．２肛ｇ／Ｌ，均明显高
于同阶段的对照组（Ｐ＜０．０５），且ＵＳＩ后５年和后１０

甲亢患者数分别为８８、１２９、３６１例，构成比为９．８２％

年均明显高于ＵＳＩ前（Ｆ＝６７．０４，Ｐ＜Ｏ．０５；Ｆ＝５７．９１，

（８８／８９６）、８．９５％（１２９／１４４１）、９．８６％（３６１／３６６１），差异

Ｐ＜Ｏ．０５）。乳头状癌患者在甲状腺癌中的构成比分

无统计学意义。患者中位尿碘值分别为２５１．１、

别为７７．５９％、８７．４０％、８８．４５％，ＵＳＩ后１０年较ＵＳＩ前

３４９．８、３３５．８“ｇ／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Ｈ＝６１．７６，
Ｐ＜Ｏ．０５）。在ＵＳＩ前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Ｇｒａｖｅｓ

明显增高（ｆ＝５．２３，Ｐ＜Ｏ．０５）。
２．尿碘水平分析：ＵＳＩ前患者组和对照组尿碘

病）、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在甲亢病理类型中的构成

水平无明显差异，均为轻度碘缺乏，而ＵＳＩ后的两阶

比分别为４７．７３％、４８．８６％，均明显高于毒性甲状腺

段，两组人群尿碘水平均高于ＵＳＩ前阶段，且患者组

腺瘤的３．４１％（ｘ２＝４５．４１，Ｐ＜Ｏ．０５；）ｃ ２＝４７．０９，Ｐ＜
０．０５），但３种病理类型间患者尿碘水平无明显差

均明显高于同阶段对照组。而两组人群在ＵＳＩ后的

异；而ＵＳＩ后１０年，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尿碘

对照组人群尿碘水平比较表明，南宁、桂林、北海地

水平及在甲亢病理类型中的构成比均明显高于另两

区在ＵＳＩ前阶段尿碘水平属轻度碘缺乏，而百色地

种类型（Ｐ＜０．０５）。其中Ｇｒａｖｅｓ病患者尿碘水平在３

区则明显低于３个地区，为中度碘缺乏（Ｐ＜Ｏ．０５）；

个阶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ＵＳＩ后１０年的尿碘水

ＵＳＩ后两阶段４个地区尿碘水平均较ＵＳＩ前明显增

平比ＵＳＩ前明显增高（Ｆ＝３２．４９，Ｐ＜Ｏ．０５），但其在甲

高（Ｐ＜Ｏ．０５），但各地区间尿碘水平则无明显差异

亢病理类型中的构成比在ＵＳＩ后５年和后１０年两阶

（表２、３）。

者（Ｐ＜０．０５）。

段均较ＵＳＩ前下降（）ｃ２＝９．７０，Ｐ＜Ｏ．０５；）Ｃ２＝２７．３８，
Ｐ＜Ｏ．０５）；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尿碘水平在
ＵＳＩ

两阶段尿碘水平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不同地区

表２广西壮族自治区ＵＳＩ ３个阶段甲状腺疾病患者组
及对照组尿碘水平比较
ＵＳＩ前

３个阶段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日＝３３．２５，Ｐ＜

ｏ．０５），其构成比在３个阶段中呈递增趋势（ｆ＝９．９０，

分组
例数

（尿碘。。Ｉ＿ｔｇ／Ｌ）

Ｐ＜Ｏ．０５）；毒性甲状腺腺瘤患者在３个阶段中，其构

患者组８９６

８４．７

成比及尿碘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

８０．５

（３）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在ＵＳＩ ３个阶段
中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包括合并乳头状癌及

１４８

ＵＳＩ后５年

例数＿尿（Ｉ＿ｔｅ，碘／Ｌ）
１４４１

３２７．４

２４０

２５７．１

ＵＳＩ后１０年

丽

（丽Ｉ＿ｌｇ／Ｌ）

３６６１

３２４．３

６１２

２３８．５

表３广西壮族自治区ＵＳＩ ３个阶段４个地区
对照组人群尿碘水平比较

合并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构成比分别为３．３５％
（３０／８９６）、５．４１％（７８／１４４１）、６．６１％（２４２／３６６１），ＵＳＩ

后５年和后１０年两阶段患者构成比均明显高于ＵＳＩ
前（）ｃ２＝５．３４，Ｐ＜Ｏ．０５；）ｃ２＝１３．６５，Ｐ＜Ｏ．０５），患者尿
碘水平呈递增趋势（日＝１２．６７，Ｐ＜Ｏ．０５）。而合并乳
头状癌患者尿碘水平在ＵＳＩ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在ＵＳＩ后１０年则明显高于无癌变的慢性淋巴
细胞性甲状腺炎患者（／－／＝４９．４５，Ｐ＜Ｏ．０５）。合并乳

讨

论

头状癌患者在甲状腺疾病中的构成比在ＵＳＩ ３个阶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上曾是ＩＤＤ流行的中度病

段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９．３２，Ｐ＜Ｏ．５），其中

区，自１９９６年起实施ＵＳＩ后人群碘营养状况发生了

ＵＳＩ后１０年明显高于ＵＳＩ前（Ｘ２＝８．１５，Ｐ＜Ｏ．０５）。
（４）甲状腺腺瘤：在ＵＳＩ ３个阶段甲状腺腺瘤患

明显变化…。本研究显示，ＵＳＩ前甲状腺疾病患者及
对照组尿碘水平均为轻度碘缺乏，而ＵＳＩ后两阶段

者构成比及尿碘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正常人群尿碘水平为碘超足量，甲状腺疾病患者为

（５）甲状腺癌：ＵＳＩ ３个阶段中甲状腺癌患者数

碘过量，且患者组高于正常对照人群（Ｐ＜Ｏ．０５），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０ｆｔ第３４卷第ｌｏ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示碘营养与甲状腺疾病发病可能存在相关性。

·９７３·

深入探讨。

碘缺乏与ＩＤＤ的关系早已明确，而碘摄人量过

有研究认为补碘对甲状腺炎发病的影响最为

低或过高均可导致甲状腺疾病幢·３｜。因此理想的碘

明显［２１｜。本研究中ＵＳＩ实施后１０年慢性淋巴细胞

营养水平应以ＷＨＯ推荐的尿碘１００～１９９“ｇ／Ｌ作为
标准【４ ３，但根据２００２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性甲状腺炎患者的构成比由ＵＳＩ前的３．３５％上升至

制中心开展的第４次全区ＩＤＤ抽样调查显示，儿童

碘水平高于正常人群（按ＷＨＯ标准为碘过量）且在

尿碘为２５１．６“ｇ／Ｌ，其中尿碘＞２００¨ｇ／Ｌ占６４．９％Ｅ引，

ＵＳＩ实施后更为明显。提示高碘环境可能是甲状

表明ＵＳＩ实施后全区总体碘营养状况已超出该范

腺炎发病的危险因素。近年国内外研究表明碘是

围，达到碘超足量水平，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

导致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发病的主要环境因素之

究提示，ＵＳＩ后１０年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构成比较

一［１８＇２ ２｜。碘摄入过量可能通过增强机体免疫反应，

ＵＳＩ前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ＵＳＩ之前，结节性

使甲状腺自身抗体增加，从而引发隐匿性甲状腺炎

甲状腺肿患者主要来自碘缺乏山区，而ＵＳＩ实施后，

患者及基因易感人群的发病，这一现象在碘缺乏后

ＩＤＤ呈逐年下降趋势，且发病已从碘缺乏地区逐渐

经补碘成为碘充足地区尤为突出陋３‘２５１；也有学者发

转为散在分布，呈现碘足量或超足量。表明ＩＤＤ防

现随着碘摄人量的增加，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伴随

治已取得明显效果，但临床上结节性甲状腺肿又表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发病也出现增高趋势乜６Ｉ。因

现为由碘缺乏性甲状腺肿转变高碘性甲状腺肿。近

此，针对本地区ＵＳＩ实施前后碘营养状况的特点，应

年来高碘摄人是否增加结节性甲状腺肿癌变风险已

对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或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病

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哺书１。国外学者认为，碘摄人量

史及家族史的人群应慎重补碘。

６．６１％（Ｐ＜０．０５）。发现ＵＳＩ实施前后该类患者尿

增加可导致甲状腺癌组织类型比例的变化，即乳头

本研究还发现在ＵＳＩ实施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

状甲状腺癌增加，滤泡状甲状腺癌减少阳－，并不会造

状腺炎合并甲状腺癌（乳头状癌）的患者明显增加，

成甲状腺癌发病率的增高，ＵＳＩ实施后甲状腺癌发

该类患者在ＵＳＩ实施前后其尿碘水平均为碘过量，

病率的增加可能与诊断水平的提高有关¨叽“，。本研

且均明显高于同阶段无癌变的甲状腺炎患者（尸＜

究提示ＵＳＩ实施后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乳头状癌患

Ｏ．０５），提示碘过量可能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者的构成比较ＵＳＩ前增加（Ｐ＜Ｏ．０５），且尿碘水平也

癌变存在相关性。

显著高于无癌变者（Ｐ＜０．０５），为碘过量状态，两者

综上所述，广西壮族自治区自１９９６年实施ＵＳＩ

有平行关系，即高碘与结节性甲状腺肿癌变可能存

后，随着人群碘摄人量的增加引起甲状腺疾病谱的

在关联性，高碘状态可能是结节性甲状腺肿癌变的

改变。２０００年虽然已下调碘盐碘含量，但多数与高

促发因素。但尚需更大样本、更多地区的流行病学

碘相关的甲状腺疾病仍具有较高的比例，其中甲状

以及实验室研究证据。

腺癌发病率明显升高与碘摄人水平的关联仍值得

补碘对甲亢的影响较为复杂。补碘时间、速度、

重视。

剂量以及补碘前该地区的碘营养状况均可能影响其
发病ｎ２｜。本研究显示ＵＳＩ实施前后甲亢患者尿碘水
平呈增高趋势，但患者例数的构成比未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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