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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甘肃省碘适量地区农村孕妇碘营养
及甲状腺功能变化研究
朱小南

王燕玲孙玮
【摘要】

曹永琴格鹏飞

目的评价碘适量农村地区不同孕期孕妇碘营养和甲状腺功能状态及分析其变化

规律，为孕妇科学补碘提供指导。方法２０１３年５—６月在甘肃省永靖县采用横断面方法随机抽
取２１５名农村常住健康孕妇，其中孕早期（０～１３周）、孕中期（１４～２７周）、孕晚期（２８～４０周）分别
为７０、７２和７３名。采集孕妇一次性随机尿样１０ｍｌ测定尿碘，血样测定促甲状腺素（ＴＳＨ）、血清游
离甲状腺素（ＦＴ。）、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ＦＴ，）、甲状腺球蛋白抗体（ＴＧＡｂ）、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抗体（ＴＰＯＡｂ），同时采集居民家中食盐、饮用水分别测定盐碘和水碘含量。结果孕早、中、晚期
妇女尿碘中位数分别为１８９．８、１５２．５和１４４．９ ｐｇ／Ｌ，除孕晚期妇女外其余两组妇女尿碘中位数均达
到ＷＨＯ推荐标准。随孕龄的增加ＦＬ水平呈下降趋势（Ｆ＝６．９８３，Ｐ＝０．００１），孕早期ＦＴ，水平高
于孕中期和孕晚期（Ｐ＜０．０５）；各孕期ＦＴ。水平变化不大（Ｐ＞０．０５）；ＴＳＨ水平随孕期增加，呈现
“ｕ”形曲线，不同孕期ＴＳＨ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叭）；孕早期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中位数最低，
孕中期和孕晚期保持较高水平，不同孕期抗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孕妇甲状腺功
能紊乱发生率为１．８６％，其中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占１．４０％，甲状腺功能减低占０．４７％，主要分
布在孕早期。ＦＴ，、ＴＳＨ水平异常者和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阳性者均主要分布在孕早期。ＴＳＨ、ＦＴ，、
ＦＴ。、ＴＧＡｂ和ＴＰＯＡｂ随尿碘水平变化不明显。结论随孕龄增加孕妇碘营养不足亦增加，甲状腺
激素、ＴＳＨ及甲状腺抗体异常均主要分布在孕早期，建议孕妇全程开展甲状腺功能和尿碘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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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是一个特殊的生理过程，孕妇此期间摄

为甲状腺功能减低（甲减）；ＴＳＨ』，，ＦＴ３、ＦＴ。正常为亚

人碘不足或碘过量均可影响自身的甲状腺功能，对

临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亚甲亢）；ＴＳＨ ｉ，ＦＴ。Ｔ，

孕妇及胎儿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对孕妇的碘营养及

ＦＴ３

Ｔ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

其甲状腺功能均受到广泛关注¨’“。为了解碘适宜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统

农村地区孕妇碘营养状况和甲状腺功能及其关系，

计分析。尿碘、ＴＧＡｂ和ＴＰＯＡｂ采用中位数表示，组

减少或消除碘摄人量异常的不良影响，本研究选择

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ＴＳＨ、ＦＴ４、ＦＴ，用均数表

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食用率＞９５％的碘供应充足

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率的比较用＃检验。

的甘肃省永靖县作为研究点，调查孕妇碘营养状况

结

及甲状腺功能，为孕期开展相关监测及科学补碘提
供理论依据。

果

１．碘营养环境调查：采集居民饮用水１０份，水
碘含量为２．１８（１．８７～２．４０）ｐｇ／Ｌ。采集孕妇家中盐
样２１５份，盐碘中位数为２６．９５ ｍｇ／ｋｇ，范围１９．０７。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２０１３年５—６月在永靖县随机抽取
２１５名农村常住健康孕妇（年龄１９～４０岁，平均２６

ｍｇ／ｋｇ，碘盐覆盖率为１００％，合格碘盐食用率
为９６．７４％。调查４０７名８～１０岁儿童，尿碘中位数

岁），其中孕早期（０～１３周）、孕中期（１４。２７周）、孕

为２５２．５６吲Ｌ。

３１．０３

晚期（２８～４０周）分别为７０、７２和７３人。采集孕妇

２．不同妊娠期尿碘水平：孕早、中、晚期妇女尿

一次性随机尿样１ ０ ｍｌ钡１］定尿碘，采集血样测定促甲
状腺素（ＴＳＨ）、血清游离甲状腺素（ＦＴ４）、游离三碘

碘中位数分别为１８９．８、１５２．５、１４４．９“ｇ／Ｌ，除孕晚期
妇女尿碘中位数基本接近ＷＨＯ推荐标准外，孕早

甲状腺原氨酸（ＦＴ，）、甲状腺球蛋白抗体（ＴＧＡｂ）、甲

期和孕中期妇女的尿碘中位数均达到了ＷＨＯ推荐

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ＴＰＯＡｂ），同时采集居民家中

标准。不同孕期妇女尿碘中位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食盐、饮用水测定盐碘和水碘含量。

（Ｘ２＝７．１２３，Ｐ＝０．０２８），随着妊娠期的延长尿碘水平
逐渐下降（表１）。

２．检测方法：尿碘测定采用尿中碘的砷铈催化
分光光度法ｂ１；依据２００７年ＷＨＯ拟定的孕妇监测推
荐标准ｈ１，尿碘＜１５０

表１调查点不同妊娠期妇女尿碘水平分布

ｐ班为碘摄人不足（碘缺乏），

１５０～２４９雌几为碘摄入适宜（碘适量），２５０～４９９岖几
为碘摄人大于适宜量（碘超足量），，＞５００“ｇ／Ｌ为碘摄
人过量（碘过量）。盐碘测定采用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２０１２

测定ｂ】。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ｃｈｅｍｉ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 ａｓｓａｙ，ＣＬＩＡ）测定ＴＳＨ、ＦＴ４、ＦＴ３、ＴＧＡｂ和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３．不同妊娠期甲状腺激素和ＴＳＨ水平变化：随

ＴＰＯＡｂ。ＴＳＨ正常范围为Ｏ．７～１０．０¨ＩＵ／ｍｌ，ＦＴ，正常
范围为３．１９—９．１５ ｎｍｏｌ／Ｌ，ＦＴ４正常范围为９．１１～

孕龄增加其ＦＴ，水平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

ｎｍｏｌ／Ｌ；ＴＧＡｂ滴度＞７０ ＩＵ／ｍｌ为抗体阳性；

义（Ｐ＜０．０１）；进一步组间比较，孕早期ＦＴ，水平高于

ＴＰＯＡｂ滴度＞４０ ＩＵ／ｍｌ为抗体阳性。ＴＳＨ、ＦＴ，、ＦＴ。

均正常为甲状腺功能正常；ＴＳＨ Ｔ及ＦＴ４、Ｔ，正常为

孕中期和孕晚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孕
中期和孕晚期ＦＴ，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亚甲减）；ＴＳＨ ｊ，Ｔ。ｉ，Ｔ，Ｊ，

０．０５）。５例（２．３３％，５／２１５）ＦＴ，异常者４例分布在孕

２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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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早期（５．７１％，４／７０），１例分布在孕中期。ＦＴ。各孕期

表３调查点不同妊娠期妇女甲状腺抗体检测

变化不大，各孕期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仅有１例ＦＴ４异常者分布在孕晚期。孕早期
的ＴＳＨ水平最高，孕中期最低，到孕晚期再次升高，
但低于孕早期水平，呈现出“ｕ”形曲线，不同孕期妇
女ＴＳＨ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进一

注：括号外数据为中位数，括号内数据为数值范围

步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ＴＳＨ
异常者有４例，３例分布在孕早期（４．２９％），１例
（１．３９％）分布在孕晚期（表２）。

分布在孕早期。
６．尿碘水平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碘缺乏９８例

表２调查点不同妊娠期妇女甲状腺功能检测

（４５．５８％），碘适量７１例（３３．０２％），碘超足量２９例
（１３．４９％），碘过量１７例（７．９１％）。除ＴＳＨ随尿碘水
平有升高趋势外，ＦＴ，、ＦＴ４、ＴＧＡｂ和ＴＰＯＡｂ变化均
不明显。经统计学分析，ＴＳＨ、ＦＴ，、ＦＴ，、ＴＧＡｂ和
ＴＰＯＡｂ水平各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表４）。
讨

论

碘营养状况对甲状腺功能有一定影响，而孕妇
注：括号外数据为ｘ＋ｓ，括号内数据为数值范围

处于特殊的生理过程，碘摄入不足可导致流产、胎

４．不同妊娠期甲状腺自身抗体检测：ＴＧＡｂ中

儿发育迟缓及新生儿甲减的发生哺１，而摄入过量也

位数在孕早期最低（１２．１０ ＩＵ／ｍ１），孕中期最高

会引起孕妇亚临床甲减、低ＦＴ。血症等ｎ１，从而引发

（１８．１０ ＩＵ／ｍ１），不同孕期其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流产、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严重影响孕妇及胎儿

义（Ｐ＜０．０１）（表３）；经组间比较，孕早期与孕晚期

的健康。

ＴＧＡｂ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一２．６９７，Ｐ＝

本次调查表明永靖县水碘含量为２．１８肛ｇ／Ｌ，外

０．００７）。共有６例（２．７９％）ＴＧＡｂ阳性者，其中孕早

环境严重缺碘，孕妇单纯从饮水及当地产粮食、蔬

期４例（５．７１％），孕中期和孕晚期各ｌ例；ＴＰＯＡｂ中

菜、水果中摄人的碘量较少。调查孕妇家食盐均为

位数在孕早期最低（７．１６ ＩＵ／ｍ１），孕中期和孕晚期保

碘盐，合格碘盐食用率为９６．７４％，盐碘中位数为

持在较高水平，不同孕期其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６．９５

（Ｐ＜０．０１）；经组间比较，孕早期与孕中期和孕晚期

为２５２．５６ ｇｇ／Ｌ，表明永靖县是碘适宜地区。孕妇调

ＴＰＯＡｂ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ｚ＝一２．５５８，Ｐ＝

查结果显示，尿碘中位数为１５６．３肛ｇ／Ｌ，处于ＷＨＯ
推荐标准的下线值，孕早、中、晚期妇女尿碘中位数

０．０１１和ｚ＝一２．９２６，Ｐ＝０．００３）。共有２例（０．９３％）
ＴＰＯＡｂ阳性者，孕早期和孕中期各ｌ例。

ｍｇ／ｋｇ，调查４０７名８～１０岁儿童的尿碘中位数

５．不同妊娠期甲状腺功能状况：甲状腺功能正

分别为１８９．８、１５２．５、１４４．９“ｇ／Ｌ，随孕龄的增加，孕妇
尿碘水平呈下降趋势，到孕晚期尿碘中位数已低于

常率为９６．２８％（２０７／２１５），其中孕早、中、晚期甲状腺

ＷＨＯ推荐标准，各孕期尿碘中位数的差异有统计学

功能正常者分别为６４人（９１．４３％）、７２人（９８．６３％）、

意义（Ｐ＜０．０５）。可见在目前盐碘浓度下，永靖县孕

７１人（９８．６１％）；甲状腺功能紊乱发生率为１．８６％，其

妇碘营养状况整体处于适宜水平，但偏向ＷＨＯ推

中亚甲减占１．４０％（３例），甲减占０．４７％（１例），主要

荐标准低值，仍有部分个体碘营养不足，尤其是孕晚

表４调查点孕妇不同尿碘水平与甲状腺功能的关系
分组

碘缺乏（ｎ＝９８）

ＦＴ３（ｎｍｏｌ／Ｌ）

５．７７＋１．７９（１．００～９．１０）

ＦＴ一（ｎｍｏｌ／Ｌ）

１６．７８±３．６９（１０．５～２４．５）

ＴＳＨ（ｉ．ｄＵ／ｍ１）
ＴＧＡｂ（ＩＵ／ｍ１）
ＴＰＯＡｂ（ＩＵ／ｍ１）
注：同表２

３．３９－＋２．６４（１．１０～２０．００）

碘适量（ｎ＝７１）

碘超足量（ｎ＝２９）

统计检验

５．３４±１．７７（３．３～８．９、

Ｆ＝１．１９７．Ｐ＝０．３１２

１７．３３±３．７３（１０．９～２４．９）１７．２３±４．２１（１０．３～２４．６）

１６．０２±３．４１（１１．２—２３．９、

Ｆ＝０．７０９，Ｐ＝０．５４８

３．４３±３．４６（１．００～２８．１０）３．９０±１．８７（１．５—７．２０）

４．１０±１．７９（１．９０～７．４１

Ｆ＝０．５１４．Ｐ＝０．６７３

８．９０（７．２０～４０．７０１

ｆ＝４．１２８，Ｐ＝Ｏ．２４８
ｆ＝１．４０４，Ｐ＝０．７０５

６．２１－－＋２．５９（３．０～１６．５）

５．６３±１．７０（３．３—８．９）

１７．７０（３．００—９５．００）

１６．７０（１．１０～７５．１０）

９．７５（１．９０～３７．３０）１０．３０（２．５０～７０．５０）

９．７０（２．２０～２４．１０）

１４．３０（４．１０～９０．００）

碘过量ｍ＝１７）

１

８．８０（２．００～２５．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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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妇女，提示应定期监测该地区孕妇尿碘水平。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２００９，７０（４）：２１８－２２４．

本次调查还显示，随孕龄的增加其ＦＴ３水平呈
下降趋势，孕早期ＦＴ３水平高于孕中期和孕晚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孕期ＦＴ。水平变化不
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孕早期ＴＳＨ水平最高，孕中
期最低，到孕晚期又有回升，但低于孕早期水平，呈
现“ｕ”形曲线，不同孕期ＴＳＨ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ＦＴ，、ＴＳＨ异常者主要分布在孕早
期。甲状腺功能紊乱发生率为１．８６％，其中亚甲减
占１．４０％，甲减占０．４７％，也主要分布在孕早期。甲
状腺抗体阳性是患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因
素。孕早期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水平中位数最低，孕中期
和孕晚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不同孕期抗体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共有６例（２．７９％）
ＴＧＡｂ阳性者，其中孕早期占４例（５．７１％）；共有２例
（０．９３％）ＴＰＯＡｂ阳性者，孕早期和孕中期各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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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妊娠早期孕妇甲状腺自身抗体水平下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

可能与妊娠期母体抑制性Ｔ细胞增加、辅助性Ｔ细

管理委员会．ＧＢ／Ｔ １３０２５．７—２０１２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碘

胞减少及Ａ一２巨球蛋白等淋巴细胞抑制因子增加

的测定［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２．

及皮质醇激素水平显著增加有关随３。国内外研究已

［６］Ｗａｎｇ

证实孕期母体甲状腺激素缺乏对胎儿大脑发育造成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ｆｅｔａｌ

不可逆的损害陋１。本次调查发现，ＦＴ，、ＴＳＨ异常者

Ｈｅａｌｔｈ

和ＴＧＡｂ、ＴＰＯＡｂ抗体阳性者均主要分布在孕早期，
提示孕早期开展甲状腺功能相关检测很重要。此
外，随着孕龄增加，尿碘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孕妇碘

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Ｃｈｉｎ

Ｊ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２００８，２３（７）：９２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慧林，张波．妊娠合并碘缺乏病的筛查及胎儿结局临床分析
［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０８，２３（７）：９２６．
［７］Ｓｈｉ

ａ１．Ａｎ
ＸＧ，Ｔｅｎｇ ＸＣ，Ｓｈａｎ ＺＹ，ｅｔ
ｉｏｄｉｎ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营养不足情况加剧，孕晚期胎儿甲状腺虽然可以合

ｉｏｄ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Ｌ，Ｚｈａｎｇ Ｂ．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Ｃｈ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ｔｈｅ

ａｎ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Ｊ Ｐｒａ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ｅｄ．２００９，２９（６）：

成甲状腺激素，但碘来源于母体，因此有必要开展孕

５２０—５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期碘营养监测，保证孕期充足的碘营养。

史晓光，滕晓春，单忠艳，等．妊娠早期碘营养状况与甲状腺功

本次调查中除ＴＳＨ随着尿碘水平有升高趋势
外，ＦＴ３、ＦＴ。、ＴＧＡｂ和ＴＰＯＡｂ变化均不明显，但
ＴＳＨ、ＦＴ，、ＦＴ４、ＴＧＡｂ和ＴＰＯＡｂ水平各组间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甲状腺自身有很强
的调节功能；当尿碘水平低于１５０“ｇ／Ｌ时，其平均水
平并未影响甲状腺功能，但有个别调查对象可能出
现ＴＳＨ偏低情况；同时当尿碘水平已达到５００“∥Ｌ
以上时，各项指标依然在正常范围内。

能关系的流行病学调查［Ｊ］．中国实用内科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６）：
５２０—５２２．

［８］Ｇａｏ ＧＺ，Ｗ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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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Ｆｅｒｒａｒｉ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ｌ Ｊｊ

高桂珠，王永红，李丽娟．孕妇妊娠早期甲状腺功能及碘营养状
况［Ｊ］．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５，２０（１）：９－１１．
１ ９ Ｊ Ｈａｄｄｏｗ

ＪＥ，Ｐａｌｏｍａ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Ｅ，Ａｌｌａ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Ｃ，ｅｔ ａ１．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ｄ，１９９９，３４１（８）：

５４９—５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３１）

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Ａｎ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Ｐａｒｉｓ），

（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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