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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正祥 张
亚娜 陈翔） 5 月 15 日是我国第 25 个 “防治
碘缺乏病宣传日”，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 湖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省轻工盐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多个单位联合承办防治碘
缺乏病日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 “碘亮智慧
人生， 共享健康生活” 的主题， 湖南盐业
“雪天” 志愿者们为市民们宣传合格碘盐的
相关知识， 对如何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选
择加碘或者未加碘盐， 如何在生活中真正
做到 “碘” 到为止等困扰消费者的问题进
行一一解答。

据了解， 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必需
微量元素， 碘缺乏在人类不同生长阶段的
表现形式不一。 成人碘缺乏会患甲状腺肿
大、 甲状腺功能减退、 智能和体能低下等
病症； 儿童和青春期碘缺乏会影响其骨骼、
肌肉、 神经和生殖系统的生长发育； 孕产
妇碘缺乏会影响婴儿的脑发育， 严重者还
会引起流产、 胎儿畸形和死亡。 婴幼儿碘
缺乏易患 “克汀病” （也称呆小病）。 胎儿
期至出生后 3 个月内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
期， 此时缺碘将导致甲状腺衰竭， 进而造
成大脑功能出现不可逆改变， 这种不可逆
性智力低下是碘缺乏所引起的最严重危害。

湖南省曾是碘缺乏病 “重灾区”。 20 世
纪 80 年代初， 全省有碘缺乏病患者 56 万
人， 克汀病患者 8832 人， 尤以湘西、 怀化
为重。 为有效遏制碘缺乏病的流行， 湖南省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试行食盐集中加碘，
于 1995 年实行全省全民普食碘盐， 经过努
力于 2000 年成功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
标。

加碘食盐是膳食碘的主要来源， 记者从
活动现场了解到， 疾控部门检测数据显示，
食用碘盐能让湖南省居民体内碘含量达到
正常水平。 针对近年来 “吃碘盐会导致碘
过量” 的传言， 省疾控中心专家表示： 目前
并没有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
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

������本报讯 （魏闻） 5 月 15
日 ， 中 国 第 一 部 补 碘 指
南———《中国居民补碘指南》
对外公布。 该 《指南》 强调，
当前中国居民中一般人群整
体处于碘营养适宜的状态 ，
但特需人群还面临碘营养缺
乏的风险 。 针对不同人群 ，
《指南》 给出了具体补碘指导
意见。

这份 《指南》 由中华医
学会地方病学分会、 中国营
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内分泌
学分会共同制定。 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 “因地制宜、 分类
指导、 科学补碘” 的消除碘
缺乏病危害策略 。 《指南 》
强调，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
元素， 是合成甲状腺激素必
不可少的重要原料， 在维持
机体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健康成人体内的
碘总量为 20~50 毫克， 平均
为 30 毫克。 当前中国居民中
一般人群整体处于碘营养适
宜的状态， 但特需人群还面
临碘营养缺乏的风险。

首先 ， 儿童碘营养
从国家级 、 省级层面处
于适宜水平 ， 然而部分
监测县儿童尿碘中位数
不足 100 微克/升， 处于
碘营养缺乏状态； 其次，
儿童甲状腺肿大率 (甲肿
率) 在国家级、 省级水平
上达到消除水平 ， 但在
县级水平上仍有部分县
甲肿率超过 5%。 再次 ，
中国约 2/3 的省份存在孕
妇碘营养缺乏的现象 ，
孕妇碘缺乏不仅影响自
身健康 ， 还影响其胎儿
和新生儿的智力与身体
正常发育。

目前， 常用的补碘方法
以食盐加碘为主， 其他方法
包括口服碘油丸、 服用含碘
药物及营养素补充剂、 食用
富碘食物等。 食盐加碘是世
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推荐
的控制碘缺乏病最安全、 最
有效的措施， 为预防和控制
碘缺乏病， 世界卫生组织等
国际组织在全球推行普遍食
盐加碘策略。

《指南》 强调， 中国绝大
部分地区为碘缺乏地区， 一
般人群每天从食物中和饮水
中获得的碘不能满足人体需
求。 除了居住在水源性高碘
地区的居民不食用加碘食盐
外， 其他居民都应食用加碘
食盐。

针对不同人群 ， 《指
南》 也给出了不同的补碘指
导意见。 例如， 妊娠妇女孕
期碘的推荐摄入量从非孕时
的 120 微克/天增加到 230 微
克/天， 哺乳期妇女对碘的推
荐摄入量增加一倍 ， 达到
240 微克/天。 母乳喂养的婴

幼儿， 辅食中应有含碘丰富
的海产品。 非母乳喂养的婴
幼儿饮食主要是乳制品， 在
婴幼儿奶粉中必须加碘， 加
碘量为每 100 千焦耳加碘
2.5～14.0 微克或每 100 千卡
加碘 10.5～58.6 微克。 儿童和
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
时期， 由于快速增长， 对碘
的需要量增加， 应食用加碘
食盐。

《指南 》 中还强调 ， 生
活在水源性高碘地区的居民，
从饮水中已经摄入足量甚至
过量的碘， 因此， 这部分居
民应食用未加碘食盐。

《指南 》 强调 ， 虽然 ，
沿海地区生产海带、 紫菜等
富碘食物， 但当地居民食用
频率和食用量都较低， 沿海
地区居民膳食中的碘大部分
来自于加碘食盐。 如果沿海
地区居民食用未加碘食盐 ，
其大部分居民碘摄入量就会
低于国际组织和中国推荐摄
入量， 发生碘缺乏的风险很
大。

但特殊人群需要补碘
人群整体处于碘营养适宜状态
中国居民首个补碘指南出炉

常规健康体检能筛查出癌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