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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无棣县地甲病高发区地下水碘离子分布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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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棣县位于黄河下游黄泛平原区，也是水源性高碘型地甲病高发区。本文通过对地下水样品分析，得出地

下水碘离子的分布规律。其中研究区浅层潜水-微承压水无明显碘离子高值区，从西南内陆到东北部沿海、从河流

冲积平原到河间洼地，碘离子的含量逐步增加，其富集主要与海洋的位置关系、地下水径流条件及微地貌有关。研

究区深层承压水碘离子含量普遍较高，这与古沉积环境有关。深层承压含水层所在的深度内海侵比较频繁，为碘离

子的富集提供了重要来源。其次，碘离子富集规律还与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构造凸起区

比构造凹陷区碘离子浓度含量低，水文地质补给-径流区比水文地质排泄区碘离子浓度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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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甲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是一种主要由于地

质环境中碘的缺乏或过量而形成的疾病。人体摄入

碘量失衡时，会导致生化功能紊乱，常表现为甲状腺

体肿大，生理发育停滞，体力和智力水平下降等。在

研究区内地甲病高发区与高碘地下水分布关系密

切，患地甲病的人群多是由于饮用高碘地下水而致

病。众多学者对研究区及周边地甲病与地质环境的

关系开展过相关研究。王敏等从地形地貌、土壤、饮

用水方面研究探讨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高碘型地甲病

与地质环境的关系[1]。研究表明调查区高碘型地甲

病与饮水中碘含量具有非常好的正相关关系，土壤

碘含量与高碘型地甲病不具有相关关系[1]。庞绪贵

等开展了地方病与生态地球化学环境相关性的综合

研究。研究表明饮水碘含量高是导致区内地甲病流

行的主要原因[2-3]。张媛静分析了沧州地区浅层地下

水和深层地下水中碘化物分布规律，并且分析认为

第四系以来发生的六次海侵是导致深层地下水中碘

富集的主要原因[4]。王秀红等采用线性相关回归法

探讨水碘、尿碘和甲状腺肿大率之间的关系[5]。由此

可见研究区周边已开展过大量地甲病与地质环境关

系的研究，但并未对区内地下水中碘的分布特征进

行系统梳理。本次通过在地甲病高发区内野外地下

水样采集，获取了地下水中碘含量的最新数据，分析

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中碘离子的分布特征和规

律，为地甲病防治提供了最新基础数据。

1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属黄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地势平坦，除

北部碣石山为近代火山喷发而形成的一桌状火山残

丘外（山顶高程62.1 m），总的趋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

降低，标高由西南部的5～8 m，渐过渡为东北沿海带

的1～2 m（图1）。本区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华北板

块-华北坳陷-济阳断坳。其Ⅴ级构造单元主要有埕

子口凸起、车镇凹陷、无棣凸起等。研究区以太古

界、古生界、中生界为基底，其上沉积了巨厚的新生

界地层，新生界最大厚度约7 000余米。区内到晚更

新世早期的沧州海侵之前，岩相古地理以河湖相沉

积区为主。晚更新世以后，古地理环境突出特点是

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的波动幅度、海陆变迁发生的

次数、海侵事件出现的频率均大于晚更新世以前的

时期。整个第四纪发生了 5次海侵，自晚更新世以

来，至少发生过3次大规模的海进与海退。



区内除无棣大山一带存在基岩裂隙水外，地下

水主要是赋存第四系和新近系沉积物中的松散岩类

孔隙水。按照研究区含水层埋藏特点及地下水水力

性质，自上而下分为浅层潜水-微承压水、中深层承

压水、深层承压水三个含水层。其由于中深层承压

水均为咸水，目前尚无利用价值。本次研究只针对

浅层潜水-微承压水、深层承压水开展碘离子富集规

律研究。

（1）浅层潜水-微承压水

浅层潜水及浅层微承压水区内广泛分布，赋存

于粉砂、粉细砂、粉质砂土、砂质粘土、粘质砂土、淤泥

质粘质砂土中。本区上部地层系河流入海前淤积而

成，一无固定河道，二无固定水流方向，基本呈面状

散流状态，所形成的含水层特点层次多，颗粒细，结

构复杂。由于受古海侵影响，加之地下水水流滞缓，

水质较差，多为咸水，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水质

逐渐变差。总的看来，矿化度大于2 g/L的地下水的

分布面积占区内面积的90%以上，小于2 g/L的地下

水仅零星分布于西南部无棣县的车王镇一带。

（2）深层承压水

深层承压水位于中层承压水以下。深层承压水

为矿化度1～3 g/L的微咸水。其中埕口-大山-西小

王一线西南矿化度小于2 g/L。深层微咸水顶界面埋

深由南向北逐渐变大，南部一般在200～300 m，北部

一般为300～500 m，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下部

和第三系上部之粉砂、粉细砂、中砂等，含水砂层单层

厚2～20 m不等，一般单层厚3～5 m，最厚达21 m。

2样品采集与测试
为获取有代表性的地下水样品，根据本次研究

目的和要求，同时考虑研究区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

开发利用现状及地甲病分布情况等因素确定该研究

区内地下水监测点位。布设的点位全面覆盖了不同

类型调查监测单元。本次共采样67组，其中浅层潜

水-微承压水样品38组，深层承压水样品29组，测试

结果详见表1。

3地下水碘离子的水平分布规律
3.1浅层潜水-微承压水碘的分布规律

研究区由内陆区到沿海地区地下水中碘含量大

图1 研究区位置和取样点分布图

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浅层潜水-微承压水
编号

WDQJ1
WDQJ2
WDQJ3
WDQJ4
WDQJ5
WDQJ6
WDQJ7
WDQJ8
WDQJ9

WDQJ10
WDQJ11
WDQJ12
WDQJ13
WDQJ14
WDQJ15
WDQJ16
WDQJ17
WDQJ18
WDQJ19
WDQJ20
WDQJ21
WDQJ22
WDQJ23
WDQJ24
WDQJ25
WDQJ26
WDQJ27
WDQJ28
WDQJ29
WDQJ30
WDQJ31
WDQJ32
WDQJ33
WDQJ34
WDQJ35
WDQJ36
WDQJ37
WDQJ38

碘含量 mg/L
0.08

<0.025
<0.025

0.03
<0.025

0.08
0.08

<0.025
<0.025

0.03
<0.025

0.03
<0.025

0.05
0.05

<0.025
0.05
0.03

<0.025
<0.025

0.03
<0.025
<0.025

0.08
0.025
0.1
0.1

<0.025
0.2

<0.025
0.2

<0.025
0.03
0.23

<0.025
<0.025

0.03
<0.025

深层承压水
编号

WDSJ1
WDSJ2
WDSJ3
WDSJ4
WDSJ5
WDSJ6
WDSJ7
WDSJ8
WDSJ9

WDSJ10
WDSJ11
WDSJ12
WDSJ13
WDSJ14
WDSJ15
WDSJ16
WDSJ17
WDSJ18
WDSJ19
WDSJ20
WDSJ21
WDSJ22
WDSJ23
WDSJ24
WDSJ25
WDSJ26
WDSJ27
WDSJ28
WDSJ29

碘含量 mg/L
0.95
1.35
1.48
1.8
1.3
1.9
1.4
1.32
0.8
1.4
1.2
1.4
1.6
1.18
1.3
1.2
1.56
1.25
1.18
0.95
1.2
0.95

0.025
0.05
0.1
3.7
2.7
2.9
0.18

表1 样品测试数据

Tab.1 Data of the measuring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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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由0.06 mg/L到0.18 mg/L，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变

化规律（图2）。把本次浅层潜水-微承压水水样以无

棣县城附近为起点沿西南-北东向投影得出浅层潜

水-微承压水碘化物浓度散点图（图3），由图可见沿

着剖面由西南内陆到东北部沿海，碘离子的含量逐

步增加。

这是因为浅层潜水-微承压水中碘主要来源于

土壤，地下水中碘的分布与土壤中碘的分布有密切

的相关性。土壤中碘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海洋[6-7]，因

此越靠近沿海地区，土壤中碘含量越高，相应地下水

中碘含量越高。

另外从马颊河、德惠新河、幸福河、青坡沟等河

流冲积平原到河间洼地，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变化规

律。河流冲积平原地势稍高，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

水力联系密切，地下水循环较快，不利于碘的富集。

但河间洼地地区地势平坦、低洼，坑塘密布，地下水

埋藏浅，盐渍土、沼泽土分布广泛，是地下水径流滞

缓的地区，蒸发浓缩作用显著，都有利于碘的富集。

可见浅层地下水中碘离子含量与地下水流向、地下

水年龄也有密切关系。

3.2深层承压水碘的分布规律

从整体上看该含水层碘的富集有一定的水平分

带性。从无棣县城附近向东北，从小泊头镇向南、东

南碘含量逐渐增加。深层地下水碘含量整体超标严

重，仅在小泊头镇、无棣县城附近存在碘含量小于

0.15 mg/L区域，在筛罗坡、大葫芦头、小孙翟等地碘

含量大于2 mg/L。深层承压水碘含量超标严重主要

是含水层所在的深度内正好是海侵比较频繁期，为

碘离子的富集提供了重要来源。

深层承压水中碘的分布规律也与大地构造有

关，凹陷区中碘离子含量明显高于凸起区。无棣凸

起区碘离子含量大部分小于1.05 mg/L，仅在凸起区

的东北部碘离子含量在 1.05～1.20 mg/L；埕口凸起

碘离子含量小于1.35 mg/L，而车镇凹陷区碘离子含

量一般1.20～3.70 mg/L（图4）。
图2 无棣县浅层潜水-微承压水碘离子含量等值线图

Fig.2 Iodine ion content isolines of the shallow

phreatic water and micro artesian water in Wudi county

图3 浅层潜水-微承压水碘化物浓度散点图

Fig.3 Scatter plot of iodide concentration of the

shallow phreatic water and micro artesian water

图4 无棣县深层承压水碘离子含量等值线图

Fig.4 Iodine ion content isolines of deep confined

water in Wud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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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下水碘离子的垂直分布规律
从整个研究区来看，地下水中碘含量的垂直分

带明显，浅层地下水与深层地下水碘含量存在明显

的差异，随深度的增加，碘的含量增加。如本次浅层

地下水共取样39组，碘含量最大为0.23 mg/L，除了

少数地区超标外，大部分地区属于适碘区；深层地下

水碘含量除无棣县小泊头镇含量小于 0.025 mg/L

外，其他29组样品碘含量均超标，含量范围在0.8～

4.3 mg/L。从浅层潜水-承压水看碘含量出现随着井

深的增加水中碘含量逐渐增加的现象，但增加不明

显，大部分地区碘含量小于0.15 mg/L。深层承压水

中碘的垂直分带不明显，碘的含量在在1-1.5 mg/L范

围内波动（图5）。

5地下水中碘离子富集成因探讨
根据国家标准（GB19380-2003）《水源性高碘地

区和地方性高碘甲状腺肿病区的划定》，饮水碘含量

大于0.15 mg /L定为高碘地区[8]。研究区浅层地下水

碘离子最低含量<0.025 mg/L，最高碘含量为 0.23

mg/L，超标位置位于东风港附近一带。深层地下水

碘含量在研究区内普遍超标，最高碘含量为大于3.0

mg/L。 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深层高碘水的形成环

境。其富集规律主要与古沉积环境、地质构造、水文

地质条件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1）碘离子富集与古沉积环境关系

研究区整个第四纪发生了5次海侵，自晚更新世

以来，至少发生过3次大规模的海进与海退。截止到

晚更新世早期的沧州海侵之前，岩相古地理以河湖

相沉积区为主，当时古海岸线分布自南向北大致位

于无棣西部[9]。每次海侵过程中都带来了大量海生

生物，而碘的主要物质来源于海生植物与海生软体

生物[10]，同时深层地下水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下

部和第三系上部之粉砂、粉细砂、中砂等，正好与海

侵年代一致。由于区内地下水径流速度缓慢，有利

于土壤海生生物中的碘通过淋滤、溶滤作用进入地

下水，导致深层地下水中碘离子富集。

（2）碘离子富集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区域大地构造控制深层地下水中碘离子的分

布，高碘地下水均落在无棣县城东北的车镇凹陷区

内。无棣凸起、埕口凸起等地区深层地下水碘含量

相对较低。其中车镇凹陷区内深层地下水样品碘化

物平均浓度1.77 mg/L，无棣凸起、埕口凸起区内深层

地下水样品碘化物平均浓度分别为0.84 mg/L，两区

差异明显。研究区深层地下水各含水层主要以水平

运动为主，垂直运动微弱，无棣凸起区、埕口凸起区

河湖相沉积区沉积物中海生生物含量低，同时受抬

升的影响，地下水径流较快，属于补给-径流区，不利

于碘离子的富集，而车镇凹陷区属于海相沉积区，沉

积物中海生生物含量丰富，该区地下水径流缓慢，属

于排泄区，有利于碘离子汇集。

（3）碘离子富集与水文地质条件的关系

1）碘的富集与深层水埋藏深度的关系

区内深层地下水赋存于第四系及上第三系明化

镇组松散岩类孔隙之中。其顶界面埋深由南向北逐

渐变大，南部一般在200～300 m，北部一般为300～

500 m，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下部和第三系上部

之粉砂、粉细砂、中砂等，含水砂层单层厚2～20 m不

等，一般单层厚3～-5 m，最厚达21 m。其赋存条件与

分布规律受古地理、沉积物质来源、岩性及其成因类

型的控制，与本区的气象水文和地貌无关。而在含水

层所在的深度内正是海侵比较频繁的时期，带来了

大量海生生物，为碘离子的富集提供了大量的来源。

2）碘离子富集与地下水运动的关系

根据以往水文地质研究资料分析，在天然条件

下，本区深层地下水的补给来源有两种，其一：南部

鲁中山区大面积分布的基岩岩溶裂隙水下渗，沿南

高北低的地形通过南部进入本区，成为区内深层承

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其二：本区为华北平原的一

部分，巨厚的第四系松散层结构复杂，分布面积广

阔，其深部承压含水层层次多、厚度大，与西部、西南

部广大冲积平原的地下水有着直接的水力联系，以

0.2 ‰的水力坡度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运动，补给本区

深层地下水。

图5 研究区碘含量－含水层深度图

Fig.5 Relationship map of Iodine ion content and

aquifer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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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条件下，深层承压水的运动特征主要受古

地理环境、含水层形成的区域地质条件以及含水层

结构、岩性等所控制。深层地下水主要以水平运动

为主，但由于水力坡度小，地下运动条件差、径流滞

缓，运动方向整体由南而北径流，径流过程中水土之

间发生离子交换作用致使从东南向西北碘的富集速

度变大。在车镇、马山子等径流下游地区，地下水中

碘含量较高。

（4）碘离子富集与氟离子相关性分析

研究区沉积物主要以海积为主，颗粒较细，地下

水径流缓慢，地下水中氟离子主要来源于土壤。根

据水质分析资料研究区浅层地下水中碘与氟之间有

明显的正向相关分析，碘的浓度随氟离子的增大而

变大，说明本区内碘离子与氟离子相伴生，说明了浅

层地下水中碘离子主要来土壤沉积物。深层地下水

碘离子含量主要在1～2 mg/L之间，在这范围内与氟

离子浓度无相关性（图6、7）。

6结论
（1）研究区67组样品中有30组样品碘含量超过

高碘地区标准（150 μg/L）。其中浅层潜水-微承压水

38组中有3组样品碘含量超过高碘地区标准，超标率

为7.89%；深层承压水29组中有27组样品碘含量超

过高碘地区标准，超标率为93.1%。通过对地下水样

品分析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可知: 地甲病高发区与高

碘地下水分布关系密切。

（2）研究区浅层潜水-微承压水碘离子分布呈现

很好的分布规律，全区碘离子含量普遍较低，最低含

量<0.025 mg/L，最高含量为0.23 mg/L，碘离子的富

集主要与海洋的位置关系、地下水径流条件及微地

貌有关，从西南内陆到东北部沿海，从河流冲积平原

到河间洼地，碘离子的含量逐步增加。

（3）研究区深层承压水碘离子含量普遍较高，最

高碘含量为大于3.0 mg/L，仅在小泊头及无棣县城附

近的少量地区碘离子含量小于0.15 mg/L。深层承压

水碘离子富集与古沉积环境有关。其次碘离子富集

规律还与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也有着密

切关系。其中构造凸起区比构造凹陷区碘离子浓度

含量低，水文地质补给-径流区比水文地质排泄区碘

离子浓度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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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深层承压地下水碘与氟的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odine and

fluorine of deep confined water

图6 浅层潜水-微承压水碘与氟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odine and fluorine of

shallow phreatic water and micro artesia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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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dide 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groundwater of Endemic Goitre
high incidence area in Wud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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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di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flood plain, and it is the high- incidence area of

aquagenic high iodine type endemic goit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roundwater samples, the distribution of

iodine ions in groundwater was obtained in this paper. Both the shallow phreatic water and the slightly confined

water have no obvious iodine ion high value zone in the research area. The content of iodine ions increases

gradually from the southwest inland area to the northeast coastal area, and increases from the alluvial plain to the

interchannel depression. The enrichment of iodine ions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of the ocean,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 micro-topography. The iodine ions in the deep confined water are very well

distributed, and the iodine ions in the whole region are generally higher,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aleo-sedimentary

environment. When the deep confined aquifer formed, the transgression was comparatively frequent, whi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enrichment of iodine ions. The enrichment of iodine ions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other factors. The concentrations of iodine ions

in the tectonic uplift areas are main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tectonic sag,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iodine ions in

both the hydrogeological recharge and runoff areas are main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hydrogeological discharg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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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ineralization of
the Irumide belt in the mid-southern Africa

XING Shi1，2, ZHANG Jin-da2, REN Jun-ping1, GU A-lei1, DU Ming-long2, JI Shan-Qin2

（1.Tianjin Centre，China Geological Survey，Tianjin 300170, China; 2.No. 5 Geological Team，Bureau of Geologic Exploration and

Mineral Development of HeBei Province，Hebei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Irumide belt is Located in the mid-southern of the Africa，is stretching 1 000 km and 300 km wide，

formed in the Mesoproterozoic age.The lithological units in the Irumide belt consists of Archean-

Palaeoproterozoic basement，sediment-metasediment rock serise which belong to Muva supergroup and granitoid

rock mass. Irumide belt had undergone multiple deformation，metamorphism and magmatism events，lead to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metallogenesis well.There are many ore occurrence along the Irumide belt，witch mainly

is uranium，niobium，diamond and gold，some of the deposits have reached large - medium scale. Now in view of

the degree of geological study is low，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llect various geological date for study.We can

provide geological data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mining enterpris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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