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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刻意留白



本植物检疫处理方法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于 2021 年通过。 

本附件是 ISPM 28 的描述部分。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PT 39-1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ISPM 第 28 号限定有害生物的植物检疫处理 
 

PT 39：按实蝇属（genus Anastrepha） 
的辐照处理 

2021 年通过；2021 年发布 

处理范围 

本处理方法介绍了以最低 70Gy 的吸收剂量对水果和蔬菜进行辐照，按标定功效

阻止按实蝇属（Anastrepha spp.）成虫羽化1。 

处理方法说明 

处理方法名称 按实蝇属（genus Anastrepha）的辐照处理  

有效成分 不详 

处理类型 辐照 

目标有害生物 按实蝇属（genus Anastrepha Schiner，1868）实蝇（双翅目：

实蝇科） 

目标限定物 按实蝇属（genus Anastrepha）所有宿主水果和蔬菜 

处理方案 

最低 70Gy 的吸收剂量按实蝇属（Anastrepha spp.）成虫羽化。 

有 95%可信度，按此方案进行的处理可阻止不低于 99.9968%的按实蝇属

（Anastrepha spp.）虫卵和幼虫羽化成虫。 

该处理应按照第 1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辐照用作植物检疫措施的准则）规定

的要求进行。 

  

                                                      
1 植物检疫处理方法的范围不包括与农药登记或缔约方批准处理方法的其他国内要求相关的问题。植物检疫措施

委员会通过的处理方法可能不提供有关对人体健康或食品安全具体影响的信息，此种影响应在缔约方批准处理

方法之前通过国内程序加以解决。此外，应当在国际上采用之前审议处理方法对某些寄主商品产品质量的潜在

影响。然而，在评价一项处理方法对商品质量的任何影响时，可能需要进一步审议。缔约方没有义务批准、登记

或在其领土内采用这些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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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信息 

由于辐照可能不会导致即时死亡，检疫员可能在检验过程中发现活体的但不能

成活的按实蝇属卵、幼虫或蛹。这不意味着处理失败。 

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基于 Hallman（2013）审查的研究对本处理进行评价，

测定了辐照作为一种处理方法，对葡萄柚（Citrus paradisi）中这一有害生物的功效。

此外，FAO/IAEA（2017）报告的研究也支持该处理方案。  

该方案的功效是基于总计 94 400 只无成虫羽化经处理的墨西哥按实蝇

（Anastrepha ludens）三龄幼虫进行计算的。使用墨西哥实蝇的数据是因为它被认为

是该属研究的经济上重要的物种中最耐辐照的。  

推论本处理对所有水果和蔬菜具有功效是基于这样的知识和经验，即剂量测定

系统测定的是目标有害生物实际吸收的辐照剂量，和寄主商品没有关系，以及对很多

有害生物和商品的研究证据。其中包括对以下有害生物和寄主的研究：南美按实蝇

（Anastrepha fraterculus）（巴西番樱桃（(Eugenia pyriformis）、苹果（Malus pumila）

和芒果（Mangifera indica））、墨西哥按实蝇（Anastrepha ludens）（葡萄柚（Citrus 

paradisi）、脐橙（Citrus sinensis）、芒果（Mangifera indica）和人工饲料）、西印度

按实蝇（Anastrepha obliqua）（杨桃（Averrhoa carambola）、脐橙（C. sinensis）和

番 石 榴 （Psidium guajava））、 加 勒 比 按 实 蝇 （Anastrepha suspensa）（ 杨 桃

（Averrhoa carambola）、葡萄柚（C. paradisi）和芒果（Mangifera indica））、昆士兰

实蝇（Bactrocera tryoni）（脐橙（C. sinensis）、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苹果

（Malus pumila）、芒果（Mangifera indica）、鳄梨（Persea americana）和甜樱桃

（Prunus avium））、苹果蠹蛾（Cydia pomonella）（苹果（Malus pumila）及人工饲料）

和梨小食心虫（Grapholitha molesta）（苹果（Malus pumila）及人工饲料）、

杰克贝尔氏粉蚧（Pseudococcus jackbeardsleyi）（南瓜属（Cucurbita sp.）和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杂 拟 谷 盗 （Tribolium confusum）（ 小 麦 ）（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和玉米（Zea mays））（Bustos 等，2004；

Gould 和 von Windeguth，1991；Hallman，2004a、2004b、2013；Hallman 和

Martinez，2001；Hallman 等，2010；Jessup 等，1992；Mansour，2003；Tunçbilek

和 Kansu，1996；von Windeguth，1986；von Windeguth 和 Ismail，1987；Zhan 等，

2016）。然而，需要承认的是，并未对目标有害生物所有可能的水果和蔬菜寄主测定

其处理有效性。如有证据表明，将本处理方法扩展应用于该有害生物的所有寄主是

错误的，本处理方法将重新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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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 

此部分不属于本标准的正式内容。 

出版物仅指该语言版本。出台背景的完整说明参见本标准的英文版。 

2017 年 6 月 响应 2019 年 2 月处理方法征集提交处理

方法。 

2017 年 11 月 植物检疫处理技术小组审议提交处理

方法。 

2018 年 5 月 标准委员会（标准委）将按实蝇属

（Genus Anastrepha）的辐照处理（2017-031）列入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工作计划。 

2018 年 6 月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会议对草案做了修改，

并建议标准委磋商。 

2018年 11月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通过电子论坛进行最

终审议（2018_eTPPT_Oct_01）。 

2019 年 1 月 标准委通过电子决策方式批准了供磋商

草案（2019_eSC_May_03）。 

2019 年 7 月 第一轮磋商。 

2020 年 3 月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已批准了对磋商意见

的反馈意见，建议批准对该草案进行第二轮磋商。 

2020 年 6 月 标准委通过电子决策方式批准了供第二

轮磋商草案（2020_eSC_May_23）。 

2020 年 7 月 第二轮磋商。 

2020年 11月 植检处理技术小组会议进行审查并建议

标准委批准提交植检委通过。 

2021 年 3 月 植检措施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本植

物检疫处理方法。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28 号。附件 39。按实蝇属

（Genus Anastrepha）的辐照处理（2021）。罗马，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2021 年 4 月 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2021 年）注意到，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进行了文字修改。 

发布背景最后更新：2021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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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保公约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是一项旨在

保护全球植物资源和促进安全贸易的国际植物卫生协定，

其愿景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实施协调一致的措施，防止

有害生物的传入和传播，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生物对粮

食安全、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影响。

组织情况
 ◆ 《国际植保公约》共有180多个缔约方。
 ◆ 每个缔约方都有一个国家植保机构和一个《国际植

保公约》官方联络点。
 ◆ 已设立10家区域植保组织，负责在世界各区域协调

国家植保机构的工作。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相关国际组织保持联

络，协助提升区域和国家能力。
 ◆ 秘书处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ippc@fao.org | www.ippc.int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意大利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