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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准 

本标准由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于 2017 年 4 月通过。 

引 言 

范 围 

本标准在查明、评估和管理国际运输的种子（作为一种商品）伴随的有害生物

风险方面为国家植保机构（NPPOs）提供指导。 

本标准也为促进种子的国际运输确立进口植物检疫要求，种子的检验、抽样和

检测，以及种子的输出和转口植物检疫出证提供程序方面的指导。 

在第 5 号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植物检疫术语表》）中种子（作为一种商品）

是指用于种植的，而不是用于消费的。进口一批用于实验室检测或破坏性分析的有

活力的样品种子也适用该标准。 

本标准不适用粮食或植物营养体部分（如：马铃薯块茎）。 

参考文件 

本标准参考了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ISPMs)。此类标准可以从国际植检门户

网站（IPP）获得，网址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ispms。 

定 义 

本标准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定义可见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除了第 5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中的定义外，本标准中使用了下列定义。 

种子携带有害生物 种子外部或内部携带的，能或不能被传递至由这些种子

生长而成的植物上并造成侵染的有害生物。 

种传有害生物 可通过种子直接传递至由这些种子生长而成的植物上并

造成侵染的种子携带有害生物。 

要求概要 

种子与其它用于种植的植物一样，可能存在有害生物的风险，因为它们可能被

引进到一个环境中，其传带的有害生物有很高的定殖和扩散可能性。 

种子通常因为商业和研究目的进行国际运输。因此，当评估有害生物风险和

确定适当的植物检疫措施时，国家植保机构应当考虑种子的预定用途（研究，

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种植或在自然条件下种植）。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is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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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应当确定在风险分析区域内，种子是否是检疫性

有害生物进入、定殖和扩散的途径，及其潜在的经济后果，或者种子本身是否是

有害生物或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播途径和主要侵染源。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应当考虑种子引进的目的（如：田间种植，研究，检测），检疫性有害生物被引

进和扩散的潜在风险，或者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当其超过阈值时引起的不可接

受的经济影响。 

可以用特定的植物检疫措施降低种子国际运输的有害生物风险，包括那些

种植前、种植期间、种子收获期、收获后、种子加工期间、储藏和运输期间以及

到达输入国后可以采用的植物检疫措施。植物检疫措施既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

组合采用来管理有害生物风险。进口植物检疫要求可以通过采用等同的植物检疫

措施得以满足。 

背 景 

国际运输的种子有许多用途。它们可以种植用于生产食物、饲料、观赏植物、

生物燃料、纤维，以及用于林业和药用。它们也有商业前期的用途（研究、育种和

繁种）。 

种子与其他用于种植的植物一样，可能存在有害生物的风险，因为当种子被

引进到一个环境中，其传带的有害生物有很高的定殖和扩散可能性（第 32 号国际

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基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商品分类》）。 

种子公司可能有在多个国家育种和繁种的计划，且可能将种子从这些国家分发

到许多其他国家。此外，为开发能够适应广泛环境和条件的新品种，研究和育种需

在国际间进行。种子的国际运输可能是小量的种子也可能是大量的种子。  

缔约方可能面临与种子国际运输相关的挑战，该挑战不同于其它种植用植物

类型的国际运输。例如，在一国生产然后输出到另一国加工（如：造粒和包衣）、

检测和包装的种子，然后可能被转口到许多其它目的地（包括原产国）。在生产

种子的时候，目的地国家及其进口植物检疫要求是未知的，尤其是当生产和输出到

最终目的地之间过去了许多年时。 

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影响 

本标准可以帮助管理种子国际运输引起的有害生物风险，包括外来入侵物种

引起的有害生物风险（见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定义）。 

协调一致的种子国际植物检疫措施可以通过增加健康种子（不带有害生物）

交换的可能性来帮助保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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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1.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依据第 2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框架》）、第 11 号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和第 21 号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标准（《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开展的种子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应当确定种子传带的潜在的限定性有害生物和本身为有害生物的种子。有害生物

风险分析应当考虑种子引进的目的（如：田间种植，研究，检测）和限定性有害

生物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以及导致的经济影响后果（第 32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 

1.1 种子为有害生物 

种子为有害生物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应当遵循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附件 4 提供的指导。 

1.2 种子为传播途径 

在进行种子为传播途径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时，有害生物传播到适宜的寄主并

导致侵染的可能性需要具体考虑，以确定需要监管的有害生物。 

当种子种植后，一些随适宜寄主传带的种源性有害生物进入后可能导致寄主

侵染，而有些却不会。 

种源性有害生物包括： 

- 种子内部或外部传带的并直接侵染由种子生长出寄主植物的种传有害生物

（类别 1(a)） 

- 种子内部或外部传带并转移到环境中（如：水、土壤），然后侵染自然条件下的

寄主植物的非种传有害生物(类别 1(b)) 

- 种子内部或外部传带，不转移到自然条件下寄主植物上的有害生物（类别 1(c)）。 

另一类别有害生物可能也关系重大，尽管有害生物不是种源性的。这个类别是

存在于一批种子（包括系有害生物的植物种子）中的污染有害生物（类别 2）。 

应当进一步评估类别 1（a）、1(b)和 2 中的有害生物的定殖、扩散和经济影响。

类别 1（c）中的有害生物不能定殖，因为其不能转移到适宜的寄主上。 

附录 1 提供了每个类别有害生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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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应当考虑有害生物的传播是否在自然条件下或试验条件下

（如：在实验室或生长箱中）被观察到或被确认发生的。当在试验条件下有害生物

的传播被观察到或被确认时，有必要确认其在自然条件下也能发生。 

考虑特定有害生物群体的生物学和流行特征可有助于确定有害生物随种子传入

一个区域的可能性。附录 2 提供了有害生物群体随种子传带并传入可能性方面的

指导。应当按照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中的要求，在种的水平对有害生物

和寄主种子进行评估，除非有技术理由利用高的或低的分类水平进行。 

1.3 引进目的 

种子的生产可能包括几个步骤（如：育种、繁种、破坏性分析、限制性田间

种植），这些可能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引进种子的目的可能影响检疫性有害生物

定殖的可能性，当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并确定植物检疫措施时，应当进行考虑

（第 32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下面按照引进目的概括地将有害生物风险从低到高进行分类如下。 

1.3.1 实验室检测或破坏性分析的种子 

这类种子不是用于种植或释放到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域。因为这些种子不释

放到环境中，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可能没有必要。 

引进用于检测的种子可能需要发芽以便于检测，但是其目的不是用于种植。

实验室检测的要求或类似的限制，以及种子及其生长出的植株的销毁作为植物检疫

措施应当足够了。 

如果有害生物风险相当低或可以忽略，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对这些种子可能

不需要其它植物检疫措施。 

1.3.2 在限定条件下种植的种子 

这类种子引进用于研究并在受保护的环境（如：温室、生长箱）或隔离的田间

生长。这些种子应当种植在防止将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到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域的

条件下。例子包括评估用种子、种质和作为育种材料的种子。 

对于这些种子，国家植保机构可能要求有关的植物检疫措施，这些措施不应

严于管理发现的有害生物风险的需要。 

1.3.3 田间种植的种子 

计划用于扩散种植到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域的种子，可能存在很高的检疫

性有害生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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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能要求采取植物检疫措施；这些措施应当与评估出的

有害生物风险相称。可以为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设定和公布特定的允许量水平。 

1.4 种子的混合、调制和散装 

种子混合是将不同的种类、品种或栽培品系组合到一批种子中（如：草坪草

混合种子、野花混合种子）。种子调制是将同样品种不同批次的种子组合到一批

种子中。种子散装是不同田间的同一品种收获后立即组合到一批种子中。 

不同产地和不同年份的种子可能被混合或调制。混合、调制和散装种子中的

所有种子应当符合有关的进口植物检疫要求。 

在评估混合、调制或散装种子的有害生物风险时，应当考虑有害生物、寄主和

原产地的所有组合。在确定混合、调制或散装种子的总体有害生物风险时，还应当

考虑混合、调制或散装过程（如：稀释、增强处理）。 

检测和检验可以在需要出证的种子组成成分上进行，也可在混合或散装种子上

进行。 

混合、调配或散装种子的所有组成成分都应当可追溯。 

1.5 种子生产中的有害生物管理 

种子生产中使用的某些措施单独或组合使用后可以满足进口植物检疫要求。

应当保留好种子上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所有文件，以便于视情况进行追溯。 

种子生产中采用的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和质量控制条款可以包括植物检疫措施。  

如果是树木种子，植物检疫措施经常只能在收获时采用。 

不同种子生产类别（如：大田作物、林业）之间的生产措施不同。当确定有害

生物风险管理措施时，可考虑的选项包括： 

种植前： 

- 采用抗性植物品种（1.5.2章节），采用健康种子（没有有害生物） 

- 种子处理（1.5.3章节） 

- 作物管理（如：轮作或混栽） 

- 田间选择 

- 土壤或生长介质处理 

- 地理上或季节上隔离 

- 水的卫生或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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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前： 

- 卫生措施（如：工作人员的手和鞋子、农场设备、机器和工具的消毒） 

- 田间检查，如果发现症状酌情进行检测 

- 田间环境卫生（如：去除显症植株，去除杂草） 

- 亲本植株检测 

- 作物处理 

- 受保护环境（如：温室、生长箱） 

- 水的卫生和消毒 

收获期和收获后处理： 

- 卫生措施（如：工作人员的手和鞋子、农场设备、机器和工具的消毒） 

- 适时收获（如：种子正成熟时，结实年树木的种子，产自前熟阶段果实的种子） 

- 种子提取期间使用消毒剂 

- 种子清洁、干燥、调节和分拣 

- 种子检测 

- 种子储藏 

- 种子处理（1.5.3节） 

- 卫生措施（如：去除植株残体、土壤或可见侵染植株及其种子） 

- 种子包装和密封 

- 机械处理（如：分离出健康种子(不带有害生物)） 

- 收获方法（如：树木种子采用收集垫或防水油布）。 

1.5.1 种子证书计划 

种子证书计划（提升种子质量的计划）的某些要素可能对于出证种子的有害

生物风险有影响。国家植保机构在进行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时，可以考虑其中某些

要素（如：有害生物存在的检验，检查杂草种子的纯度分析），并进行逐项评估。 

国际种子证书计划应当确保种子的可溯性。附录 3 的某些部分提供了国际种子

证书计划的信息。 

1.5.2 抗性植物品种 

现代育种计划可以生产对有害生物具有一定抗性水平的植物品种，包括对限定

性有害生物的抗性。当确认某个限定性有害生物的抗性品种不能被有害生物侵染，

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考虑将这种抗性作为一个合适的有害生物风险管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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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种对不同的限定性有害生物抗性水平可能不同，取决于植物的抗性特征。

抗性基因可能对目标有害生物的所有或某些种、株系、生物型或致病型有效，但是

新出现的种、株系、生物型或致病型可能影响抗性水平。因此有害生物的抗性应当

逐项进行评估。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考虑在系统综合措施的框架中应用抗性

品种作为适当的植物检疫措施。 

附录 3 提供了应用抗性植物品种的建议文献目录。 

1.5.3 种子处理 

种子可以通过处理去除有害生物的侵染；然而，种子在没有侵染时也可以进行

处理，作为一般侵染的预防措施，或当种子接触环境中的有害生物时保护种子生长

出的苗木。种子处理也可能与有害生物无关；例如，使用种苗生长促进剂处理种子。 

种子处理包括，但不限于： 

- 农药（杀真菌剂、杀虫剂、杀线虫剂和杀细菌剂） 

- 消毒剂，一般用于针对细菌和病毒；消毒可以在种子加工的不同阶段（如：种子精选、

种子引发 1）进行或在专门的消毒过程中进行 

- 物理处理（如：干热、蒸汽、热水、紫外光照射、高压、深冻） 

- 基于不同作用模式的生物学处理（如：拮抗、竞争、诱导抗性）。 

2. 植物检疫措施 

根据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应当单独采用或组合采用与评估的有

害生物风险相称的植物检疫措施，来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入和扩散，并确保满

足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确定的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允许量的要求。 

2.1 确保没有有害生物的货物检验和检测 

种子抽样，包括样品大小（检测的种子总数），应当适合发现限定性有害生物。

第 3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货物抽样方法》）提供了样品大小方面的指导。

收获后的种子表现出可见症状的，说明存在限定性有害生物，需要进行检测以确定

有害生物的存在。 

2.2 有害生物的田间检查 

田间检查可以作为一个发现某些产生可见症状的限定性有害生物的植物检疫

措施。 

1．种子引发指通过多种方法对种子进行预处理，以提高种子的出芽率和出芽整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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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非疫区、非疫生产地、非疫生产点和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 

非疫区、非疫生产地、非疫生产点和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应当按照第 4 号国际

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建立非疫区的要求》）、第 10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建立非疫生产地和非疫生产点的要求》）和第 29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非疫区和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的认可》）建立、认可和保持。 

按照第 22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建立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的要求》），

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可以单独使用，或与系统综合措施中的其他植物检疫措施结合

使用（第 14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采用系统综合措施进行有害生物风险

治理》）。 

2.4 处 理 

2.4.1 作物处理 

亲本植株施用农药可以防止种子侵染。 

2.4.2 种子处理 

种子处理可以用作植物检疫措施（1.5.3 节）。 

许多热带和温带的树种生产的种子对干燥敏感并特别易于潜藏有害生物的发育

或有害生物的侵染。物理和化学的处理可以用来防止需保存在高湿条件下种子中

潜藏的有害生物的发育或有害生物的侵染。 

2.5 系统综合措施 

系统综合措施为同时考虑收获前和收获后程序提供了机会，这些程序可以

有助于有效的有害生物风险管理。许多贯穿种子生产过程，从种植到收获，以降低

有害生物风险的有害生物管理实践，可以被归并到系统综合措施中。第 14 号国际

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为制订和评估系统方法中作为有害生物风险管理选项的综合措

施提供了准则。 

2.6 入境后检疫 

如果当某个检疫性有害生物很难被发现，或者症状表现需要时间，或者需要检

测或处理且没有替代的植物检疫措施可用时，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要求种子的

入境后检疫。第 34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入境后植物检疫站的设计和操

作》）提供了入境后检疫站方面的指导。 

作为入境后检疫的一部分，一批种子的代表性样品可能被播种，由这些种子

生长出的植株可能被检测（这可以是研究用小批量种子的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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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发现，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考虑通过要求将输入

种子种植于指定的种植区域，有害生物的风险能够得到适当的管理。种植的区域

应当与其他寄主植物隔离，且可能需要杂草防治、环境卫生、人员、设备和机器的

卫生措施。 

2.7 禁 止 

当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确认种子作为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途径具有很高的有害

生物风险，且没有替代的植物检疫措施可用时，国家植保机构可以禁止某些种类或

产地的种子引进。这包括当种子作为有害生物的植物（如：杂草、外来入侵物种）

的传播途径风险很高的情形。禁止输入方面的指导可见第 20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输入植物检疫管理系统准则》）。 

输入国家的国家植保机构可以允许（用于研究目的并有输入许可表明防止检疫

性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特定条件）通常是禁止的种子入境。 

3. 植物检疫措施的等效性 

植物检疫措施的等效性（第 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关于植物保护和

国际贸易中应用植物检疫措施的植物检疫原则》）对于种子的国际运输特别重要，

因为种子公司可能在几个国家育种和繁种，且这些种子可能输出到其他国家，来自

某一批的种子可能要多次转口。 

确定植物检疫措施的等效性可以由输出国发起，向输入国提出等效性要求，

正如第 24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植物检疫措施等效性的确定和认可准则》）

中描述的一样。这也可以由输入国发起。当设定进口植物检疫要求时，鼓励国家

植保机构提供多种选项。 

等效性植物检疫措施可以为国家植保机构提供选项以获得所需保护。一个等效

性植物检疫措施的例子是，以针对限定性有害生物进行适当的种子检测或种子处理

来替代在原产国进行种子作物田间检验的要求。 

对于种子（包括有机种子）要求进行特定的化学处理，如果化学药品在原产国、

输出国或转口国不允许使用，可能的话，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当考虑一个替代的

植物检疫措施，如果该措施技术易行并能将有害生物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建议

进口植物检疫要求不要指定化学产品、活性成分或精确的条款。 

4. 具体要求 

下面提供了为植物检疫出证或验证进行的种子检验、抽样和检测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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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检 验 

检验可以在种子货物上进行，或作为生长作物的田间检验，或根据需要两者

都进行。第 23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检验准则》）和第 31 号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标准在检验和抽样方面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4.1.1 种子货物的检验 

为了确定作为有害生物的植物种子（如：杂草、外来入侵物种）的存在，限定

性有害生物的迹象或症状，限定物（如土壤）的存在或污染有害生物的存在，可以

对种子货物进行检验。当知道受侵染的种子表现出诸如褪色或变皱等特征症状时，

有害生物症状的检验可能是有效的。然而，有害生物的存在应当通过实验室检测来

确认。对于限定性有害生物不显症或症状不可靠时，如果要求不带有害生物或特定

的允许量，直观检查应当与实验室检测相结合。 

症状检验可以借助或不借助基于可见物理特征的自动选种设备。尽管检验对于

发现昆虫和螨虫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大多数的种源性有害生物（如：细菌、真菌、

线虫、类病毒、病毒）不能通过肉眼检验发现，需要进行更专业的检查（如利用

双目显微镜）或实验室检测。可能有必要在检验前进行种子洗涤、过筛或破碎。 

检验包衣、丸粒化或植入胶带、垫子或其他基质上的种子时，可能需要通过

洗涤从种子上去除覆盖材料，或者将其破碎，因为这些材料可以降低看见种子或

种子上有害生物的症状。在该情形下，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要求输出国国家

植保机构在种子包衣、丸粒化或植入之前进行系统性抽样及检测。对于输入时的

监测，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要求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提供包衣、丸粒化或处理

前的种子样品（数量与该批种子量相称）用于检验和检测，或者，作为选择，如果

双边同意，采集官方样品并检测未经包衣、丸粒或处理的种子，并提供检测结果。 

4.1.2 田间检验 

在适当的时间由经过培训的人员在田间进行种子作物检验，对于发现能产生

可见症状的限定性有害生物是有用的。在田间亲本植株上发现的有害生物未必在

这些植株生产出的种子上或里面存在（1.2 章节）。可以对收获的种子进行实验室

检测以确定其是否受侵染。 

4.2 分批抽样 

为证明一批种子中不存在某有害生物，该批种子可能被抽样检验或检测。  

有害生物检验通常基于样品。国家植保机构采用的抽样方法取决于抽样的目的

（如：为检测或检验进行的抽样），可以仅依据统计学，或考虑到特殊的操作限制

因素研发的方法。 

第 3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提供了检验目的的货物抽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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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小批量种子的抽样 

按照第 3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从小批量种子抽取样品的检测可能导致该

批种子的大比例毁坏。在这种情形下，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当按照第 24 号国际

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中的指导，考虑替代抽样方法（如汇聚不同批种子的小量样品

以供检测）或等同的植物检疫程序。 

如果不能从小批量种子抽样，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确定特定的入境后检疫

要求。 

4.3 检 测 

检验可能不足以确定是否有限定性有害生物存在，可能需要其他形式的检查

（如实验室检测）。某些细菌、真菌、线虫、类病毒和病毒不能通过对种子货物或

生长期间植株的检验发现，但它们可以通过遵循认证过的针对限定性有害生物的

诊断规程，进行特定的实验室检测被发现。 

分子学和血清学诊断方法被认为是发现种子中有害生物的间接方法。即使没有

可见的有害生物存在，这些方法也能给出阳性的结果。因此，当用这些方法进行

种子检测时，应当谨慎地对结果进行解释。可能需要进行基于不同生物学原理的

验证检测或补充检测，以确认样品中有活力的有害生物存在。国家植保机构应当

确保应用国际认可或认证的诊断规程，以避免假阳性或假阴性。 

第 27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限定性有害生物诊断规程》）描述了诊断

规程的目的和应用，且在第 27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附件中提供了经批准的规

程。一系列其他的规程信息，其中有些已经过认证，可见于附录 3 列出的文献中。 

4.3.1 经处理种子的检测 

种子处理可能影响检测的灵敏度。理想的是，仅发现可见有害生物的检测方法

应当被用来确定处理的效率，当处理成功时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这种检测方法的

例 子 有 ，

用于有机体在基质（即介质或培养纸）上生长时检测细菌和真菌的技术，以及用于种

子播种，从种子生长出的植物中观察症状检测病毒的技术。多数确立的种子检测方法

已经被研发和认证用于未经处理的种子。如果是处理过的种子接受检测，用于处

理过种子的检测方法应当经认证。 

处理过种子的检测结果应当谨慎地解释，因为可能会遇到下列情形： 

- 处理使有害生物失活，但是检测方法既发现有活性的有害生物又发现没有活性的有害生

物。某些血清学和分子检测可能属于这种情形，或者当检测是基于有害生物的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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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或有害生物结构时，因为即使经过处理其形态结构也可能保留（如线虫、孢子）。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应用经验证对处理后种子有效的检测方法，才能确定处理的有效性。 

- 物理的或化学的处理抑制了检测方法；例如，某些细菌的检测方法受杀真菌剂处理的影

响。 

- 处理对检测方法有不利的影响；例如，某种方法只检测外部有害生物，那么处理后

残留在内部的有害生物就不能被发现。在这种情形下，应当使用能够发现内部侵染的

其他检测方法。 

5. 植物检疫出证 

种子贸易的全球化和时间性（即转口到许多目的地，同一批种子的多次转口，

长期储存带来的植物检疫出证挑战与其他商品的国际运输显著不同。 

正如第 12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植物检疫证书》）所述，鼓励国家植

保机构在出口出证时与其他国家植保机构交换额外的官方植物检疫信息，使其能够

为种子的转口出证。当输出国要求在原产国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中添加额外的官

方植物检疫信息时（第一个输入国并未要求此类信息），可以添加此类信息，以利

于将来转口到其他国家（第 12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在生产时，可能不知道一个国家需田间检验的进口植物检疫要求。按照第 24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酌情考虑等同的植物检疫措施

（诸如检测或处理），以使已收获的种子满足其进口植物检疫要求。然而，满足

进口植物检疫要求是输出国的职责。 

在植物检疫证书中，“原产地”主要指种子生长的地点。如果种子被重新包装、

储藏或运输，有害生物的风险可能因新的地点限定性有害生物的侵染或污染而发生

变化。如果种子处理或消毒可清除掉可能的侵染或污染，有害生物的风险也可能

发生变化。在该情形下，按照第 12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必要时每一国家和

地点均应申明，并在括号内注明原产地。如果货物在转口的国家或地点没有暴露

受到侵染，这可以在转口植物检疫证书中注明。如果源于不同国家或地点的不同批

种子在一批货物中，或多批种子混合、调制或散装时，所有国家和地点都应注明。 

6. 记录保存 

因为种子可能在储藏很多年后输出或转口，有条件时，在其储藏期间应一直

保存该批种子的官方植物检疫信息，若是转口的种子则包括保存其最初的出口植

物检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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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供参考，非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录 1：种传、种源和污染的有害生物例子 

本附录提供了本标准 1.2 节（种子作为传播途径）类别中有害生物的例子。 

类别 1(a)：种子内部或外部传带的并直接侵染由种子生长出的寄主植物的种传有害

生物 

- 西瓜（Citrullus lanatus）种子里的瓜类细菌性果斑病菌（Acidovorax citrulli） 

- 番 茄 （ Solanum lycopersicum ） 种 子 里 的 番 茄 溃 疡 病 菌 （ Clavibacter 

michiganensis subsp. Michiganensis） 

- 紫花苜蓿（Vicia faba）和蚕豆（Medicago sativa）种子上或里面的鳞球茎线虫

（Ditylenchus dipsaci） 

- 松木（Pinus spp.）和花旗松（Pseudotsuga menziessii）种子上或里面的松树脂

溃疡病菌（Fusarium circinatum） 

- 豌豆（Pisum sativum）种子里的豌豆种传花叶病毒（Pea seed-borne mosaic 

virus） 

- 香瓜（Cucumis melo）种子里的小南瓜花叶病毒（Squash mosaic virus） 

- 番茄（S. lycopersicum）种子里的番茄花叶病毒（Tomato mosaic virus） 

类别 1(b)：种子内部或外部传带并转移到环境中（如：水、土壤），然后侵染自然

条件下寄主植物的非种传有害生物 

- 紫花苜蓿（V. faba）和蚕豆（M. sativa）种子上或里面的鳞球茎线虫（D. dipsaci） 

- 番茄（S. lycopersicum）种子上的番茄枯萎病菌（Fusarium oxysporum f.sp. 

lycopersici） 

- 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种子上的燕麦镰刀菌（Gibberella avenaceae） 

- Megastigmus spp. in seeds of Abies spp.冷杉属（Abies spp.）种子里的大痣小蜂

（Megastigmus spp.） 

类别 1(c)：种子内部或外部携带，不转移到自然条件下寄主植物上的有害生物 

- 蝶形花科（Fabaceae）种子上的绿豆象（Callosobruchus chinensis）和瘤背豆

象（C. maculatus） 

- 水稻（Oryza sativa）种子上的水稻黄斑点病毒（Rice yellow mottle virus） 

类别 2：污染有害生物 

- 水稻（Oryza sativa）种子里的碎米莎草（Cyperus iria） 

- 受松针碎片污染的松木(Pinus spp.)种子里松针红斑病菌（Mycosphaerella pini） 

- 洋葱（Allium cepa）种子里的白腐小核菌（lerotium cepivorum）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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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供参考，非本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录 2：有害生物群体随种子传带并传入可能性方面指南 

本附录提供了评估不同有害生物群体随种子传带并传入可能性方面的一般指南。

按照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建议在种一级对有害生物及其寄主进行评估，

除非有技术理由采用低的或高的级别。本标准第 1.2 节和第 11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提供了评估与种子相关的或存在于种子货物中有害生物的可能性，及其通过该

途径定殖和扩散潜力的指导。 

关于种子传播有害生物方面的信息很有限，且时间上存在冲突。此外，一个

有害生物被证明是通过种子传播到一个寄主上并不一定说明其能传播到所有已知

寄主上。应当考虑在种子形成前，在其他寄主上的种子传播及其寄主侵染水平。  

在确定有害生物 – 寄主相互作用时，国家植保机构应当考虑，在某些试验条件

下植物可能是某些有害生物的寄主，在自然条件下可能却不是。 

1. 节肢动物 

1.1 收获前有害生物 

田间节肢动物包括收获前种子发育阶段在种子上或里面取食的有害生物。  

在种子货物中存在的可能性很低的田间节肢动物包括： 

- 外部取食者：取食种子的外表部分节肢动物在收获和清洁阶段常常被驱离。 

- 导致种子败育的内部取食者：取食种子内部的节肢动物通常使种子在成熟和收获前脱落。 

田间在成熟种子内部取食的节肢动物在种子货物中存在的可能性很高，因为

通常在收获期间随种子一起被采集。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有害生物风险管理阶段

进行考虑是必要的，以便确定这些节肢动物（如豆象科）是否在质量分级或检验

期间可见，是否能在储藏条件下存活。 

1.2 收获后有害生物 

储藏产品的节肢动物能侵染收获后的种子，特别是当种子储藏条件较差时

（如高湿或与以前储存的种子在一起）。通常用于高价值种子的良好的储藏条件，，

可大大降低或消除节肢动物取食储藏种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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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取食的储藏产品节肢动物在种子货物中存在的可能性较低。在种子上取食

但不附着在种子外部的节肢动物可能毁坏种子并导致作为污染有害生物的风险。

当卫生条件较差或杂质过多时，次要有害生物（如小蕈甲属、粉螨属、书虱属）

也可能存在。 

内部取食的储藏产品节肢动物在种子货物中存在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应当考虑

在储藏条件较差情况下侵染的可能性。内部取食种子的节肢动物能侵染打包前暴露

的种子。 

2. 真 菌 

与种子外部或内部有关系的真菌和类真菌生物可能不引起从种子生长出的植株

发病；然而，许多种类可引起腐烂、坏死、降低发芽和侵染苗木。种子病原真菌能

够根据田间病原体和仓储病原体进行分组。真菌可以在种子表面存在，或作为污染

有害生物混在种子中，可以被传入并扩散到寄主作物或其他作物（如通过污染生长

介质）。真菌可能存在于种子表面或内部，能以这种方式被传入或扩散到寄主作物

上去。 

3. 细 菌 

虽然不是所有的细菌都是种传有害生物，但是细菌能够分别通过外部或内部

侵染在种子表面或内部发现。 

4. 病 毒 

并非所有病毒都能种子传播。尽管存在烟草花叶病毒属的例外，一般来说，

只有种胚被侵染的病毒是种子传播的。对于种子传播的病毒，苗子侵染的百分率

经常低于种子侵染的百分率。 

5. 类病毒 

已经表明有许多但不是所有类病毒由种子传播。 

6. 植原体和螺原体 

在自然条件下，没有种子传播植原体和螺原体的确切证据。 

7. 线 虫 

多数植物寄生线虫种类被记载为内部或外部的根寄生；已知有些线虫种类危害

植株地上部分，包括种子（如鳞球茎线虫、小麦粒线虫、剪股颖粒线虫）。被确认

为种子传播有害生物的线虫通常是内寄生（内部取食者）种类。有些外寄生（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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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者）的种类在种子、植株残体和土壤中有休眠阶段（水稻干尖线虫），或变成

内寄生，侵入植物花序并发育成种子（如小麦粒线虫）。 

8. 作为有害生物的植物 

作为有害生物的植物种子（如杂草、寄生植物）可能在批量种子中作为污染

有害生物被传入到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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