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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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为评估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提供指导，说明了在国

际运输中管理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的植物检疫措施。  

本标准未考虑作为一种单独商品运输、污染一种商品或用作包装材料的生长介质。 

参考资料 

本标准参考了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此类标准可从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获取：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ispms。 

定 义 

本标准中所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定义可参看第 5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植物检

疫术语表》）。 

要求概要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应为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提供技术

理由。 

生长介质成分的来源与生产方法可能影响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

风险。生长介质应在可防止污染或侵染的条件下生产、储存和保持。这些条件视使用

的生长介质种类而定。生长介质可能需要在使用前酌情进行处理。 

种植用植物的生产方法可能影响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  

本标准说明了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有关的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备选方案，

包括诸如处理、检验、取样、检测、检疫和禁令等植物检疫措施等。 

背 景 

土壤作为一种栽培介质，因其可能携带很多检疫性有害生物，被视为一种高风险

的途径；其他一些生长介质也被视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引入和传播途径。与种植用

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与生长介质生产和植物生产，以及两者相互

作用有关的一些因素。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is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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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制定了法律以限定生长介质的运输，特别是土壤或土壤作为生长介质的

一个成分、但不一定用于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运输。生长介质，特别是土壤

常被禁止。尽管可清除掉一些种植用植物上的生长介质，但要彻底杜绝与种植用植物

相关生长介质的运输却十分困难。一些植物只有在生长介质中运输时才能在调运过程

中存活下来。 

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影响 

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国际运输有关的有害生物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

负面影响。本标准的实施可显著降低与生长介质有关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入与扩散，

从而最终减少其负面影响。另外，根据本标准采取植物检疫措施还可降低其他生物传

入与扩散的概率，这些生物可能在其输入国成为外来入侵物种并进而影响生物多样性。  

一些植物检疫措施（如使用熏蒸剂的一些处理措施）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鼓励各国推动采用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的植物检疫措施。 

要 求 

1.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本标准针对生长介质、仅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但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时可能也需要考虑与这些生长介质相关的

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生长介质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应技术上合理，并应基于按照第 2 号国际植检措施

标准（《有害生物危险性分析框架》）、第 11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检疫性有害生物

风险分析》）及第 21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开展

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应包括考虑影响本标准所述生长介质的有害

生物风险的因素，以及第 36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种植用植物综合措施》）附件 1

所述与种植用植物生产相关的因素。种植用植物所引起有害生物风险及培养这些植物

的相关生长介质所引起有害生物风险应一起评估。 

应注意的是，与某种植物有关的生长介质携带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可能是其他植物

的有害生物，或作为其他有害生物的媒介。 

2. 影响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的因素 

种植用植物的生产方法可能影响所用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尽管一些生长

介质的天然生成过程可使其有害生物风险很低，但它们可能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受到

污染或侵染，取决于相关生长介质（即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类型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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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在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以确定适当植物检疫措施时，

可考虑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如附件 1、附件 2和附录 1所述）。基于输入国限定

的有害生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应包括考虑输入国和输出国的有害生物状况。另外，

有害生物风险还取决于： 

- 生长介质是新的还是使用过的 

- 生长介质的来源 

- 生长介质的成分 

- 生长介质生产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工程度和采用的任何处理方法 

- 在种植前（如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及植物繁育和生产时防止生长介质受到污染或

侵染的措施（如干净的植物原种使用、灌溉水处理、避免接触到土壤等） 

- 植物生产周期的长度 

- 某批货物中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的生长介质数量。 

在评估有害生物风险时，关于生长介质历史上或当前输入及其产地的资料可能会

十分有用。 

生长介质成分的来源与生产方法影响到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附件 1 列出了

生长介质的常用成分，并在它们以前未用作生长介质，而且以可防止其受到污染或再

污染的方法进行处理和储存的前提下指明了它们相对的有害生物风险。 

含有有机成分（包括植物残体）的生长介质比纯矿物或者合成的生长介质更有

可能携带有害生物，因而总体而言带来更大有害生物风险。如果生长介质由有机成分

组成，因为可能存在未知生物体，其有害生物风险会特别难以充分评估，因此所采用

处理方法应充分解决有害生物风险。 

3. 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备选方案 

可单独或组合采用以下措施，以确保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得到充分管理。 

3.1 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生长介质 

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生长介质可通过以下方法实现： 

- 采用以使生长介质不带有害生物的方法生产的生长介质 

- 使用采自非疫区或非疫生产点的生长介质或其成分 

- 在使用前对不是非疫的生长介质进行适当处理。 

应酌情在可对生长介质及其成分进行必要回溯和追踪的系统下生产生长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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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使其接触不到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条件下储存和保持非疫生长介质。生长介质

不应接触到植物、有害生物、未经处理的土壤、其他未经处理的生长介质或污染的水。

如未能达到这些要求，则应在使用前对生长介质进行适当处理。 

原定在非疫生长介质中种植的植物应不带相关检疫性有害生物。 

可采用以下措施来防止植物种植后对生长介质造成污染或侵染： 

- 使用干净工具、干净设备、干净容器等 

- 将植物相关生长介质保存在非疫区或非疫产地 

- 使用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水 

- 使用物理隔离（如受保护环境、防止有害生物随风传播、在接触不到土壤的

基架上生产）。 

在第 36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中举例说明了可能适用于生长介质的降低有害生物

风险的有害生物管理措施。 

3.2 处理 

可在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实施处理，以减少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可单独或

组合采用的处理措施包括： 

- 种植前或种植后对生长介质的处理（例如蒸汽处理、热处理、化学处理、组合

采用上述处理） 

- 对拟用于种植用植物生产的地块或栽培床的处理 

- 对灌溉用或用作生长介质的水或水基营养液的处理（如过滤、消毒）  

- 种植前对植物或植物繁殖器官（如种子、鳞茎、扦插材料）的处理 

- 清除生长介质1（如通过洗根或摇晃植株）。 

温度等因素可能影响处理的结果。同样，一些农药可能仅抑制而非根除有害生物

种群。可能有必要在实施处理后验证其有效性。 

处理后，应采取适当措施来避免再污染或再侵染。 

  

                                                      
1  在一些情况下，如获得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许可，输出前短时期内清除生长介质后，可以重新种植到以前未使

用过的、无有害生物的生长介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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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检验、取样与检测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可对生长介质的产地，以及加工或处理程序进行检验、监测

或批准，从而应确保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 

可能需要对种植用植物及相关的生长介质进行检验，以确定是否带有有害生物，

或确定是否符合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第 23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检验准则》）。然而，

生长介质中多数有害生物并不能仅靠检验发现，可能需要检测。 

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对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要求或实施抽样与检测（第

20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输入植物检疫管理系统准则》；第 31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货物抽样方法》）。然而，抽样与检测可能无法发现某些类型的有害生物，在生长介

质污染或侵染水平低时尤其如此。为了验证所要求的措施已经实施，检测可包括对指

示生物（易于检测到的生物，其存在表明所要求的措施未能奏效或未能落实）的检测。  

3.4 检疫 

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可要求对种植用植物所携带生长介质进行检疫，以减少有害

生物风险。检疫可采用检测、观察迹象或症状等办法，并在检疫期对种植用植物和这

些植物所携带生长介质进行处理。 

在有关有害生物风险的知识不够完整，或有迹象显示输出国采取的措施失败时

（如大量截获），也可利用检疫进行监测。 

3.5 禁令 

在前文所述措施被认为对某些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不适用、不可行或不充分

的情况下，可禁止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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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为本标准的规定性部分。 

附件1：生长介质的常用成分（按照有害生物相对风险递增的顺序排列） 

本表格中给出的近似排序针对的是以前未曾用于种植，并且以能防止污染或

侵染的方法（例如不带土壤）进行处理和储存的生长介质成分。 

本表概述了生长介质不同成分造成的相对有害生物风险，与种植用植物无关。 

  

生长介质的成分 有助于 

有害生物存活 

备注 

烘烤过的粘土颗粒 否 惰性材料 

合成介质（例如玻璃棉、矿石棉、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塑料颗粒、聚乙烯、
聚合物稳定淀粉、聚氨基甲酸酯、 

吸水聚合物） 

否 惰性材料 

蛭石、珍珠岩、火山岩、沸石、矿渣 否 生产时的热量使蛭石和珍珠岩基本
无菌 

粘土 否 

 

砾石、沙子 否 

 

纸，包括波形纸板 是 高水平加工 

组织培养介质（琼脂类） 是 使用前通过高压蒸气处理或灭菌 

椰子纤维（椰壳纤维/可可泥炭） 是 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加工水平 

锯屑、木材刨花（细刨花） 是 颗粒大小和热处理可影响有害生物
存活的概率 

水 是 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来源和处理 

方法 

木片 是 颗粒大小可影响有害生物存活的 

概率 

软木 是 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加工水平 

泥炭（泥炭土除外） 是 在其产地未接触到农业生产（例如
经过认证的沼泽地）的情况下有害
生物风险较低。泥炭可能含有植物
类有害生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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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活力的苔藓（泥炭藓） 是 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加工水平。活
苔藓（泥炭藓）可能含有植物类有
害生物的种子。 

其他植物材料（如稻壳/糠、谷壳、 

咖啡果壳、落叶、甘蔗榨渣、葡萄 

榨渣、可可豆荚、油棕壳炭） 

是 经过处理或来自无侵染的清洁来源
可降低有害生物风险 

树皮 是 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来源（可能携
带森林有害生物）与加工或发酵的
程度 

生物废弃物 是 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来源与加工 

程度 

堆肥（如城市废弃物堆肥、农业废弃
物堆肥、腐殖质、腐叶土） 

是 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来源与加工或
发酵的程度。植物类有害生物的种
子很普遍。 

土壤 是 经过处理可降低有害生物风险 

树蕨板 是 有害生物风险取决于来源和处理 

蚯蚓粪 是 可能含有未消化的有机物残留。蚯
蚓粪应按要求早日制备，并予以处
理以便在用作生长介质之前消灭所
有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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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为本标准的规定性组成部分。 

附件2：生长介质及可有效管理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生长介质的有害生物风险的措施示例 

生长介质 水与养分 措 施 示 例 

经过灭菌（如加热至特定

温度并保持一定时间）的

生长介质 

供应经灭菌、处理或

过滤（无有害生物）

的水 

在能防止有害生物

侵染的条件下保存 

在保护条件下由

种子长出的植物 

珍珠岩、蛭石等惰性材料 无菌水基营养液 在能防止有害生物

侵染的条件下保存 

在确认没有有害

生物的情况下用

于水培的植物 

组织培养介质 包含在无菌介质中 在无菌条件下保存 在密闭容器中运

输的组培植物 

水 水或水基营养液 可要求灭菌、处理

或过滤过的水 

水中生根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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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供参考，不属于本标准的规定性内容。 

附录1：国际运输中种植用植物与生长介质通常组合示例 

植物类型 生长介质 备注 

人工矮化苗木 土壤 一般很难完全冲洗掉植物根部的土壤。可使用综

合的风险控制措施将植物移栽到无土生长介质中

并让其在温室中生长，以尽可能减少其有害生物

风险。 

裸根苗木 土壤或无 裸根是一种树木栽培技术，通过该技术将田间生

长的乔木或灌木挖出，使其进入休眠状态。可摇

晃苗木以清除部分土壤，或冲洗掉所有土壤和生

长介质。植物的大小和根部结构，以及土壤的类

型对能否清除根系中的土壤有很大影响。 

休眠鳞茎与 

块茎、块根及

草本多年生根 

土壤、泥炭或无 鳞茎、块茎（包括球茎和根状茎）、块根及草本多

年生根一般在田间繁育和生长，但在休眠且无生

长介质的情况下运输。然而，休眠鳞茎有时可能

和生长介质一起被包装成“生长套装”。如果植物

未在介质中生根，这些生长介质可被视为单独的

商品（包装材料）。 

附生植物 树蕨板、树皮、无活力

苔藓（泥炭藓）、 

火山渣、岩 

附生植物，例如凤梨和兰花，通常和树蕨板、树

皮、木材、无活力苔藓（泥炭藓）、火山渣、岩等

一起运输。这些材料一般用于支撑和装饰，而非

真正的生长介质。 

苗木、枝条 多种（包括泥炭、 

蛭石，土壤是一种 

污染物） 

这些幼小植物一般在土壤或装在容器或托盘中的

无土生长介质中扎根。 

景观和开花的

室内植物 

多种（包括合成介质、

蛭石、珍珠岩、可可 

泥炭） 

植物可在田间土壤中生长，也可作为装在容器中

的苗木、或作为盆栽温室植物在无土生长介质中

生长。 

长自种子的 

植物 

多种（含泥炭、蛭石、 

珍珠岩） 

一年生和多年生植物一般自种在生长介质中的种

子长出，并在生长介质中带根运输。 

在水或水基 

营养液中生根

的植物 

水或水基营养液 一些植物可在有或没有合成生长介质的情况下，

从插在水中或水基营养液中的切枝上长出。 

带根草本切花 多种（包括泥炭、 

可可泥炭、合成介质、

带根草本切花一般在装在泥炭盆或可可罐中的无

土生长介质中扎根和运输。根系纤弱，无法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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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活力苔藓（泥炭藓） 伤害植物的情况下清除生长介质。 

组培植物 无菌、琼脂类 组培植物的生产与无菌琼脂类生长介质有关，可

在密封的无菌容器或无琼脂条件下运输。 

乔木与灌木 土壤 在苗木贸易中，包括园景树在内的较老的乔木和

灌木常作为挖出的树或“土球包扎”运输。 

草坪草 土壤 草坪草带有大量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