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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本标准已由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于 2004年 4月批准。 

引言 

范围 

    本标准为进行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提供准则。它描述了为

达到有害生物容许程度而用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方案选择的综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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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1 

    本标准中所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定义见 ISPM第 5号（《植物检疫术语表》）。 

要求概要 

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的目的是，在一个特定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地区确定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的有害生物，评估其风险以及酌情确定风险管理备选方案以达

到容许程度。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过程的开始）包括确定与种植用植物相关的有害生物，它们不是检疫性有害

生 物，但可能受到管理方面关注，并且应当考虑对被发现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进行风

险分析。 
                                                      
1方括号中的参考资料系指术语的定义或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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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风险评估）首先对与种植用植物及其原定用途相关的单个有害生物进行分

类，以确定是否符合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标准。风险评估接着进行分析，以确定种

植用植物是否是有害生物侵染主要来源，确定有害生物对那些种植用植物的原定用途造

成的经济影响是否不可接受。 

第三阶段（风险管理）包括确定有害生物的容许程度以避免造成第二阶段所确定的不可

接受的经济影响，并确定管理方案以达到这一容许程度。 

背景 

    某些有害生物为非检疫性有害生物，需要采取植物检疫措施，因为这些有害生物在种植用

植物中的存在，造成与这些植物原定用途有关的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这种有害生物就是非检

疫性限定有害生物，在输入国存在并往往扩散，应知道其经济影响。 

    对特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而言，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目的

是，确定与种植用植物有关的有害生物，评价其风险，酌情确定风险管理方案以达到容许程

度。 

    正如《国际植保公约》（1997 年）所要求的，涉及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植物检疫措

施应当在技术上加以证明。将一种有害生物列为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以及对于与该种有害生

物有关的植物品种的引入进行任何限制，应通过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加以证明。 

    有必要证明，种植用植物是有害生物的传播途径，而且种植用植物是对那些植物原定用途

造成不可接受经济影响的有害生物主要侵染源（传播途径）。无需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定

植的可能性或长期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市场准入（即出口市场准入）和环境影响与非检疫性限

定有害生物无关，因为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已经存在。 

    在 ISPM 第 5 号术语表补编 1：《官方防治限定有害生物概念的解释和应用准则》中，提

出了官方防治要求；在 ISPM 第 16 号（2002 年）中，提出了确定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标

准。在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时，应考虑这些标准。 

1． 原定用途和官方防治 

    进一步了解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定义中某些术语，对于应用这一标准或许是重要的。 

1.1 原定用途 

种植用植物的原定用途可能有： 

— 为直接生产其它商品类别（如水果、插花、木材、谷物）而种植 

— 增加相同的种植用植物数量（例如块茎、插枝、种子） 

— 保持已种植状况（如观赏植物）；这包括原定用于休闲和美化等目的或其它用途的植

物。 

    如果原定用途是为了增加同类种植用植物的数量，可以在一个认证计划范围内包括生产不

同类别的种植用植物，如用于植物育种或进一步繁殖。作为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进行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的一部分，这一差别可能与确定损害临界值和有害生物风险管理备选方案特别相

关。这些类别的区分应当有技术理由。 

    在具有技术理由的情况下，还可以区分商业用途（涉及销售或打算销售）和非商业用途

（不涉及销售而仅限于数量较少的供私人使用的种植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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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官方防治 

    在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定义中，“限定”系指官方防治。对于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

物，则需要以植物检疫措施的形式进行官方防治，以便在特定种植用植物中抑制这些有害生

物。（见 ISPM第 16号：2002年  第 3.1.4 节）。 

关于限定有害生物官方防治概念的理解和应用的原则和标准是： 

— 无歧视； 

— 透明度； 

— 技术理由； 

— 实施； 

— 强制性； 

— 应用地区； 

— 国家植保机构的权限和参与。 

    关于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官方防治计划可以在国家、国内地区或地方各级采用。（见

ISPM 第 5号术语表补编 1） 

要求 

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将按顺序实施以下步骤，但不一定按某一特定顺序进

行。有害生物风险评估仅需技术上合理的复杂程度。这一标准允许按照 ISPM 第 1 号（1995

年）中规定的必要性、最小影响、透明度、等同性、风险分析、受控制的风险和无歧视等原则

以及官方防治的解释和应用（见 ISPM 第 5 号术语表补编 1），对一项特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进行评定。 

2. 第一阶段：开始 

    开始阶段的目的是确定特定种植用植物的有害生物，它们可能作为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

受到管理，应当根据种植用植物的原定用途，在被发现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进行风险分析。 

2.1 起始点 

可以由于下述原因开始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过程： 

— 确定可能成为潜在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途径的种植用植物 

— 确定可以被称为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有害生物 

— 审查或修改植物检疫政策和重点，包括官方认证计划的植物检疫成分。 

2.1.1 由于确定种植用植物可以作经非经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途径而开始经行有害生物

经经分析 

在下述情况下可能会要求对种植用植物进行新的或经修改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 认为种植用植物新品种需要管理 

— 查明种植用植物对有害生物的易感染性或抗性有变化。 

    利用来自官方来源、数据库、科学文献和其它文献或专家磋商会的信息，将有可能与种植

用植物相关的有害生物列入清单。理想的做法或许是根据专家的意见将清单按优先重点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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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发现可能与种植用植物有关的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可以就此终

止。 

2.1.2 由一种有害生物开始的有害生物经经分析 

在下述情况下可能会要求就与种植用植物有关的有害生物进行新的或经修改的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 

— 通过科学研究，确定有害生物带来的新的风险（如有害生物病毒性出现变异或一种生物

体被证明是有害生物媒介）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发现下述情况： 

• 有害生物的普遍性和发生率出现变化 
• 有害生物状况出现变化（如检疫性有害生物已广泛传播，或已不再作为检疫性

有害生物予以管理） 
• 出现一种新的有害生物，不适合作为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管理。 

2.1.3 由植物经疫政策经经或修改引起的有害生物经经分析 

由于下述情况而出现政策关注，可能要求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进行新的或经修改的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 

— 考虑制定一项官方防治计划（如认证计划），包括将对一种有害生物采用的措施强度，

以避免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种植用植物中的特定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造成不可接受的

经济影响 

— 为了将植物检疫要求扩大到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已进行管理的种植用植物输入 

— 获得新的系统、过程、植物保护程序，或能够影响过去决定的新的信息（如一种新的处

理方法或丧失一种处理方法，或者一种新的诊断方法） 

— 作出决定审查植物检疫法规、要求和活动（如作出决定将一种检疫性有害生物改列为非

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 

— 对另一个国家、区域组织（区域植保组织）或国际组织（粮农组织）提出的建议进行评

估 

— 有关植物检疫措施方面发生争端。 

2.2 有害生物经经分析区的经定 

    应当确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以便对将要实施或打算实施官方防治以及需要这方面信息的

区域作出定义。 

2.3 信 息 

    信息收集是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所有阶段的主要成分。它在开始阶段很重要，目的是澄清有

害生物的特性、其分布情况、经济影响以及与种植用植物的关联。将根据需要收集其它信息，

以便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中作出必要决定。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信息可以来自各种来源。根据《国际植保公约》（第 VIII 条第 1c

款），提供关于有害生物状况的官方信息是一项义务，官方联络点帮助提供此类信息（第

VIII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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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经去有害生物经经分析的经经 

    在实施一项新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之前应当核查是否已对种植用植物或有害生物进行了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针对其它目的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如检疫性有害生物，可以提供有用

的信息。如果以前进行过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那么考虑到情况有可能已经变

化，应当对其有效性进行核实。 

2.5 开始经段的经经 

    在开始阶段结束时，与种植用植物有关联的被确认为潜在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有害生

物将进行下个阶段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 

3. 第二阶段：有害生物风险评估 

有害生物风险评估过程可分为三个相关的步骤： 

— 有害生物分类 

— 对种植用植物作为有害生物主要侵染源进行评估 

— 对于与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有关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 

3.1 有害生物分经 

    开始时可能不清楚需要对第一阶段确定的哪些有害生物进行风险分析。分类过程检查每一

个有害生物，看它是否符合定义中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标准。 

    在开始阶段，确定了供分类和作进一步风险分析的某个有害生物或有害生物清单。在深入 

检验之前有机会对某个生物或某些生物不予考虑，这是分类过程的宝贵特点。 

    有害生物分类的一个有利条件是，没有什么证据就可以进行。然而，应有足够证据进行适

当分类。 

3.1.1 分经要素 

作为特定种植用植物中潜在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有害生物分类包括下列要素： 

— 有害生物的特性、寄主植物、研究中的植物器官和原定用途 

— 有害生物与种植用植物的联系以及对其原定用途的影响 

— 有害生物的存在和管理状况 

— 表明有害生物对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的经济影响。 

3.1.1.1 有害生物的特性、寄主植物、研究中的植物器官和原定用途 

应对下列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 

— 有害生物的特性 

— 限定或潜在限定寄主植物 

— 研究中的植物器官（插枝、鳞茎、种子、组织培养植物、根茎等） 

— 原定用途。 

    这是为了确保分析的对象是特殊有害生物和寄主，并确保使用的生物信息与研究中的有害

生物、寄主植物和原定用途有关。 

    一般说来，物种就是有害生物的分类单位。如果使用更高一级或更低一级分类，应具备坚

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如使用低于物种一级的分类（如种）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诸如病毒性、

寄主范围或关系差异等方面的因素足以对植物检疫状况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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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寄主的分类单位也是物种。使用更高一级或更低一级的分类应当有坚实的科学

依据的支持。如使用低于物种一级的分类，如变种，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诸如寄主易感染性

或抗性差异等方面的因素足以对植物检疫状况造成影响。不应使用高于种（属）或已知属的未

确定种的种植用植物的物种分类，除非正在为同样原定用途而对该属所有种进行评估。 

3.1.1.2 有害生物与种植用植物的经系和经经些植物原定用途的影响 

    有害生物的分类应考虑它与种植用植物的联系和对原定用途的影响。当由于出现某种有害

生物而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时，有可能发现一种以上寄主。应当对官方防治研究中的每一个

寄主品种和植物器官进行分别评定。 

    如果分类能够清楚地表明有害生物与种植用植物或研究的植物器官没有关联，或者不影响

那些植物的原定用途，那么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可以就此结束。 

3.1.1.3 有害生物的存在和管理状况 

    如果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发现有害生物而且它是处于官方防治状态（或正在考虑进行官

方防治），该有害生物可能符合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标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可以继

续进行。 

    关于具有相同原定用途的已确定种植用植物方面，如果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未发现有害

生物或有害生物没有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进行官方防治，或者在近期预计不会进行官方防

治，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可以就此结束。 

3.1.1.4 经估有害生物经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的经经影响 

    应当明确说明，有害生物会给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带来经济影响（见 ISPM 第 5 号术语表

补编 2：《潜在经济重要性和有关术语理解准则》）。 

    如果所掌握的信息表明，有害生物不会造成经济影响或没有关于经济影响方面的信息，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可以就此结束。 

3.1.2 有害生物分经的经经 

如果已经确定有害生物有可能成为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即： 

— 种植用植物是一个途径，而且 

— 该有害生物可能产生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而且 

— 该有害生物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发现，而且 

— 在确定的种植用植物方面对其进行或预计进行官方防治，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应当继续进行。如果有害生物不能达到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所

有标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过程可以结束。 

3.2 经种植用植物作经有害生物主要侵染源经行经估 

    由于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存在潜在的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有必要确定种植用植物是

否是有害生物侵染这些植物的主要来源。为此，应当对所有侵染源进行评估并将结果列入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 

根据以下方面评价所有侵染源： 

— 有害生物和寄主的生命周期、有害生物流行病学和有害生物侵染源 

— 确定有害生物侵染源的相对经济影响。 

    在分析有害生物主要侵染源时，应考虑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的条件和官方防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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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有害生物和寄主的生命周期、有害生物流行病学和有害生物侵染源 

    这一部分的评估旨在评价有害生物与种植用植物之间的关系，确定所有其它有害生物侵染

源。 

通过分析有害生物和寄主生命周期来确定所有其它侵染源。有害生物的不同侵染源或途径可包

括： 

— 土壤 

— 水 

— 空气 

— 其它植物或植物产品 

— 有害生物传病媒介 

— 受感染机械或运输方式 

— 副产品或废弃物。 

    由于自然运动（包括风、传病媒介和水道）、人类行动或这些侵染源的其它手段，可能发

生有害生物侵染和传播。应当审查这些途径的特点。 

3.2.2 确定有害生物侵染源的相经经经影响 

    这一部分的评估旨在确定，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以及对有关植物的原定用途而言，种植

用植物的有害生物侵染与其它侵染源的相对重要性。应当利用 3.2.1 节中的信息。 

评价将处理种植用植物中有害生物侵染对于有害生物流行病学的重要性。评价还将处理其他侵

染源对于有害生物发展及其对原定用途的影响的贡献。所有这些来源的重要性可能受到以下因

素的影响： 

— 种植用植物的有害生物生命周期数（例如单生命周期或多生命周期有害生物） 

— 有害生物的繁殖生物学 

— 途径效率，包括传播机制和传播率 

— 继发侵染，从种植用植物传播到其它植物 

— 气候因素 

— 耕作方法，收获前和收获后 

— 土壤种类 

— 植物的易感染性（例如未成熟植物可能或多或少易感染各种有害生物；寄主抗性/易感染

性） 

— 传病媒介的存在 

— 天敌和/或拮抗生物的存在 

— 其他易感染寄主的存在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普遍存在有害生物 

— 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采用官方防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 

    种植用植物中有害生物最初侵染的不同种类和速度（种子对种子、种子对植物、植物对植

物、植物本身），可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它们的重要性可能取决于种植用植物的原定用

途，因此应当进行评估。例如，对进一步繁殖用种子或打算继续保持已种植状况的种植用植物

而言，同样的最初有害生物侵染可能产生很不相同的影响。 

    其它因素可能影响对于主要侵染源的评价，即是种植用植物还是其它侵染源。这些因素可

能包括有害生物在植物生产、运输或储存期间生存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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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经于种植用植物作经有害生物主要侵染源经行经估的经经 

    关于主要通过种植用植物传播、影响这些植物的原定用途的有害生物，须进行下个阶段的

风险评估，以确定是否产生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 

    如果发现种植用植物不是主要侵染源，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可以就此结束。如果还涉及其它

侵染源，应当评价这些侵染源对种植用植物的原定用途所造成的损害。 

3.3 经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的经经影响的经估 

    这一步骤中所说明的要求表明为确定是否有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而进行分析所需的信息。

以前为制定官方有害生物防治计划而可能已经分析了对相同原定用途的种植用植物有害生物的

经济影响。由于情况和信息可能有了变化，应当核实任何数据的有效性。 

    应酌情获取具有货币价值的量化数据。也可以利用有害生物侵染之前和之后相对产量或质

量水平等质化数据。有害生物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可能因种植用植物的原定用途不同而异，因此

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涉及到多个侵染源，应表明有害生物对种植用植物的经济影响是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

的主要来源。 

3.3.1 有害生物的影响 

    由于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存在有害生物，应提供关于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的详细资

料。应查阅并酌情记载国家文献和国际文献中的科学数据、管理资料和其它资料。在经济分析

过程中考虑的影响主要是对种植用植物及其原定用途的直接影响。 

确定经济影响的相关因素包括： 

— 可销售产量减少（例如减产） 

— 质量下降（如酿酒葡萄中糖分减少、销售产品降级） 

— 有害生物防治的额外费用（如选株、施用农药） 

— 收获和分级（如淘汰）的额外费用 

— 再种植费用（如由于植物生命力丧失） 

— 由于必须种植替代作物而带来的损失（如由于需要种植同一作物或不同作物的低产抗性

品种）。 

    在特殊情况下，在生产地点对其它寄主植物的有害生物影响可视为相关因素。例如，某些

寄主植物变种或品种可能没有受到所评估的有害生物侵染的严重影响。然而，种植此类受侵染

寄主植物可能对于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生产地点易感染寄主产生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对这些植物原定用途的影响评估可能包括在生产地点种植的所有相关寄主植物。 

    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影响可能只有在一个很长时期之后才显著（例如多年生作物的变性疾

病，休眠期很长的有害生物）。此外，植物的侵染可能造成生产地点感染，从而对将来作物产

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原定用途的影响可能持续到第一个生产周期之后。 

    在确定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经济影响时，对市场准入或环境卫生的影响等有害生物影

响不视为相关因素。然而，作为其它有害生物的一个传病媒介的能力可以视为一个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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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有关原定用途的侵染和经害经界经 

    应当提供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所有有关侵染源关于有害生物对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造成损

害的程度的量化数据或质化数据。如果种植用植物是唯一侵染源，这些数据为确定有关对原定

用途产生经济影响的侵染临界值及其带来的损害临界值提供依据。 

    如果还牵涉到其它侵染源，应当评估这些侵染源所造成的损害在总损害中所占的比例。应

当将有害生物对种植用植物所造成的损害比例与其它来源所造成的损害比例进行比较，以确定

它们对有关这些植物原定用途的损害临界值的相对比例。 

    确定侵染临界值将有助于确定有害生物风险管理阶段的适当容许水平（见 4.4 节）。 

    如果缺乏关于种植用植物中有害生物初期侵染所造成的有害生物损害方面的量化资料，可

以根据 3.2.1节和 3.2.2节所获得的信息采用专家的意见。 

3.3.3 经经经影响的分析 

    如上所述，有害生物的主要影响如损害，在国内具有商业性质。应当查明这些影响并进行

量化。审议有害生物通过改变生产成本、产量或价格从而改变生产者利益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可能是有益的。 

3.3.3.1分析技经 

可与经济专家磋商采用分析技术，以便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经济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分

析。他们应结合已查明的所有影响。这些技术（见 ISPM 第 11 号 Rev.1：2004 年，2.3.2.3

节）可以包括： 

— 部分预算：如果有害生物行为对生产者利益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一般限于生产者并且据认

为较小，这一技术就足够了 

— 部分平衡：如果在 3.3.3 节项下生产者利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如果消费者需求没有

发生重大变化，建议采用这一技术。必须采用部分平衡分析来衡量利益变化或者由于有

害生物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而出现的实际变化 

    应当提供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有害生物对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的经济影响数据；可以提供

经济分析。关于有害生物的某些影响，数据可能难以确定或易变和/或可能仅有量化资料。在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中应说明难以确定和易变的领域。 

    对某些分析技术的使用往往因以下因素而受到限制：缺乏数据，数据的不确定性以及关于

某些影响只能获取质量信息。如果不能从数量上衡量经济影响，可以提供关于影响的质量信

息。还应当提供关于作决定时如何利用了这些信息的说明。 

3.3.4 经经经影响的经估经经 

    这一步骤中所描述的经济影响评估结果一般以货币价值表示。经济影响也可以以质量形式

表示（如侵染之前和之后的相对利益），或者采用非货币方式的量化措施（如产量吨数）。应

当明确说明信息、假设数和分析方法的来源。关于经济影响是可接受还是不可接受，需要进行

评估。如果经济影响可以接受（即没有什么损害或者损害主要由于其它来源而不是种植用植物

造成），那么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可以停止。 

3.4 不确定性程度 

    对侵染源的经济影响和相对重要性进行估计时可能涉及不确定性。重要的是，在评估中证

明不确定性领域和不确定性程度，并表示何处利用了专家意见。这对于透明度而言很有必要，

还可以有助于确定研究需要及其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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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害生物经经经估经段的经经 

    由于进行了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已经获得并记载了对于种植用植物作为有害生物主要侵染

源的量化或质化评价以及对经济影响的相应量化或质化估计，或者可能已经给予总的评分。 

    如果认为风险可以接受或者由于无法通过官方防治进行管理而应该接受（例如其它侵染源

所引起的自然扩散），没有理由采取措施。国家可以决定保持适当监测或检查以确保发现将来

有害生物风险的变化。 

    如果已确定种植用植物是有害生物的主要侵染源，并已经表明对这些植物原定用途的经济

影响不可接受，那么可以认为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是适宜的（第三阶段）。这些评价连同有关不

确定性，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有害生物风险管理阶段加以利用。 

4. 第三阶段：有害生物风险管理 

    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的结论用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风险管理及将采用的措施力度。 

    如果种植用植物是有害生物的主要侵染源并且发现对这些植物原定用途的经济影响不可接

受（第二阶段），那么就采用风险管理（第三阶段），以确定可能的植物检疫措施，旨在拟制

风险及从而使风险降至或者低于可接受水平。 

    对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进行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最常用方法是，为实现有害生物适当容

许程度而制定措施。同一容许程度还应适用于国内生产和进口要求（见 2002 年 ISPM 第 16 号

6.3 节）。 

4.1 所需的技经信息 

在有害生物风险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决定将根据在前几个有害生物风险分析阶段中所搜集的信

息，特别是生物信息作出。这些信息将包括： 

— 开始这一过程的理由； 

— 种植用植物作为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一个来源的重要性； 

— 评价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的经济影响。 

4.2 经经水平和可接受性 

    在实施控制的风险原则时，国家应当确定本国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可接受风险水平可以用几种方式表示，如： 

— 提及现有国内生产可接受风险水平； 

— 参照估算的经济损失； 

— 以风险容许比例表示； 

— 与其它国家所接受的风险程度相比。 

4.3 在经明和经经适当经经管理方案经需要考经的因素 

在限制有害生物对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的经济影响方面，应根据其效益选择适当措施。选择应

根据以下考虑作出，这些考虑包括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若干植物检疫原则（ISPM 第 1 号 1993

年）： 

— 已表明经济有效并且可行的植物检疫措施－措施的费用不应当超过经济影响。 

— “最低影响”原则－措施所产生的贸易限制不应当超出必要的程度。 

— 评估现有植物检疫要求－如果现有措施有效，不应当提出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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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性”原则－如果发现不同植物检疫措施具有同样效益，应将这些措施作为可供选

择的措施。 

— “无歧视”原则－有关输入的植物检疫措施不应当比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内所采用的那

些措施更加严格。在同样植物检疫状况的输出国之间，植物检疫措施不应当有歧视。 

4.3.1 无歧经 

对某种有害生物而言，输入与国内要求之间应保持一致（见 ISPM第 5号术语表补编 1）： 

— 输入要求不得严于国内要求 

— 国内要求应在输入要求之前生效或与输入要求同时生效 

— 国内要求和输入要求应当相同或等效 

— 国内要求和输入要求的强制成份应当相同 

— 输入货物的检验强度应与国内防治计划等同程序相同 

— 在违规时，应对输入货物采取与国内采取的相同或等同行动 

— 如果在国内计划中采用容许程度，同样的容许程度也应适用于等同的输入材料，如一项

认证计划内同一种类或者同一发展阶段。特别是如果因侵染程度未超过一定程度而国内

官方防治计划未采取任何行动，则在侵染程度未超过同样程度时不应对输入货物采取任

何行动。输入时，遵照输入容许程度由检验或检测加以确定。国内货物的容许程度则应

在采用官方防治最后地点加以确定； 

— 如果在国家官方防治计划中可允许降级或重新分类，则应对输入货物提供类似的选择。 

    如果国家已有或者正在考虑非国内生产的种植用植物的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输入要

求，植物检疫措施应当具有技术理由。 

    关于种植用植物品种（包括一项认证计划内的不同种类）及其原定用途，措施应当尽可能

准确以防止贸易壁垒，如没有理由地限制产品输入所产生的贸易壁垒等。 

4.4 容经量 

就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而言，适当容许量的确定可用于将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这些容许量

应当根据造成不可接受经济影响的种植用植物的有害生物侵染水平（侵染临界值）确定。容许

量就是指标，如果超过则可能对种植用植物产生不可接受的影响。如果在风险评估阶段已经确

定了侵染临界值，在确定适当容许量时应考虑这些临界值。容许量应考虑适当科学信息，包

括： 

— 种植用植物原定用途 

— 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别是流行病学特点 

— 寄主的易感染性 

— 抽样程序（包括可信区间）、检测方法（包括确切估计数）、鉴定的可靠性 

— 有害生物程度与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的气候和耕作方法。 

上述信息可以通过可靠研究获得，也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获得： 

— 国家内有关种植用植物的官方防治计划的经验 

— 从种植用植物认证计划获得的经验 

— 种植用植物输入史 

— 有关植物、有害生物、生长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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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零容经 

零容许程度不大可能成为一个普遍要求。在下述情况下零容许程度可能具有技术理由： 

— 如果种植用植物是这些植物原定用途的唯一有害生物侵染源并且有害生物侵染程度将造

成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例如用于进一步繁殖的核心材料，或在原定用途是进一步繁殖

的情况下一种病毒变性疾病）； 

— 有害生物符合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明确标准，并且有一项官方防治计划要求所有国

内产地或生产点相同原定用途的种植用植物没有有害生物（零容允许量）。可以采用

ISPM 第 10号（1999年）所说明的类似要求。 

4.4.2 经经适当容经程度 

    根据以上分析，应当选择一个容许程度，旨在避免 3.3.4 节中所评估的不可接受的经济影

响。 

4.5 经经要求的容经程度的经经方案 

    有一些方案可能实现要求的容许程度。认证计划往往有助于实现要求的容许程度，并可能

包括可能与所有管理方案相关的成份。认证计划的互相承认可能促进健康植物材料的贸易。然

而，认证计划的某些方面（例如品种纯度）没有意义（见 2002 年 ISPM 第 16号第 6.2节）。 

    管理方案可能由两个方案的组合或者更多方案的组合组成（见 ISPM 第 14 号：2002

年）。关于要求的容许量的抽样、检测、检验可能适用于所有管理方案。 

这些方案可能适用于： 

— 产区 

— 产地 

— 亲本材料 

— 种植用植物货物。 

    ISPM第 11号 Rev.1（2004年）第 3.4节也提供了关于确定和选择风险管理方案的信息。 

4.5.1 产区 

下列方案可应用于种植用植物的产区： 

— 处理 

— 有害生物低发生率地区 

— 有害生物不存在的地区 

— 缓冲区（如河流、山脉、城区） 

— 监测调查。 

4.5.2 经地 

下列方案可应用于种植用植物的产地以达到所要求的容许程度： 

— 隔离（地点或时间） 

— 非疫产地或非疫生产点（见 ISPM第 10号：1999年） 

— 耕作方法（如选株、有害生物和传病媒介防治、卫生、上茬作物、前次处理） 

—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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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经本材料 

下列方案可应用于种植用植物的亲本材料以达到所要求的容许程度： 

— 处理 

— 使用抗性品种 

— 使用健康种植材料 

— 分类、选株 

— 挑选繁殖材料。 

4.5.4 种植用植物经物 

下列方案可应用于种植用植物货物以达到所要求的容许程度： 

— 处理 

— 制备和装卸条件（如贮藏、包装和运输条件） 

— 分类、选株、重新分类。 

4.6 经经容经程度 

    可能需要检验、抽样和检测来确认种植用植物达到容许程度。 

4.7 有害生物经经管理的经经 

在有害生物风险管理阶段结束时确定： 

— 适当容许程度 

— 管理方案，以达到这一容许程度。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决定是否接受有害生物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如果有可接受的风险管

理方案，这些方案形成植物检疫法规或要求的基础。 

    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的措施应当仅与种植用植物有关。因此，只能选择与种植用植物货

物相关的管理方案，并将其包括在植物检疫要求中。诸如有关亲本材料、产地或产区等其它管

理方案可以列入植物检疫要求，但应与要求达到的容许程度相联系。对于提出的等同措施应进

行评价。还应当按要求提供有关作为替代方案提出的那些方案的功效方面的信息，以便协助有

关方面（国内产业以及其他缔约方）遵守检疫要求。确认达到容许程度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货物

进行检测，但是检测或检验可以被用作酌情进行的一项检查。 

5. 植物检疫措施的监测和审查 

    “修改”原则阐明：“应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掌握的新情况，确保及时修改植物检疫措施，

如果发现已无必要则应予以取消”（见 ISPM 第 1号：1993年）。 

    因此，特定植物检疫措施的实施不应当被认为是永久的。在应用以后，应通过监测来确定

这些措施是否成功实现其目标。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的时间、地点监测种植用植物和/或损

害程度来实现。应定期审查有关支持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信息，确保新出现的信息不会导致已

采取的决策失效。 

6.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文献 

    1997 年《国际植保公约》（第 VII 条第 2c 款）和“透明度”的原则（见 ISPM 第 1 号：

1993 年）要求，缔约方应根据要求提供采取植物检疫要求的理由。从开始到有害生物风险管

理的整个过程应当有充分的文件记录，以便在收到关于措施理由的请求时或出现争端时，或者

当审查措施时，能够明确地说明形成管理决定所使用信息的来源和理由。 



ISPM 21 非检疫性限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ISPM 21-18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文献的主要成分是：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目的 

— 有害生物、寄主、植物和/或研究中的植物器官或类别、有害生物清单（适当时）、侵染

源、原定用途、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区 

— 资料来源 

— 有害生物分类清单 

— 风险评估结论 

— 风险管理 

— 确定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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