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植物检疫处理由植物检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9年通过。
本附件为 ISPM 28:2007 年的描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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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范围
本处理适用于在 70Gy的最低吸收剂量下对水果和蔬菜进行辐射，按规定的效能阻止西印
度按实蝇成虫羽化。本处理应按照ISPM第 18 号（2003 年） 1规定的要求应用。
处理说明
处理名称

西印度按实蝇(Anastrepha obliqua)的辐射处理

有效成分

不详

处理类型

辐射

目标有害生物

西印度按实蝇（Anastrepha obliqua, Macquart）（双翅目：实蝇科）

目标限定物

西印度按实蝇的所有水果（包括坚果）和蔬菜寄主。

处理时间表
70Gy 的最低吸收剂量以阻止西印度按实蝇成虫羽化。
处理的效能和置信水平是 95%的置信水平下ED 99.9968 。
处理应按照 ISPM 第 18 号（2003 年）规定的要求应用。
本辐射处理不可应用于在改变过的空气条件下储存的水果和蔬菜。
其他相关信息
由于辐射可能不会导致即时死亡，检疫员可能在检验过程中发现活的但不能正常生长发育
的西印度按实蝇（幼虫和/或蛹）。这不意味着处理的失败。

1

植物检疫处理方法的范围不包括与农药登记或国内批准处理方法的其他要求相关的问题处理方法也不提供对人类健康或食品安全
具体影响的信息，此种影响应在处理方法获准之前通过国内程序解决。此外，应在国际采用之前审议处理方法对某些寄主商品产
品质量的可能影响。然而，可能需要进行更多审议，以评价某些处理方法对商品质量的可能影响。缔约方没有义务在其境内批准
、登记或采用这些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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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检疫处 理技 术小 组基于 Bustos 等（ 2004 ）， Hallman 和 Martinez（ 2001 ）以 及
Hallman 和 Worley（1999）开展的研究工作对本处理进行评估，该工作测定了辐射作为一种处
理，对葡萄柚和芒果中这一有害生物的效能。
推论本处理对所有水果和蔬菜具有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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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剂量，和寄主货物没有关系，以及对很多有害生物和货物的研
究证据。这些包括对以下有害生物和寄主的研究：墨西哥按实蝇(Anastrepha ludens) (和葡萄 柚
(Citrus paradisi) 、 芒 果 (Mangifera indica)) ， 加 勒 比 按 实 蝇 (A. suspensa) ( 和 杨 桃 (Averrhoa
carambola) 、 葡 萄 柚 (Citrus paradisi) 、 芒 果 (Mangifera indica)) ， 昆 士 兰 果 实 蝇 (Bactrocera
tryoni) (和脐橙(Citrus sinensis)、番茄(Lycopersicon lycopersicum)、苹果(Malus domestica)、 芒
果 (Mangifera indica) 、 鳄 梨 (Persea americana) 、 甜 樱 桃 (Prunus avium)) ， 苹 果 蠹 蛾 (Cydia
pomonella) (和苹果(Malus domestica)、人工饲料) 以及梨小食心虫 (Grapholita molesta) (和苹 果
(Malus domestica)、人工饲料) （Bustos 等，2004；Gould 和 von Windeguth， 1991； Hallman，
2004，Hallman 和 Martinez，2001；Jessup 等，1992；Mansour，2003；von Windeguth，1986；
von Windeguth 和 Ismail，1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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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如果有证据表明，将本处理扩展应用于该有害生物的所有寄主
是错误的，本处理将被重新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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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说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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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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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第 28 号：2007 年：附件 2 西印度按实蝇（Anastrepha obliqua）
的辐射处理 (2009)
罗马，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粮农组织
本附件由秘书处重订格式于 2012 年 9 月
出台背景：最后更新于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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