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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ntry 
pest risk analysis of China was conducted on five 
aspects, such as leg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procedures, technical 
method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isk analys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est risk 
analysis (PRA)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become 
the basis for developing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plant quarantine.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the legal framework,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he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the 
technology methods of PRA were initially 
established in China. A great deal of PRA reports 
had been finish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ere also established. The recommendations related 
to how to improve the entry pest risk analysis were 
also made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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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法律制度、组织架构和工作程序、风

险分析应用、技术方法以及辅助工具研究等五个

方面，对我国进境植物检疫风险分析现状进行了

全面的综述。认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已经成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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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出境植物检疫政策和措施的基础，在我国进

出境植物检疫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经过多年实

践，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分析的法律

制度、组织架构和工作程序以及风险评估技术体

系，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实践活

动，在辅助工具的开发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本文还就如何完善进境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工作提

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进境；植物检疫；风险分析；进展 

1 前言 

风险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不利事件对作用对

象的影响程度[1]。进境植物检疫的核心任务是防

止外来重要植物有害生物传入，其本质就是对外

来植物有害生物传入的风险进行科学分析和评

估，以确定采取措施的力度。 
早期的进境植物检疫对危险“对象”采取的是

全面禁止进口的“零风险”管理措施，但世界贸易
组织(简称WTO)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实施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简称《SPS协定》)，
明确要求各缔约成员通过科学评估承担“可接受
的检疫风险”，并保证各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简称 SPS 措施)建立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基础
之上，从而将 SPS措施对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限
度[2]，因此，《SPS协定》推动了进出境植物检疫
从“零风险”向“可接受风险”转变，管理从管“对象”
向管“风险”转变，同时推动了风险分析在进境植
物检疫领域的应用。为协调 WTO 各成员植物检
疫风险分析工作，1995 年以来，WTO 承认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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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际组织之一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简称

IPPC）秘书处，陆续发布了 4项与植物检疫风险
分析有关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简称 ISPMs)，
这些国际标准成为各国遵从的规则和标准。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分为开始、风险评估

和风险管理三个阶段。根据 ISPM No.5《植物检
疫术语表》[3]，有害生物风险是指：“有害生物传
入和扩散的可能性及潜在的经济影响程度。”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Pest Risk Analysis，简称PRA)是指：
“运用生物学、其他科学及经济方面的证据进行评
估，以确定某种生物体是否为有害生物，是否应

被限定以及应采取的植物检疫措施的力度。”有害
生物风险评估是指：“评价有害生物传入和扩散的
可能性及有关潜在经济影响的程度”。有害生物风
险管理是指：“评价和选择减少有害生物传入和扩
散的风险方案”。 

2 我国进境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工作进展 

根据《SPS协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已成为
世界各国制定植物检疫技术法规、政策和采取植

物检疫措施的基础。自上世纪 90年代中国引入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以来，风险分析已成为进境植物

检疫政策、措施制定的重要依据。经过多年的探

索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分析的

法律制度、组织架构和工作程序，组织开展了大

量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实践活动，在风险评估技

术方法、辅助工具的开发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为促进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 
 

2.1 风险分析法律制度建设现状 

我国植物检疫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该

法颁布于 1991年，当时风险分析的概念尚未被广
泛接受，所以未明确写入该法及其实施条例之中。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
作为成员国必须遵循相关国际规则，因此，《SPS
协定》以及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在中国得到了

较好地执行，并成为当前中国进出境植物检疫和

风险分析的重要依据。 
在部门规章方面，2001年，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出入

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使用

了《SPS协定》中的“风险评估”、“预警”等概念，
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基于风险评估的检验检疫风

险预警及快速反应机制。2002年，国家质检总局
发布了《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

定》。该规定参照《SPS协定》和 ISPMs的有关原
则和要求，对风险分析启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

理的相关内容、程序或要求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这两个规章连同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仍然是当前

进出境植物检疫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的主要法

律依据。 

2.2 风险分析组织架构和工作程序现状 

2.2.1 风险分析组织构架 
目前，我国农业、林业、环保等相关部门都

从各自角度分别建立了风险评估体系。在进出境

植物检疫领域，主要由国家质检总局牵头组织开

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1991年，农业部原植物检疫实验所开始探索

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1995年 5月，农业部原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局成立了“中国植物有害生物
风险分析工作组”，正式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应用
于中国进境植物检疫工作实践，给进出境植物检

疫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4]。2000 年，原国家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在动植物检疫实验所正式设立了

“PRA办公室”，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的 PRA机构
[5]。2002 年 4 月，国家质检总局牵头成立了跨部
门的“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验检疫风险分析委员
会”，委员会由相关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科研院校
和检验检疫系统知名专家等共同组成，对重大植

物检疫管理措施和科学决策进行技术咨询和指

导。 
根据 2002年发布的《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

险分析管理规定》，现有的风险分析组织架构和职

责是：国家质检总局负责风险分析启动与最终风

险管理措施制定和对外发布；动植物检疫实验所

风险分析办公室负责具体风险分析工作技术标准

的制定和风险分析报告的审核；全国 35个直属检
验检疫局和相关直属事业单位承接具体风险分析

任务。 
为更加科学和有效管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

作，国家质检总局成立了由各专业专家组成的全

国进出境植物检疫风险分析专家库，参与相关风

险分析报告的审核和技术指导。经过多年工作实

践和积累，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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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队伍，有力支撑了进出境植物检疫风险分析

的开展。 
2.2.2风险分析工作程序 
根据《进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

定》，风险分析工作主要分为以下 6个步骤：第一
步，由国家质检总局启动风险分析，并下达风险

分析任务；第二步，承接单位组织开展具体的风

险分析，提交包含风险管理措施方案在内的风险

分析报告；第三步，由风险分析办公室负责组织

审核风险分析报告，其中特别重要的风险分析报

告还要交由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委员

会审议；第四步，国家质检总局审定风险管理措

施方案，征求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及 WTO 成
员意见；第五步，国家质检总局完成必要的法律

程序后对外发布风险管理措施，并通报WTO；第
六步，相关风险管理措施以具有法律管理效力的

书面文件发布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执行[4]。 
 

2.3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应用现状 

ISPM No.11《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包括
环境风险和活体转基因生物分析)》将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分为以有害生物为起点、以传播途径为起

点和以管理政策措施修订为起点，这些不同起点

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在我国进境植物检疫领域都

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与应用。 
2.3.1以传播途径为起点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这类 PRA 主要是针对某种/某类农产品或运

输方式为传播途径可能传带有害生物的风险进行

分析。以传播途径为起点的 PRA在进出境植物检
疫领域应用非常广泛。1993年,原农业部植物检疫
实验所主持完成我国第一个 PRA报告《对美国(华
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地中海实蝇的危险性分
析》，为美国苹果顺利输华提供科学依据。此后，

国家质检总局每年都开展数十项农产品检疫准入

谈判，先后解决了多项从有害生物发生国家有条

件地进口我国需要的农产品的植物检疫技术问

题。这些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均是基于有

害生物风险分析所提出的风险管理措施方案。仅

2014-2015年，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就对有输
华意向的土耳其樱桃、墨西哥黑莓和树莓、加拿

大蓝莓、澳大利亚油桃、智利油桃、俄罗斯燕麦

和大麦、蒙古水飞蓟、阿根廷豌豆开展了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以传播途径为起点的 PRA在当前风
险分析工作中数量最多。 

2.3.2 以有害生物为起点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这类 PRA一般对已发现或重要有害生物，评

估它能引起新的入侵，或继续扩散传播的风险。 
其应用重点之一是对某种外来有害生物在中

国适生区进行分析预测。它在我国进境植物检疫

特定管理名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上世纪 80-90 年代，原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为
制定《进口植物检疫对象名单》、《禁止进口植物

名单》[4]、《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

《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进境植物检

疫潜在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和修订《进境植物

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所做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2007年修订颁布新的《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名录》，更是集合、凝聚了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以及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数十

位专家多年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成果。近年

来，为了控制有害生物的扩散或者分析有害生物

造成的经济影响，相关专家开展了稻水象甲[6]、

检疫性实蝇[7]、紫茎泽兰[8]、刺萼龙葵[9]等以有害

生物为起点的风险分析。 
其应用重点之二是当境外发生重大植物疫

情，或者我国口岸截获重要外来危险有害生物，

已有植物检疫措施不足以有效控制风险时，国家

质检总局参照国际规则和标准，组织专家在风险

分析基础上，以警示通报或紧急通知形式发出风

险预警，采取紧急措施或强化措施。例如，2000
年 1月 1 日起对美国、日本等输华货物的木质包
装采取紧急措施和 2001年 7月 1日起对进口原木
实施新的植物检疫措施，分别是基于《松材线虫

随美国和日本输华货物木质包装材料传入中国的

风险分析报告》和《关于中国从国外进口原木截

获有害生物的风险评估报告》。近年来，为防止油

菜茎基溃疡病等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入，在风险

分析基础上，国家质检总局 2009年发布了《关于
进口油菜籽实施紧急检疫措施公告》，要求行政相

对人完善监管设施、加强疫情监测，并组织开展

了进口油菜籽监测检测、热处理、定量风险评估

等研究。 
2.3.3 以管理政策措施修订为起点的有害生物风
险分析 

除上述两类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外，当外部条

件发生改变，需要重新调整修订原有植物检疫措

施时，国家质检总局也会启动开展相关风险分析

工作。例如，在总结以前工作实践和开展相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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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物植物检疫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国家质检总局

缩小了检疫审批的范围，2014年 10月 28日起，
干制失活的植物、昆虫标本等三类科研展览用引

进物不再需要植物检疫审批。又如，应秘鲁官方

申请，经中秘双方技术磋商和专家评估，中方同

意对秘鲁输华柑橘在原有两种冷处理指标（11℃
以下连续处理 15天或 1.67℃以下连续处理 17天）
上增加 2.22℃以下连续处理 21天的冷处理指标。 

 
2.4 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研究现状 

风险评估属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第二个

阶段，其工作内容的重点包括对有害生物传入、

扩散的可能性和潜在经济影响的分析。风险评估

多采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以及定性与定量结

合的方法进行。在多年实践基础上，在国家质检

总局组织下，先后发布了《进出境植物和植物产

品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技术要求》（ GB/T 
20879-2007）、《进出境植物和植物产品有害生物
风险分析工作指南》(GB/T 21658-2008)、《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框架》(GB/T 27617-2011)等多个国家
标准，以及《进出境植物和植物产品风险分析技

术要求》（SN/T1601.1-2005）、《进出境植物和植
物 产 品 有 害 生 物 风 险 分 析 程 序 》 (SN/T 
1601.2-2005)、《杂草风险分析技术要求》
（SN/T1893-2007）等多个行业标准，基本构建了
我国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技术体系。该体系目前

主要以传播途径为起点、以定性方法为主要评估

方法。 
2.4.1  定性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最常用的是使用非概率抽样方

法将风险事件分解成若干风险要素，建立评价风

险因素的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然后按照一定规

则对各个风险要素的评价值通过加权、几何平均

或其他的多维向量运算法则等进行综合评估，即

得出最终的评价。 
    上世纪 90年代，原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主
持农业部“八五”重点课题“PRA研究”，开展了有
关风险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和多指标综合评判分析

方法研究，提出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及其量化指

标评估体系[10]得到了广泛应用，接近当时国际先

进水平。此后，很多学者运用各种评判方法不断

尝试建立新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如周国梁

(2006)等利用层次分析法，提出了基于传播途径的
外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分级标准和评价方法

[11]；孙楠(2008)等提出了我国进口水果果实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评价指标和分析方法[12]；葛卜峰

(2015)等建立了进境船舶压舱水监管风险评估模
型和指标体系[13]。采取多指标综合评判的定量分

析，提高了定性分析的量化程度。 
2.4.2 定量分析方法 

风险评估定量分析方法是在时间和空间上

分析造成风险的各个风险事件(场景分析)，用数学
语言来描述这些风险事件，建立其间的函数关系

(数学模型)，并对其进行计算机模拟，最终结果多
用风险发生的概率估计来表述。 
定量分析使用的数学方法和模型很多，诸如

物种适生区的建模与预测，有害生物生长发育模

型，物种入侵、定殖过程中种群动态过程以及物

种传播与扩散的相关模型等等。在定量分析时，

要考虑具体的数据特性，然后再选择较为适宜的

统计方法[14]。 
定量风险分析一般都要借助工具软件来进

行。2000年，中美专家开展了小麦矮腥黑穗病菌
(TCK)定量风险分析的合作研究，利用场景分析和
蒙物卡罗方法对 TCK 进入麦田的可能性进行计
算，探索寻找小麦种子携带 TCK 孢子的安全数
量。这是我国第一个真正的定量有害生物风险评

估[15]。此后，我国在定量风险分析方面做了大量

的研究和探索。例如，李志红 (2007)等采用
CLIMEX 地点比较模型运作与 ArcGIS 插值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明确了 42种实蝇在我国的适生范
围和适生程度[16]。石娟用灰色—马尔科夫链模型
对松材线虫入侵对马尾松林分生长的影响进行了

预测[17]。卢辉(2012)等应用MaxEnt预测了木薯单
爪螨在全球的潜在地理分布[18]。武威(2015)等应
用“CLIMEX+GIS”的方法，对黑森瘿蚊在中国的
适生区进行了分析预测[19]。 

2012年，中国农业大学李志红教授等与澳大
利亚和美国专家合作，运用地理、气象、寄主、

有害生物地理分布、有害生物检疫截获基础数据，

利用多种技术和工具，分别从入侵、定殖、定殖

扩散范围、经济损失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有

害生物风险定量分析技术研究。例如利用

SOM+Matlab 对 180 种经济实蝇有害生物风险进
行初筛，评估有害生物的定殖可能性[20]；利用场

景模型+@RISK，对番石榴果实蝇随寄主果实传
入我国可能性进行评估预测[21]；利用经济损失模

型+@RISK，对南亚果实蝇对我国南瓜产业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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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损失进行评估[22]。 
由于有害生物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均

很高，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逐步

提高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量化水平，有助于提高

风险的可比性，也有助于风险管理者更清楚地认

识风险的大小，制定更科学的风险管理措施。 
 

2.5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辅助工具开发现状 

从 1981年起，农业部原植物检疫实验所曾收
集整理了世界各地 6841种有害生物的寄主范围、
传播途径、危害程度、国内外分布及国外检疫情

况等有关资料，1985年后又开发建立了《植物有
害生物信息检索系统》。1999年王峻等(1999)建立
了《进境植物检疫有害生物图文信息检索系统》
[23]，这些信息系统先后为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工作

提供了信息支持。 
2005年，国家质检总局开始启动《中国国家

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的研发和建设，2012年
获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授权后正式运行并进入

互联网。该数据库建有有害生物信息查询、进境

检疫要求信息、风险评估应用、口岸应用信息多

个子系统，含 4.7万有害生物和 5.8万寄主植物等
相关信息，总数据量达 100万以上。系统不仅可
以承担风险分析任务有关有害生物名单筛选和辅

助风险评估模型应用，更重要的是为进出境风险

分析工作提供了有力信息支持。 

3 关于进境植物检疫风险分析的建议 

3.1 进一步完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法律制度建设 

虽然《SPS协定》及 ISPMs已在我国得到了
较好的遵循和执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也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但到目前为止，在国内相关法律层

面都没有明确提及风险分析，仅在部门规章层面

对有害生物分析工作进行了规定，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的法律效力偏低。因此，建议在法律层级明

确风险分析的地位，以保证风险分析更广泛、有

效地应用于进境植物检疫风险管理中。 
 

3.2 强化管理，促进风险分析工作科学高效运转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对进出境植物检疫风险

分析的运行管理和技术研究进行系统规划，全面

提升风险分析水平；二是加强“风险分析办公室”

在各个风险分析任务中的组织协调；三是组织开

展风险分析方法和关键技术研究；四是加强风险

分析的技术交流。充分利用系统内外专家资源和

“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验检疫风险分析委员会”工
作机制，更好地培养风险分析技术队伍。 

 
3.3 开展更加系统深入的风险分析技术研究 

一是成立进境植物检疫风险国家级中心实验

室，专门从事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技术、方法研究

和验证；二是加强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做法研究，

重新评估和审视我国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完善风险分析技术体系；三是加强

定量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等基础性研究工作，为以

传播途径为起点的风险评估工作奠定更坚实的基

础；三是加强评估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在大数据

基础上，探索利用智联网等工具，集合大范围专

家学者智慧，进一步提升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科

学性。在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指标中，指标的量化

存在不确定性，评估结果等级评判也存在不确定

性，采用云模型可以处理定性分析中广泛存在的

随机性和模糊性，实现定性概念和定量数值之间

不确定性的转换，从而提高 PRA数据处理的客观
性[24]；四是加强我国进境植物检疫风险可接受水

平的研究，为风险分析技术方法的确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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