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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佳教、刘海军、梁帆、胡学难、郭权、章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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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蝇属除害处理技术指标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按实蝇属犃狀犪狊狋狉犲狆犺犪实蝇的冷处理、热处理和溴甲烷熏蒸处理等除害处理技术

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进境携带按实蝇属实蝇或具有携带按实蝇属实蝇风险的水果或瓜果类蔬菜（以下通

称为果实）的冷处理、热处理和溴甲烷熏蒸处理等检疫除害处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ＳＮ／Ｔ１１２４　集装箱熏蒸规程

ＳＮ／Ｔ１１４３　简易熏蒸库熏蒸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按实蝇属实蝇　犃狀犪狊狋狉犲狆犺犪狊狆狆．

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实蝇科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实蝇亚科Ｔｒｙｐｅｔｉｎａｅ，Ｔｏｘｏｔｒｙｐａｎｉｎｉ族内的一类实蝇。其中

具经济重要性实蝇主要种类包括：墨西哥实蝇犃狀犪狊狋狉犲狆犺犪犾狌犱犲狀狊、加勒比实蝇犃．狊狌狊狆犲狀狊犪、南美实蝇

犃．犳狉犪狋犲狉犮狌犾狌狊、西印度实蝇犃．狅犫犾犻狇狌犪等。

３．２

商品　犮狅犿犿狅犱犻狋狔

为贸易或其他用途被调运的一种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产品。

３．３

冷处理　犮狅犾犱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按照官方认可的技术规范，对商品降温直到该商品达到并维持规定温度直至满足规定时间的过程。

３．４

出口前冷处理　狆狉犲犲狓狆狅狉狋犮狅犾犱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借助冷处理设施在商品出口运输前进行的冷处理。

３．５

运输途中冷处理　犻狀狋狉犪狀狊犻狋犮狅犾犱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借助冷藏集装箱在商品运输途中进行的冷处理。

３．６

热处理　犺犲犪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按照官方认可的技术规范，对商品加热直到该商品达到并维持规定温度直至满足规定的时间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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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蒸热处理　狏犪狆狅狉犺犲犪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按照官方认可的技术规范，利用含饱和水蒸气的热空气对商品加热直到该商品达到并维持规定温

度直至满足规定的时间的过程。

３．８

强气流热处理　犳狅狉犮犲犱犺狅狋犪犻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按照官方认可的技术规范，利用含强气流的热空气对商品加热直到该商品达到并维持规定温度直

至满足规定的时间的过程。

４　仪器、用具和试剂

记录仪、电子天平、恒温水浴箱、保温器皿、温度探针、标准温度计、溴甲烷。

５　处理技术要素

５．１　运输途中冷处理

５．１．１　处理技术指标

５．１．１．１　按实蝇属实蝇（不包括墨西哥实蝇）的冷处理技术指标

针对墨西哥实蝇以外的其他按实蝇属（犃狀犪狊狋狉犲狆犺犪ｓｐｐ．）实蝇的冷处理温度和时间组合见表１。

表１　冷处理温度和时间组合（适用于墨西哥实蝇以外的按实蝇）

组合序号 处理温度 连续处理时间／ｄ

Ⅰ ３２（０．０℃）或以下 １１

Ⅱ ３３（０．５６℃）或以下 １３

Ⅲ ３４（１．１１℃）或以下 １５

Ⅳ ３５（１．６６℃）或以下 １７

Ⅴ ３６（２．２２℃）或以下 ２１

５．１．１．２　墨西哥实蝇冷处理技术指标

针对墨西哥实蝇（犃狀犪狊狋狉犲狆犺犪犾狌犱犲狀狊）的冷处理温度和时间组合见表２。

表２　墨西哥实蝇冷处理温度和时间组合

组合序号 处理温度 连续处理时间／ｄ

Ⅰ ３３（０．５６℃）或以下 １８

Ⅱ ３４（１．１１℃）或以下 ２０

Ⅲ ３５（１．６６℃）或以下 ２２

５．１．２　处理设施要求

运输途中冷处理应在冷藏集装箱（俗称冷柜）中进行。冷藏集装箱应是自身（整体）制冷的运输集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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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具有能达到和保持５．１．１所列的温度的制冷设备，并配有足够数量的探针。

５．１．３　记录仪要求

记录仪的要求包括：

———能够容纳所需的探针数；

———能够记录并储存处理过程的数据，直到该数据信息得到查验和确认；

———能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如：每小时）记录１次探针温度，记录显示的精确度应为０．１℃；

———能下载并打印输出每个探针在各设定时间中的温度，同时打印相应记录仪和集装箱的识别号。

５．１．４　操作技术要求

５．１．４．１　果实预冷要求

果实在装入冷藏集装箱前包装好，并预冷至果肉温度达４℃或以下。

５．１．４．２　果实装入冷藏集装箱要求

果实装冷藏集装箱时应松散堆叠，并确保托盘底部与托盘间有充足的气流。

５．１．４．３　探针的安置要求

探针的安置要求包括：

ａ）　每个冷藏集装箱至少应安插３个果温探针，安置２个箱体温度探针；

ｂ） 在果实装入冷藏集装箱前，应按附录Ａ中第 Ａ．１章的方法对探针进行校正。如果认为有必

要，在处理结束之后，结果认可之前，需对探针按附录Ａ中第Ａ．１章的方法进行再校正。

ｃ） 果温探针安插方法见附录Ｂ；

ｄ） 果温探针的安置位置分别是：

———一个安在集装箱内货物首排顶层中央位置的果箱内；

———一个安在距冷藏集装箱门１．５ｍ（４０英尺标准集装箱）或１ｍ（２０英尺标准集装箱）的中

央，所装货物高度一半位置的果箱内；

———一个安在距集装箱门１．５ｍ（４０英尺标准集装箱）或１ｍ（２０英尺标准集装箱）的左侧，据

装货物高度一半位置的果箱内；

ｅ） 箱体温度探针分别安置在集装箱的入风口和回风口处；

ｆ） 所有探针的安插应在获得授权的检疫员的监督或指导下进行。

５．１．４．４　冷藏集装箱的封识要求

装好待处理果实后的冷藏集装箱的门由检疫官员用编码封条进行封识。

５．１．４．５　处理的启动与温度记录下载和寄送要求

可以任何时间启动记录，然而只有所有果温探针都达到指定的温度时，处理时间才能正式开始

计算。

冷处理温度记录由船运公司负责下载，提交入境港口的检验检疫机构。一些海上航行可能使得冷

处理在船到达对方国或地区相应口岸之前就已完成，可允许在途中下载温度等记录并传送到对方国家

或地区以便审核；但在对方国家或地区检验检疫部门完成温度探针再校正前，不能认为该处理有效。因

此，是否在到达对方国家或地区相应口岸之前中止冷处理（如：逐渐提升运输温度）是一个商业决定。

如果处理未能完成的，或上述处理失败时，处理可以在抵达后完成或继续完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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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结果判定

经核查，处理温度和时间记录符合５．１．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操作等其他要素符合５．１．２～５．１．４

要求的，探针再校正读数与处理前的读数相吻合。或有偏差，经重新调整相关探针温度记录仍能满足

５．１．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的，则判定为处理有效。

经核查，处理温度和时间记录不符合５．１．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或操作等其他要素有不符合５．１．２～

５．１．４要求的，或探针再校正读数与处理前的读数不相吻合，且经重新调整相关探针温度记录仍未满足

５．１．１的处理技术指标要求的，则判定为处理无效。

５．１．６　处理无效时的处置

当处理被判定为无效处理时，则该批货物退货、转口或销毁处理。

５．２　出口前冷处理

５．２．１　处理技术指标

同５．１．１。

５．２．２　处理设施要求

出口前冷处理设施需经注册（参见附录Ｃ第Ｃ．１章），且具有能达到和保持５．１．１所列温度的制冷

设备，并配有足够数量的探针。

５．２．３　记录仪要求

同５．１．３。

５．２．４　操作技术要求

５．２．４．１　果实预冷要求

果实应按相关要求包装好，并进行预冷。

５．２．４．２　果实装入处理室要求

果实装入处理室时应松散堆叠，并确保托盘底部与托盘间有充足的气流。

５．２．４．３　探针的安置要求

ａ）　每个冷处理室至少用２个室温探针和４个果温探针。当只用最小数量的探针时，如果有任何

探针连续超出４ｈ失效，则该处理无效，应重新开始；

ｂ） 在处理开始前，应按附录Ａ第Ａ．１章的方法对探针进行校正。在处理结束后，探针应按附录

Ａ第Ａ．１章的方法再校正，校正记录应备案以备审核；

ｃ） 果温探针安插方法见附录Ｂ；

ｄ） 果温探针的安置位置如下：

———一个位于所装货物的中心的果箱内；

———一个位于所装货物顶层的中部果箱内；

———一个位于所装货物中部近回风口处的果箱内；

———一个位于所装货物顶层近回风口处的果箱内；

ｅ） 室温探针分别安置在入风口和回风口附近处；

４

犛犖／犜２５９０—２０１０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发售



ｆ） 所有探针的安置必须在获得授权的检疫员的监督或指导下进行。

５．２．４．４　处理的启动与结束要求

可以任何时间启动记录，然而只有所有果温探针都达到指定的温度时，处理时间才能正式开始

计算。

如果处理记录表明各处理参数符合５．１．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当地检验检疫机构可以授权结束

处理。

５．２．４．５　温度记录下载及备案要求

下载、打印输出的温度记录要有适当的数据统计。当地检验检疫机构应在确认某处理成功之前背

书上述记录和统计值，且应对方检验检疫机构要求，能提供上述背书的记录以供审核。

５．２．５　结果判定

经核查，处理温度和时间记录符合５．１．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操作等其他要素符合５．２．２～５．２．４

要求的，探针再校正（如果必要）读数与处理前的读数相吻合；或有偏差，但经重新调整相关探针温度记

录仍能满足５．１．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的，则判定为处理有效。

经核查，处理温度和时间记录不符合５．１．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或操作等其他要素有不符合５．２．２～

５．２．４要求的，或探针再校正读数与处理前的读数不相吻合，且经重新调整相关探针温度记录仍未满足

５．１．１的处理技术指标要求的，则判定为处理无效。

５．３　热处理

５．３．１　处理技术指标

热处理技术指标见表３。

表３　热处理技术指标

处理

组合
处理类型 处理技术指标

适合处理的

果实种类

１ 蒸热处理

１）　逐步提高处理设施温度，使果肉中心温度在８ｈ内达４３．３℃

（１１０）；将果肉中心温度保持在４３．３℃或以上并维持６ｈ；

２）　提高处理设施温度，使果肉在６ｈ内达到４３．３℃（其中前２ｈ

要迅速提温；后４ｈ，要逐渐提温）；将果肉中心温度保持在

４３．３℃或以上并维持４ｈ

１）　受含墨西哥实蝇在内

的按实蝇感染的芒果

和柑桔类（如：橙、柚子

等）；

２）　受其他按实蝇感染的

柑桔类果实

２
强气流热

处理Ⅰ

１）　处理开始时的果肉温度需在２１．１℃（７７）或以上；

２）　加热使处理室中气流温度达４０℃（１０４），并维持１２０ｍｉｎ；

３）　继续加热，使气流温度达到５０℃（１２２），并维持９０ｍｉｎ；

４）　再加热，使气流温度达到５２．２℃（１２６），维持该温度直至果

心温度达４７．８℃（１１８）

受含墨西哥实蝇在内的按

实蝇感染的柚子（适用于早

熟和中熟品种；且直径在

９ｃｍ或以上、质量在２６２ｇ

或以上）

３
强气流热

处理Ⅱ

１）　加热使处理室中的气流温度达到５０℃；

２）　维持该温度直至果心温度达４７．８℃时，即可结束处理；

３）　具体处理时间依据果实大小及同批处理量而定

受含墨西哥实蝇在内的按

实蝇感染的芒果（适用于果

实直径在８ｃｍ～１４ｃｍ；果

实质量不超过７０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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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热处理技术指标 （续）

处理

组合
处理类型 处理技术指标

适合处理的

果实种类

４ 热水处理

１）　处理开始时的果肉温度需在２１．１℃或以上；

２）　处理的水温为４６．１℃；

３）　处理时间依该批最大果实的质量而定：

———质量低于５００ｇ的，处理７５ｍｉｎ；

———质量大于或等于５００ｇ，但又小于７００ｇ的，处理９０ｍｉｎ；

———质量大于或等于７００ｇ，但小于９００ｇ的，处理１１０ｍｉｎ；

４）　在处理过程中，前５ｍｉｎ水温可允许降到４５．４℃；５ｍｉｎ结束

时，水温应恢复到４６．１℃或以上；

５）　整个过程，水温在４５．４℃～４６．１℃之间的时间累积不能超过

１０ｍｉｎ（７５ｍｉｎ的处理）或１５ｍｉｎ（９０ｍｉｎ的处理）或２０ｍｉｎ

（１１０ｍｉｎ的处理）

芒果

５．３．２　处理设施要求

热处理设施应位于相应的包装厂内，并经当地检验检疫机构注册（参见附录Ｃ第Ｃ．２章）。热水处

理设施应包括大容量热水加热、绝热系统和水循环系统，保证热水处理过程中水温的稳定。

５．３．３　记录仪要求

记录仪的要求包括：

———能够连接所需的探针数；

———能够记录并储存处理过程的数据，直到该数据信息得到查验和确认；

———能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如每隔２ｍｉｎ）记录１次所设探针的温度；记录显示的精确度为０．１℃；

———能打印输出每个探针在各设定时间中的温度，同时打印出相应记录仪的识别号。

５．３．４　操作技术要求

５．３．４．１　探针的校正

在处理季节，应每天对探针进行校正。探针的校正方法见附录Ａ第Ａ．２章。

５．３．４．２　探针安置要求

探针安置要求包括：

ａ）　每一处理设施的探针数将依处理设施的品牌和样式而定。用筐浸处理的每个热水处理池至少

安装２个温度探针，连续处理的则至少安装１０个温度探针（其中３个为果温探针）；

ｂ） 果温探针的安插方法见附录Ｂ；

ｃ） 果肉探针安置时，需同时考虑上层、中层和下层果肉温度。

５．３．４．３　处理的启动与结束

处理的启动与结束内容包括：

ａ）　水果应根据要求按质量或（和）大小分级，分别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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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针对热水处理，果实应浸在处理池水面１０ｃｍ以下；

ｃ） 当所有果温探针都达到所需的处理温度时，处理才能开始计算；

ｄ） 果温在规定的处理温度或以上并维持到所需的时间时，处理便可结束。

５．３．５　结果判定

经核查，符合５．３．１中相应的处理技术指标要求，操作等其他要素同时符合５．３．２～５．３．４要求的，

则可判定为处理有效。

经核查，发现有不符合５．３．１中相应的处理技术指标要求的，或操作等其他要素有不符合５．３．２～

５．３．４要求的，或发现探针安插方法不对或没有安插在规定的果实内的，则可判定为处理无效。

５．４　溴甲烷熏蒸处理

５．４．１　处理技术指标

溴甲烷熏蒸处理温度、剂量与时间组合技术指标见表４。

表４　溴甲烷熏蒸处理技术指标

处理温度 处理剂量 处理时间
适合处理的

果实种类
其他要求

２１℃～２７℃

（７０～８５）
４０ｇ／ｍ

３ ２ｈ 葡萄、橙

处理的果实装截容量不能超过总容量的

８０％。经抽样检查，如果实蝇感染率超出

０．５％，则该批果实不适合于熏蒸处理

５．４．２　操作技术要求

按ＳＮ／Ｔ１１２４和ＳＮ／Ｔ１１４３进行操作。

５．４．３　结果判定

经核查，符合５．４．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的，操作等其他要素符合５．４．２要求的处理可判定为处理

有效。

经核查，有不符合５．４．１处理技术指标要求的，或操作等其他要素有不符合５．４．２要求的处理可判

定为处理无效。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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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温度探针的校正

犃．１　冷处理温度探针的校正

犃．１．１　将碎冰块放入保温器皿内，然后加入洁净的水，直至冰和水的体积比约为１∶１，制成冰水混

合物。

犃．１．２　将标准温度计与待校正的探针同时插入冰水混合物中，并不断搅动冰水，当标准温度计显示的

温度达到０℃时，记录探针显示的温度。

犃．１．３　按上述方法，重复校正３次。

犃．１．４　探针读数的精确度需达到０．１℃；同一探针至少２次连续的重复校正读数应一致，并以该读数

作为校正值，任何读数超出０℃±０．３℃的探针都应更换。

犃．２　热处理温度探针的校正

犃．２．１　将标准温度计与待校正的探针一起置于恒温水浴箱内的热水中，并不停搅动。热水的温度需

保持在处理温度±０．２℃。同时记录标准温度计显示的温度和探针显示的温度。按上述方法，重复校

正３次。取平均值。

犃．２．２　探针读数的精确度需达到０．１℃，误差达±０．４℃的探针应更换。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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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果温探针的安插

犅．１　果温探针应安插在从每一批处理果实中选出的最大的果实。

犅．２　探针插入果肉的方位尽可能与种子方位平行。

犅．３　探针感温部分插入果肉中心部位但不能触到果核。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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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处理设施注册要求

犆．１　冷处理设施注册要求

犆．１．１　注册由出口国或地区检验检疫机构进行。

犆．１．２　注册每年审核１次，且需保留或能提供以下内容的文件：

———所有设施的位置以及所有者／操作者的详细联系方式；

———设施的尺寸及容量；

———墙壁、天花板和地板的隔热类型；

———制冷压缩机及蒸发机／空气循环系统的牌子、样式、类型和容量等；

———设备的温度范围，除霜循环控制和任何集成的温度记录设备的规格及其相关的详细资料等。

犆．２　热处理设施注册要求

犆．２．１　处理场所应包括样品检疫区、称量分级区、处理区、包装区、储存区。具有出口前的整个处理、

包装、存储和运输过程能与其他水果隔离或分开的场所。

犆．２．２　设施的设计应能防止实蝇进入处理、包装和果实（处理过而未包装的果实）存放区。

犆．２．３　对热处理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审核，以维持其能提供有效处理的状态。

犆．２．４　所有量度仪器需定期校正且保留记录以备审核。

犆．２．５　处理场所应保持良好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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