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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检疫现状及病虫害检验检疫技术
赵祝兵
渊安徽省怀宁县林业局袁安徽怀宁 246121冤

摘要 木材是重要的资源性产品袁从国外引进木材可缓解我国林产品压力袁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进境木材的疫情防控压力和难度遥本
文介绍了木材检疫现状袁介绍了木材病虫害检验检疫技术袁并提出了木材检疫建议袁以期减轻木材检疫的难度和压力袁降低外来有害生物
的风险袁推动我国木材检疫事业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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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 年洪涝灾害后袁我国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袁引起

10 000 次的有害生物有 5 种袁分别为中对长小蠹尧云杉八齿

来袁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袁林产品自给不足的情况加重遥

国种冤遥另外袁还有许多截获次数少或偶尔截获的有害生物袁

国家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袁但是仍需从国外进口大量木材以

均应该给予关注袁加强检验检疫工作遥

满足国内对木材的需求遥进口木材来源丰富尧数量巨大袁在

1.3 木材病虫害检疫现状

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现象袁国内木材供应量大大减少遥近年

小蠹尧长小蠹渊非中国种冤尧材小蠹渊非中国种冤尧乳白蚁渊非中

满足国内经济和生产需求的同时袁也加大了外来有害生物入
侵的风险袁给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1]遥
加强木材检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一是保证木材
的质量袁减少因检尺方法差异尧发货商人等人为原因造成的
材积短少比例高问题袁减少严重开裂尧空洞尧腐朽尧虫眼等品

由于进口木材来源较广尧进口量大尧种类多袁可能携带
的疫情较复杂遥多年来我国截获了较多的外来有害生物袁包
括昆虫类尧真菌类尧线虫类尧杂草类以及其他类别袁其中昆虫
类数量较多袁占总截获量的 90%以上[2]遥近年来袁检疫性有害

生物鉴定到种的比例呈逐年增长趋势袁这表明国家对检疫性

质缺陷问题曰二是防止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袁减少因木材出

有害生物的检疫鉴定保持高度关注遥

口地检疫不严格尧熏蒸不严格尧除害方法不合理造成的有害

2 木材病虫害检验检疫技术

生物入侵危害曰三是保护我国森林资源安全袁防止外来有害

2.1 木材检疫的原则

生物的入侵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袁保障我国林业健康发展遥因

木材检疫工作的开展必须遵守检疫相关法律法规袁同

此袁必须高度重视木材的检验检疫工作袁强化检验检疫能力袁

时将检疫工作造成的损失尽可能地降到最低遥检疫处理的时

最终保护我国森林资源的安全遥

间要短袁但要保证检疫质量袁杜绝有害生物的传播遥在检疫

1 木材检疫现状

1.1 木材进口概况

过程中袁要尽可能地不损坏木材的品质和外形遥在检疫处理
过程中袁要保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袁尽可能地避免中毒和

我国进口木材主要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事

污染环境的现象遥另外袁在检验检疫过程中如果遇到涉及其

业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野天保工程冶野零关税冶政
策的实施袁当前木材进口数量较大遥据 2012要2017 年调查

他行政部门渊如食品卫生冤的管理条例时袁应得到该部门的

材数量达到 9 279.2 万 m3渊其中袁原木数量为 5 539.8 万 m3尧锯

2.2.1

材来源较广袁据统计袁2012要2017 年共从 139 个国家或地区
引进木材袁其中主要的进口国家或地区为俄罗斯尧新西兰尧

熏蒸 2 种方式遥真空熏蒸袁即将木材放置在密闭空间内袁然

加拿大尧美国尧大洋洲渊不含新西兰冤和亚洲等遥进口的木材

剂量的熏蒸剂熏蒸一段时间曰熏蒸结束后袁重复野注入空气要

种类主要是针叶林材和阔叶林材遥2017 年袁全国进口的针
叶林材数量为 6 328.3 万 m3袁阔叶林材数量为 2 950.9 万 m3袁

抽出空气冶的操作袁可加快木材中害虫及病菌的死亡袁降低

显示袁我国木材进口数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遥2017 年进口木
木数量为 3 739.4 万m3冤袁是 1998 年的 19.2 倍[1]遥我国进口木

且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遥

1.2 木材截获有害生物疫情现状
随着进口木材的增加袁我国截获外来有害生物的数量也

在不断提升遥据调查显示袁2017 年截获有害生物 2 190 种尧

140 093 种次袁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 153 种尧35 604 种次遥截
获有害生物种类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为亚洲尧美国和非洲

等袁而截获数量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为非洲尧亚洲尧大洋洲和
美国等遥通过统计发现袁我国 2012要2017 年截获次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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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和许可遥
2.2 检疫处理方法
熏蒸法遥木材熏蒸是最常使用的处理方法遥这种方法

要求将木材放置在密闭性良好的空间内袁有真空熏蒸和常压

后将空间内空气抽空袁使木材处于真空状态袁之后加入一定

其对环境的污染袁缩短检疫时间遥常压熏蒸袁即将木材用塑
料布和帐幕掩盖后在正常大气压下进行熏蒸袁这种方法也能
杀死害虫和病菌袁但是检疫时间较真空熏蒸长遥熏蒸药物有
溴甲烷尧磷化铝尧硫酰氟等遥
2.2.2 水浸法遥该方法适用于害虫数量和种类较多的木材袁

能够有效消灭虫害遥具体方法为将木材运输到水深至少 3 m
的贮木场袁并用水泥桩固定木材袁对浮出水面的部位进行喷
药处理袁在水中浸泡 90~180 d遥
2.2.3

热处理法遥该方法适用于带虫和染病的木材袁能够有

效杀菌灭虫除害遥热源主要是蒸汽尧微波尧热水等遥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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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涛等院我国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状况及发展对策
少技术措施实施方法不科学尧应用效果表现不佳及同其他绿
色防控措施协同配合不佳的问题等袁因而应当加强对实际应
用细节的探索改进袁提升绿色防控技术的实用化尧规范化和
集成化水平遥三是加大对绿色防控推广模式的创新袁提升农
民的参与度遥绿色防控的发展重在推广袁应当充分发挥农业
技术推广系统和专业化合作组织的作用袁加强对基层植保技
术人员和农民的技术培训袁提高整体绿色防控的接受度和推
广水平遥四是完善绿色产品市场渠道建设袁加强监管遥加强
绿色食品尧无公害食品尧有机食品尧地理标志性产品的标准
化管理袁引入产品可追溯制度袁加强抽查袁构建多种方式的
配送体系袁实行不同农产品分级销售管理[2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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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袁将会提高疫情风险遥因此袁应对木材进境后的防控工

操作时袁要根据当时的设备条件以及有害生物的种类决定使

能够对有害生物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袁降低疫情传入的风

用的热源类型遥

险 [4]遥同时袁加强对潜在疫情防线的评估工作袁对风险较高

为将木材置于中心温度至少为 71 益的环境中 75 min 以上遥
2.2.4

停运尧销毁和退回处理遥在检验检疫过程中难免会遇

作给予重视遥建议贸易商在入境口岸附近就地加工袁这样

的木材流向实施管控措施袁禁止运输到我国林木资源丰富

到难度系数和危险程度很大的木材遥如果没有适宜的方法进

的区域遥

行处理时袁应通知有关部门停止此类木材的贸易袁并退回处

3.4

加强木材病虫害检疫意识
近年来袁我国进境木材检疫工作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

理遥如果不能及时退回袁且已造成经济损失时袁为了避免造
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袁应立即销毁遥

高袁截获了很多外来有害生物遥但还需进一步强化木材进境

3 木材检疫建议

的病虫害的检疫意识袁明确外来生物病害的危险性以及可能

3.1 确保源头检疫措施有效落实
从源头上做好检疫工作袁进出口国家对于双边植物检疫

带来的疫情风险遥有关工作部门可定期组织检验检疫人员进
行宣讲学习袁并投入专门的人力和物力开展木材病虫害检疫

达成共识袁并签订相关检疫协议遥同时贸易双方还应定期对

工作[5-6]遥同时袁分析总结进境木材检疫工作的经验和技巧袁

木材的贸易尧疫情进行通报袁对木材贸易的检疫要求进行意

摸索出较适宜的检疫模式遥

见交换遥争取引进的木材均符合我国检疫要求袁降低木材携

3.5

提高木材检疫能力

带有害生物的源头风险遥有调查显示袁原木的潜在疫情风险

木材检疫工作十分重要袁要求检验检疫人员具备较高的

高于锯木的潜在疫情风险遥因此袁原木应该在第一入境口岸

专业技能袁包括现场取样能力尧鉴定能力和风险研判能力遥

完成检疫工作袁避免风险扩散 遥

为了提高木材检验检疫人员的业务能力袁可对其进行系统的

3.2 提高疫情风险防控能力

技能培训袁对检验检疫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遇到的情况

[3]

不同产地尧不同材种木材的潜在风险不同遥因此袁必须
结合现场检疫的实际情况对进境木材进行严格的潜在风险
研判袁对于风险较高的木材进行重点防控遥一旦发现疫情袁
应立即进行除害处理遥此外袁还应提高对木材潜在风险的重
视程度袁将木材病虫害检疫纳入日常木材检疫工作中袁提高
木材检疫能力袁加强疫情风险分析袁为降低木材进境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疫情风险奠定基础遥
3.3 完善木材进境后的防控工作
当前木材进境检疫防控工作较重袁一旦潜在疫情风险较
高尧我国有害生物目录上没有的材种进入到国内木材加工

进行适当的处理袁保证木材检疫执法的可操作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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