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叶病热带第4型预防策略

一步一步来

管理进出蕉园的土壤、水和植物材料的流动是确保蕉园生物安全有效性的关键。

黄叶病热带第4型(TR4)是在土壤中传播的真菌，可以杀死香蕉和大蕉植株。

TR4很容易通过受感染的种植材料和被污染的土壤及水的移动而传播。

早期发现、快速销毁受侵染的香蕉和芭蕉植株以及在农场实施限制措施是控制和遏制TR4的唯一 
方法。

TR4威胁到数以亿计依赖香蕉和大蕉作为粮食作物的人的粮食安全和生计，也威胁到产值数十亿美
元的香蕉出口业。

预防是目前避免新发TR4入侵的唯一有效策略。

法规框架

在国家层面需要采取若干步骤，例如 (ProMusa, 2019):
	| 将TR4指定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必要时调整立法。
	| 建立监视/监测系统，及时发现入侵事件。
	| 颁布法规，允许国家植物保护组织（NPPO）对蕉园进行干预，包括：

	y 巡查
	y 采样
	y 执行植株销毁工作

TR4全球网络
- 世界香蕉论坛倡议 -

它穿透并阻断维管系统。 它导致植物枯萎和死亡。 真菌可以存活3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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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和大蕉种植者应采取的步骤

只有在实践标准高，并且始终坚持实践的情况下，农场生物安全措施才会有效。一次没做好，就
有可能导致新的病虫害的引入。

实施生物安全措施不仅有助于保护您自己的农场，也有助于保护贵国的香蕉产业 (Fyffes, 2019)。

1. 划区
为了限制进出蕉园和田地，应在蕉园里划分一个以上的区域。这样可以防止不遵守生物安全措施的
人员进入田间，从而减少受污染孢子进入土壤的机会。它可以提供简单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增量生物
安全层，以管理农场内外的病害风险路径。

对开页上是一个香蕉和大蕉园区划的样例 (Australian Banana Growers’ Council Inc., 2015)。

2. 控制访客的移动
访客问卷应询问访客在过去六个月内是否去过TR4疫区国。如果访客去过，强烈建议拒绝他们进入
农场，或采取极端的生物安全措施。

3. 限制车辆进入
当汽车和卡车接近蕉园入口时，确定车辆是否有必要进入蕉园。非必要的车辆应停放在一个单独的
区域。

4. 鞋底消毒池 
设置换鞋站和鞋底消毒池至关重要。用洁净水和刷子将靴子擦洗干净，还需要注入消毒剂的鞋底消
毒池。需要注意的是，消毒只对干净的鞋类有效。每个分区之间的区域都应放置鞋底消毒池。鞋底消
毒池至少要有迈两步的长度，要有边框和障碍物（以确保鞋底消毒池始终得到使用），并有标志。

刷洗 用水冲洗 鞋底消毒池 消毒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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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底消毒池

鞋底消毒池

刷洗/冲洗站

装卸站

分离区

	y 关键农用生产物资交货区。包装好的水果在这里提货。	
不直接涉及香蕉栽培的农用车辆停车处。

	y 它一般设在包装设施的成品区附近，离其它存储区和车间很近。

	y 仅限于关键生产要素和车辆使用。

	y 它们必须经过检视、清洗和净化。

	y 不经过彻底清洗和净化，不得在此区和农作区之间移动，以管理来自分离区的交叉污染风险。

	y 该区的径流应当拦截并排离农作区，以避免污染。

农作区

	y 包括您的所有蕉田。
	y 包括同香蕉田间生产有关的所有机械和设备。
	y 一般而言，不允许机械和设备离开此区。
	y 其它设备或机械不得进入此区。
	y 只有在彻底执行清洗和净化程序，包括对员工的鞋子和进入程序加以管控的前提下，员工和合约工人

才能在此区域内移动。
	y 边界处须设置通往包装棚香蕉卸载区的通道。
	y 边界处须设置通过机械和车间区的通道。
	y 有形的屏障，如将这个区域与其他两个区域隔开的栅栏，将有助于阻止意外越界。

禁区

	y 供不必进入另外两个区的运输车辆和业务人员使用。

	y 可将其视为公用道路的延伸。

	y 将该区同其它两个区隔离开来。

	y 供同您业务的生产环节没有直接关系的访客和员工使用	。

	y 外来车辆一律留在此区。

	y 员工和访客只有在换上洁净的鞋子或清洗、净化他们自己的鞋子之后才能进入其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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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车辆清洗和消毒
如果车辆必须跨区，就必须消毒。

如果车辆必须进出香蕉生产区，则需要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移动，除非绝对必
要，否则应该避免。需要进行高压清洗，底盘也要清洗。

6. 换靴
蕉园内绝不能穿个人鞋类。在蕉园的初入区应设置一个换靴区，工人和访客必须将自己的鞋子换成
农场的靴子。在一些地方，每个区域都有不同颜色的靴子，这么做的效果很好。

7. 工具消毒
设置工具消毒站，并保证它们始终在使用。任何工具不得带出蕉园。

8. 蕉园屏障
在初始进入区设立屏障对于阻止不遵守或不尊重必要的生物安保行动的车辆及人员进入至关重要。
栅栏、植被和/或壕沟是蕉园周边屏障的一些选择，以防止在不遵守蕉园生物安保措施的情况下无限
制地进入。

在蕉园入口处设置警示牌，提醒访客注意；同时在每个鞋底消毒池、包装站入口处、香蕉或大蕉园入
口处设置警示牌。

9. 监控水源
你的灌溉系统从哪里引水？井水和公共水源比河流和小溪的水受污染的可能性小。确保你了解这些
信息，并采取有助于安全使用的措施和过滤装置。

10. 种植材料
从可靠的、经过认证的来源获得种植材料很重要。

灌溉
排水

地表径流
洪水

任何能附着土壤的物品

均能 携带  和 传播 TR4



©FAO/Fazil Dusunceli

6

蕉园访客需遵循的步骤

作为访客，在蕉园里的一举一动都要谨慎。

与种植者合作，将自己传播TR4的风险降至最低:
	| 提前打电话与种植者讨论您打算进行的活动。
	| 了解他们对进入蕉园有什么要求：例如，一些蕉园会提供靴子供在园内使用， 

其他时候您可能需要自带靴子。
	| 仔细并完全遵循他们的指示。

不同蕉园的程序可能会有差异，但基本的程序包括：
	| 将您的车停在指定的访客停车区。
	| 在到达蕉园大门时给种植者打电话或发短信。
	| 抵达后更换靴子，或穿着自己的鞋子走过鞋底消毒池。
	| 签署访客登记表，并填写净化记录。
	| 如果您进入香蕉和大蕉生产及种植区，须驾车通过车辆消毒池和喷雾进行消毒。
	| 被限制进入特定区域。
	| 有人驱车送您到蕉园各处，或者给您一辆蕉园自有车辆使用。
	| 请走过特定的鞋底消毒池，不要翻越障碍物或栅栏。
	| 只使用平整的道路（沥青或泥土），切勿在围场上行驶。
	| 请蕉园主对您的鞋子进行检视。

21 135
香蕉和大蕉 生产国超过TR4在三大洲被检出

个国家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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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行者须遵循的步骤

基本步骤 。

当您乘坐飞机或汽车跨越国境时 (ProMusa, 2019b): 
	| 首先，除非绝对必要，否则避免到访受侵染的蕉园。

	| 访问蕉园时，与种植者交谈并遵守种植者的蕉园规则是有效保障农场生物安全的关键。

	| 把到访蕉园时穿的衣服和鞋子留在蕉园，清洗其他物品（如帽子、背包、相机包等）。

	| 把田头使用过的工具留在蕉园，或至少按照指示进行精确消毒。

	| 不要采集植物和土壤样本，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必须采集，请在专家的监督下进行， 
并严格遵守检疫规定。

	| 除非种植材料是组织培养的并附有植物检疫证书，否则不得向种植香蕉的国家出口土壤、 
植物或植物片段。

	| 向海关申报行李中的所有农业物品。

	| 不要购买或携带用香蕉或大蕉的任何部分制作的纪念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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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病害
香蕉枯萎病 

（Banana FW）

真菌 
引发香蕉枯萎病的真菌是尖孢镰刀菌古巴专化型

热带4号生理小种（Foc TR4）

致病真菌菌株
最新引发卡文迪什香蕉品种（和许多其他品种）枯萎病的真菌生理小种为尖孢镰刀菌古巴专化型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cubense)热带4号生理小种 (Foc TR4)， 
也称为黄叶病热带第4型(TR4)。

到目前为止，没有根治TR4的方法 --没有杀
菌剂或土壤熏蒸剂可以有效控制或根除它。

TR4可以通过鞋子、车辆、农具和设备传播，也可
以通过排水、地表径流和洪水传播。

防治TR4的最有效办法是防止其扩
散到未受侵染地区，一旦发现，立即

加以遏制。

香蕉和大蕉作物的多样化以及支持可
持续生态农业实践也有助于预防TR4。

国际合作 
和地方行动对受侵染国家的

TR4管理至关重要

如果您认为您可能看到土壤、水或植物材料进出蕉园， 
或者您有任何疑问，请与植物检疫部门联系!

加入TR4全球网络!  

如需更多信息或资源，请订阅我们的简讯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TR4GN@fao.org  |  www.fao.org/TR4GN

TR4全球网络（TR4GN）由世界香蕉论坛秘书处（设于粮农组织
贸易及市场司）和粮农组织植物生产及保护司联合促成。

以上建议由致力于香蕉和植物健康的专家制定，是其加入世界
香蕉论坛TR4工作小组后开展的一项工作。

虽然已尽一切努力确保这些建议以现有的最新科学知识为基
础，但科学家和各组织均不对因使用本文件中提供的信息而造
成的任何后果负责。

如需了解成为世界香蕉论坛成员的惠益，并希望为实现香蕉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请访问以下网站:

www.fao.org/world-banana-forum

世界香蕉论坛秘书处

贸易及市场司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意大利罗马

WBF@fao.org  |  www.fao.org/wbf  |  @FAOwbf

保留部分权利。本作品根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
共享3.0政府间组织许可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