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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670. 1 一2017

前 言

GB/T 15670《农药登记百理学试验方法》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急性经口哥性试验 祖恩氏法；

—第3部分：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序贯法；

—第4部分：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概率单位法 I

-—第5部分：急性经皮群性试验；

－第6部分：急性吸入蒂性试验；

一一第7部分：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第8部分：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第9部分，皮肤变态反应（致敏）试验；

—第10部分：短期重复经口染毒(28天）毒性试验；

—第11部分：短期重复经皮染毒(28天）毒性试验；

—第12部分：短期重复吸入染毒(28天）毒性试验；

－第13部分：亚慢性毒性试验；

—第14部分：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第15部分：体内哺乳动物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试验；

第16部分：体内哺乳动物骨骼细胞染色休畸变试验；

第17部分：哺乳动物稍原细胞／粘母细胞染色休畸变试验；

－第18部分：啃齿类动物显性致死试验；

第19部分：体外哺乳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第20部分：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第21部分：体内哺乳动物肝细胞程序外DNA合成(UDS)试验；

第22部分：体外哺乳动物细胞DNA损害与修复／程序外DNA合成试验；

第23部分：致畸试验；

第24部分两代繁殖霉性试验；

第25部分：急性迟发性神经毒性试验；

第26部分；慢性茹性试验；

第27部分：致癌试验；

—第28部分；慢性哥性与致癌合并试验；

—第29部分：代谢和碍物动力学试验．

本部分为GB/T 15670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 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农业部衣药检定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海滨、叶纪明、魏启文、秦钰禁 、 陶传江 、 张丽英、李双、曲费克、陶岭梅．

I



1 范团

农药登记毒理学试验方法

第1 部分：总则

GB/T 15670.1一2017

GB/T 15670 的本部分规定了农药登记碍理学试验的原则要求、试验内容和安全评价。

本部分适用于为农药登记而进行的毒理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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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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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4923 实验动物 哺乳类实验动物的遗传质址控制

GB/T 11921.1 实验动物 配合饲料通用质址标准

GB 11925 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千本文件 。

3.1 

农药 pesticide 

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 、 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 、 昆虫

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匝或者几种物质的沮合物及其制剂。
3.2 

有效成分 active ingredient 

原药或制剂中具有生物活性的部分。
3.3 

原药 technical material 

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得到的有效成分及杂质组成的最终产品。
3.4 

制剂 preparation 

使农药有效成分能有效达到所称防效的、具有一定组分的衣药加上形态。
3.5 

受试物 lest substances 

被测试的单一化学品或混合物。
3.6 

每日允许摄入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人类终生每日摄入某物质，而不产生可检测到的危害健康的估计批。 以每千克体重可摄入的品表

示，单位为mg/kg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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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受试物的评价． 在设过＝个剂垃组的重复染蒂试验中，高剂虽组动物庉出现明显的毒性效府，但一

般不府出现死亡：低剂品组动物不应出现任何誕性效应，但府商千人的实际接触水平！中剂世组动物可

出现轻度贲性效应。

4.6 限量试验

由于外源受试物在过毋接触下都会造成健康危害，但是蒜理学试验是以人体在蔽大接触条件下（多

数悄况不可能发生）的模拟状况来观察是否产生有害作用的，在已经满足安全性评价目的时，没有必要

进行多个剂昼组的带理学试验，只进行 才个剂鱼组的试验即可说明该受试物
”

存在
”

或
“

不存在
“

某种需

性进行这种泊 一剂址组的盘性试验即为限垃试验。

4.7 试验质量控制

实验室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要求，鼓励在符合良好实验室操作规范 (good labo

rntory practice,GLP) 的条件下开展衣药登记贲理学试验。

4.8 "3R “原则

在衣药登记毒理学试验中要理解和考虑 ＂ 替代 (replacement) ” “ 减少 (reduction) ”和 “ 优化 (refine

ment) ” （即 “

3R
”

) 原则，在保降人类健康的前提下，兼顾动物福利 u

5 农药毒理学试验的内容

5.1 急性毒性试验

急性毒性是指单次剂且或在 24 h内多次剂益经口染蒂或皮肤接触受试物，或吸人接触 4 h之后出

现的有害效府。 可根据急性盘性试验的LD,0 (LC,o)进行毒性分级，确定受试物的苺性强度。 获得的实

验动物蒋效应的类型、性质、剂世－反应关系和可能的靶器官，可为进一步进行毒性试验的剂址和谣性观

察指标的选择提供依据。

5.2 皮肤和眼刺激试验

对于可能接触皮肤和眼的受试物．研究这些局部寄作用很有必要。 如果受试物对皮肤有腐蚀作用，

原则上就不必进行眼刺激试验。

5.3 皮肤致敏性试验

由于经皮接触过敏原可引起过敏反应，通过检测受试物的皮肤致敏性，获得受试物的致敏性资料，

预测人群是否可能出现过敏反应，提出必要的防护措施。

5.4 短期重复染毒毒性和亚慢性毒性试验

人类接触受试物朵常见的状况是多次亟复接触或长期接触，由于受试物的菩积毒性或其他机制会

导致延迟斋性，应进行短期甫复染毒毒性试验和亚慢性哥性试验。 在一般奋性试验剂社设计的基础上，

根据受试物的实际情况和委托方的要求，可以增加附加剂且组。

目前定义
“

亚慢性
”是指染沥期限约为实验动物寿命的 10% 。 短于此期限的称为短期重复染毒毒

性试验，杂有代表性的是 14 cl和 28 d的试验。 业慢性森性试验，对于大鼠为 90 d染群，对千狗为 52 周

染盘。 一般说来，染谣时间越长可能获得的霉性资料越多 。 设计良好的短期重复染贲际性试验和亚慢

性哥性试验应得到毒性效应、靶器官、可逆性、观察到有害作用最低剂挝水平 (LOAEL)或未观察到有害

作用剂昼水平(NOAEL) 等毒性资料。 在安全性需理学评价试验中， 90 cl亚慢性群性试验已成为常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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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慢性贲性试验．

5.5 遗传毒性试验

5.5. 1 遗传碍性试验用千检测受试物不同机制直接或间接引起的选传损害。 生殖细胞突变可能引起

显性致死或遗传性疾病，体细胞突变可能导致糊症。

5.5.2 遗传沥性试验组合的原则为 ：

a) 包括多个遗传学终点；

b) 试验指不生物包括原核生物与真核生物；

c) 包括休内试验与体外试验．

5.5.3 遗传葫性标准试验组合包括：

a)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b)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c)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d) 体内哺乳动物骨髓细胞微核试验。

当a) ～ c)项试验任何一项出现阳性结果，d）项为阴性，则应增加另一项体内试验（可选体内哺乳动

物肝细胞程序外DNA合成试验或其他试验）。 当a)~c)项试验均为阴件结果，而d)项为阳性时，则应

增加体内哺乳动物生殖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或显性致死试验。

5.5.4 遗传毒性标准试验组合的改变或补充：

a) 当细荫回复突变试验不宜使用时，如受试物有明显的细菌盘性（如抗生索），或巳知或怀疑受试

物臼尤哺乳动物细胞DNA复制系统时（例如拓扑异构酶抑制剂、核节类似物 、 DNA代谢抑制

物），可利用休外哺乳动物细胞基因突变试验。 遇此情况，内用两种不同哺乳动物细胞株进行

基因突变的检测。

b) 当受试物在标准试验组合中的结果为阳性，而结构类似的受试物得到阴性结果，则应补充进行

其他试验 u

c) 标准试验组合中的休内试验不适合用于某些受试物，如蒋物动力学资料表明其不被吸收或不

能到达靶组织（如骨髓），则应采用其他方法。

5.6 致畸性试验

母体怀孕期间接触具有致畸作用的受试物，可能会影响胚胎发育，引起器官分化异常，导致形态和

机能缺陷，出现胎儿畸形。 在受孕动物的胚胎若床后，并已开始进人细胞和器官分化期、或器官分化至

器官形成全程给予受试物，可以预测受试物对胎仔的致畸作用或胚胎责作用。

5.7 繁殖毒性试验

凡受试物能引起生殖机能障碍，干扰配子的形成或使生殖细胞受损，其结果除影响受精卵若床而导

致不孕外．尚可影响胚胎的发生和发育，如胚胎死亡导致自然流产、胚胎发台迟缓以及胚胎畸形。 如呆

对母体造成不良影响会出现妊娠、分挽和乳汁分泌的异常，亦可出现胚胎出生后发育异常。 繁殖试验可

以预测受试物对动物繁殖及对子代发育的毒性｀观察其对仔胎生长发育的影响，并初步确定观察到有害

作用最低剂话水平(LOAEL)或未观察到有害作用剂旦水平(NOAEL)。

5.8 致癌性试验

实验动物长期重复暴露千受试物导致肿瘤的发生，称为致癌性。 致癌是一个多阶段的，以及在原癌

基因、抑癌基因和转移基因中发生多种遗传学和非遗传学改变的过程。 一般而育，长期动物致癌试验是

在受试物的构效关系、多种休外致突变试验与短期动物致癌试验等多种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判断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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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物是否是动物致癌物最重要的依据。 要判定是否是人类致癌物，在充分考虑动物试验结果的基础上，

需要入群流行病学的信息 。

5.9 慢性毒性试验

实验动物长期重复暴薛干受试物出现的有害作用，称为慢性霉性。 慢性毒性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受

试物对哺乳动物的长期碍性作用，发现各种慢性寄性或菩积寄性，获得观察到有害作用最低剂址水平

(LOAEL)或术观察到有害作用剂益水平(NOAEL)。 慢性夼性试验是观察受试物长阴哿作用以及制

定每日允许摄入且(ADI)的最主要依据。 良好设计的试验和实施能检测一般碍性．包括神经、生理、生

化的变化，与染毒有关的形态学效应等。

5.10 慢性毒性／致癌性试验

从科学和经济上考虑，慢性苺性和致癌性试验倾向于合并进行。 设计科学、合理的慢性群性／致癌

性试验可以得到两种试验分别进行所能获得的结果。 慢性毒性和致癌性试验能观察哺乳动物长期、反

复接触受试物后的慢性奋性和致癌效应，并获得相应的剂进－效应和（或）剂扯－反应关系，确定观察到有

害作用最低剂盐水平(LOAEL)或未观察到有害作用剂批水平(NOJ\.EL)。

5.11 代谢和毒物动力学试验

进入体内的受试物通过血液运转分布到全身各组织器官，经过生物转化、通过各种途径排出体外。

代谢和群物动力学可以研究受试物在体内吸收、分布 、生物转化和排泄过程中随时间发生的批变规律，

用数学模式系统地分析和阐明受试物在体内的位贵 、 数社与时间的关系，探讨这种动力学过程与毒作用

强度和时间关系。 蒂物动力学的资料有助于评价其他毒理学试验的结果，预测或估计人休接触受试物

后可能出现的浮性反应和程度，提供慢性奇性以及致癌性试验的剂世选择依据。

代谢和斋物动力学研究的时机，根据对受试物安全性评价的要求而定。 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急性毒

性试验后，即可研究受试物的吸收、分布和排泄。 如果进行慢性试验，则可能需婓研究受试物的代谢．必

要时应鉴定其在血液和尿液中的主要代谢产物。 在某些情况下，应进行剂扭相关性毒物动力学研究。

对妊娠动物，动力学研究可评价在胚胎的器官形成期，受试物原型和代谢产物经胎盘的转运盘等 D

5.12 急性迟发性神经毒性试验

一次染毒后，经过较长的潜伏期Cl周～2周），产生脊髓和周围神经远端轴索神经病，出现靶酷酶活

力抑制、共济运动失淜、四肚瘫痪及酷酶老化的综合症，称为急性迟发性神经毒性。 有机磷衣药应进行

此项试验｀以判定是否具有此毒性。

6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时应考虑的问题

6.1 试验指标的统计学意义、生物学意义或哥理学意义：在分析试验组与对照组（空白对照组）和／或溶

剂或赋形剂对照组指标统计学上差异的显著性时，应根据其有无剂岳－反应关系、同类指标横向比较及

与木实验室的历史性对照范围比较的原则等来综合考虑指标差异有无生物学 ：意义或窑理学意义。 在致

癌试验中，受试物组发现某种罕见的肿瘤增多，尽管在统计学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仍要给予

关注。

6.2 生理作用与寄性作用：对试验中某些寄理学表现，在结果分析评价时要注意区分是生理作用还是

受试物的谣性作用．

6.3 时间效应关系·对由受试物引起的奇性效应，要考虑在同—剂拭水平下寄性效应随时间的变化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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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动物年龄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要考虑动物年龄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幼年动物和老年动物可能对某

些受试物更为敏感 。

6.5 动物试验结果的外推：由动物毒性试验结果外推到人类时，鉴于种屈和个体之间存在的生物学差

异，通常采用100倍安全系数，但也可根据受试物的原料来源 、 理化性质、蒋性大小、奇作用特点、代谢特

点、裕积性、接触的人群范出食品中农药的残留且和人体接触世等因索综合考虑其安全系数的大小。

6.6 人体资料．由于存在若实验动物与人之问的种屈差异．将动物试验结果外推到人类时，应尽可能收

集人群接触受试物后反应的资料。

6.7 特殊人群和敏感人群：对孕妇、乳母和儿竟接触的衣药，府特别注意其胚胎毒性或发育斋性、神经

际性和免疫霉性。

6.8 综合评价：可以采用风险评估的原则进行农药的安全性评价。 安全性评价的综合结论应考虑受试

物的原料来源、理化性质、毒性大小、毒作用特点、代谢特点、蓄积性、接触人群的范围 、 入体接触址、食品

中农药的残留鱼等因素，确保其对人休健康的安全性。 对于已在衣业生产中应用厂相当长时间的衣药 ．

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具有重大意义，但往往难以确定剂呈－反应关系方面的可靠资料；对于新农药 、 则只能

依靠动物试验和其他试验研究资料 。 然而．即使有了完整和详尽的动物试验资料和一部分人类接触者

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由千人类的种族和个体上异｀也很难做出保证每个人都安全的评价。 必婓时可参

考国际组织、美国和欧盟对该衣药的评价和登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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