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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是指一种物质对其他生物造成毒害或死亡的固有 

能力。农药对生物体毒害的性能和程度称为农药的毒性。毒 

性大小通常用 LD 或 LC 表示。LD 是致死中量(或半数致 

死量1的简称．是指某种药剂使供试生物群体 50％死亡的剂 

量。LC 是致死中浓度(或半数致死浓度)的简称 ，是指某种药 

剂使供试生物群体 50％死亡的浓度『l1。农药毒性分级中使用 

致死中量这个概念 。其数值愈小毒性愈大；反之，数值愈大， 

则毒性愈小。但这里的农药毒性．是通过大白鼠这种温血动 

物作为试验动物即受试动物测定的．且是指急性毒性 ．即是 

指一次口服、皮肤接触或通过呼吸道吸入等途径．接受一定 

剂 量的药剂 ．在短时 间内引起 的急性 病理反应 的毒性 ．这在 

毒理学上已成为决定毒性分类的标准方法 

1农药毒性分级的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农药毒性 

分级标准，我国要有统一的毒性分级标准 ．且要与国际接轨 。 

避 免在国际贸易和交流 中产生纠纷或误解 ．以促进 我国农药 

产业的发展和农药产品的出口。通过对农药的毒性分级．作 

为衡量农药急性毒性大小的指标．可以减少人畜中毒事故的 

发生。由于我国农药主要由农民个人使用 ．不少农民知识水 

平较低．防护意识差，且在短期内难以较大幅度地改善这一 

状况，如果不加强剧毒 、高毒农药的管理。在农药毒性分级和 

标识方面要求不高 ．易造成人们疏忽大意．导致中毒事件发 

生。农 药毒性分级可以更好地保护生态与环境 安全 ．以此预 

防剧毒、高毒农药在运输 、储存、使用时发生污染；对农药进 

行分级管理，有利于加强农药生产、经营、使用等各个环节的 

安 全管理嘲 

2 农药分级及指标 

一 直以来 ，世界各国、国内各地各部门采用的农药分级 

指标不一，因而农药分级标准也不一样。 

1)农药分级时采用 2个指标．即急性经口和急性经皮半 

数致死量值．细分固体和液体两种存在形态对农药产品的危 

害进行分级．用 mg／kg表示。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 

农药危害分级标准 ，将农药毒性分为 I a饵0毒)、I b(高毒)、 

Ⅱ(中等毒)、Ⅲ(低毒)4级。 

2)农药分级时采用 5个指标。即急性经口、急性经皮 、吸 

入半数致死量值、眼睛刺激和皮肤刺激。前 2个指标用 mg／kg 

表示，第三个指标用 mg／L表示(我国用 m咖 ，表示)，第四和 

第五个指标用刺激伤害程度不同表示 如美国农药毒性分级 

标准 ，将农药毒性分为 I(剧毒、高毒)、Ⅱ(中等毒)、Ⅲ(低 

毒)、IV(微毒)4级，即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农药危害分级 

标准基础上，增加了依据农药产品对眼刺激、皮肤刺激的试 

验结果．且将剧毒和高毒两级合并为一级．并提出了微毒级 

农药分级标准 

3)农药分级时采用 3个指标，即急性经口、急性经皮、吸 

人半数致死量值．前 2个指标细分固体和液体两种存在形态 

对农药进行分级．固体包括固体的饵剂或片状农药．用 mg／kg 

表示．后 1个指标指气体和液化气体 ．包括微粒直径不超过 

50 m的粉剂农药，用 mg／L表示。如欧盟的农药毒性分级标 

准仅分为 3个级别 ，即剧毒、有毒、有害。 

4)我国农药分级标准长期以来比较混乱 ．如农药分级时 

采用急性 经 口半数致 死量值 1个指标 ．把农药毒 性分 为特 

毒、剧毒、毒物、低毒4个级别；采用急性经 口、急性经皮半数 

致死量值 2个指标，把农药毒性分为高毒、中毒、低毒 3个级 

别；采用急性经口、急性经皮、吸人半数致死量值 3个指标， 

把农药毒性分为高毒、中毒 、低毒 3个级别；采用急性经 口、 

急性经皮、吸入半数致死量值 3个指标。把农药毒性分为剧 

毒、高毒、中等毒、低毒 4个级别；采用急性经口、急性经皮、 

吸人半数致死量值 3个指标 ，把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 

等毒、低毒、微毒 5个级别；采用急性经口、急性经皮、吸入半 

数致死量值 3个指标。把农药毒性分为极毒、剧毒 、高毒 、中 

等毒、低毒、微毒、实际无毒 7个级别；等等闭。 

3 制定我国农药毒性分级标准的原则 

我国农药毒性分级标准在各部门各行业不一．给农药毒 

性安全管理带来许多麻烦。因此．应该建立统一的执行标准， 

这个标准以国务院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以便各行各业共同 

参照执行。笔者认为，建立这样一个“通用”标准 ，需要遵循以 

下五项原则 

3．1 实用性原则 

农药产品的毒性分级决定农药产品的使用范围．农药的 

毒性分级标准要定得宽严适当．如农药的毒性分级标准定得 

过严．将限制许多农药产品的使用范围。影响其生产、使用和 

销售。甚至影响到农药行业的持续发展。 

3．2 安全性原则 

农药产品的毒性分级决定农药生产、销售和使用者对其 

的注意程度．从而影响其安全性。如农药毒性分级标准定得 

过松，就会造成农药生产、销售、使用者对农药的毒性意识淡 

薄，放松足够的警惕，甚至将一些高毒、剧毒的农药产品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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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用 于蔬菜 、水果 、茶 叶和中草药 等，引起人畜 中毒和环境 

污染日。 

3．3 就 高不就低的原则 

农药的毒性有急性经口毒性 、急性经皮毒性 、急性吸人 

毒性等．现有的有关农药毒性分级方面的法规和管理文件都 

不是十分明确。有的将剧毒、高毒农药混为一谈，农药产品的 

毒性分级是按照何种毒性进行的没有明确．农药分级采用的 

哪个分级指标没有明确 当一个农药产品的急性经 口半数致 

死量、经皮半数致死量和吸人半数致死浓度值属于不同的毒 

性级别时．其最终毒性分级及标志应与其中最高一种毒性级 

别相同：有一些农药产品对雄、雌性试验动物表现不同的敏 

感性 ，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当出现对雄 、雌性试验动物 的毒性 

试验结果分别属于不同的毒性级别时．按毒性级别高的等级 

进行分级f3】 

3．4 协调一致的原则 

首先 ．我国的农 药毒性分级要 与世界卫生组织 的要求尽 

可能地相匹配．减少农药贸易摩擦 ．促进农药贸易的顺利发 

展。这就要求我国的农药管理。包括农药毒性分级，要与世界 

卫生组织的要求相匹配。其次，《农药管理条例》及其配套的 

技术规范是根据产品的经 口、经皮和吸入急性毒性结果划分 

产品的毒性级别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的技 

术 规范也是 根据产品 的急性 毒性试验 结果决定 产品是 否为 

危险化学品及其所属的等级。虽然《农药管理条例》和《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都是国务院颁布的。对于一个给定的 

化合物或产品．其急性毒性基本是固定的．但根据两个条例 

可能得 出不同的分级结 果 ．从 而有不 同的管理要求 ．如 两个 

条例不协调．农药产品的生产、经营、使用者将经常会遇到麻 

烦，不知如何合法生产、经营和使用【2)。如市面上普遍销售的 

三 唑 酮 (triadimefon)、三 唑 醇 (tfiadimeno1)、纹 枯 利 

(dimethachlon)、2,4一滴丁酯(2，4一D butylate)等农 药产品标注 

的毒性为低毒类，而《危险化学品名录／(2012版)将它们纳入 

其中。最后，不管是国务院、农业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等部门，还是这些部门制定的 

《农药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农药安全性毒 

理学评价程序》《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农药急性毒 

性分级暂行标准》《农药登记毒理学试验方法》《农药管理条 

例实施办法》《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资料 

规定》《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药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 

等．都要协调统一，统一在一个标准范围内。 

3．5 坚持实物分级为主、原药分级 为辅 的原则 

根据我 国的实际情况 ．应 该按 照农 药产 品的实际毒性 进 

行分级 ．同时考虑其所使用的原药的毒性级别，即对使用剧 

毒或高毒农药原药加工的制剂产品．当产品的实际毒性级别 

与其所使用的原药毒性级别不一致时．要求在制剂的毒性标 

识后标明其使用的原药的毒性级别．以便使使用者引起高度 

的注意[41 

4 几点建议 

1)根据以上原则．参考国际上的通用做法 ，建议我国的 

农药毒性分级采用急性经口、急性经皮、吸入半数致死量值 

(LD )3个指标，把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 、 

微毒 5个级别(见表 1)，即在低毒级别中进一步细分为微毒， 

在高毒级别中进一步细分为剧毒[21。现在，《农药管理条例》中 

已有“剧毒、高毒”、《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已有“剧 

毒”概念了 这种分法更适于引导广大企业开发毒性更低的 

绿色农药．对于消费者也易详 细了解产 品急性毒性 的大小 ． 

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农药产业的 

健康发展[61 

表 1 农药毒性分级标准 

2)《农药管理条例》和《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中未明 

确其所指的剧毒、高毒农药是指原药的毒性还是指制剂的毒 

性[71．这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如阿维菌素(avermectins)等 

一 些原药为高毒．但制剂为中等毒或低毒农药产品。建议今 

后修订时添加相关内容 

3)我国实行以农药急性经口、经皮和吸入毒性分级 ．但 

同时要考虑农药产品的慢性毒性等其他危害，如致癌性 、致 

畸性、对眼睛、皮肤的刺激性和致敏性等，建议综合考虑后再 

确定农药产品的毒性级别。进而决定农药产品生产、销售、使 

用中的注意事项和使用范围。即使是同一个农药，经 口毒性 

高并不意味着经皮、吸人毒性一定高，因为毒性分级是以农 

药进入人体的不同途径分别划分的．而且农药的毒性作用除 

了取决 于该种农 药本身 的毒性 以外 ，与它 的制剂剂 型 、使用 

方法等也有关。例如，目前克百威(carbofuran)~ 于限用高毒 

农药．但使用 3％克百威颗粒剂就大大降低了它的危害。 

4)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 。农药毒性分级时。建议统 

一 以大白鼠作为供试生物 ，其他生物如小白鼠、豚鼠、金鱼、 

兔、狗、羊等作为毒理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或者作为农药毒性 

补充研究之用 我国曾经有人以小白鼠等为供试生物研究农 

药毒性级别的。所以．农药毒性分级试验动物应该统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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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动物的饲养条件、生理发育状况等。当然在其他方面也 

需要统一，因为致死中量数值的大小除与药剂的毒力、物理、 

化学性质有关外，还与供试动物数量、性别、年龄和农药给药 

方式、处理持续时间、次数、剂型、稀释浓度等有密切关系。如 

急性 经皮处理时 间曾经有 24 h的 ．也有 2 h的 ．吸人毒性 处 

理时间曾经有 1 h的．也有处理 4 h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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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农药城量使用的做法与成效 

周训芝，吕卫东，王永青，郭庆海，张秀成 

江苏省滨海县植保植检站．江苏 滨海 224500 

摘 要：通过化学农药减量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化学农药用量逐步减少，在病虫草害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农 

产品产量、质量稳步提 高，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使农业 生产步入持续发展 的 良性轨 道。 

关键词：化学农药；减量使用；成效 

农药是防控农作物病虫草害 、夺取农业丰收的重要生产 

资料．目前大多是化学合成农药。化学农药是把“双刃剑”．在 

病虫草害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会导致病虫草害抗药性耐药 

性的增强、大量害虫天敌被杀灭、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污染 

环境的风险较大等诸多 问题相继产生 。因此 ．开 展化学农药 

减量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成为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必然选 

择。滨海县自2007年开始，开展化学农药减量使用工作 ，从 

综合技术措施 的推广应用、生物农药的替代、防治新技术推 

广 、农药经营市场监管、项 目引导等方面人手，趋利避害．科 

学、安全、合理地使用化学农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 概况 

滨海县是农业大县．县域总面积为 l9．13万 hm2．其中陆 

地面积 16．67万 hm2。全县耕地总面积 9．45万 hm2．是全国优 

质商品粮、棉基地县。近年多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2014年粮食总产量 100万 t。该县处于北半球中纬度．跨越淮 

北地区与江淮地区之间．濒临黄海．为北亚热带向南暖温带 

过渡 的气候带 。地理位 置特殊 ，气候条件复 杂 ，既适宜多种农 

作物的栽培生长 ．又十分有利于多种农业 病虫草害 的发生 为 

害．因而也是农药使用大县。常年农作物播栽面积 16．5O万 

hm2左右 ．其中水稻栽植面积 5万 hm2。夏粮 5万 hm2．玉米 2 

万 hm ；油菜 1万 hm2，蔬菜瓜类 3万 hm2，全年病虫草害发生 

面积 100万hm 次左右。前些年常年使用农药 600 t(商品量， 

下同)左右，其中80％以上为化学农药 

从 2007年开始．县农业部门将控减化学农药的使用作为 

重要工作．并列为各镇区农业服务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 

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协调运用农业栽培、选用抗耐病虫品 

种 、推广物理器械防治、推广生物农药等环境友好农药及其他 

非化学防治措施，农业产量及农产品质量都得到稳步提高。 

2 做法 

2．1 加强宣传发动 。增 强控减意识 

近年来．全县高度重视控害减量使用化学农药工作．将 

工作列为农业及植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加以部署和落实。县 

镇层层分解工作任务 。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充分利 

用会议、电视广播、农民培训等多种形式和途径 ．宣传控减化 

学农药的重要性、紧迫性，普及农药安全、科学使用的技术， 

营造控减化学农药使用的氛围．农民知晓率达 100％ 

2．2 建立示范基地 ．制订控减指标 

为做好减量控害工作 ．在各镇区建立示范基地 ．培植先 

进典型，全面推广高效 、低毒、低残留、对环境友好的农药和 

新型植保器械．农药有效利用率提高 5％以上：全面禁止高 

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化学农药的总使用量 比非实施区减 

少 15％以上；规范病虫害防治技术 。开展全程统防统治．提高 

技术到位率 。确保农作物病虫草鼠所造成为害损失控制在经 

济阈值以内，农产品农药残留控制在国家标准以下．达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