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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处理农药水生生物毒性试验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难处理农药水生生物毒性试验的药液配制、暴露体系选择及试验操作等的

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难溶于水、易挥发、易光解、易水解、易氧化分解、易生物降解、易吸附、

有颜色、多组分物质以及疏水性和离子型供试物的水生生物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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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1828 化学品 大型溞繁殖试验 

 GB/T 21854 化学品 鱼类早期生活阶段毒性试验 

GB/T 31270.12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第 12 部分：鱼类急性毒性试验 

 GB/T 31270.13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第 13 部分：溞类急性活动抑制试验 

 GB/T 31270.14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第 14 部分：藻类生长抑制试验 

 GB/T 31270.18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第 18 部分：天敌两栖类急性毒性试验 

    NY/T 3089 化学农药 青鳉一代繁殖延长试验准则 

 NY/T 3090 化学农药 浮萍生长抑制试验准则 

    XXXXXX 化学农药 穗状狐尾藻毒性试验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文件。 

3.1  

难处理农药 difficult pesticides 

    试验过程中难以达到、维持或分析要求的暴露浓度的农药。 

3.2  

难溶于水的物质 poorly (or sparingly) water-soluble substance 

    在水中的溶解度小于 100 mg/L 的物质。 

3.3  

直接添加法 direct addition 

    直接添加法是指把供试物直接加入到水中，加以混合保证它完全分散和溶解在水中。 



3.4 

多组分物质 multi-component substances 

    由不同溶解性、不同理化性质的物质组成。在大部分情况下，可理解为由一定范围内不

同长度碳链或取代基组成的同类物质，常被称为复杂混合物。 

3.5  

疏水性物质 hydrophobic substances 

    辛醇-水分配系数大于 4（log Kow > 4）或生物富集系数大于 500（BCF > 500）的化合

物为疏水性物质。 

3.6 

水融合部分 water-accommodated fraction (WAF) 

    一种多组分物质或混合物在水中的分散总和，包括溶解的部分和/或悬浮的部分和/或

乳化的部分。 

4  供试物稳定性的初步评估 

    供试物的稳定性评估方法参见附录A。 

5  难处理农药试验药液的制备和暴露体系的选择 

5.1  难溶于水的物质 

5.1.1  试验药液的制备 

5.1.1.1  直接添加法 

    直接添加法适用于供试物的暴露浓度小于其水中溶解度 50%的试验。直接添加的手段

包括：低能量搅拌、剧烈振荡、搅拌、匀浆/高速搅拌、超声波助溶。 

    低能量搅拌应持续 48 h；超声波助溶应超声 30 min 并注意水中溶解氧是否减少。 

5.1.1.2  水溶性溶剂法 

    水溶性溶剂法适用于易水解和高粘性的供试物，不适用于混合物的试验药液制备。 

    可使用丙酮、乙醇、甲醇、叔丁醇、乙腈、二甲基甲酰胺或三甘醇作为溶剂。试验溶液

中溶剂的浓度不超过对应试验条件下溶剂的毒性阈值。溶剂的浓度应至少比供试物的无观察

效应浓度低一个数量级或低于 100 mg/L（或 0.1 mL/L）。 

5.1.2  不溶物的去除 

    可采用以下方法分离不溶于水的供试物，宜采用离心法： 

1）离心法，在 100000 m/s2 ~ 400000 m/s2 的转速下离心 30 min； 

2）滤膜过滤法，使用孔径为 0.22 μm ~ 0.45 μm的惰性材料滤膜过滤，滤膜在使用前先



用高纯水润洗，然后再用试验药液润洗。 

5.1.3  流水式暴露系统 

    预先配制系列浓度、满足 24 h 或更长试验时间需求的大量试验药液，试验时直接加入

到试验容器中。 

5.1.4  饱和状态下表现非急性毒性的供试物 

当测定饱和状态下的供试物的效应时，应在试验报告中提供以下材料： 

1）饱和试验药液制备方法报告 

2）试验药液制备过程的详细描述； 

3）供试物的水溶解度； 

4）饱和溶液的评估。 

当供试物配制成饱和溶液时不能观察到毒性效应时，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在饱和状态时

无毒性效应。 

5.2  低浓度时表现毒性的供试物 

    低浓度时表现毒性的供试物的水生生物毒性试验按以下方法进行： 

1) 试验溶液的制备和不溶物的去除参照 5.1； 

2) 当缺少适合的方法分析暴露量时，选用半静态试验或流水式试验； 

3) 当试验过程中供试物浓度显著下降时，用浓度的几何平均值来评估毒性效应； 

4) 当供试物暴露浓度暴降后很快稳定在低水平时，用两个测量浓度的中值来表示暴露

浓度； 

5) 试验结束时，若供试物的浓度低于检测限，在试验方法正确有效并在试验过程中进

行了供试物浓度检测的前提下，可做如下处理： 

a) 当试验结束时无法检测到供试物，使用供试物的检测限作为试验的终浓度，计算平

均暴露浓度； 

b) 当试验结束时可以检测到供试物但是无法定量时，可用分析方法定量限的 1/2 作为

试验的终浓度，计算平均暴露浓度。 

5.3  易挥发的供试物 

    在试验药液制备和暴露过程中，应选择密闭容器并尽量减小顶空体积。不同浓度的试验

药液应单独配制，而不能通过稀释试验储备液的方法配制。在分析试验药液浓度的过程中，

应保证分析操作过程和样品在仪器分析过程中的容器的顶空体积为零。 

    不同试验的操作要求如下： 



    1) 鱼类试验（GB/T 21854、GB/T 31270.12、NY/T 3089）：使用尺寸更小的鱼、选择适

合的容器、更换大体积的试验药液、半静态或流水式试验中通入纯氧、经常更换培养基。当

使用纯氧时，应监控暴露体系的 pH 值。 

    2) 大型溞繁殖试验（GB/T 21828）：进行 21 天密闭繁殖试验时，去除繁殖的小溞和更

换培养基应同时进行。 

    3) 藻类试验（GB/T 31270.14）：用密闭暴露系统进行藻类生长抑制试验，需要降低藻细

胞密度，在试验培养基加额外的碳酸氢钠，或采用不断补充 CO2 的流通装置。在试验开始前

建立可接受的生长培养对照组。 

5.4  易降解的供试物 

5.4.1  母体与分解产物的测定     

    对于换药周期为 24 h 的静态和半静态试验： 

1）供试物降解半衰期>3 d，进行母体的毒性试验； 

2）1 h<半衰期<3 d，根据实际情况，还应测定分解产物的毒性； 

3）半衰期<1 h，测定分解产物的毒性。 

    4）当预实验或 QSAR 分析表明母体的分解产物有毒性时，应测定分解产物的毒性。分

解产物的毒性试验应单独进行，并建立分解产物的分析方法。样品的采集和分析过程应保证

母体不再进一步分解。 

5.4.2  易光解的供试物 

    短期的鱼类急性毒性试验和溞类毒性试验，可在黑暗环境下或者用红光光源来进行试验，

也可选择性地剔除造成光解的特定波长的光线。对长期进行的慢性试验，不应在完全黑暗的

条件下进行试验。 

    在藻类试验中，按以下方法测定供试物母体的毒性： 

1）剔除造成供试物光解的波长的光线同时保留光合作用波长的光线； 

2）采用黑暗暴露和光照暴露交替进行试验。 

5.4.3  易水解的供试物 

    测定pH对水解速度的影响，水解产物的毒性试验应该在正常pH的试验培养基中进行。 

5.4.4  易氧化分解的供试物 

采取以下方式保持水溶解氧的浓度： 

1）对试验药液曝气； 

2）增加试验药液的体积； 



3）减少试验生物； 

4）增加试验液的更换体积。 

5.4.5  易生物降解的供试物 

    在试验开始和试验过程中对试验容器进行消毒。试验中如果使用抗生素，需经委托方同

意，并增加抗生素对照组。流水式试验体系中，可以将高浓度储备液保存在氮气中。 

5.5  易被吸附的供试物 

    当供试物暴露浓度<1 mg/L 时应采用以下方法减少供试物在暴露系统表面和有机物上

的吸附： 

1）减小试验药液表面积与体积的比值； 

2）在半静态试验和流水式试验中增加试验药液的更换频率； 

3） 暴露容器采用吸附性不强的材料制作，如采用聚四氟乙烯，禁止使用橡胶和聚乙烯； 

4）对试验容器进行预饱和，预饱和浓度不能超过正式浓度； 

5）试验药液中溶解的有机碳浓度不超过 2 mg/L，及时清除多余饲料； 

6）在半静态试验中试验药液更换前几个小时喂鱼； 

7）以半静态试验或流水式试验替代静态试验。 

5.6  有颜色的供试物 

5.6.1  有色物质对藻类的毒性试验 

应采用以下方法区分毒性和光吸收所产生的影响： 

1）在不同光强度下进行试验； 

2）减少培养基的深度或体积以缩短光路； 

3）当光预先通过液体滤光器时，测量对照组中细胞增殖的减少量； 

4）使用滤光片。 

可以通过缩短光路和增加光强的方法来减小有色物质对藻类毒性试验的影响。 

5.6.2  有色物质对无脊椎动物的毒性试验 

    将试验容器置于光束中或浅的培养容器中观察大型溞。 

5.7  疏水性物质 

    试验过程中可采取以下措施维持暴露浓度： 

1）减少试验生物与试验培养基体积的比例，即减小承载量； 

2）采用半静态试验方案或流水式试验方案； 

3）增加半静态试验和流水式试验的试验药液更换频率； 



4）去除培养基中的饲料和碎片； 

5）在急性毒性试验中溶解的有机碳总量不高于 2 mg/L； 

6）在半静态试验中更换试验药液前几个小时添加饵料； 

7）使试验体系表面过饱和。 

5.8  离子型供试物 

    在测定供试物在不同酸碱状态下的不同毒性时，应考虑供试物的 pKa 值是否在试验溶

液正常的 pH 值范围内。正式试验在供试物毒性更高的 pH 条件下进行，但是该 pH 条件要

在能保证生物健康生长的所需要的 pH 范围。 

    如果供试物本身会引起试验溶液的 pH 变化，则应使用酸、碱或其他合适的缓冲液将 pH

值调整到合适的范围内进行试验。所有缓冲系统的适用性都应该在预实验进行评估。可以在

储备液或试验药液的配制过程中对 pH 进行调节，并增加对照试验。 

5.9  多组分物质 

5.9.1  各组分全部溶解的多组分物质 

    这类物质的测试方法与水溶性物质的试验方法一致。 

5.9.2  部分组分溶解的多组分物质 

    部分溶于水的复合多组分物质的毒性可以通过制备它们的水融合部分（WAF）来确定。

使用 WAF 获得的测试数据适用于多组分物质的整体毒性评估。多组分物质中存在难溶性物

质时，WAF 的试验方法不适用。 

    WAF 溶液需要单独配制，而不能通过梯度稀释单个 WAF 的储备液来进行工作液的配

制。配制的方法如下：准确称量多组分物质直接加入到水中，充分混合使多组分物质在水相

中溶解或均匀分散。将不溶于水的物质去除。在 WAF 溶液的配制过程中不能使用有机溶剂

助溶。 

5.10  制剂 

    制剂应作为一个整体，采用“多组分物质”的试验方法来测试其毒性。 

6  样品采集 

6.1  藻类生长抑制试验 

在藻类生长抑制试验中，当测定浓度保持在理论浓度的 80%-120%，测定开始和结束的

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EC50 附近的浓度；当测定浓度不能保持在理论浓度的 80%-120%，测

定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所有试验浓度。对于具有挥发性的、不稳定或具有强吸附性的供试物，

需要额外测定试验周期内每 24 h 采集的试验药液。 



6.2  浮萍生长抑制试验和穗状狐尾藻影响试验 

6.2.1  静态试验 

    测定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LC50 附近的浓度。 

6.2.2  半静态试验 

    测定新制备的和每次更换后的试验药液的所有浓度。浮萍生长抑制试验（NY/T 3090）

的试验过程中至少需要更换两次试验药液（如在试验第 3 d 和第 5 d 进行药液更换）。当能提

供证据证明浮萍生长抑制试验和穗状狐尾藻影响试验（XXXX）的供试物暴露浓度不能维持

在理论浓度的±20%但可以维持在初始浓度的±20%，测定新制备的和每次更换后的试验药

液的最高和最低浓度。 

6.2.3  流水式试验 

    参照半静态试验的采样方式进行，但无需采集更换后的试验药液。必须每天测定用于流

水式试验的供试物储备液、稀释后的试验药液。 

6.3 溞类急性活动抑制试验 

溞类急性活动抑制试验（GB/T 31270.13）中，当测定浓度保持在理论浓度的 80%-120%，

测定开始和结束或者试验周期内的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EC50 附近的浓度；当测定浓度不

能保持在理论浓度的 80%-120%，测定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所有试验浓度。 

6.4 溞类繁殖试验 

6.4.1  半静态试验 

    如果测定浓度保持在理论浓度的 80%-120%，每周测定新配制的试验药液、更换前的试

验药液的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NOEC/ECx 附近的浓度。如果不能维持在理论浓度的 80%-

120%，则测定所有浓度或采用流水式试验的方法。 

6.4.2  流水式试验 

    如果测定浓度保持在理论浓度的 80%-120%，每周测定新配制的试验药液、更换前的试

验药液的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NOEC/ECx 附近的浓度。如果不能维持在理论浓度的 80%-

120%，每周 3 次测定所有浓度。 

6.5  鱼类急性毒性试验 

6.5.1  静态试验 

    测定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LC50 附近的浓度。 

6.5.2  半静态试验 

    测定试验开始和试验药液更换前后的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LC50 附近的浓度。 



6.5.3  流水式试验 

    如果测定浓度维持在理论浓度的 80%-120%，则在试验开始、中间、结束时测定最高浓

度、最低浓度和 LC50 附近的浓度。如果浓度下降了超过 20%，则在试验开始、中间、结束

时测定所有浓度。 

6.6  鱼类早期生活阶段毒性试验和青锵一代延长毒性试验 

6.6.1  半静态试验 

   每周测定试验药液更换周期的开始和结束的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NOEC/ECx附近的浓

度。 

6.6.2  流水式试验 

   每周测定新配制的试验药液、更换前的试验药液的最高浓度、最低浓度和 NOEC/ECx附

近的浓度。如果不能维持在理论浓度的 80%-120%，则测定所有浓度。 

7  试验结果的计算与表达 

    对于所有的试验体系，在整个试验周期（包括试验终点）内暴露浓度始终维持在理论浓

度的±20%，可以用理论浓度来计算毒性结果，也可以用平均实测浓度来计算。 

    对于所有的试验体系，在整个试验周期（包括试验终点）内暴露浓度低于理论浓度的 20%

但能维持在初始浓度的±20%，初始浓度可用于计算毒性结果，也可以用平均实测浓度来计

算。 

    对于所有的试验体系，试验药液的实测浓度不能维持在理论浓度或初始浓度的±20%，

但试验结束或者试验药液更换前能定量测定供试物的浓度，则可以用平均实测浓度来计算毒

性结果。 

    当试验浓度不能维持且试验结束或者试验药液更换前不能定量测定供试物的浓度，则应

该怀疑试验的有效性。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供试物的稳定性评估方法 

1  供试物性质的现有数据 

    查阅并了解供试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半衰期、迁移和环境毒性等相关数据。 

表 A.1 可查阅的难处理农药物理化学性质示例 

性质 数值 

物理状态：液体、固体、气体 - 

成分和化学结构 - 

分子量 >300 g/mol 

农药是否可离子化？如果可以，pKa 值是多少？ - 

正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Kow） >4 

试验条件下试验溶液中农药的水溶解度 <100 mg/L 

25℃下纯水中农药的水溶解度 <100 mg/L 

临界胶束浓度 - 

25℃下农药的蒸气压 - 

亨利常数（H） >0.1 Pa.m3/mol 

沸点 - 

熔点 - 

有机溶剂中的溶解度 - 

表面活性剂/洗涤剂在水中的分散性 - 

络合常数 - 

最终好氧生物降解时间 <10 天 

初级好氧生物降解时间 <5 天  

土壤吸附系数（log Koc） - 

在 25℃下和 pH=7 条件下水解半衰期 <24 小时  

鱼的生物富集系数（BCF） >500 

农药在水面的挥发性：以河流和湖泊为模型 - 

农药在污水（废水）处理厂的去除率 - 



光降解 吸收波长 290 nm - 600 nm 

水生生物毒性 <1 mg/L 

金属化合物的溶解速率和程度 - 

2  供试物的稳定性试验 

 

 

 

 

 

 

 

 

 

 

 

 

 

 

 

 

 

 

 

 

 

 

 

 

  

能否获得供试物的物理化学信息？ 
是 

选择合适的试验体系 

否 

A       制备供试物的真溶液或悬浊液 

开放的容器 密闭的容器 

测定 0 h、24 h 和急性试验结束时（或慢性试

验中最长的溶液更换周期）的供试物浓度 

试验结束或最长溶液更换周期内供试物

的实测浓度始终大于初始浓度的 80% 

否 

是 
稳定 

仅在开放的容器中供试物的实测浓度发生了下降 
是 

挥发 

否 

B             制备供试物的真溶液或悬浊液 

光照条件下的“特定”容器 黑暗条件下的“特定”容器 

测定 0 h、24 h 和急性试验结束时（或慢性

试验中最长的溶液更换周期）的供试物浓度 

 

A 中供试物的浓度的损失大于 B 

是 

吸附 

否 

光照条件下供试物浓度的损失大于黑暗条件 
是 

光降解 

否 

水解不稳定或具有快速生物降解性 



图 A.1 供试物稳定性试验流程图 

 

供试物的稳定性试验的设计方案见图 A.1。供试物的试验药液在与正式试验相同的试验

条件下进行配制，但不加入供试生物。在 0 h、24 h、试验结束时、或对于不稳定和易吸附物

质在较短时间内分析试验药液中供试物的浓度，且试验药液中供试物的浓度必须在最低检测

限以上。设置两个浓度进行供试物稳定性的初步评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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