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文件 

                                                         

关于 2020 年第一批拟制定中国农药工业 

协会团体标准项目立项公示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持续促进我国农药行业标准化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农药企业

在产品、技术和管理标准的时效性和先进性,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推

广应用,形成与现行国标、行标的制修订工作互补和相互支撑的体系,

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标准化委员会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决定： 

对 2020 年第一批拟制定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团体标准(以下简称

“CCPIA团体标准”)项目(详见附件)现进行立项公示,公示截止时间

为 2020 年 4 月 1 日。 

请将团体标准立项反馈意见发至电子邮箱：ccpia_ttbz@163.com。 

联系人：王  玥：13810107096 

        余友成：15167176018 

        毕 超；13601283553 

    段又生：1369154591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2 号通广大厦 7 层 

 

 



附件：2020年第一批拟制定 CCPIA团体标准项目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 

 

2020 年第一批拟制定 CCPIA 团体标准项目 

 

序 号 团体标准项目名称 类 别 

1 氯虫苯甲酰胺原药 产品类 

2 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 
产品类 

3 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产品类 

4 氯虫苯甲酰胺种子处理悬浮剂 
产品类 

5 氯虫苯甲酰胺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6 阿维菌素 ·• 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产品类 

7 氯虫苯甲酰胺 ·• 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8 苏云金杆菌母药 
产品类 

9 苏云金杆菌悬浮剂 
产品类 

10 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11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母药 
产品类 

12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悬浮剂 
产品类 

13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14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 虫螨腈悬浮剂  
产品类 

15 虫螨腈 ·•· 茚虫威悬浮剂 产品类 

16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 茚虫威悬浮剂 
产品类 

17 烟嘧磺隆 • 莠去津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18 唑啉草酯原药 产品类 



19 唑啉草酯乳油 产品类 

20 唑草酮原药 产品类 

21 呋虫胺可溶粒剂 产品类 

22 呋虫胺颗粒剂 产品类 

23 吡唑醚菌酯微囊悬浮剂 产品类 

24 24-表芸苔素内酯可溶液剂 产品类 

25 氨氟乐灵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26 噻虫嗪悬浮剂 产品类 

27 氟氯氰菊酯乳油 产品类 

28 丙炔氟草胺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29 烯啶虫胺 ·•· 吡蚜酮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30 苯醚甲环唑 ·•· 嘧菌酯悬浮剂 产品类 

31 苯醚甲环唑 • 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产品类 

32 噻虫嗪 • 高效氯氟氰菊酯悬浮剂 产品类 

33 噁唑酰草胺 • 氰氟草酯乳油 产品类 

34 烯酰吗啉 • 氰霜唑悬浮剂 产品类 

35 苏云金杆菌 • 氟铃脲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36 苄嘧磺隆 • 苯噻酰草胺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37 乙氧氟草醚 • 草铵膦微乳剂 产品类 

38 五氟磺草胺 • 双草醚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39 五氟磺草胺 • 吡嘧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40 螺虫乙酯 • 乙螨唑悬浮剂 产品类 

41 螺虫乙酯 • 噻嗪酮悬浮剂 产品类 

42 螺虫乙酯 • 噻虫嗪悬浮剂 产品类 



43 螺虫乙酯 • 呋虫胺悬浮剂 
产品类 

44 螺虫乙酯 • 阿维菌素悬浮剂 
产品类 

45 呋虫胺 • 吡蚜酮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46 啶酰菌胺 • 吡唑醚菌酯悬浮剂 
产品类 

47 吡唑醚菌酯 • 戊唑醇悬浮剂 
产品类 

48 吡唑醚菌酯 • 咪鲜胺水乳剂 
产品类 

49 吡唑醚菌酯 • 喹啉铜悬浮剂 
产品类 

50 阿维菌素 • 噻唑膦颗粒剂 
产品类 

51 阿维菌素 • 杀虫单微乳剂 
产品类 

52 嘧菌环胺 • 咯菌腈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53 灭蝇胺原药 
产品类 

54 灭蝇胺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55 灭蝇胺水分散粒剂 
产品类 

56 苄嘧磺隆 • 丙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57 氟铃脲 • 辛硫磷乳油 
产品类 

58 吡氟酰草胺 • 异丙隆可湿性粉剂 
产品类 

59 嘧啶肟草醚可分散油悬浮剂 
产品类 

60 梨小性迷向素原药 
产品类 

61 梨小性迷向素饵剂 
产品类 

62 梨小性迷向素挥散芯 
产品类 

63 地中海实蝇引诱剂诱芯 
产品类 

64 农药专用中间体： 联苯醇（2-甲基-3-二苯基甲醇） 中间体类 

65 农药专用中间体： 间苯氧基苯甲醛 中间体类 

66 农药专用中间体： 贲亭酸甲酯（3,3-二甲基-4-戊烯酸 中间体类 



甲酯） 

67 农药专用中间体： 甲基亚磷酸二乙酯 中间体类 

68 农药专用中间体： 苯并呋喃酮（苯并呋喃-2(3H)酮） 中间体类 

69 农药专用中间体： 4,6-二氯嘧啶 中间体类 

70 农药专用中间体： 2-氨基-4,6-二甲氧基嘧啶 
中间体类 

71 农药专用中间体： 2,6-二乙基-4-甲基苯基丙二腈 
中间体类 

72 农药专用中间体： 2,6-二氟苯甲酰胺 
中间体类 

73 
农药专用中间体： 双甘膦（N-(膦酰基甲基)亚氨基二

乙酸） 

中间体类 

74 
农药专用中间体： 嘧啶呋喃酮（(E)-2-(2-(6-氯嘧啶-4-

基氧)苯基)-3-甲氧基丙烯酸甲酯） 

中间体类 

75 农药专用中间体： 邻羟基苯乙酸甲酯 中间体类 

76 新烟碱类农药安全使用保护授粉昆虫技术指南 管理类 

77 农药制造工业周转桶清洗、贮运技术规范 管理类 

78 农药缓释颗粒剂产品释放速率测定方法 管理类 

79 抑制蒸发桶混助剂施用限量及评价方法 管理类 

80 润湿性桶混助剂施用限量及评价方法 管理类 

81 农药在靶标作物叶面沉积性能及评价方法 管理类 

82 防飘移桶混助剂施用限量及评价方法 管理类 

83 昆虫性信息素迷向剂防治害虫田间应用技术准则 
管理类 

84 
昆虫性信息素挥散芯诱捕夜蛾类农业害虫田间应用技

术准则 

管理类 

85 微量组分制剂热储稳定性测试方法 
管理类 

86 微量组分制剂常温储存稳定性测试方法 
管理类 

87 肥料中 9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同时测定（液相色谱法） 
管理类 



88 
农药行业除草剂 2,4-滴（盐或酯）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 

管理类 

89 农药行业杀菌剂百菌清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管理类 

90 农药行业新烟碱类杀虫剂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管理类 

91 穿透背毛杀螨技术规范 
管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