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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善植智库

2022年我国农药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汇总
（截至2022年9月30日）

1　农药行业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农药管理法律、法规文件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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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药行业主要管理制度

2.1　行业进入许可制度

新管理条例实施前，我国实行农药生产企业核准制度。开办农药生产企业（包括联营、设立分厂和非农药生产企业

设立农药生产车间）必须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准。农药生产企业经批准后，方可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

业执照。新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农业农村部负责监督指导全国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工作。

2.2　农药登记制度

我国实行农药登记制度。新管理条例实施前，生产（包括原药、制剂加工和分装）农药和进口农药必须进行登记，

由原农业部颁发农药登记证或农药临时登记证，原农业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负责全国的农药具体登记工作。新管理

条例实施后，取消了临时登记证，农药生产企业、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应当申请农药登记，新农药研制者可以申请

农药登记。农业农村部所属的负责农药检定工作的机构负责农药登记具体工作，同时农业农村部组织成立农药登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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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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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

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

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为了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定的行政法规。

为了规范农药登记行为，加强农药登记管理，保证农药的安全性、有
效性，根据《农药管理条例》而制定的办法。

为了规范农药生产行为，加强农药生产管理，保证农药产品质量，根
据《农药管理条例》而制定的办法。

为了规范农药经营行为，加强农药经营许可管理，根据《农药管理条
例》而制定的办法。

为了保证农药登记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可靠性和真实性，加强农药登
记试验管理，根据《农药管理条例》而制定的办法。

为了规范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的管理，保证农药使用的安全。根据《农
药管理条例》而制定的办法。

为了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条件，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
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
制定的条例。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制定本条例。

 
农药管理条例

对我国农业农药登记、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有助于
促进农业的监督管理。

主要内容名称 时间发布单位

审委员会，负责农药登记评审。农药登记证有效期为5年。

2.3　农药生产许可制度

我国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新管理条例实施前，生产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农药，应当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申请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尚未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农药产品，应当经省级主管部门初审后，

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放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新管理条例实施后，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受理申请、审查并核

发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生产许可实行一企一证管理，一个农药生产企业只核发一个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为5年。

2.4　农药经营许可制度

我国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相应条件，并按照农业农村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实行一企一证管理，一个农药经营者只核发一个农药经营许可证。农

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

2.5　农药产品进出口管理制度

我国农药进出口遵照《海关法》、《外贸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三部法律以及《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 进 出 口 商 品 检 验 法 实 施 条 例 》 、 《 农 药 管 理 条 例 》 三 部 条 例 ， 同 时 还 遵 循 鹿 特 丹 公 约 （ P I C ） 和 斯 德 哥 尔 摩 公 约

（POPs）两项国际公约。农药进出口主要由以下机构协同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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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药行业主要管理制度

2.1　行业进入许可制度

新管理条例实施前，我国实行农药生产企业核准制度。开办农药生产企业（包括联营、设立分厂和非农药生产企业

设立农药生产车间）必须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准。农药生产企业经批准后，方可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领取营

业执照。新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农业农村部负责监督指导全国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工作。

2.2　农药登记制度

我国实行农药登记制度。新管理条例实施前，生产（包括原药、制剂加工和分装）农药和进口农药必须进行登记，

由原农业部颁发农药登记证或农药临时登记证，原农业部所属的农药检定机构负责全国的农药具体登记工作。新管理

条例实施后，取消了临时登记证，农药生产企业、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应当申请农药登记，新农药研制者可以申请

农药登记。农业农村部所属的负责农药检定工作的机构负责农药登记具体工作，同时农业农村部组织成立农药登记评

2.5.1 　针对农药进出口特有的监督服务措施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针对所有进出口农药产品的具体管理措施，由农业部与海关总署联合实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遵循“一批

一证”的原则负责办理放行通知单，口岸海关负责进行现场验核。海关放行前，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确认每批药产品是

否是在中国取得登记的合法产品。农药进出口放行单的内容包含产品名称、数量、进出口国、商品编码、贸易商等信

息，进出口的农药产品必须与放行单内容一致。

第二类：根据境外农药主管部门要求出具农药境外登记证明，境外农药登记证明是我国药企业及其出口产品合法性

的资信证明，由农业部部农药检定所出具。

3　农药行业主要涉及的产业政策

3.1　国际上与农药行业主要涉及的产业政策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署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署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 联 合 国
粮农组织

2000年

2004年

2004年

《生物安全议定书》

《斯德哥尔摩公约》

《鹿特丹公约》

旨在保护环境不受可能的转基因种子、农产品、农药、微生物
等危害。

旨在减少和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放，保护人类健康和生
态环境免受其危害。

要求各缔约方对某些极危险的化学品和农药的进出口实行一套
决策程序，即事先知情同意(PIC)程序。

主要内容政策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3.2　我国与农药行业主要涉及的产业政策审委员会，负责农药登记评审。农药登记证有效期为5年。

2.3　农药生产许可制度

我国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新管理条例实施前，生产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农药，应当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申请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尚未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农药产品，应当经省级主管部门初审后，

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放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新管理条例实施后，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受理申请、审查并核

发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生产许可实行一企一证管理，一个农药生产企业只核发一个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为5年。

2.4　农药经营许可制度

我国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相应条件，并按照农业农村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许可实行一企一证管理，一个农药经营者只核发一个农药经营许可证。农

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

2.5　农药产品进出口管理制度

我国农药进出口遵照《海关法》、《外贸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三部法律以及《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 进 出 口 商 品 检 验 法 实 施 条 例 》 、 《 农 药 管 理 条 例 》 三 部 条 例 ， 同 时 还 遵 循 鹿 特 丹 公 约 （ P I C ） 和 斯 德 哥 尔 摩 公 约

（POPs）两项国际公约。农药进出口主要由以下机构协同进行管理：

农业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主管农药登记及农药进出口登记管理放行通知单的发放。

对进出口农药产品进行监管。

监督检验列入法检目录的农药商品，并对未列入法检目录的农药进行抽检。

部门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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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针对农药进出口特有的监督服务措施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针对所有进出口农药产品的具体管理措施，由农业部与海关总署联合实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遵循“一批

一证”的原则负责办理放行通知单，口岸海关负责进行现场验核。海关放行前，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确认每批药产品是

否是在中国取得登记的合法产品。农药进出口放行单的内容包含产品名称、数量、进出口国、商品编码、贸易商等信

息，进出口的农药产品必须与放行单内容一致。

第二类：根据境外农药主管部门要求出具农药境外登记证明，境外农药登记证明是我国药企业及其出口产品合法性

的资信证明，由农业部部农药检定所出具。

3　农药行业主要涉及的产业政策

3.1　国际上与农药行业主要涉及的产业政策

3.2　我国与农药行业主要涉及的产业政策

 

中 共 中 央 、 国
务院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改委

农业农村部

农业农村部

农业农村部

农业农村部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环 保 部 、
农 业 农 村 部 、
质检总局

国务院办公厅

2022.02

2022.01

2021.12

2021.12

2020.06

2020.02

2019.12

2010.08

2009.05

2022年《中央一号
文件》

《“十四五”全国农
药产业发展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修改〈产业结
构 调 整 指 导 目 录
（2019年本）〉的
决定》

《农业农村部、海
关总署就优化农药
进出口管理服务措
施公告》

《农业农村部关于
不在我国境内使用
的出口农药产品登
记 有 关 事 项 的 公
告》

《2020年农药管理
工作要点》

《全国农药管理工
作 会 议 农 药 行 业
“四化”目标》

《农药产业政策》

《石化产业调整和
振兴规划》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加强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农膜科学使用回收，支持秸秆综合利用。

生产集约化。推进农药生产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做大做
强。经营规范化。到2025年，力争50％的农药经营门店实行
标准化经营服务。使用专业化。到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统
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5％，持续推进化学农药减量使用。管理
现代化。构建国家农药数字监管平台，完善信息化、智能化监
管服务。

将“高效、安全、环境友好的农药新品种、新剂型、专用中间
体、助剂的开发与生产，定向合成法手性和立体结构农药生产，
生物农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与生产”列入石化化工鼓励类项
目，优先发展。

进出口的农药应在我国取得农药登记，对应单位取得农药经营许
可证；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由其在中国设立的销售机构或委
托中国代理机构办理通知单；列入《鹿特丹公约》监管的农药，
应按照《鹿特丹公约》要求履行相关手续；

在境外取得农药登记或取得出口国（地区）进口许可的产品，符
合相应条件的，农药生产企业可以申请权限出口农药登记。

在生产环节，严格准入条件，优化生产布局，控制新增企业数
量，督促相关农药企业按照规定进入化工园区或工业园区；在农
药登记方面，重点开展氟虫晴、萎去津、多菌灵、草甘膦等已登
记15年以上的农药品种周期性评价。

到2025年，我国农药发展要努力实现“四化”目标：生产集约化，
化学农药企业进驻工业园区比例70%以上，培育大中型企业集团
100个；经营专业化，创建农药经营标准化门店10000家，全面
推行开方卖药持证上岗；使用科学化，安全使用技术普及率达到
80%以上，淘汰现有高毒农药10种；管理现代化，建立健全公共
管理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现代农药管理
水平。

提出了确保农业生产和环境生态安全、控制总量、优化布局、加
速组织结构调整、加快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升、提高企业创
新能力、降低农药对社会和环境的风险、规范市场秩序、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宏观调控与中介组织协调的协同作用共九
条政策目标，并对产业布局、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

提高农资保障能力，调整农药产品结构，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品
种，推动原药集中生产；推动农药企业高效低毒低残留产品生产
和农药废弃物处置能力建设；依据行政法规，淘汰一批高毒高风
险农药品种；鼓励优势农药企业实施跨地区整合，努力实现原
药、制剂生产上下游一体化。

主要内容政策名称 发布单位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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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登记资料如何获得

刚入行的新手肯定都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在编写登记资料时候常常找不到想要的资料。有的时候是因为缺乏经验，

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有的时候是因为农药一次性信息丰富、分布广泛、涉及面广，难以逐个掌握和利用。所以，实际

工作中常常需要借助二次文献或一些所谓的检索工具实现收寻文献源的目的。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如何综合利用数据库

与其它信息资源寻找与农药各个领域有关的技术文献。

一．农药分析方法

1．CIPAC手册；AOAC分析方法手册；《农药分析》；Analyt ic  Methods for  Pest ic ides and Plant  Growth Regu-

la tors。

2．The Pest ic ide Manual

3．《农药》，《农药科学与管理》，《色谱》，J. Agr ic .  Food Chem.，OAC internat ional，其它农药中英文期

刊。

4．http://www.chemweb.com；CABI数据库；Elsev ier全文电子期刊。

5．FAO和WHO农药标准以及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等。

二．残留分析方法及残留资料

1．Analyt ic  Methods for  Pest ic ides and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2．The Pest ic ide Manual

3．《农药残留量分析手册》（Pest ic ide Analyt ica l  Manual  Vol .  I  &I  I )；《农药残留量实用检测方法手册》。

4．AOAC分析方法手册；Manual  of  Pest ic ide Res idue Analys is；By Their；Hans-Peter  & Hans Zeumer。

5．http://www.chemweb.com；CABI数据库；Elsev ier全文电子期刊。

6．FAO: pest ic ide res idues in food:  rev iew

7．《农药》；《农药科学与管理》；《色谱》；J. Agr ic .  Food Chem.； AOAC internat ional；其它农药中英文

期刊。

8．EPA网站https ://www.epa.gov/ebtpages/pest ic ides .html

三．农药毒理学文献

1．Handbook of  Pest ic ide Tox icology

2．各种毒理学网站：

EXTOXNET:   ht tp ://ace.orst .edu/ info/extoxnet/

Nat ional  Pest ic ide Telecommunicat ions Network(NPTN):  ht tp ://ace.orst .edu/ info/nptn/

Cal i forn ia Department of  Pest ic ide Regulat ion DPR) :  ht tp ://www.cdpr .ca .gov/

3．FAO: pest ic ide res idues in food:  tox icology

4．EPA网站https ://www.epa.gov/ebtpages/pest ic ides .html

5．Medl ine (美国全科医学文献数据库)。

四．农药药效资料

1．从CABI数据库可以找到公开发表的由非商业机构（大专院校、研究所等）所做的研究报告，但往往不是专门针

对某一个产品所进行的研究报告。

2．有时候网上可以查询到一些公开发表的资料。

3．各公司内部做的一些研究报告。

五．农药标签和MSDS

1．各大跨国公司网站上会提供其产品标签和MSDS。

2．一些政府与职业安全有关的管理机构网站上也提供MSDS资料。

3．专门提供MSDS的网站，例如：http://www. i lp i .com/msds/ index.html

4．可以在Yahoo网站注册MSDS e-Group参加电子邮件交流，请全球的同行帮助寻找某一产品或化合物的MSDS。

六．农药环境和残留资料

1．FAO: pest ic ide res idues in food:  tox icology

2．网上搜索免费的资料。

3．从环境有关数据库如Elsev ier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www.chemweb.com；Medl ine (美国全科医学文献数据库) 

等查到有关文献源或全文。

七．农药制剂有关资料

1．农药制剂之规格:  FAO、WHO农药规格，均可从网站获得；中国农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可以从公

开发表的文献获得；也可从网上获得很多企业的产品规格方面的资料。

2．制剂组成方面的资料属于企业保密性资料，一般难以从公开的文献中获得；有时可以从某些公司的产品MSDS

中得到一些关于制剂组成的资料（很有限）。

3．有关制剂的专利中会有一些关于制剂组成及配制工艺方面的信息。

八．农药合成资料

1．各种专利数据库。

2．CA数据库。

3．国内一些综合性数据库。

4 ． 国 内 一 些 化 学 化 工 期 刊 及 《 农 药 》 、 《 农 药 学 学 报 》 等 农 药 专 业 刊 物 ； 专 业 的 出 版 书 籍 ； 国 外 刊 物 如 P e s t 

Management Sc ience，有机化学期刊等。

九．法规文件

1．国际组织（FAO/WHO/OECD/EU/IUPAC/NGO）；机构、行业协会（植保/农药）的管理资料。

2．各个国家主管部门政府官方网站。

十．不同国家登记信息（已登记产品列表）的查询

1．各个国家主管登记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术手段）一般会公布已登记产品的列表供查

询和下载。

2．收费的第三方服务网站，如南非的一些国家的农药登记信息是交给CropLi fe South Afr ica来维护的，想要查询

登记列表是需要付费的。

3．登记咨询代理，如果自己无法从网站上查询到这个国家的产品列表，可以咨询做这个国家登记咨询的代理，一

般他们都可以提供，可能需要付费。

这是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信息在不断地更新变化。我们要学会从混乱无序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些要靠日常的积累和不断的学习。平时工作中多多注意收集国内外权威国家机构和组织、大学、

研究院所、国际组织、信息和出版等商业机构的信息出版动态及数据库发布动态；经常浏览国内外重要期刊、图书并

注意其出版发行的变化；也要加强同行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我们作为信息（咨询）工作者，即使永不停息的工作还是难以跟上信息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不存在一劳永逸，必须

持续不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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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行的新手肯定都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在编写登记资料时候常常找不到想要的资料。有的时候是因为缺乏经验，

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有的时候是因为农药一次性信息丰富、分布广泛、涉及面广，难以逐个掌握和利用。所以，实际

工作中常常需要借助二次文献或一些所谓的检索工具实现收寻文献源的目的。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如何综合利用数据库

与其它信息资源寻找与农药各个领域有关的技术文献。

一．农药分析方法

1．CIPAC手册；AOAC分析方法手册；《农药分析》；Analyt ic  Methods for  Pest ic ides and Plant  Growth Regu-

la tors。

2．The Pest ic ide Manual

3．《农药》，《农药科学与管理》，《色谱》，J. Agr ic .  Food Chem.，OAC internat ional，其它农药中英文期

刊。

4．http://www.chemweb.com；CABI数据库；Elsev ier全文电子期刊。

5．FAO和WHO农药标准以及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等。

二．残留分析方法及残留资料

1．Analyt ic  Methods for  Pest ic ides and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2．The Pest ic ide Manual

3．《农药残留量分析手册》（Pest ic ide Analyt ica l  Manual  Vol .  I  &I  I )；《农药残留量实用检测方法手册》。

4．AOAC分析方法手册；Manual  of  Pest ic ide Res idue Analys is；By Their；Hans-Peter  & Hans Zeumer。

5．http://www.chemweb.com；CABI数据库；Elsev ier全文电子期刊。

6．FAO: pest ic ide res idues in food:  rev iew

7．《农药》；《农药科学与管理》；《色谱》；J. Agr ic .  Food Chem.； AOAC internat ional；其它农药中英文

期刊。

8．EPA网站https ://www.epa.gov/ebtpages/pest ic ides .html

三．农药毒理学文献

1．Handbook of  Pest ic ide Tox icology

2．各种毒理学网站：

EXTOXNET:   ht tp ://ace.orst .edu/ info/extoxnet/

Nat ional  Pest ic ide Telecommunicat ions Network(NPTN):  ht tp ://ace.orst .edu/ info/nptn/

Cal i forn ia Department of  Pest ic ide Regulat ion DPR) :  ht tp ://www.cdpr .ca .gov/

3．FAO: pest ic ide res idues in food:  tox icology

4．EPA网站https ://www.epa.gov/ebtpages/pest ic ides .html

5．Medl ine (美国全科医学文献数据库)。

四．农药药效资料

1．从CABI数据库可以找到公开发表的由非商业机构（大专院校、研究所等）所做的研究报告，但往往不是专门针

对某一个产品所进行的研究报告。

2．有时候网上可以查询到一些公开发表的资料。

3．各公司内部做的一些研究报告。

五．农药标签和MSDS

1．各大跨国公司网站上会提供其产品标签和MSDS。

2．一些政府与职业安全有关的管理机构网站上也提供MSDS资料。

3．专门提供MSDS的网站，例如：http://www. i lp i .com/msds/ index.html

4．可以在Yahoo网站注册MSDS e-Group参加电子邮件交流，请全球的同行帮助寻找某一产品或化合物的MSDS。

六．农药环境和残留资料

1．FAO: pest ic ide res idues in food:  tox icology

2．网上搜索免费的资料。

3．从环境有关数据库如Elsev ier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www.chemweb.com；Medl ine (美国全科医学文献数据库) 

等查到有关文献源或全文。

七．农药制剂有关资料

1．农药制剂之规格:  FAO、WHO农药规格，均可从网站获得；中国农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可以从公

开发表的文献获得；也可从网上获得很多企业的产品规格方面的资料。

2．制剂组成方面的资料属于企业保密性资料，一般难以从公开的文献中获得；有时可以从某些公司的产品MSDS

中得到一些关于制剂组成的资料（很有限）。

3．有关制剂的专利中会有一些关于制剂组成及配制工艺方面的信息。

八．农药合成资料

1．各种专利数据库。

2．CA数据库。

3．国内一些综合性数据库。

4 ． 国 内 一 些 化 学 化 工 期 刊 及 《 农 药 》 、 《 农 药 学 学 报 》 等 农 药 专 业 刊 物 ； 专 业 的 出 版 书 籍 ； 国 外 刊 物 如 P e s t 

Management Sc ience，有机化学期刊等。

九．法规文件

1．国际组织（FAO/WHO/OECD/EU/IUPAC/NGO）；机构、行业协会（植保/农药）的管理资料。

2．各个国家主管部门政府官方网站。

十．不同国家登记信息（已登记产品列表）的查询

1．各个国家主管登记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术手段）一般会公布已登记产品的列表供查

询和下载。

2．收费的第三方服务网站，如南非的一些国家的农药登记信息是交给CropLi fe South Afr ica来维护的，想要查询

登记列表是需要付费的。

3．登记咨询代理，如果自己无法从网站上查询到这个国家的产品列表，可以咨询做这个国家登记咨询的代理，一

般他们都可以提供，可能需要付费。

这是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信息在不断地更新变化。我们要学会从混乱无序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些要靠日常的积累和不断的学习。平时工作中多多注意收集国内外权威国家机构和组织、大学、

研究院所、国际组织、信息和出版等商业机构的信息出版动态及数据库发布动态；经常浏览国内外重要期刊、图书并

注意其出版发行的变化；也要加强同行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我们作为信息（咨询）工作者，即使永不停息的工作还是难以跟上信息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不存在一劳永逸，必须

持续不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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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行的新手肯定都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在编写登记资料时候常常找不到想要的资料。有的时候是因为缺乏经验，

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有的时候是因为农药一次性信息丰富、分布广泛、涉及面广，难以逐个掌握和利用。所以，实际

工作中常常需要借助二次文献或一些所谓的检索工具实现收寻文献源的目的。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如何综合利用数据库

与其它信息资源寻找与农药各个领域有关的技术文献。

一．农药分析方法

1．CIPAC手册；AOAC分析方法手册；《农药分析》；Analyt ic  Methods for  Pest ic ides and Plant  Growth Regu-

la tors。

2．The Pest ic ide Manual

3．《农药》，《农药科学与管理》，《色谱》，J. Agr ic .  Food Chem.，OAC internat ional，其它农药中英文期

刊。

4．http://www.chemweb.com；CABI数据库；Elsev ier全文电子期刊。

5．FAO和WHO农药标准以及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等。

二．残留分析方法及残留资料

1．Analyt ic  Methods for  Pest ic ides and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2．The Pest ic ide Manual

3．《农药残留量分析手册》（Pest ic ide Analyt ica l  Manual  Vol .  I  &I  I )；《农药残留量实用检测方法手册》。

4．AOAC分析方法手册；Manual  of  Pest ic ide Res idue Analys is；By Their；Hans-Peter  & Hans Zeumer。

5．http://www.chemweb.com；CABI数据库；Elsev ier全文电子期刊。

6．FAO: pest ic ide res idues in food:  rev 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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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出版发行的变化；也要加强同行之间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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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性较高的阔叶靶标、安全性敏感的黄瓜嫩叶、有水生生物的水稻田施药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公司制剂研究

数字化平台，分别研发了性能优异的高渗型吡唑醚菌酯EC、安全性较好的25%吡唑醚菌酯SC、对水生生物安全而在水

稻叶片上能够迅速释放农药的吡唑醚菌酯微囊剂，均已经产业化。目前公司在有计划的对杀虫、杀菌和除草剂大品种

进行系统性研究，以求获得符合特定应用场景的差异化优秀制剂产品。

3．缓控释微胶囊制剂开发：优秀的微胶囊制剂包括稳定的微囊制剂和适应应用场景释放需要的制剂两部分，2020

年江苏擎宇成功实现了微通道连续流制备技术应用于微胶囊工业生产，并重点研究调整囊芯材、壁材和囊外润湿分散

成分，适应应用场景释放的要求，如与海外合作的520克/升氟乐灵微囊悬浮剂，有效减少了施药次数，与国内某企业

合作的450克/升二甲戊乐灵微囊悬浮剂与国外知名企业产品质量相似；30%噻唑磷微囊悬浮剂持效期生长至110天；

30%咪鲜胺微囊固体一次成囊等。

一、农药制剂开发现状

随着助剂、加工设备和检测仪器的全球同步，国内常规制剂研发与商品化已处于较好的发展水平。2016年国家出

台化肥、农药双减政策，倒逼农药与科研单位从农药的全生命周期来研究，提高农药利用率。农药分子的生命周期包

含4个传递过程，即农药分子的分散乳化、药液自喷嘴到达靶标表面的空间传递、药液在靶标界面传递，以及农药分子

在靶标体内传递。因此提高制剂化学稳定性、分散度、适应施药场景需要和延长原药生命力或提高协同效能的复配制

剂，让药效更好表达引起农药企业和科研单位的重视。具体表现在：

1、抑制分解的农药制剂：磺隆类OD、烯草酮EC、马拉硫磷EC、唑啉草酯EC等化学成分因原药来源不一样而分解

率不一样；

2、高分散度农药制剂：以干悬浮剂和纳米制剂为代表的药液高分散度和粒子粒径减少，有利于药物在靶标表面分

散均匀和黏附，据统计数据表明，干悬浮剂或纳米制剂药效普遍比常规剂型高20-30%；

3、适应新型施药场景需要的制剂：目前国家整体步入小康社会，劳动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因此施撒自动化、精

准化、施药次数减少的制剂得到重视。如以飞防或大型机械喷雾为代表的施药方式，要求多药剂混合、高浓度药液施

药，药液仍保持较好的分散度；防治松结线虫的滴罐施药要求制剂具有良好的渗透和抗凝胶能力；具有减少施药次数

或提升药物对人体或生物安全性的微胶囊制剂等等； 

4、延续原药生命力：新的原药成分开发越来越难，通过复配，扩大原有原药作用范围，提升原药生命期；

 

二、农药制剂开发机构（制剂开发CRO）能让药效更好表达

制剂开发CRO拥有各剂型研究硬件平台和助剂研发平台，能够有效地对助剂和药物构效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建立

各研究指标检测标准，收集传递过程数据，并进行科学分析，采用数字化手段从全生命周期高度思考制剂的综合性

能，让药效更好表达。

制剂开发CRO拥有全系列助剂数据与样品库，动辄数以万计制剂配方数据库，为制剂研发与生成节省大量时间。

三、制剂开发CRO的案例分享

江苏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擎宇）是一家致力于高分子表面活性剂开发，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农药制剂加工和

减施增效综合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擎宇致力于建立完整的药液传递模拟评价系统，跟踪分析农药颗粒

或液滴在不同传递阶段行为规律，提升制剂配方或桶混配方研究效率，为农药制剂方案提供科学决策，在农药制剂开

发方面取得一些列成果。

1．基于湿法砂磨喷雾干燥工艺技术制备干悬浮剂：10年前江苏擎宇布局干悬浮剂工艺、设备和助剂体系的研究，

目前已服务于国内70%以上的干悬浮剂生产企业，其中有特点的有：低熔点原药制备的干悬浮剂如50%吡唑醚菌酯DF、

75%肟菌酯戊唑醇DF、80%敌稗DF，克服了低熔点原药制备水分散粒剂，烘干过程中助剂易脱落导致制剂产品不崩解

难题；高浓度制剂如90%敌草隆DF、90%莠去津、80%烯酰吗啉吡蚜酮DF等助剂空间较小，制剂性能不稳定难题；噻霉

酮DF、70%吡虫啉DF在作物叶面润湿性改善的难题等等；

2．面向农药药效更好表达的农药制剂开发：江苏擎宇凝聚各方面力量，面向吡唑醚菌酯等大品种农药，分别开展

来源：江苏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秦敦忠先生

农药制剂开发CRO让药效更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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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Nutrichem Laborator Co. ,Ltd.

公司介绍：
我们是一家致力于为工业化学品和植

保产品提供安评和产品检测服务的独

立第三方合约研究机构(CRO)。我们

在科研基础上为客户提供科学准确公

平及负责任的人类健康及环境安全评

价报告，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 CRO 及

全球植保行业最佳服务商。

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 OECD 及中

国农业农村部认可的 GLP 实验室，并

于 2012&2013 年获得 ISO/IEC 17025 

证书（CNAS证书）及中国计量认证

证书（CMA）。

服务概览：
1. 活性成分及杂质的定性定量分析 

2. 五批次全组分分析

3. 物理化学性质分析 

4. 质量检验及质量控制 

5. 稳定性和残留试验 

6. 生态毒理和环境行为试验 

7. 田间药效试验

8. 毒性试验 (急毒&致突变)

9. 各类风险评估及 QSAR 报告

10. 企业标准编制及说明

11. 农药登记及实验室建设咨询服务

地        址：

网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27 

号；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

区方洲路 128 号六区 1 号

楼 4 楼

www.nutrichem-lab.com

刘斌 & 孙贵娟

bin.liu@nutrichem.cn; 

guijuan.sun@nutrichem.cn

152 9555 0319

北京乾元铂归科技有限公司
BioGuide Technologies Co. ,Ltd

公司介绍：
北 京 乾 元 铂 归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015 年，创业团队成员包括业界资深

专家和专业人员，从成立之初即建立

起了符合 OECD GLP、USEPA GLP 以

及中国农业农村部良好实验室规范的

质量体系并严格遵循，从事化学品、

生物农药、医药、动物医药和化妆品

组分的分析、检测和安全性评介等。

实 验 室 有 H P L C 、 H P L C - M S 、 G C 、

PCR 和测序仪等精密仪器设备，为化

学品、生物农药、医药、动物医药和

化妆品组分等产品登记提供全面的分

析检测服务。

服务概览：
生物化学农药组分分析：活性成分、

主要杂质和相关杂质的定性定量分析

微生物农药批次分析：活性成分菌株

或毒株的定性鉴定和定量分析、杂菌

的定性鉴定和定量分析、相关杂质和

次生代谢物的定性定量分析、分析方

法开发及验证

稳定性试验：加速稳定性·低温稳定性·

常温储存稳定性·包装材料稳定性·光稳

定性

物化性质测试：EPA OPPTS 830 系列·

OECD 测试指南 100 系列·欧盟 A 系列·

中国农业部 NY/T1860 系列

CIPAC 分析方法建立和验证服务

生物医药和生物农药的企业标准制定

、验证以及质量控制·生物医药原料药

和生物农药原药中杂质剖析、结构鉴

定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检测以

及有毒有害物质分析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农产品加工所 8 号楼

邵向东

xiangdong.shao@biogu-

ide.tech

134 3939 0072

龙灯研究实验室
RRL Global Services 
 (former name: Rotam Research 
Laboratory)

公司介绍：

服务概览：
登记咨询，五批次分析，理化课题，

生态毒理（水生和陆生生物的环境毒

理课题），遗传毒理课题，专业服务

：预扫描及化学剖析，杂质鉴定及分

离，对照品合成，制剂开发，田间药

效课题研究。

地        址：

网        址：

邮        箱：

联  系  人：

江苏省昆山市宋家港路 233 

号

https://www.rrl-global.com/

林森

Franklin@rotam.com

电        话：0512-50358615

158 5033 2810

在 2007 年，成为中国作物保护行业内

首家获得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认

证的 OECD GLP 实验室。龙灯所有研

究科室皆严格遵循优良实验室规范，

确保产品的化学完整性、质量和一致

性。GLP 合规性由德国 GLP 监测机构

评估及监测，所颁发的认证得到全球

所有监管机构承认。

我们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国际国内

认证，致力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检测

服务及可靠的技术支持，十多年以来

，提供的高质量报告完全符合 GLP 的

要求。

9

测评 Testing



江苏乾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 iangsu BioGuide Laboratory 
Co. ,Ltd.

公司介绍：
江苏乾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个专

注于医药、农用化学品、医疗器械及

工业化学品的研发、产品化学剖析及

理化性质检测的合同研究机构（CRO

）。公司目前已获得 OECD GLP 实验

室资质、中国农业农村部农药登记试

验单位资质，是国内仅有的几家完全

独立运营且具有国内外双重资质的合

同研究实验室之一。近年来，乾元生

物陆续获批了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武进区“四上企业”、“优秀

科技型企业”等证书资质。

服务概览：
1 . 药物有效成分分析方法开发及验证

、含量测试

2. 药物一致性评价生物样本分析

3 . 基因毒杂质分析方法开发及验证、

限量测试

4 . 原材料、中间体残留限量分析方法

开发及验证、残留限量测试

5. 残留溶剂方法开发与验证、限量测

试

6. 有效成分结构确证及理化表征

7 . 原料、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中的

杂质筛选、结构确证及理化表征

8 . 药物原料的质量控制（鉴定及定量

）

9. 药物成品储存稳定性测试

10. 医疗器械消毒溶剂残留检测（例如

环氧乙烷的检测）

11.植入性医疗器械表面修饰药物成分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江苏省常州西太湖科技产

业园长扬路 9 号 D2 栋 5 楼

肖石基

robin.xiao@bioguidelab.com

180 3649 3263

网        址：http://www.bioguidelab.com/

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上海）
有限公司
BIOAGRI LABORATORIOS LTDA

公司介绍：

B I O A G R I 成 立 于 1 9 9 1 年 ， 有 超 过 

1100 名员工。于 200 2 年获得获得 

OECD GLP 认证，主要提供农用化学

品的五批次分析，物理化学性质，环

境行为，急性毒性，遗传毒性，生态

毒 理 ， 农 药 残 留 等 相 关 实 验 服 务 。

BIOAGRI 自 2014 年起成为梅里埃营养

科学集团全资子公司，致力于为全球

农业化学品行业提供专业，高效，可

信的实验服务。

服务概览：
巴西实验室（GLP，ISO17025）：

五批次实验，理化实验，急性毒性实

验，致突变实验，生态毒理实验，环

境行为实验，残留实验。

上海实验室（ISO 17025）：

五批次预扫描实验，农药出口检测。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上海市闵行区召楼路 3576 
号 3 幢

朱敏

kathy.zhu@mxns.com

139 1851 3497

江苏恒生检测有限公司
EVERTEST

公司介绍：
江苏恒生检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

第三方分析检测科技服务机构。公司

创建于 2015 年，是在“江苏南方农药

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农药产品质量监

督检测站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扩建而

成，公司坐落于国家级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拥有超过 7500 平米和 420 

亩试验田的专业实验室。

恒生检测作为一家独立运营的第三方

专业检测机构，始终秉持“科学、公

正、高效、诚信”的价值理念。公司

拥有庞大的科研专家队伍，精益求精

的技术，先进的检测设备。恒生检测

致力于在理化性质测定、全组分分析

、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试

验、残留检测、药效试验、环境影响

试验、毒理学试验等众多领域为广大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

服务概览：
农药登记理化性质测定、质检和常储

资质--- 农业农村部

农药原药登记五批次全组分分析资质

---农业农村部

农药登记残留试验资质 ---农业农村部

农药田间药效和室内生测（杀虫剂、

杀菌剂、除草剂）---农业农村部

农药、新化学物质登记生态毒理试验

资质 ---农业农村部、环保部

农药、肥料质量检测资质---CMA

绿色食品检测资质---CATL

地        址：

网        址：

电        话：

联  系  人：

南 京 市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恒

竞路 31-1 号

www.jsevertest.com

李文韬

025-8963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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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vina, Madigattla Villag-

e,Bhoothpur Mandal,Mah-

abubnagar-509382.Telan-

gana State.

Dr.Ramamoorthy

cs@bioreg.ltd

(+86) 400 180 1980

https://www.palamurbio.-

com/

Palamur Biosciences Private 
Limited

公司介绍：
Palamur Biosciences Private Limited is 

a full service preclinical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operating at 

sub urban of Hyderabad city, 

Mahabubnagar close to Hyderabad 

international airport, Telangana State, 

India. Palamur i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2008 as a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undertaking GLP toxicology / safety 

assessments, exploratory and basic 

research studies. Palamur is promoted 

by key trustees of SVS Educational 

Society which manages the SVS Medi-

cal, Dental, Nursing and Lab technol-

ogy institutes. Palamur facility is the 

only facility approved by Govt. of India 

for commercial breeding and trading 

of Beagle Dogs in India.

服务概览：
A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Application 
(MAA) for a new pharmaceutical / 
Chemical must contain all preclinical 
data available on the product specifi-
cation and quality, bioavailability 
(applicable only drugs) and metabo-
lism, toxicology and safety pharma-
cology as well as efficacy and phar-
macodynamics. This information must 
be provided to the regulatory authori-
ties before initiation of clinical testing 
in humans. Palamur Bioscience is 
certified by CPCSEA, AAALAC, OECD 
GLP, NABL (ISO 17025) and DSIR. Our 
studies are in full accordance to the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nd directives from the Schedule Y, 
CIB-RC, EMA, OECD, EU, ISO, FDA or 
EPA. We perform studies required for 
the approval of your drug with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s well as stud-
ies on your chemical for its registra-
tion with the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CHA for the REACH program. 
We´ll also test your food additive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网        址：

according to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Palamur is also 

having a dedicated facility for implant-

able medical devices,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Device 

Assessment (MRIDA) where we take up 

the Safet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tudies using large animals like Pigs, 

Dogs, Sheep, etc with most modern 

equipment and infrastructure in com-

pliance with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青岛滕润翔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TERONSUN

公司介绍：
青岛滕润翔检测评价有限公司位于青

岛 市 城 阳 区 西 城 汇 工 业 园 ， 成 立 于 

2017 年 2 月，配备 14000 ㎡的检测评

价实验室，7000 ㎡的 SPF 小动物饲养

系统以及 3000 ㎡ 动物实验室，拥有

国家认可委 CMA/CNAS 农药和肥料检

测资质以及 GLP 产品化学、药效、毒

理学资质，致力于药物临场前安全评

价，农药、肥料、化学品等检验以及

登记试验服务。一流的硬件设备设施

以及专业的检测团队使我们在行业内

独有的优势，这些为青岛滕润翔检测

评价有限公司获得持续、高效、快速

发展提供强大基础支持。

服务概览：
青岛滕润翔检测评价有限公司拥有国

家认可委 CMA/CNAS 农药和肥料检测

资质以及 GLP 产品化学、药效、毒理

资质，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农药登记

试验单位，可进行产品化学、药效、

毒理登记试验，致力于药物临场前安

全评价，农药、肥料、化学品等检验

以及登记试验服务。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城阳

街道西城汇社区居民委员

会西北 1000 米

陈浩然

chenhaoran@teronsun.cn

180 3718 9525

网        址： http://www.teronsun.cna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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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启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代
谢安评中心
Shanghai Qizhen Isotech Metabo-

l ism Safety Evaluation Center

公司介绍：
上海启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代谢安评

中心是一家专门从事代谢试验的第三

方独立科研机构，聘请浙江大学核农

所团队作为公司技术顾问。公司具有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乙级非密封

放射性工作场所资质；现已建成具有“

独特性、先进性、集成性、溯源性”的

新一代标记化合物定制合成及农药动

植物代谢和环境归趋试验机构，并已

正式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动植物代

谢试验及环境归趋B类试验资质。

服务概览：
公司是以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为基

础，兼具核与非核试验手段，具有“独

特性、先进性、集成性、溯源性”的新

一代新药动物代谢、同位素示踪试验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主要服务项目为： 

1.残留代谢试验（动物代谢试验、植物

代谢试验）；

2环境归趋B类试验（土壤好氧代谢试

验、土壤厌氧代谢试验、水-沉积物好

氧代谢试验；

3.标记合成及分析（标记物合成、标记

物定性定量分析）；

4.其他合成分析服务（代谢产物合成、

理化分析）；

5.常规分析及辐射测量业务。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上海市奉贤区茂园路 659 

号科技创业大楼 11-12 层

黄磊

lhuang@qzisotech.com

188 5813 4399

网        址： http://www.qzisotech.com-

/Evaluation/index.aspx

上海微谱检测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Shanghai WEIPU Testing Technol-
ogy Group Co. ,  LTD.Laboratory)

公司介绍：

服务概览：
微谱农化事业部业务包括农用化学品

（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及饲料添

加剂）的检测，测试，分析，开发，

咨询（专利，商标，认证，政府项目

申报）业务。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分析测试、产品检

测、环境健康安全、产品注册备案、

产品质量鉴定、计量校准与验证测试

、体系及产品审核与认证、药物研发

与临床研究等技术服务。

微谱始终秉承“服务，不止于检测！”的

理念，尽心尽力让科技进步更快，让

产品质量更好，让人类生活更安全、

更健康！

地        址：

网        址：

邮        箱：

联  系  人：

上海市杨浦区国伟路 135 

号 9 楼

www.weipugroup.comal.c-

om/

岳淑君（Lizzy）

yueshujun@weipugroup.c-

om

电        话： 151 0215 2782

微谱，中国大型研究型检测机构。始

于 2008 年，总部位于上海，在广州、

深圳、苏州、杭州等地设立有分子公

司，拥有超过 1600 名专业人员，5 万

平方米以上实验室及办公场地。 具备 

CMA 和 CNAS 资质，基于十多年的专

业技术积累和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

微谱每年出具近十万份技术报告，累

计服务客户八万多家，其中包括众多

世界五百强客户，高端技术水准和高

质量技术服务深获客户好评。

SCI-AGRO |农药化学-GLP实
验室
SCI-AGRO |  Science in Agrochem-
icals

The SCI-AGRO laboratory offers 

studies in accordance with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s in agrochemical 

products for registration purposes. It 

has a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state-of-the-art equipment, in addi-

tion to professionals with over 15 

years experience. Competitive prices 

and reduced deadlines.

Physico-chemical studies;

Aquatic and terrestrial ecotoxicology 

studies;

In vitro and In vivo toxicology;

Mutagenicity studies;

5-batch analysis;

QSAR report (ANVISA and worldwide 

requirements)

Via Vicente Verdi, 835, CEP 

13518-070, Charqueada, 

Sao Paulo, Brazil

Lucas Silva

lucas.silva@sci-agro.com

+5519999449001

www.sci-agro.com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网        址：

公司介绍：

服务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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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晓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GreenTech laboratory Co. ,  LTD.

公司介绍：
上海晓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一

家农用化学品的专业检测机构，具有 

CNAS、CMA、农业农村部 GLP/GEP 

等相关资质，是国家农药标准化委员

会成员单位。公司配备有核磁共振谱

仪、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DSC 

等先进的仪器设备，拥有近 3000 平米

实验室、15 亩温室大棚和多个田间试

验基地。公司出具的全分析和理化检

测 GLP 报告已先后被中国、美国、阿

根廷、澳大利亚、厄瓜多尔等多个国

家认可，出具的 CNAS 报告获得全球

五十多个国家认可。公司致力于成为

国际领先的第三方检测服务机构，可

为客户提供分析检测、农药室内和田

间药效测试验证与评价、技术咨询等

服务概览：
公司设有理化试验室和生测药效实验

室。其中，理化实验室可为研发、登

记、生产及贸易提供农药或化学品的

五批次全组分分析、理化性质测定、

产品质量检测和储存稳定性试验、方

法开发及验证、检测咨询等技术服务

。生测药效实验室设除草剂、杀菌剂

、杀虫剂等研究方向，可提供包括新

化合物活性筛选与评价、室内活性测

定、室内安全性测试与评价、制剂配

方筛选与评价、研发类田间药效试验

、登记类药效试验、抗性风险评估服

务等。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上海市松江区顺庆路 650 

号 2 幢

倪珏萍

jueping_ni@greentechl-

ab.cn

021-51105968-6665

网        址： http://www.greentechlab.-

cn/

苏州华测安评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CTI-SAFETY EVALUATION TECHNI-

CAL SERVICE CO.,LTD

公司介绍：
苏州华测安评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前身

为苏州安评化学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2013 年 

11 月 25 日，更名为苏州华测安评化

学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为华测检

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7 年 1 月 25 日，更名为苏州华

测安评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概览：
目前，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品的理化性
质测试、生态环境毒理、环境行为以
及生物降解和蓄积测试，作为独立的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向从事新化学物
质和农药登记的各类公司提供登记测
试和相关的测试咨询、评估服务。 
本公司现有工作人员涉及理化测试、
生态毒理和生物降解与蓄积等领域。
人员基本素质高，具备严谨的科学作
风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工作人员
具备较高的学历，多数来自环境、农
药、化学或生态专业，熟悉 GLP 的基
本原理和内容，掌握化学品测试方法
和国内外相关检测方法标准，有从事
生态毒理和生物降解与蓄积等相关测
试及方法开发的技术能力和优势。 
本公司拥有 2977 ㎡的工作场所，其中
分析测试场地面积 2600 ㎡，分析测试
场所功能区划分全面合理，完全具备
从事新化学品登记所需生态毒理、生
物降解和理化测试相关试验对仪器设
备和设施的要求。 
本公司拥有完善的仪器设备体系，配
备了超高液相色谱仪 UPLC、气相色谱
仪GC、液相色谱仪 HPLC，三重四级
杆液质联用仪 LC-MS-MS、TOC 测定
仪、生物降解呼吸仪 CES、离子色谱 
IC、热重分析仪 TGA、差热分析仪 
DSC、紫外分光光度计等大型分析检
测仪器。另配置了各类用于试验体系
培养测试的仪器装置，以及熔点仪、
闪点仪、蒸汽压仪、粒度仪、手套箱
、组织粉碎机、匀浆机、氮气吹扫仪
、旋转蒸发仪、固相萃取装置、磁力
搅拌器、冷冻离心机、超声波清洗仪

地        址：

邮        箱：

联  系  人：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

展业路 18 号展业大厦 D 栋 

6 层，邮政编码：215121

皮天星

pitianxing@cti-cert.com.c-

om

电        话：+86-512-8666 8421

、摇床和鼓风干燥箱在内的多种用于
理化测试测试和样品处理的仪器和装
置。在所检验的领域内仪器先进、配
备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化学品理化性
质、生态毒理和生物降解与蓄积等试
验测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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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For Scientif ic  Pty Ltd

公司介绍：
Agrifor 是澳大利亚（OECD成员国）

一家专业从事 5 批次等理化分析的独

立第三方 GLP 实验室，我们同时按照 

OECD/US EPA 以及 EC 的方法提供理

化性质项目的检测。2005 年实验室被

认定为 GLP 实验机构，并同时得到阿

根廷 SENASA 和巴拉圭 SENAVE 以及

其他国家官方的认可。我们有着无可

比拟的分析经验，分析过超过 280 种

化合物，并完成了超过 1000 份全分析

报告。

我们可以提供 GLP 以及非 GLP 的 5 批

次报告，鉴定 0.06 %以上的杂质，合

成或制备杂质标样，包括硝磺草酮限

量杂质、溴氰虫酰胺、烯草酮的杂质

等。

服务概览：
GLP 及非 GLP 的 5 批次全分析报告（

OECD, EU, US EPA, SENASA）

杂质结构鉴定

制备杂质标样

二噁英的检测(GLP) 

理化性质报告

制剂质量控制

分析方法开发

澳洲登记咨询服务

QSAR 报告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30/22 Delhi Road Macqua-

rie Park, NSW, 2113, 

Australia

汪海燕 （Shelley Wang)

shelley@agrifor.com.au

137 3222 1135

网        址：www.agrifor.com.au

浙江九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J&A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介绍：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南方测试中

心暨浙江九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4 年 9 月 28 日正式坐落于浙江省

杭州市滨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

司使用面积逾 4000 m2。拥有一支强

大的高新技术科研人才队伍，建有一

套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拥有高分辨

磁质谱、荧光定量 PCR 等大型精密设

备；承担过多项国家级检测应用和标

准方法科研课题，是一家依据 ISO/IEC 

17025 运行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服务概览：
农药中的二噁英类检测

具有农药中二噁英检测的 CNAS 资质，

能够出具国际互认的检测报告。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

路 1335 号 D 栋 2 层

占汪洋

service@jatests.com

178 2683 3041

网        址： http://www.jatests.com/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SGS）
SGS-CSTC Standards Technical  

Services Co. ,  Ltd

公司介绍：
SGS 是国际公认的检验、鉴定、测试

和认证机构，在世界各地共有 97,000 

多名员工，分布在 2,600 多个分支机

构和实验室，构成了全球性的服务网

络。在中国，SGS 的服务能力已全面

覆盖到纺织品及鞋类、玩具及婴幼儿

用品、家居及轻工产品 、电子电气、

农产食品、生命科学、化妆品及个人

护理、石油化工、矿产、环境、工业

、交通和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的供应

链上下游。凭借全球化技术优势和本

地化服务理念，我们不断创新，通过

一流的检测、认证服务，致力在企业

组织、政府和个人间传递信任，更助

力本土及全球客户加速业务成功、提

升可持续发展竞争力。

服务概览：
在农药领域，我们的团队针对农药市场
新趋势，为客户提供整个供应链的质量
把控方案，为您提供及时、快速、公正
、全面的检测服务。我们的测试能力包
括针对农药原料、农药中间体、农药制
剂、其他化工品、肥料等各类产品的常
规理化性质检测、稳定性试验、杂质检
测等，其中农药制剂包括但不限于除草
剂、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等。服务项目囊括全国范围内检验、全
球范围内样品递送处理、测试、实验室
培训、检测标准培训、驻厂培训、供应
商评估等一系列的服务。我们拥有专业
的检验队伍，精准的实验室设备和测试
能力以及一体化的管理体系。我们致力
于为您控制质量、降低风险、创造价值
。我司农药实验室目前拥有 CNSA 和 
CMA 资质，GLP 实验室也在试运行中。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 47 

号黑牡丹产业园 18 栋 6 楼

Jessica Lan / 兰兰

Jessica.lan@sgs.com

+86 180 0158 6365

网        址： www.sgs.com

全球农化行业 CROs & CRAOs 白皮书 14

测评Testing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UIZHOU YINNONG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介绍：

服务概览：
2016 年，银农科技 1200 ㎡国内首屈

一指的研发中心投入使用，配备顶尖

的科研人员和各种先进农药剂型开发

设备及全套的农药理化性质测定、质

量分析检测仪器。2021 年研发中心完

成全面升级，GLP 实验室开始试运行

，拥有岛津、Waters、安捷伦高效液

相色谱仪以及郎迪森多重光散射仪、

岛津气相色谱仪等高端的分析设备；

可完成 WG/OD/ME/SC 等各剂型样品

的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

试验/储存稳定性试验以及原药和有效

成分的理化性质测定试验等农药登记

试验。

地        址：

网        址：

联  系  人：

广 东 省 惠 州 市 马 安 镇 赤 澳

地 段 惠 州 市 银 农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http://www.yinnong.com.c-

n/col/73352

王爱臣

惠州市银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1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15 年登陆新三板。公司致力于安全

、高效、对环境友好的新型农药制剂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现代农业种

植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植保技术服务，

并为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保护

生态环境、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银农科技坚持以创新为动

力，一直引领着中国农药制剂行业的

发展方向。公司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主

要的技术依托单位，并与国内外多家

研发机构保持紧密的技术合作。银农

科技坚持走精品路线，通过建立业内

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甄选优质材料

，执行标准化的制造工艺和严苛的检

验体系，有效保障每一批产品的品质

始终如一。

邮        箱：wangaichen@yinnong.com

.cn

电        话：139 2832 7090

江苏利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J iangsu Limin Laboratory Co. ,  Ltd.

公司介绍：
江苏利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农

药、兽药、医药等化学品的产品化学

试验研究，开展化学品、农药原药及

制剂有效成分和杂质的定性和定量分

析、五批次全分析、理化性质测定、

产品质量分析与控制、储存稳定性研

究等。公司团队是一支由江苏省“双创

人才”带领的高学历、高素质年轻人才

队伍，以“科学、正直、严谨”的态度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高效的

科研检测服务，助力农药、兽药、医

药等化学品登记和注册试验。

服务概览：
1.农药原药 

五批次分析：有效成分和杂质定性和

定量分析 

分析方法开发与验证 

产品质量分析和控制 

分析标准品：采购、合成和分析证书 

稳定性试验 

理化性质 

2.农药制剂 

理化性质 

分析方法开发与验证 

产品控制指标及验证 

稳定性试验（加速储存/常温储存/低温

储存） 

3.工业化学品 

物质识别与相同性 

光谱和波谱图 

分析方法开发与验证 

产品质量分析和控制 

理化性质 

4.咨询服务 

登记备案（哥伦比亚，巴拉圭等）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

范马路 5 号 B 座 19 楼

裴玲玲

peilingling@chinalimin.com

151 9587 1630

Tentamus Group

公司介绍：
Fully comprehensive CRO in 3 conti-

nents.

服务概览：
ADME, Phys/Chem testing including 

stability and 5BA, and field trials.

Shanghai, USA and EU

John McKenzie

John.mckenz ie@tentam-

us.com

Www.tentamus.com

00447949 546425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网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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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化 工 研 究 院 化 工 产 品 检
测中心
ZHEJIANG PROVINCE CHEMICAL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PRODUCT TESTING 
CENTER

公司介绍：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化工产品检测中心

（浙江省化工产品质量检验站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农药、化肥等多

种化工产品的检测、理化性质分析、

货物运输鉴定、危险化学品分类鉴定

的第三方检测/检验机构，是德国 BfR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

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认可的

相关产品检测实验室。

服务概览：
农药登记产品化学试验：

（全）组分分析试验、理化性质测定

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

试验 

农药登记残留试验 

铁路/航空/海上/道路货物运输鉴定 

分析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新设

备开发和验证

分析人员的培训、检测实验室的建立

和咨询

地        址：

网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天 目

山路 387 号

http://www.chem-testing.-

com

施建忠

Shijianzhong@sinochem.-

com

0571-85228127,

136 0661 3970

中 国 检 验 认 证 集 团 福 建 有 限 公
司
CHINA CERTIFICATION & INSPEC-
TION GROUP FUJIAN Co. ,  LTD

公司介绍：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CCIC），是集“

检验、鉴定、认证、测试、评价、防

制”一体的独立第三方检验认证机构，

是综合性、跨国检验认证机构，2020 

年转隶国资委监管。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福建有限公司（CCIC福建），作为 

CCIC 旗下的核心成员，致力于“质量

、安全、健康、环保”领域，我们以全

球适用的技术标准，在政府、组织及

个人之间传递信任，为海西地区，中

国，乃至全球客户提供安全、可持续

的“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服务概览：
卫生杀虫剂药效检测; 质量安全服务，

能力覆盖矿产品、食品、农副产品、

石油化工品、消费品、工业品、安全

评价、职业健康、商务代理、专业有

害生物管理、检疫处理、司法鉴定、

环境检测、环保技术服务、环保工程

等众多领域，提供检验、检疫处理、

鉴定、检测、认证、评价、技术服务

和培训等服务。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

路 16 号 305 室

魏桂媚 & 张捷

weigm@fj.ccic.com 

zhangj@fj.ccic.com

153 0593 7399 

159 5919 1105

网        址：http://www.ccicfj.com/

上海力智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Achiever Biochem Co. ,  Ltd.

公司介绍：
公司目前在 non-GLP 杂质剖析、定性

、标准品合成与制备、有机化合物的

研发、相关工艺路线的优化改良方面

，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同时全资拥

有经荷兰食品和消费品安全管理署审

核认证的 OECD GLP 实验室，并获得

农业部颁发的《农药登记原药全组分

分析试验单位(符合 GLP 要求)》证书

服务概览：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研究机构，力智生

化 GLP 实验室拥有液质联用仪、气质

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

仪、红外光谱仪、紫外光谱仪、 同步

热差分析仪、核磁(CNAS 联合实验室)

等国际先进实验仪器和设备。专业提

供五批次分析和理化性质测定。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上海市市浦东新区李冰路

67 弄 9 号

葛海

gehai@achieverbc.com

021-51323398

网        址：www.achiever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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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网        址：

辽 宁 省 本 溪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香槐路136栋

www.lnqycp.com

山 东 省 滨 州 市 滨 城 区 永 莘

路518号

董杰

BNKJGLP@binnong.com

0543-5087891

http://www.binnong.com/

山 东 滨 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G L P 实
验室
Shandong Binnong Technology
 Co. ,  Ltd GLP Laboratory

公司介绍：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是以研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植保产品制造

供应商. 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GLP实

验室成立于2017年，于2019年获得

OECD GLP认证，并于2022年顺利通

过OECD GLP复评审。实验室主要提供

农用化学品的五批次全分析，物理化

学性质等相关实验研究和服务。实验

室将严格遵循GLP准则，为客户提供

高质量的检测服务和技术支持。

服务概览：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网        址：

五批次全分析、理化性质、分析方法开

发及验证等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路8号

李工

/

15850562220、

13270073272

/

国农（南京）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Guonong （nanjing）Testing
Technology Co. ,  Ltd

公司介绍：
国农（南京）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是南

京农创园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a全

资子公司，业务板块涵盖技术服务、

检测服务、场地租赁、仪器设备共享

等内容。

服务概览：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网        址：

1、农产品安全检测：农药残留检测，

营养元素及重金属检测、兽药残留检测

等；

2、农产品生产环境检测：土壤环境质

量、土壤肥力、中微量元素含量等。

辽宁千一测试评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Liaoning Qianyi  Testing and Evalu-
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  Ltd.

公司介绍：
辽宁千一测试评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千一测评）成立于2009年，旨

在为全国农药、化工、医药、化妆品

、食品行业提供优质、科学、快捷的

登记试验服务和检验检测服务。目前

可提供GLP毒理学试验、农药登记毒理

学试验、医药药效学试验、农药登记

药效学试验、理化检测、微生物检验

和现场采样检测等技术服务。

千一测评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至

今，已投入1.1亿元用于设施建设、技

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目前，公司已构

建了洁净级动物试验屏障系统5100余

平方米，普通级动物试验房1000余平

方米，高精实验室3900余平方米；配

备了国际主流的仪器设备。

千一测评致力于持续提升登记试验的

科学性和完整性，为委托方和监管部

门提供切实可靠的科研数据，为提升

健康安全性、环境安全性和监管工作

效率做出应有的贡献。

服务概览：
目前本机构已获得国家农业农村部颁

发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证书》（编

号：SD2018012，可提供全部急性毒

性、重复毒性、特殊毒性、毒代动力

学等登记试验服务，还可提供除草剂

和杀菌剂的药效学登记试验服务）、

国家认可委颁发的《国家认监委良好

实验室规范符合性证书》（注册号：

CNAS GLP 0011，可提供新化学品GLP

登记试验，报告受周边国家承认）、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检验检测

机 构 资 质 认 定 证 书 》 （ 证 书 号 ：

17060014E010，可提供消毒产品、化

联  系  人：左超

邮        箱：zuochao@lnqycp.com

电        话：18240469855

学品、日化品、化妆品成品及新原料

等检验检测服务），以及省科技厅授

予的《动物使用许可证》（证书号：

SYXK(辽)2015-0006，可提供洁净级

动物设施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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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erBrasi l  Agro

公司介绍：

服务概览：
Pesticide registration – Market survey 

–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 Search 

for distributors / suppliers – Import 

report – Registration training.

地        址：

网        址：

Rua Dona Antonia de 

Queiroz, 504, suite 123. 

Sao Paulo, SP. Brazil PC 

01307-013

www.allierbrasil.com.br

AllierBrasil Agro is a consulting and 

a d v i s o r y c o . i n p e s t i c i d e s a r e a i n 

Brazil.

We are pioneer in promoting Brazilian 

agribusiness worldwide.

香港·灣仔駱克道 53-55 號

恒澤商業大廈 7/F

魏经理

cs@bioreg.ltd

400 180 1980

http://www.bioreg.ltd/

柏睿咨询有限公司
BIOREG Limited

公司介绍：
柏睿咨询是专注于生物和化学制品的

科 技 咨 询 机 构 ， 汇 聚 顶 尖 法 规 、 技

术、商业、管理人才，致力于世界范

围内市场发现与拓展。

服务概览：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网        址：

【产品数据链】

以卓越的数据检索和分析能力帮助客户建

立对精细化学品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专业审

视，对研发、生产、登记、贸易、分销、

终端各环节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衔

接，从而为市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登记事务所】

依托全球分布的协作机构，柏睿咨询能

够帮助客户有效地突破环境及技术贸易

壁垒，迅速实现市场准入。柏睿咨询一

站式提供产品登记需要的资源，并根据

客户精准需求实施最优组合、专业监理

和质量保障。

【实验室联盟】

柏睿咨询致力于联合最具发展潜力的实

验室，提供从规划建设、资质申请到业

务托管的全方位发展支持，共同建立化

学、生物产品安全性评价和质量控制的

第三方平台。

北京农博润禾科技有限公司
Beij ing AgroBroad Co. ,  Ltd.

公司介绍：
我们专注于向国内外客户提供农药登

记咨询代理培训服务，拥有专业高效

的专家团队，多人具有超 20 年行业从

业经验，熟知国内外农药登记法规和

登记流程，与登记管理部门及试验单

位保持高效通畅交流，是您在中外登

记农药产品的可靠帮手！

服务概览：
农药国内外登记咨询、登记代理、登

记试验检测安排、农药出口登记年会

组织策划、农药进出口证明文件代。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北京市海淀区黑龙潭路冷

泉林语山庄三区 10 号楼 1 

单元

张先生

forestzhang1@263.net

010-62966032

联  系  人：Flavio Hirata

邮        箱：Flavio.hirata@uol.com.br

电        话：+55 11 3151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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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誉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Winhonor Consult ing Company 
Limited

公司介绍：
山 东 誉 鸿 信 息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起 始 于 

2009 年，是最早的农药境外登记咨询

公司之一。自成立以来, 我们一直致力

于”简化产品国外登记流程，创建产品

境 外 登 记 服 务 网 络 “ 。 我 们 有 O E C D 

GLP 实验室的强力支持和十几年数以

千计的工作项目经验基础，可以提供

从产品调研、数据生成、材料准备、

持有登记、药效安排、提交获证、到

后期证件维护使用的综合服务；当前

，我们有多家合作 GLP 实验室、5 家

自有分支公司和 30 多个国家的稳定服

务网络；我们服务了很多国内知名企

业客户，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评价。 

我们一直坚持良好沟通、稳定服务、

持续改进的理念，会为您的市场开拓

增砖添瓦。

服务概览：
服务包括： 

1. 产品 GLP 实验项目。 

2. 产品境外登记项目。 

3. 产品登记文件项目。 

4. 相关辅助服务： 

a) 设立分支公司

b) 产品调研报告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山 东 省 滨 州 市 滨 城 区 黄 河

八路渤海十路 398 号天成

花园 7 号沿街楼西 3 楼 

302 室 256600

刘玉 Larry Li

winhonor1@winhonor.co-

m.cn 

winhonor3@winhonor.co-

m.cn

0543-8125814 

139 5438 8891

网        址：http://www.winhonor.com-

.cn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REACH24H Consult ing Group

公司介绍：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

技术服务机构，总部位于中国杭州，

在爱尔兰、美国、英国、韩国、中国

台湾均设立了分支机构。瑞欧科技拥

有多名国际认证毒理学家、安全评估

师和风险评估专家。通过打造 24 小时

全球咨询服务网络和技术专家团队，

为企业及产品提供一站式的国际市场

准入服务。

服务概览：
中国农药/肥料/消毒剂合规一站式服务

欧盟农药/生物杀灭剂/生物刺激素合规

一站式服务

美国农药/消毒剂/助剂/设备合规一站

式服务

韩国农药/生物杀灭剂合规一站式服务

英国农药/生物杀灭剂合规一站式服务

全球其他国家登记咨询

农药市场和法规分析报告

(Q)SAR预测与毒理学评估服务

风险评估报告

GLP试验监理

农药登记培训会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西路 12-

88 号海创科技中心 3 号楼

14层

胡珂

huke@reach24h.com

+86-571-87007033

网        址：www.reach24h.com

杭州绳墨合规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InkLine Compliance 
Technology Co. ,  Ltd.

公司介绍：
杭州绳墨合规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绳

墨合规），是一家致力于协助企事业

单位开展合规工作的专业服务机构。

绳墨合规以客户至上的理念以及精益

求精的服务原则，为客户解决合规难

题。

绳墨，是木工取直用的工具，出自《

礼记·经解》：“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

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 绳墨

合规秉承传统文化中的合规理念，力

求谱写国内合规咨询行业新篇。

服务概览：
（1）认证咨询：质量管理体系、知识

产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等；

（2）农药登记：全程代理、产品推荐

、样品订制、试验委托、风险评估、

原药来源、资料写审、进度跟踪、登

记延续等；

（3）知识产权：专利申请及转让、作

品登记、商标注册及转让、软著登记

、知产培训等；

（4）合规咨询：农药、肥料、消毒剂

、化妆品、兽药、医药、化学品、医

疗器械等。

地        址：浙 江 省 杭 州 市 滨 江 区 滨 文

路 200 号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宋明

Info_InkLine@163.com

+86 181 58192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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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天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JINAN SUNRISE AGROTECH CO.,  
LTD.

公司介绍：
济南天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法规技术服务公

司。2017 年 9 月注册于山东济南。

在香港、柬埔寨、缅甸、菲律宾等地

区设立海外公司。公司国内核心技术

团队由 9 名农药学、植物病理学、分

析化学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组成，

东南亚地区海外登记服务团队 8 人，

与多家咨询公司合作。 天昱农业针对

农化产品出口贸易中的登记注册环节

，帮助企业解决农化产品进入海外市

场法律法规符合问题，提供一站式高

效精准的海外登记服务。

服务概览：
自主登记服务：天昱农业优势登记区

域为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

斯坦、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东

欧等。 

产品数据生成：天昱农业熟练掌握 50 

+国家的登记资料要求，可完成原药和

制剂的各类疑难数据资料。 

GLP 试验监理：天昱农业与印度 BRF 

实验室磨合 5 年，可为客户提供理化

、急毒、等各类符合 OECD-GLP 要求

的服务。 

海外市场调研：天昱农业可为客户定

制海外产品报告，进出口报告，作物

报告以及企业报告等。

地        址：

电        话：

联  系  人：

山 东 省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工 业

南路 63 号海信贤文中心 

2-413

李颖

133 0531 5026

山东赛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SYNFINE BIOTECH-
NOLOGY CO.,  LTD.

公司介绍：
公司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致力于农化

产品境外登记注册服务。技术团队从

事农药境外自主登记工作 10 多年， 拥

有丰富境外登记经验。自主登记项目

经验涉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掌握境

外农药政策法规及数据要求，对产品

布局有深刻理解。

服务概览：
公司涉及领域：

1. GLP 数据包合规性统筹及安排

2. 中美区域一站式登记

3. 非洲区域一站式登记

4. 东南亚区域一站式登记

5. 南美及安第斯登记筹划及推进

6. 欧盟及 CIS 区域登记咨询及登记筹

划推进

7. 海外公司注册及法务事务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

南路 63 号海信贤文世家中

冷勇敢

s y n f i n e @ s y n f i n e b i o -

tech.com

151 5411 0799

加拿大汉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Hanson AgroSciences Co. ,  Ltd

公司介绍：
汉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汉森

的业务涵盖农用化学品（农药和生物

刺激素）的产品注册、农用化学品的

进口和分销、作物保护市场调查、新

型作物保护化合物评估以及新型农药

和植物生物技术的全球专利观察。 汉

森由产品注册、农药进口与销售、农

用化学品市场调查、新型作物保护化

合物评价、农用化学品和植物生物技

术专利观察等 5 个业务板块组成。

服务概览：
截至目前，我们已向加拿大农药管理

局 ( P M R A ) 和 加 拿 大 动 植 物 检 疫 局

(CFIA)提交了 30 多项产品注册申请，

其中草甘膦 360、540 K、草铵膦 200 

SN 等 10 多个产品已获批。更重要的

是，我们已经在加拿大销售了 1000 多

千升除草剂。 我们的专业精神得到了

中国和加拿大客户的赞誉和认可。 此

外，我们积极推介植保新化合物并向

跨国公司介绍情况。 我们不断致力于

新农用化学品和转基因植物的专利观

察。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569 Rosehill Avenue,Stitts-

ville, Ontario K2S 0E8 

Canada

韩书友 Shuyou Han

hanshuyou@gmail.com

+1-519-702-2185

网        址：www.achiever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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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www.knoell.com

公司介绍：
knoell Group，总部位于德国，从事化

学品法规和产品安全领域的专业技术

咨询。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500 位专

业技术人员，领域包括化学、环境科

学、（生态）毒理学、医学和地球科

学等。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开设分公

司，组建当地法规服务团队。与多家

国内外优秀实验室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为全球数百家化学品企业提供了

技术咨询服务，获得了客户好评和官

方认可。子公司上海科奈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支年轻，

积极性高，专业性强的团队。

服务概览：
上海科奈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为海内外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法规咨询服务和技

术支持，包括欧盟农用化学品、工业

化学品和生物杀灭剂法规，中国新化

学物质、危险化学品、农药、兽药、

肥料、化妆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

加剂、食品接触材料、医疗器械和卫

生用品法规，台湾地区既有和新化学

物质、农用化学品和环境用药法规，

以及东南亚、日本、韩国、南美和北

美化学品相关法规。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 567 号 

品尊国际 B 座 805 室 

200333

吴颖慧

ywu@knoell.com

138 1834 6339（微信同号）

上海科奈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Dr. Knoel l  Consult  Shanghai Co. ,  
Ltd.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Informa-
tion Center

公司介绍：
系由原化工部科技情报研究所（1959

年成立）和原化工部经济信息中心（

1984年成立）于 1992 年合并成立的国

家级行业信息研宄机构。历经 60 年发

展，信息中心己成为全国化工行业享

有盛誉、最具权威的信息咨询和信息

服务机构，拥有 300 多名经验丰富的

专业技术人员，设有国家工程技术图

书馆化工分馆、全国化工国际展览交

流中心、中国化工数据中心、全国化

工节能（减排）中心等机构。承担着

科技部、工信部等多项国家重点项目

。业务涵盖化工行业咨询、HSE、信息

技术、竞争情报、会展与出版等领域

。信息中心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完整

的解决方案，提升客户价值，为集因

公司和行业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同时

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服务概览：
产品注册及合规部是中国化信核心业

务。长期跟踪研究国内外工业化学品

、农用及家用产品、化妆品、食品相

关产品、药品等相关法规，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专业、可靠、高效的服务，

帮助客户控制合规风险，提升客户价

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街 53 

号， 100029

张艳芳

zhangwf@cncic.cn

010-64422123

网        址：www.chemhse.com

杭州瑞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Hangzhou CIRS Group Ltd.

公司介绍：
瑞旭集团(CIRS)是一家全球专业的产品

安全管理服务机构，成立于　2007　年。

总部位于杭州，在爱尔兰、美国、英

国、韩国、北京、南京等地拥有分支

机构, 专业为化工、化妆品、食品、医

疗器械、消毒品、农化和消费品企业

，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提供从合规咨

询、实验室检测、创新研发，到数据

服务的一站式合规解决方案，帮助企

业实现产品合规，快速获得市场准入

，提升全球竞争力。

服务概览：
农药登记：中国农药登记；中国农药

风险评估；中国非农药用途产品备案

；农药中间体新化合物登记； 

美国农药 EPA 登记；美国农药助剂　

EPA　登记；美国农药装置 EPA 注册

；美国州登记；

欧盟农药登记；澳大利亚农药登记；

香港农药登记等

肥料登记：中国肥料登记备案；欧盟

肥料　CE　认证等

生物杀灭剂登记： 欧盟 BPR 登记；韩

国 BPR 登记等

以及各类定制登记咨询服务

网        址：www.cirs-group.com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秋溢路

288 号东冠高新科技园 1 号

楼 11 楼

丁平

ping.ding@cirs-group.com

+86-0571-8720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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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Tox LTDA

公司介绍：

服务概览：
South America Task Force (SATF) – 

Product Registration in Argentina, 

Colombia, Paraguay, Uruguay, Brazil, 

Bolivia, Chile, Peru, and México.

QSAR studies

Risk Assessment – IN 02 / CP 987 / 

others

Phys-Chem and Tox/Ecotox studies 

evaluation, to guarantee acceptance 

in all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地        址：

网        址：

联  系  人：

SGAN QD 914, CONJ. H, 

BUILDING A, ROOM 27, 

ASA NORTE - BRASÍLIA-DF 

- ZIPCODE: 70.790-148

http://www.smart-tox-

.com.br/

Alexandre Quesada 

Pinheiro Chagas

邮        箱：alexandre.quesada@smart-

tox.com.br

电        话：+ 55 (11) 99232-1816 

+ 55 (61) 99135-9901

SmartTox is a “Born Global Company”, 

as it was born operating in the inter-

national market. It has local and inter-

national partners with over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agrochemicalmar-

ket. We are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HUB of solutions for agribusiness that 

connects the best professionals in the 

world market, promoting speed and 

multidisciplinary to projects.

上 海 丛 山 咨 询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Shanghai Hi l ls  Consult ing Co. ,  Ltd.

丛山咨询成立于 2018 年，业务范围包

括巴西、欧盟、美国农药市场和登记

咨询，欧盟原药等同评审提交和市场

和登记专题培训。

服务概览：
业务范围包括巴西、欧盟、美国农药

市场和登记咨询，欧盟原药等同评审

提交和市场和登记专题培训。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上海市青浦区大盈浦路 18-

00 号 6 栋 22-101 室, 201-

700

吴康

705478130@qq.com

13764174757

公司介绍：

上海特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Titran Consultation Co. ,  
Ltd

公司介绍：
上海特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农药

及中间体全球贸易数据、市场数据和

登记证等信息的精炼分析，赋能中国

农药企业国际化。

服务概览：
1 . 农药及中间体全球进出口精炼分析

数据库；

2. 农药及中间体关联分析；

3. 全球农药市场分布数据库；

4. 全球农药登记证数据库；

5. 农药国际业务拓展战略规划与顶层

设计；

6 . 农药及中间体产品、市场、进出口

商深度调研报告；

7. 南美及中美洲农药登记咨询服务。

地        址：

邮        箱：

电        话：

联  系  人：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市路 41

6 号 4 层

高连华/Garry Gao

consultant1@titran.cn

+86-186 1601 6670

网        址： www.titran.cn

全球农化行业 CROs & CRAOs 白皮书 22

法规Regulation



观察 Observation

全球农化行业 CROs & CRAOs 白皮书

2022年6月9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加强农药登记试验单位监管工作的通知，强调各省（区、市）要高度重视农药

登记试验单位的监管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抓好抓实各项工作。

来源：农业农村部 整理：柏睿咨询

中国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动态（截至2022年9月21日）

图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通知

图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3



观察Observation

全球农化行业 CROs & CRAOs 白皮书 24

自2017年10月10日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70号施行新的登记试验单位管理办法起，共发布了24次认定农药试验单位

公告。截至2022年09月21日，当前资质有效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共有 203家（含2022年第1期农药登记试验单位信息

变更），涉及产品化学、残留、环境影响、药效、毒理学等5个试验领域。

1 我国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地域分布

按照我国境内行政区域划分，江苏省和北京市获批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最多为24家；山东省19家；浙江省13家；上

海市、湖南省各12家；安徽省、广东省各10家；河北省、湖北省各9家；河南省8家；广西7家；辽宁省6家；重庆市、

黑龙江省、福建省、天津市、江西省各4家；四川省、山西省、海南省各3家；吉林省、陕西省、贵州省、内蒙古、新

疆各2家；甘肃省、宁夏、云南省各1家。

2 我国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试验领域概况

根据《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登记申情人申请农药登记应当提交产品化学、残留、环境影响、药效、毒理学等

试验报告，登记试验报告应当由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出具。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按照试验范围划分，现有产

品化学试验领域48家、残留试验领域73家、环境影响试验领域28家、药效试验领域109家、毒理学试验领域20家。

2.1 产品化学试验单位

产品化学试验单位涵盖的试验项目，包括（全）组分分析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试

图3 历次公告发布的中国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数量

验。截止农业农村部第512号公告，获得产品化学试验资质的试验单位共48家。其中，13家单位已获得产品化学试验

的全项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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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10月10日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70号施行新的登记试验单位管理办法起，共发布了24次认定农药试验单位

公告。截至2022年09月21日，当前资质有效的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共有 203家（含2022年第1期农药登记试验单位信息

变更），涉及产品化学、残留、环境影响、药效、毒理学等5个试验领域。

1 我国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地域分布

按照我国境内行政区域划分，江苏省和北京市获批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最多为24家；山东省19家；浙江省13家；上

海市、湖南省各12家；安徽省、广东省各10家；河北省、湖北省各9家；河南省8家；广西7家；辽宁省6家；重庆市、

黑龙江省、福建省、天津市、江西省各4家；四川省、山西省、海南省各3家；吉林省、陕西省、贵州省、内蒙古、新

疆各2家；甘肃省、宁夏、云南省各1家。

2 我国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试验领域概况

根据《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登记申情人申请农药登记应当提交产品化学、残留、环境影响、药效、毒理学等

试验报告，登记试验报告应当由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出具。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按照试验范围划分，现有产

品化学试验领域48家、残留试验领域73家、环境影响试验领域28家、药效试验领域109家、毒理学试验领域20家。

2.1 产品化学试验单位

产品化学试验单位涵盖的试验项目，包括（全）组分分析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试

验。截止农业农村部第512号公告，获得产品化学试验资质的试验单位共48家。其中，13家单位已获得产品化学试验

的全项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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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九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Nutrichem Laboratory Co., Ltd.

河南诺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化研院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艾科姆检测有限公司
Jiangsu Agrochem Laboratory Co., Ltd.

江苏恒生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利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Jiangsu Limin Laboratory Co., Ltd.

上海晓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农药检验实验室
She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Pesticides 
Test Laboratory

苏州国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化工产品检测中心
Test Center for Chemical Products of Zhejiang Chemical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ZCTC)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贵州健安德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乾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BioGuide Laboratory Co., Ltd.

富美实（上海）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FMC (Shanghai) Chemical Technology Co., Ltd.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农药评价中心

安徽华辰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大农时代农药技术研究所

北京乾元铂归科技有限公司
BioGuide Technology Co., Ltd.

试验单位名称序号 产品化学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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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速竟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

合肥高尔生命健康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品瑞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北拓测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华南中科分析技术（广东）有限公司

湖南文谱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江苏衡谱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中谱检测有限公司

南昌凡叶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滕润翔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山东威瑞信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测试中心

天津永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兴农药业（中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伊萌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德恒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科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新研究院

试验单位名称序号 产品化学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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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性质测定
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

理化性质测定
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

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

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

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

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

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

产品质量检测/储存稳定性

第118号公告

第280号公告

第221号公告

第464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512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检测技术分公司

中检科健（天津）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绿城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农药环境安全研究中心

山东泛谱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测试中心

上海悦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YLB实验室

浙江禾本科技有限公司分析研究中心

试验单位名称序号 产品化学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2.2 残留试验单位

残留试验单位涵盖的试验项目，包括农作物残留试验、代谢试验、加工农产品残留试验。

目前，获得残留试验资质的单位有73家。其中，62家可开展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8家仅可开

展农作物残留试验的田间试验部分。

针对经过加工后可能导致农药残留增加的大豆、花生、油菜籽、柑橘、苹果等农产品，需提交加工农产品残留试

验。目前，已有7家单位获得加工农产品残留试验资质。

另外，根据农业部公告第2569号，新农药制剂登记在无法减免残留试验时，需要提供植物中代谢试验资料。目前

已有4家单位获得资质。对于新农药制剂登记，在无法减免残留试验，且登记作物涉及作为动物饲料时，还需要提交动

物中代谢试验资料。目前已有4家单位获得资质。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代谢试验（动物代谢、植物代谢）
加工农产品残留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加工农产品残留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加工农产品残留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加工农产品残留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加工农产品残留（果汁类）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加工农产品残留（油料）

第143号公告
第234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255号公告

第179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343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1

2

3

4

5

6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安全评价中心

北京大农时代农药技术研究所

江苏衡谱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西南大学农药残留检测与安全评价中心

广西思浦林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试验单位名称序号 残留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第118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422号公告

第211号公告

第234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179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第255号公告

第234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第280号公告

第211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221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280号公告

第407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255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211号公告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安徽华辰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农业大学农药残留检测中心

安徽赛如分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北京阿匹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北九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德超绿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米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大学农药残留与环境毒理实验室

北京绿城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明农心农产品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北京依科世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Nutrichem Laboratory Co., Ltd.

广东博创佳禾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农科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科英海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大学农药与环境毒理研究所

贵州省无公害植物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特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高尔生命健康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河南诺玛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联检药物分析有限公司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湖南化研院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安全评价中心

湖南省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湖南文谱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江苏恒生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药生物生态研究中心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应用技术中心

试验单位名称序号 残留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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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4号公告

第255号公告

第288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198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221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第179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475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255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第343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211号公告

第211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234号公告

第407号公告

第368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221号公告

第267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280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464号公告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所（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宁波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

青岛农科卓越化学品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泛谱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农业大学农药环境毒理研究中心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残留检测评价技术研究所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威瑞信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所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博生环境有限公司

苏州华测安评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烟台市农产品综合质检中心

浙江昊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郑州颖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药残留分析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安徽灿留植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然至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金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派斯帝赛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容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绿恒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科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市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张北北九食品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启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代谢安评中心

试验单位名称序号 残留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农作物残留试验（田间试验）

代谢试验（动物代谢、植物代谢）
加工农产品残留

代谢试验（动物代谢、植物代谢）

代谢试验（动物代谢、植物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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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环境影响试验单位

环境影响试验单位涵盖的试验项目，包括生态毒理试验、环境趋归试验。

目前获得环境影响试验资质的单位有28家。其中，26家单位可开展生态毒理试验A类全项。

农业农村部2570号公告附中所列生态毒理试验B、C类试验范围和具体试验项目为：生态毒理试验B1.鸟类繁殖试

验；B2.鱼类早期阶段毒性试验；B3.大型溞繁殖试验；B4.鱼类生物富集试验；B5.蜜蜂幼虫发育毒性试验；B6.家蚕慢

性毒性试验；B7.蚯蚓繁殖毒性试验。生态毒理试验C1.鱼类生命周期试验；C2.水生生态模拟系统（中宇宙）试验；

C3.蜜蜂半田间试验；C4.两栖类生物变态毒性试验。已有16家单位获得其中的部分试验资质。

生态毒理试验D类是针对微生物农药登记，申请的试验单位需要具备全项能力，共有8家单位可开展生态毒理试验D

类全项。

13家可开展环境趋归试验A类全项，仅4家可开展环境趋归试验B类全项（因环境趋归试验B1.土壤好氧代谢试验；

B2.土壤厌氧代谢试验；B3.水-沉积物系统好氧代谢试验，同样需要检测有效成分的放射性标记物，要求实验室须具有

丙级以上非密封性放射性资质。

 

第143号公告
第401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475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255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267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179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368号公告

第407号公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安全评价中心
She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Ltd., Safety Evaluation Center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东中科英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依科世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科润天朗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思浦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绿城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健安德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化研院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福建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药安全评价中心

江苏衡谱分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华测安评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雅信昆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单位名称序号 环境影响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生态毒理（A、B、D类）
环境趋归（A、B类）

生态毒理（A、B1-B4、B7、C2、D类）
环境趋归（A、B类）

生态毒理（A、B1、B2-B7、C2、C3、D
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B1-B5、B7 、C2、C3、D
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B3、B4、B5类），环境趋
归（A类）

生态毒理（A、B4、B5、B7、C3、D
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B4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D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类），环境趋归（A类）

生态毒理（A、B、D类）

生态毒理（A、B2、B3、B7、D类）

生态毒理（A、B1、B2、B3、B4、B7类）

生态毒理（A、B2、B3、B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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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267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267号公告

第280号公告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山东农业大学农药环境毒理研究中心

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Nutrichem Laboratory Co., Ltd.

石家庄市博生环境有限公司

北京凯米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安全评价中心

江苏恒生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药生物生态研究中心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测试中心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启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代谢安评中心

张北北九食品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试验单位名称序号 环境影响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生态毒理（A、B4、B5、B6类）

生态毒理（A、B6、B7类）

生态毒理（A、B6类）

生态毒理（A、B类）

生态毒理（A、C3类）

生态毒理（A类）

生态毒理（A类）

生态毒理（A类）

生态毒理（A类）

环境趋归（B类）

环境趋归（B类）

2.4 药效试验单位

药效试验单位涵盖的试验项目，包括农林用农药试验、卫生用农药试验。

目前，获得药效试验资质的试验单位有109家。其中，98家获得农林用农药试验资质，仅13家获得卫生用农药试验

资质。

98家获得农林用农药试验资质的单位中有37家单位可开展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

剂）这四类农药的药效试验；仅1家单位可开展田间杀鼠剂药效试验。

1 3 家 获 得 卫 生 用 农 药 试 验 资 质 的 单 位 中 可 开 展 卫 生 杀 虫 剂 药 效 试 验 的 有 9 家 ， 可 开 展 白 蚁 防 治 剂 药 效 试 验 的 有 4

家，可开展杀鼠剂、杀钉螺剂药效试验的各有2家。

值得注意的是，仍未有试验单位获得储粮害虫防治剂药效试验资质。

青海、内蒙古、宁夏3个省至今仍没有获得批准的药效试验单位。根据《农药登记田间药效试验区域指南》要求，

对于部分登记作物靶标安排药效试验时缺少资质单位的情况，企业可向种植业管理司申请指定试验单位，经批准后方

可安排药效试验。

1 江苏恒生检测有限公司
第118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2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
卫生用农药（卫生杀虫剂、白蚁防治剂）

第189号公告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田间杀鼠剂） 第171号公告

4 安徽华辰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第267号公告

5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第280号公告

北京绿城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第321号公告

试验单位名称 药效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
全研究所

6

序号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卫生用农药（卫生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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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 第234号公告

34
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农药药效试验
中心

第171号公告

35 云南科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439号公告

36 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118号公告

37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
究所

第143号公告

38 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第156号公告

39 南宁绿多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第475号公告

7 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

8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第179号公告

9 甘肃金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第368号公告

10 广州禾益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第211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11 合肥高尔生命健康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255号公告
第321号公告

12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第156号公告

13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第156号公告

14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第171号公告

15 湖北瑞吉特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第267号公告

16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第118号公告

17 湖南禾益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第118号公告

18 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工程技术中心 第267号公告

19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第267号公告

20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第156号公告

21 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第156号公告

22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第221号公告
第343号公告

23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 第189号公告

24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第439号公告

25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第179号公告

26
第288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27
沈阳中化农药化工研发有限公司农药生测中
心

第118号公告

28 四川禾本科技有限公司 第118号公告

29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 第189号公告

30 泰安市科诚嘉禾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第171号公告

31 泰安市农业科学院 第118号公告

32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第156号公告

序号 试验单位名称 药效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第343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生物与医药研究所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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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验单位名称 药效试验范围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资质来源

第288号公告
第368号公告

第234号公告

第343号公告

第512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267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179号公告

第234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439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211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288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211号公告

第143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第189号公告

第221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267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171号公告

第475号公告

第512号公告

第288号公告

第118号公告

第343号公告

第156号公告

安徽阳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保定丰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农安众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元兴嘉禾农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

贵州省无公害植物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海南省
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中
心)

河南科润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湖南爱苗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化研院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环境安全评价中心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马鞍山盘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吉星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应用技术中心

青岛滕润翔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农药评价中心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山东省水稻研究所

山东云农智德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

上海晓明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农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萤火虫农业科技中心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长江大学农药研究所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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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质来源

第143号公告

103 第439号公告

104 第280号公告

105 第156号公告

106 第143号公告

107 第156号公告

108 第156号公告

109 第221号公告

74

75 第401号公告

76 第171号公告

77 第234号公告

78 第156号公告

79 第407号公告

80 第422号公告

81 第439号公告

82 第198号公告

83 第267号公告

84 第475号公告

85 第439号公告

86 第156号公告

87 第118号公告

88 第422号公告

89 第156号公告

90 第407号公告

91 第321号公告

92 第156号公告

93 第179号公告

94 第234号公告

95 第512号公告

96 第288号公告

97 第118号公告

98 第171号公告

99 第143号公告

100 第156号公告

试验单位名称

天津永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成都市白蚁防治研究中心

南京市白蚁防治服务中心

全国白蚁防治中心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浙江农林大学绿色农药协同创新中心

郑州福道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绿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安徽欣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广西特色作物研究院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新疆亿亩良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诺玛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坤洛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句容市希望农业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海南热科兴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化研究所

辽宁千一测试评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铂农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南京农业大学杂草防治技术中心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
究所

湖南文谱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北京绿农康地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山东威瑞信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华都农业科学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

南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药效试验范围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卫生用农药（卫生杀虫剂）

卫生用农药（卫生杀虫剂）

卫生用农药（卫生杀虫剂）

卫生用农药（白蚁防治剂）

卫生用农药（白蚁防治剂）

卫生用农药（白蚁防治剂）

卫生用农药（杀钉螺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杀菌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菌剂、除草剂）

农林用农药（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

农林用农药（杀虫剂）

农林用农药（杀菌剂）

农林用农药（杀菌剂）

农林用农药（除草剂）

卫生用农药（卫生杀虫剂、杀钉螺剂）

卫生用农药（卫生杀虫剂、杀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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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农药科学与管理》2021年第11期，作者：梁慧芯1，张楠2，任晓东1，李敏1，林荣华1，宗伏霖1*（1.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2.河北省农药检定监测站）

序号 试验单位名称 毒理学试验范围 资质来源

第143号公告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
特殊毒性，微生物致病性
代谢与毒物动力学，暴露量测试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
特殊毒性，微生物致病性
代谢与毒物动力学，暴露量测试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
特殊毒性，代谢与毒物动力学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亚慢（急）性经口］
特殊毒性［致突变性、致畸性］，代谢与毒物动力学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
特殊毒性（不包括内分泌干扰作用）
微生物致病性，代谢与毒物动力学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
特殊毒性［致突变性、生殖毒性、致畸性］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
特殊毒性［致突变性］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亚慢（急）性经口］
特殊毒性［神经毒性、致突变性、生殖毒性、致畸性、
致癌性］

急性毒性，重复染毒毒性［亚慢（急）性吸入］
特殊毒性［致突变性］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

急性毒性

暴露量测试

暴露量测试

沈阳沈化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安全评价中心
She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y Ltd., Safety Evaluation Center

苏州西山中科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辽宁千一测试评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汇智泰康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万合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医科大学卫生分析检测中心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职业病防治院（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
心）化学品毒性评价中心

浙江长三角化学品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兵器工业卫生研究所毒理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中科英海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化学品毒
性评价所

贵州健安德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GLP毒理实验室

南通大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检科健（天津）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恒生检测有限公司

青岛滕润翔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北京凯米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文谱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10

1

2 第143号公告

3 第118号公告

4 第280号公告

5
第343号公告
第512号公告

6 第118号公告

7 第143号公告

8 第321号公告

9 第321号公告

第179号公告

11 第118号公告

12 第118号公告

13 第143号公告

14 第143号公告

15 第118号公告

16 第280号公告

17 第439号公告

18 第439号公告

19 第118号公告

20 第118号公告

2.5 毒理学试验单位

毒理学试验单位涵盖的试验项目，包括急性毒性试验、重复染毒毒性试验、特殊毒性试验、微生物致病性、代谢与

毒物动力学试验、暴露量测试试验。

目前，共有20家单位获得毒理学试验资质，其中，有2家单位已获得毒理学试验的全项资质。有5家获得了代谢与

毒物动力学试验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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