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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密度测定———悬浮剂比重计法方法研究

张 博，黄文耀，张继伟，冯文英，范 娅

（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北京 100083）

摘要：研究了农药产品密度测定方法中的悬浮剂比重计法，选取8个不同密度的悬浮剂，考察不

同规格量筒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当常规量筒无法满足悬浮剂比重计法测定密度要求时，可通过增

加稀释液的量或更换内径较小的量筒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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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ydrometer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Pesticide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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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ensimeter determination method on pesticide density was studied. Eight kinds of pesticide

SC were selected, and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measuring cylinders on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measuring cylinder could not meet all density measurements, two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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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产品的密度测定方法主要依据以下3个标

准：《农药理化性质测定试验导则 第17部分：密度》
（NY/T 1860.17—2016）[1]、《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

的测定》（GB/T 4472—2011）[2]、《农药密度测定方

法》（GB/T 32776—2016）[3]。
悬浮剂比重计法（NY/T 1860.17—2016中方法

名称）又称稀释比重计法（GB/T 32776—2016中方

法名称），为测定农药悬浮剂密度的方法之一。此方

法操作简单，适用于大部分悬浮剂密度的测定。两

标准中对此方法的描述没有明显差异。
悬浮剂比重计法要求将100 g蒸馏水与同质量

被测物样品混合，混合均匀后将其置于250 mL量筒

内，用比重计读取稀释液密度值。被测样品密度ρ
（g/mL）由下式计算。

ρ/(g·mL-1)= ρ1
2-ρ1

式中：ρ1—被测物与蒸馏水1∶1稀释液的密度，g/mL。

其中，指定水的密度为1.000 g/mL。

本文旨在研究悬浮剂比重计法中不同规格的

250 mL量筒对悬浮剂密度测定结果的影响。

1 试验材料及方法

1.1 试验样品

选取不同农药悬浮剂作为测试对象，包括50%
甲基硫菌灵悬浮剂、30%噻呋·吡唑酯悬浮剂 （噻呋

酰胺＋吡唑醚菌酯）、325 g/L苯甲·嘧菌酯悬浮剂

（苯醚甲环唑＋嘧菌酯）、25%吡蚜酮悬浮剂、25%嘧

菌酯悬浮剂、12%甲维·虫螨腈悬浮剂（甲氨基阿维

菌素苯甲酸盐＋虫螨腈）、25%螺甲螨酯悬浮剂、
25%丁醚脲悬浮剂等。
1.2 仪器

液体比重计（1.000～1.100 g/mL），长302 mm，

底端距1.100 g/mL刻度线133 mm，距1.000 g/L刻度

线254 mm。3种规格250 mL量筒：常规尺寸量筒a（外

径42 mm，内径38 mm）、定制尺寸量筒b（外径40 mm，

内径36 mm）、定制尺寸量筒c（外径38 mm，内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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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恒温水浴：温度控制在（20±0.5）℃。其它实验

室常用仪器有烧杯（250 mL）、移液管等。
1.3 试验方法

将100.0 g试样与100.0 g蒸馏水以质量比1∶1稀

释，并将其转移到不同规格的250 mL量筒中，恒温

15 min后用相同的比重计读取密度值，并计算试样

密度。

2 试验结果

2.1 预试验结果

根据液体比重计量程，以蒸馏水为试样进行测

定。称取200.0 g蒸馏水，按照1.3中所述试验方法进

行试验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

2.2 农药悬浮剂测试结果

选取8个农药悬浮剂样品，分别按照1.3中所述

试验方法进行测定，结果如表2所示。

按照标准中悬浮剂比重计法操作，常规250 mL
量筒无法满足量程范围内（1.000～1.100 g/mL）全部

农药悬浮剂密度测定需要。表2中8个悬浮剂样品密

度测定结果显示：当试样密度小于或等于1.110
g/mL时，常规量筒a不能满足测定需要；当试样密

度小于或等于1.053 g/mL时，定制量筒b不能满足测

定需要；本试验中定制量筒c可以满足1.000～1.222
g/mL密度范围内农药悬浮剂密度测定要求。
2.3 增加稀释液试验

选取2.2中不能满足悬浮剂比重计法密度测定

的3个试样（25%吡蚜酮悬浮剂、25%嘧菌酯悬浮剂

和25%螺甲螨酯悬浮剂），进行进一步试验。试验按

照1.3中测定方法进行，比重计不能浮起的，每次加

入5 g稀释液（2.5 g试样＋2.5 g蒸馏水），直至比重计

浮起，可以得到读数为止。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

增加稀释液的量可以满足悬浮剂密度测定需

要，试样密度越小所需添加的稀释液越多，其测定

结果与定制量筒c所测结果无明显差异。

3 结论

在悬浮剂比重计法中，发生无法测定情况，即

比重计无法浮起，是由液面高度过低导致，解决的

途径有2种。1）在稀释液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小量

筒内径，以增加液面高度，试样密度越小，量筒内径

则越小；2）在量筒内径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稀释液

总量，以增加液面高度，试样密度越小，所需增加的

稀释液越多。2种方法所测结果基本一致，均可认为

是合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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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蒸馏水密度测定结果

试样 量筒规格 读数/(g·mL-1) 密度/(g·mL-1)

蒸馏水

常规量筒a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b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c 1.000 1.000

表 2 8 个悬浮剂样品密度测定结果

试样 量筒规格 读数/(g·mL-1) 密度/(g·mL-1)

50%甲基硫菌灵SC
常规量筒a 1.097 1.215
定制量筒b 1.097 1.215
定制量筒c 1.097 1.215

30%噻呋·吡唑酯SC
常规量筒a 1.072 1.155
定制量筒b 1.072 1.155
定制量筒c 1.072 1.155

325 g/L苯甲·嘧菌酯SC
常规量筒a 1.055 1.116
定制量筒b 1.055 1.116
定制量筒c 1.055 1.116

25%吡蚜酮SC
常规量筒a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b 1.052 1.110
定制量筒c 1.052 1.110

25%嘧菌酯SC
常规量筒a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b 1.041 1.086
定制量筒c 1.041 1.086

12%甲维·虫螨腈SC
常规量筒a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b 1.032 1.066
定制量筒c 1.032 1.066

25%螺甲螨酯SC
常规量筒a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b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c 1.026 1.053

25%丁醚脲SC
常规量筒a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b 不能浮起

定制量筒c 1.019 1.039

表 3 稀释液增加对密度测定的影响

试样 量筒规格
稀释液

加入量/g
读数/

(g·mL-1)
密度/

(g·mL-1)
25%吡蚜酮SC 常规量筒a 5 1.052 1.110

25%嘧菌酯SC 常规量筒a
5 不能浮起

10 不能浮起

15 1.041 1.086

25%螺甲螨酯SC
常规量筒a

5 不能浮起

15 不能浮起

35 1.026 1.053

定制量筒b
5 不能浮起

10 1.026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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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较高，目前尚未见中试实施案例。其他方法由于

反应条件限制，去除率偏低。
采用加热回流氧化法处理含亚磷酸三乙酯农

药废水，处理后总磷及COD质量浓度均满足《化

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4—
2008）规定总磷1 mg/L和COD 100 mg/L要求。本文

未对氯离子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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