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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该产品有效成分福美双的其他名称、结构式和基本物化参数如下。

ISO通用名称:Thiram

化学名称:四甲基秋兰姆二硫化物

结构式 :

                                            H,C                    CH,
                                                      \ /
                                                            N-C - F,--S- C- N
                                                              / 日 n \

H兔C

实验式:Cs Hit Nz Sa

相对分子质量:240.4(按2001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

生物活性:杀菌

熔点:1460C

溶解度(室温):丙酮80 g/L，三氯甲烷230 g/L，乙醇<10 g/L，水30 mg/L,
稳定性:长期暴露在空气、热及潮湿环境下易变质，遇酸易分解。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福美双可湿性粉剂的要求、试验方法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贮运。

本标准适用于由福美双原药、适宜的助剂和填料加工成的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0。 农药水分测定方法

    GB/T 1601 农药pH值测定方法

    GB/T 1604 商品农药验收规则

    GB/T 1605-2001 商品农药采样方法

    GB 3796 农药包装通则

    GB/T 5451 农药可湿性粉剂润湿性测定方法

    GB/T 14825 农药可湿性粉剂悬浮率测定方法

    GB/T 1615。 农药粉剂、可湿性粉剂细度测定方法

    GB/T 19136 农药热贮稳定性测定方法

3 要求

3.1 组成和外观:本品应由符合标准的福美双原药与适宜的助剂和填料加工制成，为均匀的疏松粉末，

不应有团块。

3.2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应符合表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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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福美双可湿性粉荆控制项 目指标

项 目
指 标

50% 80 %

福美双质量分数，% ) 50.0 80.0

水分，% ( 2. 5

pH值范围 6.0- 9.0

悬浮率，% ) 60

润湿 时间，s                                                    C 90

细度(通过 44 um标准筛)，% ) 97

热贮稳定性， 合格

  正常生产时，热贮稳定性试验每3个月至少进行一次。

4 试验方法

4.1 抽样

    按GB/T 1605-2001“固体制剂采样”方法进行。用随机数表法确定抽样的包装件;最终抽样量应
不少于300 g,

4.2 鉴别试验

    高效液相色谱法— 本鉴别试验可与福美双含量的测定同时进行。在相同的色谱操作条件下，试

样溶液某色谱峰的保留时间与标样溶液中福美双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其相对差值应在1. 5%以内。

    当用上述方法对有效成分鉴别有疑问时，可采用其他有效方法鉴别。

4.3 福美双质f分数的测定

4.3. 1 方法提要

    试样用甲醇溶解，以甲醇+水为流动相，使用以Nova-Pak C,:为填料的不锈钢柱和紫外检测器

(254 nm)，对试样中的福美双进行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和测定。

4.3.2 试荆和溶液

    水:新蒸二次蒸馏水。

    甲醇:色谱级。

    福美双标样:已知福美双质量分数)99.0%.

4.3.3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具有可变波长紫外检测器。

    色谱数据处理机。

    色谱柱:150 mmX3.9 mm(id)不锈钢柱，内装Nova-Pak C-5pm填充物(或具等同效果的色谱
柱)。

    过滤器:滤膜孔径约0. 45 pm,
    定量进样管:5 pL,
    超声波清洗器。

4.3.4 高效液相色谱操作条件

    流动相:Yr(甲醇 ，水)=45，55，经滤膜过滤，并进行脱气。

    流量,1. 0 ML/min ,

    柱温:室温(温差变化应不大于20C ),

    检测波长:254 nm,
    进样体积;5 pL.

  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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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时间:福美双约4.9 min,

    上述操作参数是典型的，可根据不同仪器特点，对给定的操作参数作适当调整，以期获得最佳效果。

典型的福美双可湿性粉剂高效液相色谱图见图1,

      1- 福美双。

                          图1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4.3.5 测定步骤

4.3.5. 1 标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福美双标样。. 1 g(精确至。0002 g),置于5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在超声波浴
槽中振荡3 min，使其溶解，恢复至室温后，用移液管移取5 mL上述溶液于50 mL容量瓶中，再用甲醇

稀释至刻度，摇匀。

4.3.5.2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含福美双。. 1 g的试样(精确至。. 0002 g)，置于5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在超声

波浴槽中振荡3 min,恢复至室温后，用移液管移取5 mL上述溶液于50 mL容量瓶中，再用甲醇稀释至

刻度，摇匀，过滤。

4.3.5.3 侧定

    在上述操作条件下，待仪器稳定后，连续注人数针标样溶液，直至相邻两针福美双峰面积相对变化

小于1. 2%后，按照标样溶液、试样溶液、试样溶液、标样溶液的顺序进行测定。

4.3.6 计算

    试样中福美双的质量分数X} (yo，按式((1)计算:

一
Azm,p

A,m，

式 中 :

A,— 标样溶液中，福美双峰面积的平均值;

A,— 试样溶液中，福美双峰面积的平均值;

m,— 标样的质量，单位为克(9);

mz—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

  P— 标样中福美双的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数(%)。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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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允许差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应不大于1.0%，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4.4 水分的测定

    按GB/T 1600中的“共沸蒸馏法”进行。

4. 5  pH值的测定

    按GB/T 1601进行。

4.6 悬浮率的测定

4.6. 1 测定

    按GB/T 14825进行。称取1g试样(精确至0. 0002 g)。用20 mL甲醇将量筒内剩余的25 mL悬
浮液及沉淀物全部转移至50 mL容量瓶中，充分振摇，再用甲醇定容，摇匀;用移液管移取上述溶液

5 mL于5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定容，摇匀、过滤，按4.3测定福美双质量，计算其悬浮率。
4.6.2 允许差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应不大于5%，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4.7 润湿时间的测定

    按GB/T 5451进行。

4.8 细度的测定

    按GB/T 1615。中的“湿筛法”进行。

4.9 热贮稳定性试验

    按GB/T 19136进行。福美双质量分数应不低于贮前质量分数的95%;悬浮率仍应符合标准

要求。

4.10 产品的检验与验收

    应符合GB/T 1604的规定。极限数值处理，采用修约值比较法。

5 标志 、标签、包装、贮运

5.1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的标志、标签和包装，应符合GB 3796的规定。

5.2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用铝箔袋包装，每袋净含量应为25 g,50 g，外包装可用纸箱、瓦楞纸板箱或铝

塑箱，每箱净重不超过2o kg,
5.3 根据用户要求或订货协议，可以采用其他形式的包装，但需符合GB 3796的规定。

5.4 福美双可湿性粉剂包装件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中。

5.5 贮运时，严防潮湿和日晒，不得与食物、种子、饲料混放，避免与皮肤、眼睛接触，防止由口鼻吸人。

5.6 安全:福美双为低毒杀菌剂，但对皮肤具有刺激性，饮酒后会使刺激加剧.故饮酒后应避免接触本

品。使用本品应截好防护用具，使用后应立即用肥皂和水洗净。福美双系可您性有机化学品，应远离火

源和热源，以防止姗烧。

5.7 保证期:在规定的贮运条件下，福美双可湿性粉剂的保证期，从生产日期算起为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