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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中的蚊香水分、电热片蚊香片最低持效期与《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农药标准制订和使用手册》

一致性程度为等效。 

本标准将毒理、烟尘量及GB 18416-2001《家用卫生杀虫用品 盘式蚊香》、GB 18417-2001《家用

卫生杀虫用品 电热片蚊香》、GB 18418-2001《家用卫生杀虫用品 电热液体蚊香》、GB 18419-2001

《家用卫生杀虫用品 杀虫气雾剂》标准中有关健康、环境安全的要求编入了此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用卫生杀虫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市轻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一站、成都彩虹

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康达有限公司、浙江黑猫神蚊香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金鹿日化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同大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三笑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瓯斯达电器实业公司、温州市雄正电

器有限公司、中山市凯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爱特福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点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传和、林炜、麻毅、耿玉川、王学民、秦孝明、吴智福、金宪杨、王宝勤、

陈大为、陈祥雄、崔茹平、赵建洲、雷东平、何建国、魏晓英、侯桂丽。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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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卫生杀虫用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卫生杀虫用品类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卫生杀虫用品类产品有关健康、环境安全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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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7.1～13917.7  农药登记卫生杀虫剂室内药效试验方法  

GB/T 17322.1～17322.11  农药登记卫生用杀虫剂室内药效评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农药登记资料要求》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农药标准制订和使用手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有效成分 active ingredient 
具有生物杀虫活性的化学成分。 

3.2  
药效 efficacy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及规定的时间内，应达到的驱（灭）蚊虫（包括蝇、蜚蠊、蚂蚁等）效果。 

3.3 

  击倒中时 median knockdown time, KT50   
在规定的条件下，50%的试虫被击倒（即仰倒）所需的时间。 

3.4   

最低持效期  minimum effective period 
电热蚊香液中药液与电加热器配套使用所应达到最低的有效时间。 

4 要求 

4.1 有效成分使用要求 
必须是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进行登记允许使用的药剂。 

4.2 毒理 
符合“农药登记资料要求”中相应剂型的毒理学试验要求。 

4.3 有效成分含量及允许波动范围  
4.3.1  有效成分含量必须在产品包装上明示。  

4.3.2  有效成分含量允许波动范围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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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标明含量X（%或g/100mL）  允许波动范围            

X≤1 （或不以质量分数表示） －15%X～35%X（蚊香、蟑香、蝇香等烟制剂产品及电热

蚊香液、电热蚊香片产品见注1、注2、注3） 

1＜X≤2.5    ±25%X 

2.5＜X≤10 ±10%X 

10＜X≤25 ±6%X 

25＜X≤50 ±5%X 

X＞50 ±2.5%或2.5g/ 100mL 

注 1：蚊香、蟑香、蝇香等烟制剂产品，其有效成分含量允许波动范围，应当不高于标明值的 40%，不低于标明值的

20%。 

注 2：电热蚊香液产品，其有效成分含量允许波动范围，应当不高于标明值的 25%，不低于标明值的 10%。 

注 3：电热蚊香片产品应当标明（mg/片）。其有效成分含量允许波动范围不高于标明值的 35%，不低于标明值的 10%。

注 4：凡产品中有效成分含量低于 0.1%的组分，应在企业生产线上抽取有效成分含量低于 0.1%组分的料液，测试其

有效成分含量。 

注5：X指产品中每一种有效成分含量。 

4.4 药效（未列剂型产品按国家相关标准中的技术要求执行） 
4.4.1  蚊香 

KT50≤8.0min。 
4.4.2  电热蚊香片 

圆筒法KT50≤8.0min或方箱法KT50≤10.0min。 

4.4.3  电热蚊香液 
圆筒法KT50≤8.0min或方箱法KT50≤10.0min。 

4.4.4  杀虫气雾剂（见表 2） 
表2 

试虫 
KT50  

min 

死亡率 

% 

蚊 ≤5.0 24h≥95 

蝇 ≤5.0 24h≥95 

蜚蠊 ≤9.0 72h≥95 

注:若产品明示特定昆虫 ，则只进行对应昆虫的药效试验。 

4.4.5   喷射剂、小型烟雾剂、毒饵、毒粉、毒笔、驱避剂药效要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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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剂型 对象 

 

KT50 或 LT50

min    d 

  

死亡率 

% 

蚊 剂量（mL/m3）：0.7143    ≤5.0 ≥95.0 

蝇 剂量（mL/m3）：0.7143    ≤6.0 ≥95.0 油基类 

蜚蠊 剂量（mL/m3）：7.143     ≤10.0 ≥95.0 

蚊 剂量（mL/m3）：1.43      ≤5.0 ≥95.0 

蝇 剂量（mL/m3）：1.43      ≤6.0 ≥95.0 
水基和醇

基类 
蜚蠊 剂量（mL/m3）：7.143     ≤10.0 ≥95.0 

蚊 剂量（mL/m3）：1.43      ≤10.0 ≥90.0 

蝇 剂量（mL/m3）：1.43      ≤10.0 ≥90.0 

喷

射

剂 

乳油 

蜚蠊 剂量（mL/m3）：7.143     ≤15.0 ≥90.0 

蚊 ≤8.0 ≥95.0 

蝇 ≤10.0 ≥95.0 小型烟雾剂 

蜚蠊  ≥85.0 

LT50≤2 d  ≥90.0 蜚蠊 

LT50＞2 d ≥90.0 

蚂蚁  ≥90.0 
毒饵 

蝇  ≥90.0 

蜚蠊  ≥95.0 

蚂蚁  ≥95.0 毒粉、毒笔 

蚤  ≥95.0 

驱避剂 人 有效保护时间≥4.0h 

4.5 热贮稳定性 
产品经热贮稳定性试验后，菊酯类有效成分含量的降解率≤10%，其他类有效成分含量的降解率≤

15%。 
4.6 烟尘量 

4.6.1  无烟、微烟蚊香的产品分类应在产品包装上明示。 

4.6.2  烟尘量应符合表 4 要求。 

表 4 

产品分类 
烟尘量 X 

mg/g 

无烟 X≤5 

微烟 X≤30 

4.7 电热蚊香液最低持效期 
电热蚊香液应标明最低持效期（以小时表示），瓶内应装有足够的药液以确保产品高于最低持效期

的使用。 

4.8 电热蚊香液净含量 
应明示在产品或包装上，用容积或质量单位标注。其偏差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

号中附表3相应规定。 

4.9 杀虫气雾剂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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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气雾剂内压值：≤ 1.0MPa。 
4.10 杀虫气雾剂净含量 

应明示在罐体上，用容积或质量单位标注。其偏差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中附

表3相应规定。 

4.11  其他剂型产品的净含量 

   应明示在产品或包装上，用容积或质量单位标注。其偏差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

号中附表3相应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有效成分使用要求 
检查是否有用药的登记证书。 

5.2 毒理 
提供“农药登记资料规定”中相应剂型的毒理学试验报告。 

5.3 有效成分含量及允许波动范围 
5.3.1  目测。 

5.3.2  有效成分含量按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规定进行测试（未列剂型产品按相关标准中的

试验方法执行）。 

5.4 药效 

5.4.1  喷射剂、气雾剂、小型烟雾剂、蚊香、电热蚊香片、电热蚊香液、蜚蠊毒饵按GB 13917.1～13917.7

进行检测。 

5.4.2  毒粉、毒笔、驱避剂按GB/T 17322.9～17322.10进行检测。 

5.5 热贮稳定性（未列剂型产品按相关标准中的试验方法执行） 
5.5.1  蚊香 

一盒试验样品中取中间的一盘粉碎后，过 0.154mm（100 目/英寸）标准分样筛，取其一半放到安

瓿瓶中密封（另一半做有效成分含量测试），然后放置在（54±2）℃的恒温箱内 14d，取出试样后于

24h 内按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方法测试并计算降解率。 
5.5.2  电热蚊香片 

测试样品应与贮前为同一列中的电热蚊香片，试验样品（带铝箔包装）放置在（54±2）℃的恒温

箱内 14d，取出试样后于 24h 内按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方法测试并计算降解率。 
5.5.3  电热蚊香液 

将一瓶测试样品先取出一部分做有效成分含量，剩余部分将外盖旋紧装入原包装中，再放置在（54
±2）℃的恒温箱内 14d，取出试样后于 24h 内按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方法测试并计算降解率。 
5.5.4  杀虫气雾剂  
5.5.4.1  防爆烘箱：控温（50±2）℃； 
5.5.4.2  天平：分度值不低于0.01g。 
5.5.4.3  试验样品整瓶放置在（50±2）℃的防爆烘箱内14d，取出试样后于24h内按有效成分含量测定

方法测试并计算降解率。 

5.5.5  有效成分的降解率按式（1）进行计算。 

                                 降解率（%）= 100
1

21 ×
−
m

mm         ………………………… （1） 

式中：  

    m1—热贮前测出的样品有效成分含量； 

m2 —热贮后测出的样品有效成分含量。 

5.5.6 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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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解率不合格，可在同批抽样产品中进行二次测试。如仍不合格，则该项判定为不合格。 

5.6 烟尘量 
见附录 E。 

5.7 电热蚊香液最低持效期 
旋开药液瓶盖，在温度（25±3）℃、湿度（65±15）%条件下，连续通电进行试验（药液瓶与配

套的电加热器连接）。 

5.8 电热蚊香液净含量 
药液倒入量筒或用天平称量，读出测试值（量筒分度值：0.1mL；天平分度值：0.1g）。 

5.9 杀虫气雾剂内压 
5.9.1  仪器 

5.9.1.1 压力表：量程（0～1.6）MPa,精度2.5级。 

5.9.1.2 专用接头。 

5.9.1.3 计时器。 

5.9.1.4 恒温水浴锅：控温精度±2℃。 

5.9.2  测试步骤 

按产品说明的要求正确按压阀门的促动器,排除滞留在阀门和吸管中的空气,然后将试样置于(55±2)
℃的水浴中 ，使水浸至罐身高度的五分之四处，恒温30min。戴厚皮手套，取出试样迅速擦干。拔掉

阀门的促动器，将压力表进口对准阀杆，用力压紧，待压力表指针稳定后，记下压力表读数。以三次测

量的最大值为准。 
5.10 杀虫气雾剂净含量 
5.10.1  杀虫气雾剂净容量 

5.10.1.1  仪器 

5.10.1.1.1  带刻度的玻璃气雾剂试管：容量90mL，最小分度值1mL。 

5.10.1.1.2  天平：分度值不低于0.01g。 

5.10.1.2 试验温度：（25±3）℃。 
5.10.1.3  测试步骤 

取试样称其质量m3,装配好玻璃气雾剂试管，采用无吸管的阀门，将玻璃气雾剂试管擦拭干净，先

注入适量抛射剂10mL左右，然后喷空称其质量m4。 
通过一截长约8mm、内径略大于试样阀杆直径的塑料管（可采用气雾剂阀门吸管），在对接之前

需充分摇匀，将二者的阀杆对接起来，然后将试样与玻璃气雾剂试管水平放置（见图1），适当用力挤

压，使试样与玻璃气雾剂试管相互接通，使其内容物注入玻璃气雾剂试管中。如转移后的内容物为气相

时，则对试样与玻璃气雾剂进行旋转，直至转移后的内容物为液相。当注入内容物约占玻璃气雾剂试管

容积的65%～75%时，停止挤压，取下试样，称取此时玻璃气雾剂的试管质量m5 ，   将玻璃试管气雾剂

置于（25±3）℃的环境中约30min，待其中的内容物液面稳定后，读取液面的刻度，记下V1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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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气雾剂试管 试样塑料管

 

图1  净容量测定装置 

5.10.1.4 结果的计算 

按式（2）计算每支试样的净容量。 

                                   净容量（mL）= 1
45

6 V
mm

m
×

−
         ………………………（2） 

 

式中： 

m4——待注入试样内容物的玻璃气雾剂试管的质量，单位为克（g）； 

m5——注入试样内容物后的玻璃气雾剂试管的质量，单位为克（g）； 

m6——试样的净质量，单位为克（g）； 

V1——导入玻璃气雾剂管中的容量，单位为毫升（mL）。 

结果判定：杀虫气雾剂净容量不合格，可在同批抽样产品中进行二次测试。如仍不合格，则该项判

定为不合格。 

5.10.2  杀虫气雾剂净质量 

天平分度值：0.01g； 
称取试样质量m3，然后按产品标示的喷射方法喷出内容物，直到喷不出内容物为止，再称取质量m4。

按式（3）计算试样的净质量。 
  

净质量（g）= m3- m4       …………………………（3） 
式中： 

m3——喷射前质量，单位为克（g）； 

m4——喷射后质量，单位为克（g）。 

5.11  其他剂型产品的净含量 

5.11.1  其他剂型产品的净质量 

将试样称其重量，然后去尽内容物，洗净烘干，称取皮重，按式（4）计算净质量： 
净质量（g） = W1 –W2     …………………………（4） 

式中：            

W1——毛重，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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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皮重，单位为克（g）。       
5.11.2  其他剂型产品的净容量 

药液倒入量筒（量筒分度值：0.1mL）测量，读出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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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蚊香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方法 

A.1  鉴别试验 

本鉴别试验可与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同时进行,在相同的色谱操作条件下,试样溶液某一色谱峰的

保留时间与标样溶液中有效成分的保留时间,其相对差值应在1.5%以内。 

 

A.2  方法提要 
 
    样品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或邻苯二甲酸二戊酯作内标物，在内涂SE-54毛细管柱上进行气相色谱分

离和测定。 
A.2.1  仪器 

A.2.1.1  气相色谱仪：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A.2.1.2  色谱柱：Ф 0.25mm×30m×0.25μm,内涂SE-54 毛细管柱。 
A.2.1.3  微量注射器：10μL。 
A.2.1.4  磨口三角瓶。 
A.2.1.5  天平：分度值为0.1mg。 
A.2.1.6  粉碎机。 
A.2.1.7  筛子：标准分样筛0.154mm（100目/英寸）。 
A.2.1.8  滤纸。 
A.2.1.9 振荡器。 
A.2.2  试剂 

A.2.2.1  内标物：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或邻苯二甲酸二戊酯，不含干扰杂质。 
A.2.2.2  溶剂：丙酮、甲醇（分析纯）。 
A.2.2.3  标准样品：烯丙菊酯、炔丙菊酯等。 
A.2.3  气相色谱条件 

A.2.3.1  温度 
A.2.3.1.1  柱温：220℃。 
A.2.3.1.2  气化温度：250℃。 
A.2.3.1.3  检测器温度：250℃。 
A.2.3.2  载气：氮气。 

上述操作条件系典型操作参数，可根据不同仪器特点，对给定的操作条件作适当调整，以期获得

最佳效果。 
 

A.3  标准溶液的制备 

 
在一磨口三角瓶中准确称取与被测样品相当的标准样品约0.03g～0.04g（精确至0.0002g），再称取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或邻苯二甲酸二戊酯0.015g～0.025g(精确至0.0002g),加入丙酮溶液甲醇-丙酮混合溶

液，充分溶解后，闭塞摇匀，放入冰箱待用。 
 

A.4  样品溶液的制备 

 
A.4.1  样品的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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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盒试验样品取中间的一盘粉碎后，过0.154mm（100目/英寸）标准分样筛，取其一半蚊香粉末待

用（另一半做热贮稳定性测试）。  
A.4.2  蚊香提取液的制备 

在磨口三角瓶中准确称取蚊香粉末10g～15 g（精确至0.0002g,估计被测成分含量约0.03g～0.04g之
间），再称取内标物0.015g～0.025g(精确至0.0002g)，最后加入甲醇-丙酮混合溶液（体积比1：1），以

能淹没样品略过量为宜，闭塞在振荡器上充分振荡20min，静置过滤至10mL玻璃瓶中，供气相色谱分析。 
  

A.5  测定 

 
在A2.3色谱条件下待仪器稳定后，连续用微量注射器注入标样溶液，直至相邻两针标准物与内标物

的峰面积比变化小于1.5%时，按标样溶液、样品溶液、样品溶液、标样溶液的顺序进样分析。  
 

A.6  计算 

 
    将测得的样品溶液中的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及两针标样溶液中两针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分别

进行平均，按式（A1）和式（A2）计算待测有效成分的质量分数 。            xM

校正因子 ：             

标c
m
mAf

s

i ××=
2

2
2        …………………………(A1) 

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       

xM 100(%) 1
1

1 ×××= A
m
mf

i

s       ……………………(A2) 

式中： 
A1——样品溶液中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A2——标样溶液中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ms1——样品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s2——标样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1——样品溶液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2——标样溶液中标准物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c标——标准物质的含量（%）。 

结果判定：有效成分含量不合格，可在同批抽样产品中进行二次测试。如仍不合格，则该项判定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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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 规范性附录） 

电热蚊香片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方法 

 
B.1  鉴别试验 

 

本鉴别试验可与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同时进行,在相同的色谱操作条件下,试样溶液某一色谱峰的保

留时间与标样溶液中有效成分的保留时间,其相对差值应在1.5%以内。 
 
 

B.2  方法提要 

 

样品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或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作内标物，在内涂SE-54毛细管柱上进行气相色谱

分离和测定。 
B.2.1  仪器 

B.2.1.1 气相色谱仪：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B.2.1.2  色谱柱：Ф 0.25mm×30m×0.25μm，内涂SE-54毛细管柱。 
B.2.1.3  微量注射器：10µL。 
B.2.1.4  磨口试管。 
B.2.1.5  磨口三角瓶。 
B.2.1.5  天平：分度值为0.1mg。 
B.2.2  试剂 

B.2.2.1  内标物：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或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不含干扰杂质。 
B.2.2.2  溶剂：丙酮、甲醇（分析纯）。 
B.2.2.3  标准样品：烯丙菊酯、炔丙菊酯等。 
B.2.3  气相色谱条件 

B.2.3.1  温度 

B.2.3.1.1  柱温：220℃。 
B.2.3.1.2  气化温度：250℃。 
B.2.3.1.3  检测器温度：250℃。 
B.2.3.2  载气：氮气。 
    上述操作条件系典型操作参数，可根据不同仪器特点，对给定的操作条件作适当调整，以期获得最

佳效果。 
 

B.3  标准溶液的制备 

 
    在一支磨口试管中准确称取标准样品和内标物（称样量见表B1），加入甲醇-丙酮混合溶液，充分

溶解后，闭塞摇匀，放入冰箱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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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内标物 称样量比例 称样量（精确到0.0002g）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标准样品：内标物=1.5～2.0 ：1 
标准样品0.03g～0.04g 

内标物0.015g～0.020g 

标准样品：内标物=1:1.2～1.5 
标准样品0.02g～0.03g 

内标物0.03g～0.04g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B.4  样品溶液的制备 

 

B.4.1  样品的前处理 
   取一片电热蚊香片，将包装去掉，用剪刀剪成条状后剥开，待用。 
B.4.2  电热蚊香片提取液的制备 

    在一只磨口三角瓶中准确称取邻苯二甲酸二丁酯0.015g～0.020g或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0.03～0.04g
（精确至0.0002g,以待测成分的量而定），将处理好的电热蚊香片放入试管中，加入甲醇-丙酮混合溶液

（体积比1：1）10mL，以淹没药片为宜，充分振荡，浸泡1h。分析前充分震荡，取上层清液待分析。 
 

B.5  测定 

 

在B2.3色谱条件下待仪器稳定后，连续用微量注射器注入标样溶液，直至相邻两针标准物与内标物

的峰面积比变化小于1.5%时，按标样溶液、样品溶液、样品溶液、标样溶液的顺序进样分析。  
 

B.6  计算 

 

将测得的样品溶液中的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及两针标样溶液中两针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分别

进行平均，按式（B1）和式（B2）计算待测有效成分的质量分数 。            xM

校正因子 ：             

标c
m
mAf

s

i ××=
2

2
2        …………………………(B1) 

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         

xM (g)=f×A1×ms1       …………………………(B2) 

 
式中： 
A1——样品溶液中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A2——标样溶液中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ms1——样品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s2——标样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2——标样溶液中标准物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c标——标准物质的含量（%）。 

结果判定：有效成分含量不合格，可在同批抽样产品中进行二次测试。如仍不合格，则该项判定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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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电热蚊香液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方法 

C.1  鉴别试验 

本鉴别试验可与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同时进行,在相同的色谱操作条件下,试样溶液某一色谱峰的保

留时间与标样溶液中有效成分的保留时间,其相对差值应在1.5%以内。 
 

C.2  方法提要 

 
    样品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作内标物，在内涂SE-54毛细管柱上进行气相色谱分离和测定。 
C.2.1  仪器 

C.2.1.1  气相色谱仪：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C.2.1.2  色谱柱：Ф 0.25mm×30m×0.25μm,内涂SE-54 毛细管柱。 
C.2.1.3  微量注射器：10μL。 
C.2.1.4  磨口试管。 
C.2.1.5  磨口三角瓶。 
C.2.1.6  天平：分度值为0.1mg。 
C.2.1.7  带橡皮头的滴管。 
C.2.2  试剂 

C.2.2.1  内标物：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不含干扰杂质。 
C.2.2.2  溶剂：丙酮、甲醇（分析纯）。 
C.2.2.3  标准样品：烯丙菊酯、炔丙菊酯等。 
C.2.3  气相色谱条件 

C.2.3.1  温度 

C.2.3.1.1  柱温：220℃。 
C.2.3.1.2  气化温度：250℃。 
C.2.3.1.3  检测器温度：250℃。 
C.2.3.2  载气：氮气。 

上述操作条件系典型操作参数，可根据不同仪器特点，对给定的操作条件作适当调整，以期获得最

佳效果。 
 

C.3  标准溶液的制备 

 

在一只磨口三角瓶中准确称取与被测样品相当的标准样品约0.03g～0.04g（精确至0.0002g），再称

取邻苯二甲酸二丁酯0.015g～0.025g(精确至0.0002g),加入甲醇-丙酮混合溶液，充分溶解后，闭塞摇匀，

放入冰箱待用。 
 

C.4  样品溶液的制备 

 

C.4.1  样品的前处理 

在一支磨口试管中准确称取待分析的电热蚊香液1g～4g（精确至0.0002g,估计被测成分含量约

0.03g～0.04g之间），再称取邻苯二甲酸二丁酯0.015g～0.025g(精确至0.0002g)，闭塞摇匀，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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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测定  

 
在C2.3色谱条件下待仪器稳定后，连续用微量注射器注入标样溶液，直至相邻两针标准物与内标物

的峰面积比变化小于1.5%时，按标样溶液、样品溶液、样品溶液、标样溶液的顺序进样分析。  
 

C.6  计算 

 

将测得的样品溶液中的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及两针标样溶液中两针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分别

进行平均，按式（C1）和式（C2）计算待测有效成分的质量分数 。            xM

校正因子：             

标c
m
mAf

s

i ××=
2

2
2        …………………………(C1) 

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       

xM 100(%) 1
1

1 ×××= A
m
mf

i

s      ……………………(C2) 

式中： 
A1——样品溶液中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A2——标样溶液中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ms1——样品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s2——标样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1——样品溶液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2——标样溶液中标准物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c标—— 标准物质的含量（%）。 

结果判定：有效成分含量不合格，可在同批抽样产品中进行二次测试。如仍不合格，则该项判定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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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杀虫气雾剂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方法 

D.1  鉴别试验 

本鉴别试验可与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同时进行,在相同的色谱操作条件下,试样溶液某一色谱峰的保

留时间与标样溶液中有效成分的保留时间,其相对差值应在1.5%以内。 
 
D.2  方法提要 

 
  样品用邻苯二甲酸二戊酯作内标物，在内涂SE-54毛细管柱上进行气相色谱分离和测定。 
 

D.2.1  仪器 

D.2.1.1  气相色谱仪：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D.2.1.2  色谱柱：Ф0.25mm×30m×0.25μm,内涂SE-54 毛细管柱。 

D.2.1.3  微量注射器：10μL。 

D.2.1.4  磨口试管。 

D.2.1.5  容量瓶：50 mL、100mL。 

D.2.1.6  天平：分度值为0.1mg。 
D.2.1.7  带橡皮头的滴管。 
D.2.2  试剂 

D.2.2.1  内标物：邻苯二甲酸二戊酯，不含干扰杂质。 
D.2.2.2  溶剂：丙酮或无水乙醇（分析纯）。 
D.2.2.3  标准样品：烯丙菊酯、炔丙菊酯、胺菊酯、苯醚氰菊酯、氯菊酯、氯氰菊酯等。 
D.2.3  气相色谱条件 

D.2.3.1  温度：柱温起始温度220℃，保留时间13min，终止温度260℃，保留时间20min，升温速率

20 /min℃ ； 
     气化温度：270℃。 
     检测器温度：270℃。 
D.2.3.2  载气：氮气。 
   上述操作条件系典型操作参数，可根据不同仪器特点，对给定的操作条件作适当调整，以期获得最

佳效果。 
 
D.3  内标溶液的制备 

 
    在100mL容量瓶中，称取相应的内标物0.3g～0.5g(精确至0.0002g),用丙酮或无水乙醇溶解并定溶至

刻度摇匀备用。 

 
D.4  标准溶液的制备 

 
    在一支50mL容量瓶中准确称取与需测样品相当量的各种标准样品（精确至0.0002g）质量为m1，加

入内标溶液5mL，充分溶解后定容，闭塞摇匀，放入冰箱待用。 
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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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样品溶液的制备 

 

在一洁净的 50mL容量瓶中，加入丙酮或无水乙醇 10mL，将整瓶气雾剂充分摇匀，预喷几次，用

带导管的喷头（导管的一头浸入丙酮或无水乙醇中）慢慢喷入约 10g药液（用减重法得出质量m2，精确

至 0.001g)可放入 55℃水浴中，将推进剂慢慢赶净后（直至无明显气泡），加入内标溶液 5mL后用丙酮

或无水乙醇定容至刻度摇匀备用。 
 

D.6  测定 

 

在D2.3色谱条件下待仪器稳定后，连续用微量注射器注入标样溶液，直至相邻两针标准物与内标物

的峰面积比变化小于1.5%时，按标样溶液、样品溶液、样品溶液、标样溶液的顺序进样分析。  
 

D.7  计算 

 

将测得的样品溶液中的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及两针标样溶液中两针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分别

进行平均，按式（D1）和式（D2）计算待测有效成分的质量分数 。            xM

校正因子 ：             

标c
m
mAf

s

i ××=
2

2
2        …………………………(D1) 

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       

xM 100(%) 1
1

1 ×××= A
m
mf

i

s     ……………………(D2) 

 

式中： 
A1——样品溶液中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A2——标样溶液中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ms1——样品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s2——标样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1——样品溶液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2——标样溶液中标准物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c标——标准物质的含量（%）。 

结果判定：有效成分含量不合格，可在同批抽样产品中进行二次测试。如仍不合格，则该项判定为

不合格。 

 
方法二：  
 
D.8  标准溶液的制备 

   在一支磨口试管中准确称取与需测样品相当量的各种标准样品（精确至0.0002g），再称取邻苯二甲

酸二戊酯0.015g～0.025g(精确至0.0002g),加入丙酮溶液5mL，充分溶解后，闭塞摇匀，放入冰箱待用。 
 



GB ××××—×××× 

16 

D.9  样品的前处理 
取一罐气雾剂样品，将其置于约-15℃低温箱中放置4h取出，在罐的顶部开一个直径约0.2mm的小

孔，在46℃水浴中放置1h，让抛射剂缓慢挥发掉，再将孔扩大，倒出料液。 
 

D.10  样品液的制备 
在一支磨口试管中准确称取气雾剂料液10g（精确至0.0002g,视待测物质的量而定），再称取邻苯

二甲酸二戊酯0.015g～0.025g，闭塞摇匀，待分析。 
 

D.11  测定 
在D2.3色谱条件下待仪器稳定后，连续用微量注射器注入标样溶液，直至相邻两针标准物与内标物

的峰面积比变化小于1.5%时，按标样溶液、样品溶液、样品溶液、标样溶液的顺序进样分析。  
 

D.12  计算 
将测得的样品溶液中的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及两针标样溶液中两针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分别

进行平均，按式（D3）、（D4）和（D5）计算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 。            xM

校正因子 ：            

 
标c

m
mAf

s

i ××=
2

2
2        …………………………(D3) 

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      

                                xM 100(%) 1
1

1 ×××= A
m
m

f
i

s   …………………………(D4) 

 

                                      Mx(%)=Mx1×
21

3

WW
W
−

       …………………………(D5) 

 
式中：   
A1——样品溶液中样品峰与内标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A2——标样溶液中内标峰与标样峰面积比的平均值； 
  ms1——样品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s2——标样溶液中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1——样品溶液中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i2——标样溶液中标准物质的质量，单位为克（g）； 
    c标——标准物质的含量（%）； 
    W1——整罐气雾剂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精确至0.001g； 
    W2——倒出料液后空罐质量，单位为克（g）,精确至0.001g; 

W3——药液的质量，单位为克（g）,精确至0.001g； 
Mx1——药液中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 
Mx——产品中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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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蚊香烟尘量测试方法 

E.1  仪器设备 

蚊香烟尘量测试仪（见图E1）； 

不锈钢镊子； 

分析天平（分度值0.1mg）； 
干燥器（内装变色硅胶）。 

E.2  滤纸 

超细玻璃纤维滤纸直径 40mm，微孔 0.3μm。 

E.3  步骤 

将蚊香及滤纸在干燥器中放置 4h后开始试验。将采样头安装在采集筒上盖中心处，将超细玻璃纤

维滤纸用分析天平称重，将滤纸固定在采样头上。从被测蚊香上截取一段蚊香作为被测样品，称重至（0.
60±0.05）g。调节采样气体流量计至刻度 5L/min，将被测蚊香样品点燃放在采样筒内，置于筒底中心

位置使其对准采样头, 采样滤纸距蚊香的高度为 10cm，待被测蚊香样品燃尽后将滤纸取下放入干燥器

内，1h后用分析天平称重。 

同时用另一滤纸作采样筒内空白对照。  

按公式（E1）进行计算： 

烟尘量（mg/g）=
( ) ( )

N
ccmm 1212 −−−

×1000        …………（E1） 

 

式中：  

m1——采样前滤纸质量，单位为克（g）； 

m2——采样后滤纸质量，单位为克（g）； 

 c1——采样前对照滤纸质量，单位为克（g）； 

c2——采样后对照滤纸质量，单位为克（g）； 

N——被测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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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 仪器设备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