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化学农药，在抗日战争初期，

才开始少量生产。1937 年抗日战争爆

发后，四川地区人口骤增。为防治病虫

害以增加农产品，1938 年国民政府经

济部补助四川农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所

(当年 9月该所更名农业改进所)法币

3000 元，省政府投资 2 万元，在该所

内设农药药剂制造室，这是四川最早

的化学农药生产厂点。1940 年，行政

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投资法币 10 万元，

将该所药剂制造室扩建为植物病虫害

药剂制造厂，职工 20 多人。1942 年更

名为农药药剂示范厂，职工增至 75

人。该厂自 1939 年成立后，首先研制

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的产品为硫酸铜

和碳酸铜，平均日产硫酸铜 25 公斤、

碳酸铜 50 公斤。这两种产品主要用于

防治小麦黑穗病，产品由农产促进委

员会收购，分配给云、贵、川、陕各省示

范使用。

抗日战争初期，从南京迁入四川

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药剂制造

实验室，先迁荣昌县，后再迁至成都东

郊静居寺农业改进所内。1938 年该所

以湖南所产的红砒为原料，经硝酸氧

化，再以石灰中和而得一种胃毒杀虫

剂砒酸钙。因该产品防治棉花大卷叶

虫与菜青虫有特效，遂以实验室规模

生产，供各地推广示范使用。1942 年，

中央农业实验所改属农林部领导，所

属药剂制造实验室于 1943 年初由成

都迁往重庆良心桥新址。同年，农林部

投资在该地兴建病虫药械实验厂，生

产药剂制造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农药，

同时生产少量施用农药的药械。1943

年底，该厂建成投产，职工 100 多人，

其中三分之一从事农药制造，三分之

二从事药械制造及施用农药的推广示



范工作。该厂设备简陋，农药生产为手

工操作，自 1943 年投产至 1946 年离

川，共产砒酸钙 34．5 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农业实验

所领导的药剂制造实验室和病虫药械

制造实验厂，其人员和设备于 1946 年

全部迁往上海和南京。四川省农业改

进所下属的农药药剂示范厂，以往产

品系靠政府拨款收购，无偿送给农民

示范使用。抗日战争胜利后，拨付的经

费大大减少，到 1947 年完全停拨，加

之美制农药充斥市场，产品销路不畅，

只得小本经营配制一些卫生用药出

售，以维持职工生活。1948 年，省农业

改进所紧缩机构，农药药剂示范厂停

办。这样，解放前夕四川已无化学农药

的生产厂点了。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农作

物病虫害的防治十分重视。四川农药

工业重新起步，到 1985 年，大体经历

三个阶段：1950～1963 年，是以加工

农药为主的 初步 发展 阶段；1964～

1978 年，是以加工农药为主转到以生

产合成农药为主的过渡阶段；1979～

1985 年，调整产品结构，淘汰低效高

残留老品种，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

新品种，是农药较快发展阶段。

1950 年，泸州化工厂(原 23 兵工

厂)利用解放前夕从美国购进的滴滴

涕原药装置，建设滴滴涕生产车间。

1951 年，西南军政委员 会农林部投

资，在重庆新建西南农药加工厂，主要

加工六六六、滴滴涕制剂和生产硫酸

铜 3 个品种，1952 年生产加工农药

677 吨。

“一五”计划期间，西南农药加工

厂列为省内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于

1955 年完成一期工程，当年加工农药

7170 吨。1956 年下放给重庆市管理，

更名重庆农药加工厂(简称重庆农药

厂)。1956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

展，防治农业病虫害药剂需要量增多，

决定扩大加工制剂的生产能力。因该

厂现有场地狭小，国家投资 80 万元，

迁建在距该厂约 4 公里的井口乡新

址，占地 5．27 万平方米。该厂经过“一

五”建设，1957 年农药品种增至 10

个，加工农药产量达 1．6 万吨。

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期

间，成渝两地还有几家生产农药的私

营小厂。通过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和调整生产厂点，这些厂的农药

产品均陆续停产。

“大跃进”期间，全省大办化工小

土群运动中，土农药生产在农村遍地

开花。由于土农药的药效低，为时不

久，几乎全部自行消失，只有烟草石灰

水等少数几种保留下来在继续使用。

在此期间，成都、绵阳、南充等地也兴

建了一些小农药厂，由于设备差，成本

高，质量低，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中，均先后下马或转产。

到 1963 年底，全省只有一个以加工为

主的专业农药厂——重庆农药厂；两



个原药生产车间——泸州化工厂的滴

滴涕车间和 1958 年重庆天原化工厂

新建的六六六车间。1964 年产原药

0．35 万吨，加工农药 0．82 万吨。

1965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象

抓化肥那样，大抓农药的生产和科学

技术工作，以满足农业增产的需要。为

此，化工部在 1965 年安排“三五”建设

项目时，确定四川再新建一个以生产

原药为主的农药骨干企业——四川农

药厂。该项目 1970 年开始筹建，从布

局合理考虑，川东方向已有骨干企业

重庆农药厂，新厂则建在川西北的江

油县龙凤场。开工不久，因资金紧缺，

化工部决定停缓建。1971 年经省批准

分步建设，资金由省自筹，于 1972 年

动工。

60 年代四川唯一生产农药的专

业厂重庆农药厂，1961～1971 年，先

后开发了乐果和敌百虫两个产品，标

志着该厂已由 50 年代以加工农药为

主转到以生产合成农药为主了。70 年

代初，广汉、蓬溪、隆昌、铜梁、简阳等

县新办了一些小型农药加工厂。为解

决有机磷农药所需原料中间体，1971

年省上安排新建三台黄磷厂。尽管如

此，四川农药工业仍十分落后，1973

年国务院农药调查组和燃化部农药规

划组来川检查工作，都认为四川农药

工业发展很差，粮棉病虫害损失之大

居全国第一。为此，四川省化工局于

1973 年制 订一个农药 10 年发展规

划，但由于资金不落实等原因，1974

年全省农药年产量仍仅 6000 多吨，占

全国1．8 % 。全国平均每亩施农药 250

克，四川省亩施仅 50 多克。由于农药

少，病虫害严重，据农业部门调查，由

于受病虫害的影响，四川常年损失粮

食 20～25 亿公斤，棉花 2000 万公斤。

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加速发展农药，省

化工局于 1975 年 7 月下旬，在成都召

开了有各地、市、州、各农药厂和有关

部门参加的农药座谈会，会后，省上采

取了以下几项措施：(1)抓两个农药骨

干企业。新建的四川农药厂，抓施工进

度，于 1978 年建成试车。原有的重庆

农药厂挖潜改造，扩大生产能力。(2)

扶持一部分计划外的小农药厂，纳入

国家计划，计有什邡、广汉、简阳、隆

昌、铜梁虎峰等农药厂。除扩大这些厂

的加工农药能力外，并生产敌锈钠、敌

枯双、除草醚等原药。(3)新建部分农

药生产厂点，计有宜宾林产化学厂的

毒杀芬，南充农药厂的甲胺磷，金牛农

药厂的精制敌百虫，内江高桥化工厂

的马拉硫磷，西南合成药厂的乙基杀

虫脒，成都磷肥厂的氟硅酸脲以及安

岳的农用抗菌素厂等。(4)增建为农药

配套的中间体，如糠醛、一甲胺、二甲

胺、三甲胺、顺酐、对硝基酚钠、二甲基

甲酰胺、氯乙酸等，并安排落实生产厂

点。

1977 年初，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

的农业机械化会议上，要求农药原药



产量 1980 年达到 3 万吨，省上又新安

排了部分项目和资金，化工部专款补

助了重庆农药厂的挖潜改造资金。到

1978 年，全省农药原药年产量增至

1．53 万吨，比 1974 年增长 123 % ；加

工农药达到 3．76 万吨，比 1974 年增

长 159 % ；新增马拉硫磷、毒杀芬、杀

虫脒、乙基杀虫脒、敌枯双、敌锈钠、氟

硅酸脲、九二○、微生物农药等 10 种。

1979 年贯彻“调整、改革、巩固、

提高”的八字方针，四川农药工业也关

停并转了一些项目。四川农药厂转产

移交四川钛公司。各地、市于 1975 年

后，新建的一批农药项目中，有 11 项

因需求变化等原因，在调整中停产或

停缓建，计有马拉硫磷 5 套、甲胺磷 3

套，甲基 1605、福美 双、九二○各 1

套。经过调整，1980 年产原药 1．52 万

吨，加工农药 3．12 万吨，基本保持了

1978 年的水平。

1981～1985 年的“六五”期间，四

川农药工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有了显著的发展变化。特点有二：一是

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农药是

救灾性的特殊商品，属国家二类物资，

以往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有关部

门之间的分工是：工业部门负责生产，

农资公司负责统购包销，农业部门负

责使用的技术指导。随着经济体制的

逐步改革，农药产品由指令性计划改

为指导性计划，1983 年以后，农资部

门不再统购包销。为适应这一新的变

化，农药企业积极加强销售服务工作。

重庆农药厂在全国 10 多个省市 50 多

处设立农药销售和药效试验网点，并

成立植保技术服务组，到农村作施药

示范，还与基层农技部门合作，宣传推

广农药使用方法。该厂还经常发出函

件征求用户意见和要求，如有斤两不

足和产品变质等反映，厂方立即派人

前往处理包赔包换。该厂还积极提高

产品质量，出口创汇。其他德阳、什邡、

简阳等农药厂，在转向生产经营型方

面，均作了类似的销售服务工作。德阳

农药厂的水胺硫磷，什邡农药厂的粉

锈宁、草甘磷和成都磷肥厂的氟硅酸

脲已面向国际市场，开始少量出口。

“六五”期间，四川农药工业的另

一显著特点是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发

展一些高效低残留的有机磷新品种，

代替高残留的有机氯老品种；在发展

杀虫剂的同时，开发了新型杀菌剂。新

中国建立后，四川主要发展和使用的

农药品种为六六六和滴滴涕。70 年代

初，随着检测手段的提高，发现这两种

农药在谷物中残留期长，食后在人体

慢性积累，有损健康。为此，化工部提

出“打倒滴滴涕，淘汰六六六”，要求逐

步停止生产。但由于这两种农药对防

治棉花和水稻 害虫的药效较好，且价

格便宜，很受农民欢迎，因此，70 年代

以来，四川这两个品种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有较大发展，占全省农药用量三

分之二。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农药如



继续使用，不仅不利于人民健康，且影

响农副产品出口。为此，国务院明令通

知从 1983 年 4 月 10 日起，停止生产

滴滴涕和六六六，库存产品用完为止。

这两种农药停止使用后，重庆农药厂

新上可代替六六六的新品种杀虫双，

及新开发的甲胺磷、乙酰甲胺磷、氧化

乐果、敌虫菊酯等产品。广汉市农药厂

在原来只生产加工农药的基础上，新

上稻瘟灵和可代替滴滴涕的水胺硫磷

两个品种，既生产加工农药又生产原

药。什邡农药厂积极进行产品更新换

代，1983 年承接了四川省化工研究所

研制成功的叶枯宁和粉锈灵两种新杀

菌剂，很快投入生产，将原有的敌枯

双、敌锈钠、除草醚等老产品停产。

经过“六五”期间的发展，到 1985

年，全省已有县以上专业农药生产厂

7 个，非专业厂建立的农药车间 4 个。

重庆农药厂、广汉市农药厂、什邡农药

厂 3 家成为四川农药骨干企业。全省

农药工业有固定资产 5300 万元，职工

3750 人，原药生产能力 1．5 万吨，加

工能力 10 万吨。原药品种 17 个，其中

杀虫剂 7 个，杀菌剂 6 个，除草剂 2

个，植物生长调节剂 2 个。加工剂型有

乳剂、粉剂、水剂、可湿性粉剂、粒剂 5

种。1985 年产原药 5446 吨，加工农药

1．45 万吨。

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川农药工业

虽有较大发展，但仍有较大差距，主要

是：(1)品种少，产量低。1985 年，全省

农药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 2．8 % ，

在全国各省市中居第 11 位。全国生产

的农药品种有 108 个，我省只有 15～

20 个。(2)加工落后，剂型偏少。粉剂

生产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多为低

浓度粉剂，可湿性粉剂加工细度差，悬

浮率低，贮存降解率高。(3)农药助剂，

如乳化剂、增效剂、稳定剂等在省内尚

属空白。



四 川 化 学 农 药 产 量 表



到 1985 年，全省先后生产过的杀

虫剂主要品种有 16 种，其中因各种原

因，1985 年以前已停产的 9 种：滴滴

涕、六六六、毒杀芬、保棉丰、乙酰甲胺

磷、马拉硫磷、敌百虫、敌敌畏、细菌农

药；1985 年在生产的 7 种：乐果、氧化

乐果、水胺硫磷、甲胺磷、杀虫脒、杀虫

双、氰戊菊脂。

第一节 有机氯杀虫剂

一、滴滴涕

系广谱杀虫剂，主要用于防治蓟

马、棉红铃虫、粘虫、稻包虫等，对防治

棉花后期害虫效果较好。

国外，1942 年瑞士开始生产。国

内，四川开发最早，1944 年由重庆中

央农业实验所药剂制造实验室首先进

行试制，1945 年试制成功。1946 年由

该所病虫药械制造厂生产，配制成

5 % 滴滴涕粉剂和滴滴涕除虫菊混合

剂出售，主要用作防治卫生害虫药剂。

当年产 5 % 滴滴涕粉剂 250 瓶(每瓶

30 克)，滴滴涕除虫菊混合剂 1791

瓶。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兵工署应用化

学研究所(在泸州 23 兵工厂内)与中

央大学化学系(重庆柏溪)均陆续研制

滴滴涕成功。泸州 23 兵工厂承接应用

化学研究所研究成果，于 1949 年试产

出滴滴涕原药 4 公斤。该厂还从美国

购进年产 1000 吨规模的滴滴涕原药

装置一套，未及安装即解放。1950 年

该厂恢复滴滴涕设备安装，1951 年投

产，为我国最早生产滴滴涕原药的企

业，当年产滴滴涕 115 吨，之后年产量



一般在 700 吨左右，1959 年超过设计

能力，达 1351 吨。1964 年三线建设开

始，军工企业进行专业调整，泸州化工

厂的滴滴涕车间停撤。

泸州化工厂滴滴涕原药装置停撤

后，国家决定新建四川农药厂，首期建

设以生产滴滴涕原药为主。1969 年在

江油龙凤场开始兴建，因受十年动乱

的影响，到 1978 年 3 月才建成试车，

当年试产滴滴涕原药 100 多吨。由于

工艺设备上的缺陷，三氯乙醛氯化塔

跑冒滴漏严重，产品质量不合格，加以

管理很差，严重亏损，1979 年省革委

决定将该厂移交四川钛公司管理，转

产海绵钛。该厂筹建至移交共投资

2800 多万元。

滴滴涕加工：用化学合成方法制

成的农药原药，浓度高，不能直接施

用，都需要加工成低浓度的制剂，如乳

剂、粉剂、可湿剂等剂型，以改善其物

理性状，使用时才能充分发挥药效。滴

滴涕加工的主要剂型为乳剂。

重庆农药厂于 1962 年建立一套

年产 25 % 滴滴涕乳油装置，1955 年开

始生产 50 % 的可湿剂及 10 % 的粉剂。

1966 年增建 35 % 滴滴涕乳油装置，年

产能力为 1．12 万吨。该厂滴滴涕乳油

曾经多次技改，并增加包装机械和过

滤器等设备。为方便使用，将 80 公斤

大包装改为 1 公斤小包装。1979 年，

重庆农药厂增建原药新品种，将滴滴

涕乳油加工技术转让给当地井口乡农

药厂继续生产。

滴滴涕的加工厂点，除重庆农药

厂外，1957 年以前，还有重庆私营协

和制药厂和重庆生化制药厂均有少量

加工生产，生产方法采用 5 % 滴滴涕

原药加 95 % 的滑石粉混合研磨而成。

1957 年后，绵阳农药厂、綦江农药厂

也加工生产。1972 年后，广汉农药厂

开始生产滴滴涕乳剂。

加工滴滴涕制剂所需原药，1964

年以前主要由泸州化工厂供应。1964

年该厂滴滴涕车间停产后，从省外购

进。1983 年国家明令停止生产，全省

前后共产滴滴涕乳油 5．2 万吨。

二、六六六

此产品主要用于防治水稻螟虫。

为立足省内发展农药原药，也是解决

烧碱生产中的氯气平衡问题。1958 年

经省批准，在重庆天原化工厂新建年

产能力为 6000 吨的六六六原药车间，

投资 185 万元，1960 年建成投产，是

我省六六六原药唯一的生产厂。所产

原药除曾支援湖南省数百吨外，其余

全部供省内加工制剂。1976 年后经扩

建改造，产量逐年上升，1982 年突破

1．2 万吨。六六六同滴滴涕一样都是

高残留农药，国务院亦于 1983 年 3 月

下令停止生产。到 1983 年止，该车间

共产六六六原药 13．68 万吨。

重庆天原化工厂六六六原药车间

投产后，先后共投资 449 万元，进行过



三次大的技术改造。第一次，1965 年

用搪瓷罐代替玻璃光化瓶，进行光化

合成。第二次，1976～1979 年，投资

230 万元，进行扩建改造，使年产能力

达 1．2 万吨。第三次，1980 年投资 58

万元治理污染，1983 年初工程即将完

成，停产令下达。

六六六加工：1952 年，西南农药

加工厂(今重庆农药厂)使用锤磨机、

碎 石机加工六六六粉剂，当时所用原

药系从东北、天津等地购进。1955 年

加工能力为 2 万吨，到 1979 年提高到

3 万吨。1960 年重庆天原化工厂的六

六六原药车间投产后，省内原药充足，

加工六六六的厂点，除重庆农药厂外，

60 年代新增广汉、铜梁等县办小农药

厂，70 年代初最多时有三四十家小

厂。省内六六六加工品种有粉剂、可湿

剂和加甲基 1605 的混合剂等，产量最

多的是粉剂。到 1983 年停产时，累计

生产六六六加工制剂 30 多万吨。1983

年国务院下令停止生产后，重庆农药

厂将加工六六六的技术和部分设备转

让给重庆沙坪坝井口乡农药厂继续生

产，1985 年国家强令停产。

三、毒杀芬

用途与滴滴涕相似，毒性小，使用

安全。1973 年，林业系统的宜宾松香

厂在四川省林业科研所的帮助下，建

成年产原药 300 吨规模的车间。生产

工艺以松节油为原料，经蒸馏催化转

为茨烯，然后在四氯化碳溶液中通氯

进行光氯化，剂型为 50 % 乳油。该厂

于 1977 年划归宜宾地区轻化局领导，

改名宜宾林产品化学厂。至 1979 年，

因产品滞销停产，转产轻工产品。

第二节 有机磷杀虫剂

一、乐果

本品是一种新型广谱杀虫剂，适

用于防治多种农作物上的刺吸口器和

咀嚼口器害虫，如蚜虫、红蜘蛛、叶跳

虫、叶蝉虫等，对防治棉花前期害虫和

小麦蚜虫效果很好。

1961 年，重庆农药厂采用氯乙酰

氯法工艺，试产 20 % 乐果乳剂，1964

年 1 月通过技术鉴定。为解决四川蚜

螨虫害，当年省化工厅投资 110 万元，

建成年产 50 % 乐果乳剂 250 吨的装

置。1965 年，重庆市化工局又投资 86

万元进行扩建，将年产能力由 250 吨

提高到 2000 吨。1975 年投资 41 万

元，能力 增 至 2500 吨，1978 年 达到

4000 吨，1980 年达到 6000 吨。产品为

40 % 乐果乳油，并制成多种混配制剂。

1984 年，曾试制蓝色乐果乳油 200 吨



出口泰国。1985 年乐果乳油获四川省

优质产品称号。在工艺技术方面，1965

年由氯乙酰氯法改为后胺解法，消除

了污染。1976 年将间断分离过滤水洗

旧工艺改为沉降分离法，解决了以往

每天大量排放有机磷污水的问题。

1979 年，全国农药生产由指令性

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管理后，进口农

药剧增，致国产农药产销失调，产品大

量积压。为寻找出路，重庆农药厂于

1979 年开始进行乐果原粉的小试。系

将乐果原药精制提纯，使乐果含量达

到 95 % 以上的晶粉称乐果原粉。1980

年完成中试，并建成年产 95 % 乐果原

粉 500 吨生产装置。产品质量达到和

超过联 合 国 粮 农组 织规 定含 乐 果

95 % 的标准。1981 年该厂乐果原粉首

批出口荷兰。1982 年，该厂贷款 78 万

美元，将 生产能力 从 500 吨扩建为

1500 吨，1985 年产 1074 吨。该厂乐果

原粉 1982 年获化工部和四川省优质

产品称号，并评为 1983 年国家银质奖

产品。为解决乐果所需配套原料，省市

化工主管部门十分重视，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先后组织重庆地区部分化工

厂生产供应。如重庆试剂厂生产的冰

醋酸，嘉陵化工厂生产的氯乙酸，重庆

氮肥厂生产的一甲胺，重庆化工厂生

产的甲醇，以及先锋化工厂生产的五

硫化二磷等，都是定点供应厂。这样，

乐果的主要原料基本上就地配套供

应，为乐果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原料保

证。

乐果原粉出口数量和创汇表



乐果是四川省农药的主产品，重

庆农药厂是唯一生产厂，到 1985 年累

计产 40 % 乐果乳油 3．74 万吨，产乐

果原粉 3469 吨。该厂所产乐果原粉

95 % 以上产量供出口，到 1985 年，共

出口 3289 吨，创汇 979 万美元。

二、氧化乐果

氧化乐果与乐果的分子结构近

似，但生产工艺和中间体与乐果不同。

氧化乐果杀虫效果优于乐果，但毒性

高于乐果。该产品具有强烈的触杀和

内吸作用，对防治蚜虫、红蜘蛛的效果

很显著，对介壳虫、飞虱、叶蝉、大螟等

害虫的防治效果也较好。1980 年重庆

农药厂采用甲酯法工艺生产，由于质

量问题只生产了几吨。1981 年投资 20

万元，利用原敌百虫部分厂房和设备，

建成年产 40 % 氧化 乐果 1000 吨装

置。1983 年在上海农药研究所的帮助

下，改进生产工艺，由甲酯法改为甲苯

法，于当 年 投 产 成 功，生 产 30 % 和

40 % 氧化乐果乳剂两个品种，到 1985

年，共生产氧化乐果乳油 392 吨。该产

品 1985 年获化工部优质产品称号。此

后该产品装置经多次技改已成为该厂

又一个拳头产品。

三、水胺硫磷

水胺硫磷是华中师范大学在湖北

沔阳农药厂的中试成果。1980 年由广

汉市农药厂承接生产。本品是一种高

效、广谱、低残留的杀虫剂，具有触杀、

胃毒和很强的杀卵作用，对粮、棉、果

树、蔬菜和牧区草原多种主要害虫均

有良好的防治效果。1980 年，省经委

列为重点技措项目，在广汉市农药厂

建设年产 40 % 乳油 500 吨的装置，

1982 年 10 月投产。之后该厂在生产

工艺上作了大的改进，该厂工程师姜

林发、魏磊将两段升温硫酸催化酯化

工艺，改为先酰氯化后醇解酯化，合成

改用相转移催化法。按相转移催化法，

常用催化剂为季胺盐类的三乙基苄基

氯化胺，售价太高，每吨 12 万元，经反

复筛选，找出了一种转化效果好而又

价廉易得的乳化剂，每吨售价仅几千

元，一时成为生产诀窍。改进工艺后，

总收率由 60 % 提高到 80 % ，大大减少

了原材料消耗，降低了成本。改进后的

新工艺，迅速为河南、江苏、浙江及黑

龙江诸省农药厂所采用。1983 年停止

使用滴滴涕后，水胺硫磷成为代替的

好产品。经施用检测证明，此产品毒性

较高，但皮肤接触毒性较低，施药 14

天后，在稻谷及稻草中的残留小于

1pp m，使用安全，且符合高效、低残留

要求。从 1982 年投产到 1985 年止，该

厂已产水胺硫磷 781 吨。

四、甲胺磷

甲胺磷又名多灭灵，系速效广谱

农药，具有内吸、触杀和胃毒作用，对

防治多种农作物害虫效果显著，因此



有“一扫光”之称，缺点是毒性较高。该

产品所需中间体较为单一，1973 年以

来国内发展较快。1981 年重庆农药厂

投资 76 万元，建成年产 50 % 甲胺磷

乳油 1000 吨装置。1984 年因技术改

造曾一度停产，1987 年 10 月改造完

成恢复生产。采用先胺化后异构法工

艺，甲胺磷原油平均含量在 71 % 以

上。到 1985 年，累计产甲胺磷 1014

吨。

五、乙酰甲胺磷

本品是甲胺磷衍生物，用醋酐将

甲胺磷酰化后，即得乙酰甲胺磷，药效

与甲胺磷相同，但毒性比甲胺磷小，对

敌百虫产生抗药性的菜青虫有防治特

效。1973 年四川省化工研究所首先研

制成功。1975 年 4 月，四川省化工局

投资 29 万元，将乙酰甲胺磷的中试任

务交由四川省化工研究所和重庆农药

厂共同承担。重庆农药厂利用闲置设

备，于 1976 年建成年产 40 % 乙酰甲

胺磷乳油 75 吨的中试装置，1979 年

通过技术鉴定后，该厂于 1981 年建成

年产 30 % 乙酰甲胺磷乳油 350 吨装

置。生产方法先采用醋酐法工艺，由于

醋酐短缺，后改用醋酸——三氯化磷

法工艺。至 1983 年转产甲胺磷乳油

止，累计生产 1230 吨。化工部将此产

品列为“七五”扩大生产的品种，产品

原油含量不高，只有 40 % ，要求提高

到 60 % 以上，工艺技术问题尚待改

进。

六、马拉硫磷

马拉硫磷是一种强力杀虫剂，主

要用于防治棉花、蔬菜、梨树上的害

虫。1957 年，省投资 10 万元，在重庆

农药厂建成年产 50 % 马拉硫磷 300

吨装置，因工艺不成熟，不久下马。

1975 年省计委安排在三台、简阳等地

建设五套马拉硫磷装置。在重庆农药

厂建成一套年产 50 % 马拉硫磷 1000

吨装置，于 1977 年 12 月建成投产。

1979 年生产工艺由一步法改为两步

法，原油含量和收率均达到 90 % 以

上。但由于产品杂质多，施用时臭味太

大，加之产品价格高，农民不愿使用而

滞销，严重亏损，于 1979 年被迫停产。

其他安排在三台等地建设的几套马拉

硫磷装置，尚未建成，于 1979 年调整

压缩基建投资时全部下马。

七、敌百虫

敌百虫是一种高效低毒农药，对

水稻、棉花、果树、蔬菜、仓库、森林及

卫生等方面的害虫均有效。1960 年重

庆农药厂开始生产，因设备条件差，产

品质量及药效低，于同年停产。1962

年，省化工厅投资 11．2 万元对生产设

备进行改造后，小批量生产。1969 年

重庆市化工局投资 140 万元，将 50％

敌百虫扩建为年产 2000 吨装置，并配

套建设了年产三氯化磷 600 吨和三氯



乙醛 750 吨的装置。该产品在质量、收

率方面，一直不正常，1975 年，四川省

化工局又投资 16．7 万元，对合成工艺

进行改造。1977 年，省投资 281 万元，

将生产能力扩大为 4000 吨。经过几次

技术改造，产量上升，但中间体三氯乙

醛工段的防腐蚀问题未完全解决，跑

冒滴漏严重。该车间又处全厂中心位

置，烟雾弥漫，对全厂环境污染很大。

加之当时全国产量过剩，销路不畅，

1981 年停产，改产氧化乐果。该厂先

后共产 80 % 敌百虫 3384 吨，90 % 敌

百虫 2875 吨。

八、敌敌畏

敌敌畏杀虫范围广，对蚜虫、红蜘

蛛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但毒性较大，使

用时需注意防护。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于 1959

年以敌百虫为原料，用水解法合成敌

敌畏成功。1966 年 5 月，重庆农药厂

在兴建敌百虫装置的同时，建设了年

产 600 吨的敌敌畏车间，1970 年投

产。由于工艺不合理，加之车间位置

低，废水无法排出，1971 年被迫下马。

1974 年省上投资 129 万元，对该厂敌

敌畏车间进行改造，使 80 % 敌敌畏年

产能力扩大到 1200 吨。1980 年前，该

厂系用自产敌百虫为原料，成本较高，

发生亏损。1980 年该厂敌百虫停产，

所需原料敌百虫改为外购后，1981 年

扭亏为盈，1982 年因原料短缺而停

产。先后共产 80 % 敌敌畏 904 吨，

50 % 敌敌畏 347 吨。

九、保棉丰

1978 年，仪陇县棉花种植发展，

急需农药，经省政府批准，新建仪陇县

农药厂，由省投资 93 万元，地方自筹

21 万元，在该县新政区建厂，规模为

年产保棉丰 400～600 吨。保棉丰又名

甲拌磷亚砜，为甲拌磷进一步氧化而

成。该产品的生产工艺由天津农药厂

帮助设计，1980 年建成投产。1982 年

省农业局反映，简阳县因喷雾施洒保

棉丰，引起中毒死亡 16 人。有的农户

在棉田内间种海椒，施用保棉丰防治

棉花害虫时，海椒受污染，造成中毒多

起，死亡 2 人，致使居民买菜产生顾

虑。农牧部农药检定所对仪陇县农药

厂产品取样化验，该厂 50 % 保棉丰乳

油，含甲拌磷 29．69 % 和 30．67 % ，而

保棉丰含量仅 13．1 % 和 13．54 % ，系

生产中甲拌磷氧化转化不完全所致。

据此，中毒事故的发生，使用方法不当

固为主要原因，然该农药质量不纯，毒

性高也有关系。同年 7月，省农业局、

卫生局、公安局、供销社联合下文发各

有关部门通报其事，从此该产品销路

大受影响，乃于 1983 年停产。



第三节 其他杀虫剂

一、杀虫脒

1973 年，四川省化工局投资 15

万元，由中国科学院四川农药研究所

和重庆农药厂联合进行杀虫脒的试

制，并利用重庆农药厂的废旧设备，采

用三氯氧磷法，建成年产 25 % 杀虫脒

水剂 300 吨的中试装置。于 1974 年 6

月通过技术鉴定。1975 年省经委投资

14 万元，对重庆农药厂杀虫脒进行扩

建。工艺改为三氯化磷法，生产能力由

300 吨提高到 1000 吨。1981 年重庆遭

特大洪灾，该厂杀虫脒车间被淹，主要

设备和部份厂房损毁。灾后修复，以后

逐年扩大产量，到 1985 年已形成年产

3000 吨杀虫脒的能力。累计生产 25％

杀虫脒水剂 1．03 万吨，35 % 杀虫脒水

剂 109 吨。该产品杀虫效果好，特别是

对幼螟有薰杀作用，缺点是在农作物

中分解消失慢。1983 年农业部通知此

药应控制使用，禁止施用于水果蔬菜；

水稻须在收割前 45 天施用；用于棉花

不受限制。

西南合成制药厂从 1975 年开始，

利用生产氯霉素的副产物磷硝基乙苯

试制乙基杀虫脒，因药效不好，毒性

大，产品销路不畅，于 1978 年停产。

二、杀虫双

本品防治水稻一、二、三代螟虫的

效果显著，对防治粘虫、玉米铁甲虫和

菜青虫等都有良好效果。1974 年，贵

州省化工研究所首先研制。为调整产

品结构，重庆农药厂研究所于 1981 年

进行杀虫双的小试，1982 年该厂贷款

20 万元，利用闲置设备和厂房，建成

年产杀虫双原药 500 吨的生产装置。

之后该厂采用浓缩二甲胺与氯丙烯进

行无碱胺化反应的新工艺，使废盐渣

减少三分之一，胺化收率提高 1．7 % ，

产品收率提高 8．9 % ，原料总消耗下

降 6．1 % 。1983 年国务院下令停止生

产六六六后，杀虫双列为替代六六六

重点发展的农药。1984 年，简阳县农

药厂建成年产杀虫双原药 250 吨的生

产装置；乐山碱厂于 1985 年建成年产

杀虫双原药 500 吨装置。到 1985 年，

杀虫双原药总能力为 1250 吨。其加工

剂型是：重庆农药厂为 25 % 水剂，乐

山碱厂和简阳农药厂为粒剂。乐山碱

厂系用微碱性紫色土与杀虫双混合

后，用对滚机压制而成，含量 5 % ，粒

径 5 毫米，年加工能力 2000 吨。简阳

农药厂系以河沙为核心，用包衣法生

产杀虫双粒剂，产品含量 3 % ，粒径 40

目左右，年加工能力为 5000 吨。



三、氰戊菊酯

1976 年日本住友公司发明此药

后，广泛用于防治粮食、棉花、果树、蔬

菜、茶叶、园林等多种害虫，对防治棉

花害虫的效果最为理想，而且有明显

的增产作用。该产品国际上称之为第

三代农药，药效比第二代农药高出

20—200 倍。由于此产品具有高效、低

毒、杀虫谱广、不污染环境等特点，短

短几年内，已在 60 多个国家推广应

用。

本品为替代滴滴涕、六六六的高

效农药，化工部确定重点发展的产品。

1977 年前后，上海、江苏、安徽等农药

研究所相继开始研制。1983 年 2 月，

重庆农药厂引进上海农药研究所氰戊

菊酯中试成果，1984 年 6 月经省经委

同意，新建年产 100 % 氰戊菊酯 100

吨的生产装置。同年 7 月，该厂自筹资

金 28 万元，向银行贷款 172 万元进行

建设，1985 年建成，采用醚酰氰化法

进行试生产。产品为 20 % 氰戊菊酯乳

油，1985 年共产 7 吨。与此同时，重庆

扬子江化工厂于 1984 年引用安徽省

化工研究所的技术，生产氰戊菊酯和

戊菊酯，年产 20 % 氰戊菊酯乳油 500

吨，20 % 戊菊酯 200 吨。1985 年共产

109 吨，该产品的投产，标志着四川农

药工业迈上新的水平。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含氰废水，经次氯酸钠氧化后，低

于规定排放标准。

四、细菌农药

细菌农药又名微生物农药，是以

苏云杆菌中的高效菌株作菌种制得的

细菌农药总称，是一种含蛋白质毒素

的细菌活体。生产工艺系大量培养出

细菌后，再将细菌吸附于碳酸钙粉粒

上制成农药使用，害虫吞食后中毒死

亡。对多种鳞翅目昆虫及双翅目昆虫

有强烈的毒杀力，对人畜无毒害，不伤

害天敌，且有不影响农产品色香味的

优点。1970 年永川柏林酒厂开始试

制，1972 年省计委先后投资 65 万元，

在该厂建成年产 300 吨规模的细菌农

药车间，由于苏云菌类微生物杀虫剂

具有安全无污染、药效高等特点，获

1978 年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投产

后，因收率低，成本高，工厂亏损，于

1980 年停产。该厂先后生产过青虫

菌、松毛虫杆菌、杀螟杆菌等 18 种微

生物农药，共产 157 吨。



农用杀菌剂分为内吸性与非内吸

性两类。前者喷洒在农作物上，吸收于

根茎叶内杀菌，后者为喷洒直接接触

杀菌。

第一节 内吸性杀菌剂

一、稻瘟灵

为新型稻瘟病防治剂，四川省化

工研究所于 1981 年进行研制。在小试

成果的基础上，1982 年四川省科委列

为重点攻关项目，由广汉市农药厂与

四川省化工研究所合作，在广汉市农

药厂建成年产原药 20 吨的中试装置。

1983 年通过技术鉴定，随即由该厂承

接生产。利用中试装置，稍加填平补

齐，形成年产原药 70 吨的能力。1984

年化工部将该厂稻瘟灵车间列为重点

改造项目，国家拨款 120 万元，贷款

80 万元，扩建成 年产 200 吨原药车

间，1985 年底竣工。该产品为国内首

创，产品剂型为 30 % 乳油。

二、粉锈灵

锈病是四川小麦主要病害之一，

70 年代用敌锈钠防治。当时敌锈钠为

国内通用药剂，省内什邡农药厂建有

一套年产敌锈钠 300 吨的生产装置，

但本品药效不够理想。四川省化工研

究所于 1981 年开始研制粉锈灵。小试

成功后，1982 年由厂所合作，在什邡

农药厂进行中试，鉴定后由该厂承接

生产，于 1982 年建成年产 50 吨规模。

粉锈灵投产后，该厂原有敌锈钠即被

取代停产。粉锈灵杀菌效果好，产品畅



销，经济效益好，什邡农药厂职工 200

多人，一年的纯利润即达 30 万元左

右。贯彻科研体制改革精神，四川省化

工研究所为开辟财源，1982 年该所自

建实验基地，新上年产 50 吨粉锈灵装

置，同时将该产品生产技术有偿转让

给宜宾天原化工厂(原宜宾化工厂)。

到 1985 年，全省粉锈灵生产厂点 3

家，总能力为年产原药 400 吨，其中宜

宾天原化工厂能力最大，为年产 300

吨。1985 年全省生产粉锈灵原药 59

吨。粉锈灵是四川省化工研究所总工

程师田永仁等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属

首创，获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新

产品金龙奖。产品剂型为 15 % 可湿性

粉剂，加工方法与粉剂大致相同，所不

同者除惰性填料外，尚须加一定比例

的洗衣粉做湿润剂。粉碎设备多为万

能饲料粉碎机，只有什邡农药厂使用

国产超细粉碎机，产品细度可达 300

目，悬浮率达 40 % ，润湿性 1 分钟全

浸。

三、叶枯宁

系四川省化工研究所创制，用作

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的新型杀菌剂。四

川省水稻原无白叶枯病，十年动乱初

期，不经检疫，盲目调进种子，致使此

病菌从江浙地区调进的种子带入，该

病菌传染很快，对水稻 生产造成威

胁。当时四川农科院农药研究所(中国

农科院植保所迁川时名称)即研究防

治药物，首先研制出把二分子敌枯唑

用甲醛联接起来形成敌枯双，对白叶

枯病的防治有优异的效果，于 1973 年

在什邡农药厂试产，产量不多，但各省

纷纷来函来人订货，一时甚为抢手。之

后，四川省化工研究所在工艺上作了

改进，1977 年由省科委组织，对该产

品的生产工艺、药效、残留以及毒理进

行全面技术鉴定，1978 年获省重大科

技成果奖。不久，四川大学生物系提出

的动物试验报告，比鉴定的毒性高 5

倍，为此省科委通知停止生产，共产

25 % 可湿性粉剂 67 吨。此后四川省化

工研究所继续对该产品重新筛选，经

过反复测试，发现在敌枯双结构的两

个塞唑环上各加一个巯基(—S H)，对

药效不影响，而毒性消失，创制出新型

杀菌剂叶枯宁，重新组织生产，为防治

水稻的叶枯病作出了贡献。此产品改

进研制成功后，1981 年由什邡农药厂

承接生产，剂型为 20 % 可湿性粉剂，

年生产规模 500 吨。该产品 1982 年获

化工部和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

奖，1983 年获国家经委新产品金龙

奖，1984 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四、氟硅酸脲

是我国开发的一种高效、内吸、低

残留的新杀菌剂，国外尚无此同类型

产品。它是由生产普通过磷酸钙中排

放的废渣 (含氟硅酸的硅胶)，与尿素

合成，主要用于防治小麦锈病。此药由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首先研制成功，并

在山东、辽宁小批量生产。1978 年，四

川省为解决小麦锈病的防治，结合磷

肥厂治理三废，由省科委投资在成都

磷肥厂兴建年产 200 吨氟硅酸脲车

间，1980 年四川省科委组织通过技术

鉴定，1982 年建成投产。本品有两种

剂型，膏剂含氟硅酸 10 % ；晶体含氟

硅酸 36 % 、尿素 54 % 。产品全部由该

厂自销，除销省内川北一带外，还销往

湖北荆襄地区。

五、农用抗菌素

自 70 年代初期以来，我省陆续开

发生产的抗菌素农药有春雷霉素、灭

瘟素、庆大霉素、井岗霉素和多效霉素

5 种，有生产厂 7 个。生产规模小，竞

争力差，有 5 家已停产或转产。现保存

下来的只有大邑和郫县两家小厂，生

产品种为井岗霉素和多效霉素。井岗

霉素是 1978 年上海农药研究所分离

的新菌种，是防治水稻纹枯病的良药。

80 年代初，四川水稻施肥量增加，生

长茂密，纹枯病日趋严重。1984 年，郫

县兽药厂在四川抗菌素研究所的帮助

下，建成年产 1000 吨的装置，成品含

量为 5 万单位／毫升。多效霉素为大邑

生物农药厂所产，该厂系大邑民办五

七中学校办工厂，1978 年省科委扶持

发展起来的，1985 年产 80 吨，产品规

格为 5000 单位／毫升。多效霉素为国

内开发的新产品，对防治果树流胶病

及蔬菜枯萎病有良好效果，我省用于

防治柑桔病的效果也很显著。

第二节 非内吸性杀菌剂

一、代森铵

1979 年重庆农药厂因基建征用

耕地，作为补偿，帮助当地乡政府建成

井口乡农药厂。先是将滴滴涕乳油交

该厂生产。1981 年帮助该厂建成代森

铵生产装置，规模为 年产 40 % 水剂

300 吨，1985 年实际产量 50 吨。该产

品杀菌谱广，而且效果较好，以往由省

外调入，此产品投产后，填补了省内空

白。

二、硫制剂

硫磺粉本身就是一种杀菌剂，兼

有防治红蜘蛛和介壳虫的杀虫效果，

如粉粒太粗，覆盖面积小，则防治效果

差，故一般不直接使用，须进一步加工

以提高药效。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剂型

为石硫合剂，该剂型因不宜久存，多为

现用现制。在用药季节由基层供销社

或植保站熬制好，售给农民使用，大型

农场或果园多自制自用。1985 年前，

省内已有新剂型硫磺胶悬剂生产，尚



未鉴定。

三、801 蚕药和鱼乐消毒剂

这两种药品都是以氯胺 T 为主

要成份配制而成，均为南充市农药厂

生产。801 蚕药系蚕室消毒剂，1981 年

南充市农药厂试制成功后开始生产。

四川省蚕丝产量居全国首位，此药对

蚕室消毒效果很好，产品畅销。鱼乐消

毒剂，对防治鱼类烂鳃病有良好效果。

该产品自 1982 年投产以来，通过两年

的推广应用，销路也较好。



第一节 除 草 剂

一、除草醚

除草醚能防除一年生杂草，对多

年生杂草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人

畜鱼类毒性低，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水

旱两用除草剂。此药所用原料为氯气

和苯酚，原料易得，且生产工艺简单。

70 年代初期，什邡、成都、青白江和蓬

溪等农药厂都有小型设备进行生产。

1980 年前后，多已陆续停产，只有蓬

溪农药厂一家在继续生产并有所发

展。该厂除草醚原药生产能力由 50 吨

扩大至 125 吨，并在四川省化工研究

所的帮助下，开发了除草酚新产品。除

草醚剂型为 25 % 可湿性粉剂。

二、草甘磷(又名镇草宁)

草甘磷对大多数杂草都有较好的

除灭效果，因系非选择性除草剂，宜用

于高杆作物的除草，如果园、桑园、橡

胶园以及甘蔗、玉米等。1985 年什邡

农药厂使用贵州化工研究所的技术，

建成年产 80 吨原药装置，该产品剂

型，省外多系 10 % ～30 % 的水剂，该

厂为 45 % 可溶性粉剂，属国内首创。

已有小批量出口。

第二节 植物生长调节剂

一、九二○(赤霉素)
九二○是一种镰刀菌产生的代谢

物。四川省于 70 年代开始生产及应

用。当时主要是农业基层单位用土法

生产，质量不稳，药效不佳。70 年代中

后期，四川省杂交水稻大发展，在其亲



本繁殖和制种方面，必须喷洒此药；山

区发展马铃薯，其种子亦需此药进行

浸种处理。省农业局于 1977 年底提出

每年约需晶体九二○生长刺激素 500

公斤。为保证农业需要，四川省化工局

先安排四川制药厂利用新产品试制车

间进行生产，同时安排安岳县抗菌素

厂利用现有设备，建设年产晶体 100

公斤装置。1978 年四川制药厂产“九

二○”晶体 75 公斤，乳剂 33 公斤，由

省农资公司收购。安岳抗菌素厂于

1979 年 10月建成试车，因成本偏高，

发生亏损，该县无力补贴，随即停产。

二、三十烷醇

三十烷醇系以脂形式存在于多种

植物和昆虫的蜡质中，以土种蜜蜂蜡

中含量最佳，故工厂多以此为原料。80

年代初期，化工企业为开拓产品市场，

重庆试剂厂、成都试剂厂、郫县化工

厂、崇庆元通化工厂均有生产。1985

年，国内有些科研单位对此产品的药

效发生争议，销路受到一定影响。但多

数专家认为，如产品质量高(特别是含

二十八烷醇要低)，使用得当，对植物

的生长刺激作用是肯定的。

三、防落素(又名对氯苯氧乙酸)

福州大学在 70 年代末曾进行研

制，其工艺方法为先合成苯氧乙酸，然

后以盐酸氧化氯化。省内永川天然气

化工研究所亦进行过研制。此药对瓜

果有保花保果、促进早熟、提高产品质

量和增产的效果。1983 年以来，省内

用对氯苯酚生产防落素，一步合成，工

艺大为简化，因此得到发展。到 1985

年，已有广汉、郫县、崇庆、永川等地生

产。

四、矮壮素

农作物喷施后植株粗壮，增强抗

倒伏及抗旱能力。重庆农药厂于 1971

年开始生产，因产量大，农业施用量

小，加之当时推销工作未跟上，商业环

节积压，停止收购，1974 年停产。前后

共产 14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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