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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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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统防统治应用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小麦病虫害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应用植保无人飞机实施规模化统防统治防治小麦病虫害的操作要求与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专业化服务组织规模化应用植保无人飞机喷施农药防治小麦病虫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980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3213 植保无人飞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AP-45-AA-2017-0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 
T/CCPIA 019 植保无人飞机 安全施用农药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规模化统防统治（professional control system for large-scale  diseases & pests 

control） 

指为满足重大病虫害规模化防控需求，由具备相应植物保护专业技术和设备的服务组织统一协调人

员、物资、设备等，所开展的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的行为。 
一般以应用3架植保无人飞机进行3天作业的面积为规模化统防统治 小作业单元。 

3.2 监控平台（supervisory system platform） 

能实现植保无人飞机动态监控、作业质量分析、作业记录查询等功能的信息化系统。 

4 基本要求 

4.1 人员要求 

开展小麦田规模化统防统治活动，需配备各类相关人员以保障活动安全、科学、有序的实施。配备

的人员主要包括：项目负责人、作业质量监督员、植保员、安全员、作业队长、植保无人飞机驾驶员、

飞行助手、维修人员、作业效果评估员等。各类人员配备数量与分工参见附录A。 

4.2 装备要求 

植保无人飞机应符合NY/T 3213的要求,同时必须按照AP-45-AA-2017-03的规定进行实名制登记。 
其他装备及配备数量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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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药剂要求 

药剂需满足符合NY/T 1276的有关要求。根据病虫害抗性治理的原则，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交

替轮换使用，合理混配。 
在低稀释倍数下的农药稀释液应稳定，适合低容量喷雾或超低容量喷雾，且不会对小麦产生药害。

应优先选用通过植保无人飞机喷施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试行）验证的药剂及其组合。 
药剂有效成分的选择可参考附录C。 

4.4 飞防助剂要求 

为确保统防统治防治效果，在作业过程中应添加相应飞防助剂。所用飞防助剂应经过飞防助剂评价

方法和评价准则评估。 

4.5 植保技术要求 

植保员根据田间普查结果，结合当地植保部门小麦病虫害系统调查结果，制定施药方案。 
综合考虑以下病虫害的混合发生与防治适期，确定防治时期，并结合病虫害实际发生情况，选择药

剂组合。 
 

表1 小麦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时期 

防治对象 防治指标 防治时期 

赤霉病、穗蚜、

吸浆虫 

百株蚜虫达500-800头； 
吸浆虫苗期淘土每平方米大于5头； 

气候条件利于赤霉病发生时。 

扬花10%时第一次施药，结合实

际天气，7天后根据情况进行第

二次施药 

蚜虫、白粉病、

纹枯病、锈病 

百株蚜虫达500头时，纹枯病田间病株率达15%时，

白粉病、叶锈病田间病叶率5%时，条锈病苗期病叶

率0.5%、早春病叶率3%、旗叶始见期病叶率5%或

扬花20%时。 

拔节-灌浆期 

 

4.6 监控平台要求 

具备作业任务进度统计、历史作业数据存储、作业数据筛选、违规作业自动报警等功能。应严格履

行云端服务监控机制，以实现监控平台对植保无人飞机的有效监控和科学管理。 

5 作业流程 

5.1 作业前 

5.1.1 确定作业订单 

服务组织通过参加政府组织的统防统治招投标项目或与有农作物病虫害防控需求的农户服务购买

方沟通确定作业订单。 

5.1.2 确定地块、面积、防治时间和病虫害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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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有代表性的小麦田地块，随机五点取样调查小麦病虫害的发生情况，查明发生程度、发生面积、

发生区域以确定作业面积及防治适期，由植保员制定施药方案及无人飞机作业参数。 

5.1.3 调配植保无人飞机、人员及物资 

提前3天调动作业区域周边飞防服务组织，提前2天确定服务组织人员与植保无人飞机数量及其装

备，可参考附录D进行调配。提前1天确定服务组织人员、植保无人飞机及其装备和药剂到位情况。实

际植保无人飞机数量需要准备至少额外5%的备用机。 

ET
SN
´

=  

植保无人飞机数量（N）——架； 
作业面积（S）——亩； 
作业周期（T）——日； 
作业效率（E）——亩/日。 

 

5.1.4 接入监控平台 

核实并确保参与此项目作业的植保无人飞机都已接入指定的监控平台，并被实时监控。 

5.1.5 勘察作业条件 

植保无人飞机的操作人员在施药作业前，应充分调查喷洒区内部及周边环境信息，在充分考虑人员

安全、机具安全、环境安全及公共安全的基础上，综合评估本次施药作业的安全性，应根据周边村庄、

水源地、水产养殖区、养蜂区、养蚕区等情况划定适宜的隔离带，隔离带不应低于20 m。 
作业区域调查和评估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对作业区周边水源地、河流、水库等危害评估； 
——对作业区周边其它作物、家畜、桑蚕、蜂类、渔类等农药敏感生物的危害风险评估； 
——周边禁飞区、人口稠密区、重点区分布情况调查； 
——对作业区周边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飞行风险评估； 
——作业区内部及周边邻近障碍物信息； 
——温湿度、风速等基本气象信息，气温应在10℃-30℃，相对湿度40% - 70%，风速不超过3级； 
——作业区域面积。 

5.1.6 划分作业区域 

根据项目订单区域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及环境，按植保无人飞机数量进行分组，并划分作业区域；

进行责任划分，明确岗位职责。 

5.1.7 制定作业方案 

根据调查和准备情况，制定规模化统防统治作业方案（模板参见附录E），并签订作业合同（模板

参见附录F）。 

5.1.8 告知警示 

作业前，应告知相关部门并发布预先警示。应尽早告知周边养蜂人、农田的农户、家畜场主，并向

附近环境敏感场所等发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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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药剂准备 

根据防治方案，检查药剂种类、数量是否正确，包装是否完好，标签、标识是否完整等。有明显分

层、絮凝、沉淀等现象的液体药剂和过期药剂，禁止使用。 

5.1.10 植保无人飞机校准 

校准喷头流量、指南针、标定点等。 

5.1.11 规划航线 

作业前应综合考虑地块、天气条件、小麦田病虫害情况等因素，合理规划航线。 

5.2 作业中 

5.2.1 确定作业参数 

同时防治以下病虫害组合时，作业参数参考表2。 
 

表2 小麦田防治靶标为多种病虫害时所推荐作业参数 

防治对象 
作业参数 

飞行高度（m） 亩施药液量（L） 

赤霉病、穗蚜、吸浆虫 1.5-2.5 1.5-2.0 

蚜虫、白粉病、纹枯病、锈病 1.5-2.0 1.0-2.0 

 

5.2.2 安全事项 

a) 确定作业区域内无人、畜，并设置明显的警告牌、警戒线； 
b) 操作人员作业中禁止饮食，勿接打电话，严禁酒后作业； 
c) 所有参与作业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 
d) 紧密关注遥控器或地面控制端接收到的植保无人飞机反馈的信号； 
e) 植保无人飞机驾驶员连续作业 4 小时应进行休息； 
f) 在 11:00-15:00 期间不宜施药。 

5.2.3 药剂配制 

应按照二次稀释法的要求进行配制，步骤如下： 
1) 定量称取药剂，在量杯中加入少量水，充分搅拌稀释成一定浓度的“母液”； 
2) 配药桶中先注入 1/4-1/3 的水，分别将“母液”按照“先固体后液体”的顺序进行桶混； 
3) 用少量水清洗盛药器皿和包装至少 3 次，将清洗液倒入配药桶； 
4) 加水稀释至所需用量，充分搅拌均 。 
药剂应现配现用。一个带有搅拌装置的200 L配药箱为不多于2架植保无人飞机正常作业提供配药服

务。 

5.2.4 人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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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附录A人员职责。 

5.3 作业后 

5.3.1 物资盘点 

作业结束后，应检查携带物品，避免遗漏及丢失。 

5.3.2 植保无人飞机的清洗 

应对飞机表面、药箱、过滤器、管路等进行清洗。对药箱清洗时，加入1 L清水清洗，清洗液应重

新喷洒至原作业区，对药箱的清洗应不少于两次。 

5.3.3 废弃包装的回收 

作业结束后废弃农药包装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5.3.4 作业后人员的安全措施 

作业人员应及时洗漱，清洗防护装备。 

5.3.5 田间施药情况记录 

作业队长在作业后应填写飞行作业记录，内容至少包括： 
——服务对象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服务时间和气象条件； 
——作物种类、作物生长时期、作业面积、防治对象和用药情况； 
——作业设备的运行状况； 
——全部工作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 
具体可参考附录G。 

5.3.6 作业确定签单 

作业结束后，作业队长向项目负责人交接由服务购买方相关责任人签字的作业确认单。参见附录H。 

5.3.7 施药效果评估  

植保员应在作业结束后定期对作业区域防治效果进行药效的调查、评估，对防效不达标的区域进行

补治。 
作业效果评估员应参照GB/T 17980中对小麦病虫害的药效调查方法和计算方法来调查防治效果。对

小麦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应大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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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规模化统防统治人员表 

工种 资质 职责 

项目负责人 
具备植保无人飞机作业和植保专业知

识 

项目对接、制定实施方案、调整作业

进度、应对突发情况（1 人） 

作业质量监督员 独立第三方监管 

监督作业后台数据、现场作业规范，

对违规操作进行监督问责（每作业区

域≥1 人） 

植保员 农艺师或具有同等技能 

大田普查，制定、修正防治方案，监

督操作人员对药剂的配制使用，监控

田间病虫害发生情况 

安全员 

熟悉植保无人飞机作业的环节，从事 3

年以上类似的安全工作具有植保无人

飞机 1 年工作经验 

对作业现场的周边环境与人员的安全

负责，指导监督植保无人飞机驾驶员、

飞行助手进行安全操作 

作业队长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熟悉植保无人飞

机作业的环节，具有 1 年以上植保无人

飞机作业工作经验 

作业面积分配、对接作业相关人员、

管理本队日常工作（1 人） 

植保无人飞机驾驶员 
持有相应机型的植保无人飞机操作手

合格证 
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飞防作业 

飞行助手 
经过系统培训，由植保部门或实施单位

考核合格 

药剂配制、协助植保无人飞机驾驶员

进行飞防作业 

售后维修人员 
经过系统培训，具有相应机型的维修资

格 

检查维修工具，负责本区域内植保无

人飞机精准维修工作 

作业效果评估员 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 对作业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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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装备配置及数量 

工具名称及型号 数量 备注 

植保无人飞

机自身及所

带喷洒设备 

电动无人

飞机 
充电器：1个/架； 

智能电池：≥6块/架； 
以载重10升的植保无人飞机的额定工作效率

350亩/架/天进行计算 

油动无人

飞机 
防爆油箱：1个/架； 

以载重17升的植保无人飞机的额定工作效率

700亩/架/天进行计算 

对讲机 1个/人 对讲机的通信距离大于等于5千米 

配药箱 100升/架 
根据无人飞机数量进行容器选择，需具备基

本搅拌装置 
测温计 1支/架 测试植保无人飞机及环境温度 

量筒（杯） 1个/架 混配时注意清洗 

台秤 1台/架  

灭火器 1个/辆 
每辆作业车需配备至少一个灭火器（需与植

保无人飞机动力装置匹配） 
风速仪 1个/架  

气压仪 1个/架  

发电机（电动植保无人飞

机） 
1个/2架 

对实际输出功率不小于单个充电器功率

的两倍 

防护装备 1套/人 
参考T/CCPIA 019资料性附录防护用

品选用及功能 
警戒线 1套/架  

警告牌 2个/架  

维修工具 1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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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小麦病虫害防治常用药剂成分 

防治对象 中文通用名 

蚜虫 
呲虫啉、吡蚜酮、啶虫脒、呋虫胺、氟啶虫酰胺、高效氯氰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联苯菊酯、氯

虫菊酯、噻虫嗪、噻虫胺、溴氰菊酯 

红蜘蛛 阿维菌素、联苯菊酯 

白粉病 
呲唑醚菌酯、丙环唑、粉唑醇、氟环唑、环丙唑醇、己唑醇、甲基硫菌灵、腈菌唑、嘧菌酯、醚菌

酯、咪鲜胺、氯啶菌酯、三唑酮、肟菌酯、戊唑醇、烯唑醇、烯肟菌胺、叶菌唑 

锈病 
吡唑醚菌酯、丙环唑、啶氧菌酯、粉唑醇、氟环唑、环丙唑醇、己唑醇、嘧菌酯、噻呋酰胺、戊唑

醇、申嗪霉素、烯唑醇、叶菌唑 

赤霉病 
丙硫菌唑、多菌灵、粉唑醇、己唑醇、甲基硫菌灵、嘧菌酯、醚菊酯、咪鲜胺、咪鲜胺铜盐、氰烯

菌酯、噻霉酮、肟菌酯、戊唑醇、叶菌唑 

纹枯病 苯醚甲环唑、丙环唑、氟环唑、木霉菌、已唑醇、井冈霉素、咪鲜胺、三唑醇、肟菌酯、戊唑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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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飞机调配表 

示例1： 

以 3WWDZ-10B 为例推荐调配表 

作业面积（S）（单位：

万亩） 
作业周期(T)（单位：日） 

植保无人飞机数量（N）

（单位：架） 
单机作业效率(E)（单位：

亩/日） 
50 3 477 350 

100 3 953 350 
200 3 190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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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植保无人飞机规模化统防统治的作业方案 

利用植保无人飞机对XX县主要作物小麦开展病虫防治，作业XX万亩，针对小麦病虫害进行统防统

治，精准施药，减少农药使用量，绿色防控，废弃包装回收，专人监管，降低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保

障农副产品安全，解决人工打药易中毒，对身体危害严重的问题，进而保障农民人身安全，为XX县农

业发展做出贡献。为更好开展小麦作物统防统治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该任务，制定该实施方案。 
一、实施单位 
XXXXXX 
二、服务对象 
XX县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 
三、服务内容： 
作业地点、面积、时间、周期 

机型号 作业时间 周期 功能 

  天 精准化喷洒、喷洒均 、防治效果好 

四、施药方案 
（一）药械要求 
1.检查植保无人飞机，查看喷头是否堵塞，确保正常作业。 
2.本次作业喷头流量全部调为   L/min（包括油机、电机）。 
药剂配方    
药剂名称 剂型 用量 防治对象 
    
    
    
    
    
    
（二） 配药要求 
配药时应应按照二次稀释法的要求进行配制，步骤如下： 
1) 定量称取药剂，在量杯中加入少量水，充分搅拌稀释成一定浓度的“母液”； 
2) 配药桶中先注入 1/4-1/3 的水，分别将“母液”按照“先固体后液体”的顺序进行桶混； 
3) 用少量水清洗盛药器皿和包装至少 3 次，将清洗液倒入配药桶； 
4) 加水稀释至所需用量，充分搅拌均 。 
必须使用无沉淀的干净水；坚持现混现用，不用隔夜药；作业完成后应对剩余农药、清洗农药的废

液、农药包装容器等进行妥善处理，不得随意倾倒、丢弃。 
 
（三）现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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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飞行参数 
类型 作物类型 亩施药量 飞行速度 飞行高度 喷幅 喷头流量 

  L  m/s  m   m  L/min 
 L  m/s  m m  L/min 

如遇阴雨、大雾、大风、高温、高湿、雷雨、闪电等天气则应更改作业时间， 
风力大于3级，温度高于35℃、湿度大于70%、露水特别大时禁止作业。 
（四）药效评估 
正确的施药量、施药方法及喷雾技术是发挥药效的基本保证，因此在评价无人机喷施农药的过程中，

主要是否发生重喷、漏喷等现象，是否导致出现没有达到防治效果或药害现象。 
五、飞防飞行方案指导： 
植保无人飞机型号和类型：飞行高度 1m≤ h≤ 1.5m，飞行速度要求在4m/s或5m/s,亩施药液量1L（药

剂+水）左右，作业过程中风速≤3级，阳光下空气温度10-30℃，空气相对湿度40%-70%左右。 
六、成立各小组及工作划分 
为保证XXX小麦飞防作业期间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XXX 18888888888   
副组长:XXX 
（负责飞防作业期间各项工作的统筹安排，人力、物力的调动。） 
飞防药剂组  
组长：XXX 18888888888 
成员：XXX 
（负责飞防药剂供应保障工作和施药指导工作、督查各飞防队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作业、检查每天用

药量与作业面积的匹配工作、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农药的检工作） 
药品保管组  
组长：XXX 18888888888 
成员：XXX 
（负责飞防作业期间飞防药剂的领取和登记工作） 
飞机维修保障组  
组长：XXX 18888888888 
成员：XXX 
(负责做好作业现场飞机的保养指导工作、做好作业现场飞机的维修工作、全天做好飞机维修工作) 
后勤保障组  
组长：XXX 18888888888 
成员：XXX 
(负责飞防作业期间所有的后勤保障工作以及作业面积的统计，人员住宿、吃饭、物资、水电、工

人等一些协调工作) 
宣传组  
组长：XXX 18888888888 
成员：XXX 
（职责：搜取作业素材，对接媒体进行宣传，做好公众号的报道） 
七、作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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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 作业团队 飞机数量 飞防亩数（万亩） 队长 电话 

1      

2      

3      

4      

5      

6      

8      

9      

10      

合计  以作业亩数为准 

  
八、特别提示： 
1、飞手统一穿着工装或防护装备。 
2、作业前三天，召开动员大会；项目负责人、项目购买方、飞防大队，会议内容主要有：大力推

进各部门对接工作并细化此次统防统治环节、重点强调作业期间的实施安全性、落实药品等物资保障须

提前一天到位。 
3、听从作业面积分配、听从指挥调配，作业结束后按照统一发放的作业单填写，并和大队负责人

确定作业亩数及用药情况，一定要求各村、镇、乡负责人确认签字。各大队负责人汇总本区域当天作业

面积和用药情况，并上报总组长。 
4、每个作业团队对自己作业面积负责，严格按照上述要求配药、飞行，药剂督察组发现少喷、多

喷、漏喷等不按照飞行标准进行飞行的团队，立即停止飞行，并保留追责的权利。 
5、各作业团队一定要确保作业安全和施药效果，出现安全事故，责任自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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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植保无人飞机规模化统防统治作业合同 

合同编号：           
合同签订地点：       
甲方：  
乙方：                                     
为明确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订立本合同。合同

契约条款如下： 
一、 服务项目 

1.1 甲方同意按本合同条款的约定向乙方提供以下商品和服务，同时乙方同意按本合同条款的约

定向甲方接受下列商品和服务，商品的名称、生产商、包装商、包装规格、数量、单价、总价和所提供

的服务项目和服务费用详见本合同中列明的商品清单和服务项目。 
1.2 商品清单和服务项目： 

商品和服务项目表 

作物

类型 
品种 栽培方式 

服务面积

(亩) 

价格（元/亩） 
总计 
金额 药剂

费用 
施药服

务费 
其他服务费 小计价格 

 

        

        

        

        

施药配方 

商品

名称 
有效成分

含量 
剂

型 
登记

证号 
生产企业 规格 

防治靶

标 
用量（ml/

亩） 
价格（元/

亩） 
备注 

          

          

          

          

亩用药价格合计： 

费用合计金额（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1.3 该合同商品和服务由双方协商自愿确定，填于以上表格（商品和服务项目表）。 
二、 付款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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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乙方必须在每次提供作业服务前5日向甲方支付本次作业总费用的20%作为作业定金，剩余费

用在作业完成后____日内付清。 
账户： 
账户名： 
开户行： 
2.2 乙方在签订合同后，乙方不按约定支付服务费用时，甲方有权停止提供药剂及服务，不承担

由此产生的损失责任。当欠款未付清时，甲方可向乙方按每天千分之五的标准收取滞纳金，直到乙方付

清为止。 
2.3 因自然灾害发生，致使后期减产或发生病虫草害，已使用的药剂费用乙方无必须条件支付给

甲方，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4 本合同的服务期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 甲方权利义务 

3.1 甲方在专业化防治过程中利用高功效病虫草害防治原理，现代农业植保技术制定科学方案，

采用高效低毒性的农药，高效先进的施药设备作业，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统防统治。 
3.2 甲方必须在每次打药前三天准备好药品。 
3.3 甲方提供的专业化统防统治，病虫草害防治指标达到当地植保部门的要求或防治效果优于本

地平均水平。如果乙方不存在过错或过失责任且未出现责任免除的情况下，防治效果不能达到上述标准

且造成损失严重，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3.4 本合同中涉及甲方有关权利和义务的，甲方委托               代为行使

和履行，并代为签订本合同。 
四、 乙方权利义务 

4.1 乙方必须如实向甲方申报接受防治服务的位置、面积（666.7平方米/亩）和种植品种。虚报、

谎报、少报面积由此产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责任。 
4.2 施药时，乙方必须按照作业面积的要求提供配药、送药人员或服务，并在防治后检查防治效

果，如果防治效果不达标需在甲方作业完成后48小时之内及时通知甲方并告知原因，乙方应积极配合及

时采取补救措施，如因乙方原因造成当次防治效果不达标，乙方承担当次补药的全部费用及由此造成的

产量损失。 
五、 免责条款 

5.1 因乙方签约申报的作物田块面积、种植品种、种植时间等情况与实际作物的田块面积、种植

品种、种植时间等情况不相符造成甲方施药所产生的误差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5.2 检疫性、突发性、爆发性病虫草害难以准确及时防控造成的损失（如后期爆发的病虫草害）；

发病在现实植保条件下尚无治疗手段的病虫草害产生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 
5.3 有些病害的发生受品种、气候条件、田间小环境、水肥管理等影响极大，发生后目前尚无特

效药剂可以治疗，因此甲方对上述病虫草害只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符合国家标准的药剂进行防治。 
5.4 水涝、旱灾、高温、雷击、冻害（如寒露风）和工业污染造成的损失；天气条件和资源条件

造成无法及时施药防控病虫草害；土壤条件差、小麦生长所需的肥力不足无法满足形成较高产量的条件；

因由猪粪水的流入、沙田、常年缺素的田块等自然情况造成对作业后所种植作物造成减产等损失，甲方

将不承担责任。 
5.5 由于乙方使用除草剂不当，造成的药害等损失，由乙方承担。 
5.6 防治效果达标的认定：80%以上面积防治达标，即认定甲方没有责任。甲乙双方对防治效果

的认定存在争议及病虫草害为害损失率以县级以上植保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为准。 
六、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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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义务及约定，若本合同的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均构成违约。 
6.2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除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外，还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而造成的损

失；支付违约金亦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或解除协议的权利。 
6.3 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构成对该项权利或其他权利的放弃。单

独或部分行使本协议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妨碍其进一步继续行使该项权利或其他权利。 
6.4 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的，相关各方互不负违约责任。 

七、 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应密切配合，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如在合同执行中，双方发生任何争议应友好协商，

如果协商未能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依法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 特别说明 

8.1 病虫草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并不是见害（虫、病、草）就打，而是当病虫草害达到一定的基数

才施药，有目的的防治才能标本兼治。 
8.2 病虫草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并不能使作物不受一丝病虫危害，而是将病虫危害控制在国家允许

标准以下。 
8.3 在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甲乙双方要分别针对作物标靶拍照留存，在作业后，乙方要及

时验收并签字确认； 
8.4 在作业面积内，留取部分区域，使用与飞防施药相同的药剂配方进行人工作业，作为效果对

照。 
九、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所签订的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十一、 其他约定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代理人：                           代理人：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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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页）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位置和面积 

编号 作物种类 种植地点 面积（亩） 备注 
1     县     镇     村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总计：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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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小麦田间喷雾情况及用药档案记录 

  

作业地点  作业时间  

作业人员  飞机类型  

小麦生长阶段  防治靶标  

小麦飞防用药名称及使用剂量 

 
药剂名称 

杀虫剂 杀菌剂 调节剂 助剂 
总药剂量

/ml 
亩用水量

/ml 
    

药剂剂量       

施药过程中气象条件  

施药后 12h 气象条件  

临近作物种植情况  飞机载药量/L  

作业亩数  个人防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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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作业确认单 

    年度   县（区）农业植保社会化服务项目 

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确认单 

 
 

作业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作业地点 乡（镇）                村（居） 

作业数量 大写              亩，小写         亩 

施药配方 亩用药液量；药剂名称、用量；助剂名称、用量。 

作业单位 
 

作业人员签字： 
电话： 

 
村（居）负责人签字： 

 
 
 

电话：                  村委会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