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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化学工程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与应用领域的拓宽，结合现代农业的迫切需求和
发展趋势，化学工程与农业学科互相渗透、交叉孵化出农业化工新领域。本文尝试归纳农业化
工的内涵，并综述了农业化工领域纳米农用化学品的制备和应用，重点介绍以瞬时纳米沉淀技
术为代表的纳米农药制备、环境响应型控释农药、纳米农药的迁移规律、以及利用控释肥料和
农药促进水肥药一体化新技术的发展。最后对农业化工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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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飞跃式增长的里程碑，可以追溯至

学品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

20 世纪 60 年代，尿素、滴滴涕等农用化学品大量代

随着化学工程学科基础理论的不断发展，从

替了粪便肥料和传统物理防治病虫害手段。自上世

20 世纪代表化工第二阶段范式的“三传一反”经典理

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每年的农药防治面积达 58 亿亩

论到 21 世纪金涌院士提出的“三传三转”，即“能量的

次，挽回的粮食和棉花损失分别为 5.8×10 t 和 1.5×

传递与转化”、“物质的传递和转化”、“信息的传递和

10 t 。据统计，1978~2006 年间化肥的使用对我国

转化”，化学工程有了新的定位并不断涌现出新的应

粮食产量的贡献率高达 56.81% 。农用化学品已经

用发展方向 [5]。反应器是化学工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成为在农业中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方

之一，是化学反应过程发生的基础场所，近年来，反

面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之一。然而，伴随社会发

应器设计的不断优化，尤其是利用微反应器等制备

展，在粮食增产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必须重新

新型纳米产品的深入研究 [6-7]，进一步拓展了化学工

审视农用化学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农业生产过

程的应用范围。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程中存在农用化学品的施用量大、利用率低、使用周

化工制备技术可控、成本低、易于规模化的特点使得

期短，靶向作用低以及对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大

纳米产品制备技术运用到农业领域成为可能。

7

6 [1]

[2]

量化肥农药在传输过程中通过挥发、径流、降解等途
径损失，真正作用在靶标的有效成分极少

因此，伴随着化学工程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与

，从而导

应用领域的拓宽，结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和学科发

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近年来中共中央、国

展趋势，化学工程与农业相互渗透共同孵化出了一

务院为减少农业污染问题，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

个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农业化工。与此同时，可持

都强调绿色农业发展，深入推进农药、化肥零增长行

续农业的发展也对现代化工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提出

动，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了新的要求。以基于化工技术的新型农用化学品的

必须要求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减量增效。目前，

开发和智能纳米控释载药递送体系的研究为中心，

利用新技术研究开发高效、环保、智能的新型农用化

满足现代农业的需求，保障农作物健康与营养，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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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成为农业化工发展

应器制备纳米粒子的研究日益增多[9-10]。基于动量传

的趋势。

递和质量传递的化工微反应器技术在制备纳米农药

农业化工是化学工程学科与农业学科交叉融合

方面表现出经济成本更低、时空效率高、易于大规模

产生的新领域。农业化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与国际

生产的独特优势[11]。

学术研究前沿，围绕“以化学工程的理论方法，指导现

1.1.1 瞬时纳米沉淀技术制备功能性纳米农药

代农业生产中农用化学产品如肥料、农药等的研发、

米沉淀技术是一种制备具有良好粒径分布和表面

生产和使用”的学术思想，不断开展创新性基础应用

性质纳米粒子的普适性方法，具有能耗低、易于操作

研究，致力于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制约我

的优点。然而，在制备纳米粒子过程中，存在混合过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等瓶颈问题。

程难以控制的问题 [12]。2003 年普林斯顿大学 Prud’

纳

homme 教授设计开发了瞬时纳米沉淀技术（Flash nan-

1

化学工程技术推动农用化学品的发展

precipitation，简称 FNP）[13-14]。FNP 是一种基于动力学
控制强化自组装制备纳米粒子的技术，可以通过化

目前农业化工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基于纳米技

工方法调节和控制纳米粒子结构，具有制备过程简

术制备农用化学品递送系统和纳米农药的功能化应

单、耗时少、粒径可控、载药量高、经济成本低等优

用。本节重点介绍利用化学工程的技术和方法促进

点，已应用于生物医药 [15-19]、电极材料 [20-21] 等领域。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从基于化工技术制备纳米农

目 前 ， 使 用 FNP 技 术 制 备 纳 米 粒 子 最 常 用 的

药、环境响应型控释农药、以及纳米农药在田间作物

反应器有两种，分别是两通道封闭撞击流混合器

的迁移规律和叶面高效沉积研究三方面进行综述。

（Confined Impinging Jets，CIJ）和多通道涡流混合器

基于化工技术制备纳米农药

（Multi-Inlet Vortex Mixer，MIVM）。CIJ 混合装置是

传统纳米粒子的制备过程复杂，成本高昂，难以

两个相对入射流和一个微混合腔构成（如图 1(a) 所

大规模实际应用。目前，制备纳米农药一般采用自

示）。有机溶剂和反溶剂在微室内高速撞击混合后

上而下的“粉碎”技术或自下而上的原位制备法 ，但

迅速达到过饱和，并析出结晶成核，通过两亲性分子

是一些常规的技术往往存在能量利用率低，物质转

自组装，将疏水核包裹其中形成纳米粒子。为了扩

化较慢等不足，在生产和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大的局

大 FNP 应用范围，进一步开发了多通道涡流混合器

限性。反应器是实现物质转化的重要设备，近年来，

MIVM（如图 1(b) 所示），该混合器可以通过改变流速

通过对反应器的不断改进和优化，特别是利用微反

控制过饱和度并实现纳米粒子的多组分复合[22]。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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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1
Fig. 1

(b)

瞬时纳米沉淀制备纳米粒子示意图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fabrication of nanoparticles using FNP

近年来该技术在农业领域制备纳米农药的应用

亲 性 嵌 段 共 聚 物 聚 乙 二 醇 -聚 D， L-丙 交 酯 （ PEG-

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郭旭虹教授课题组在利用

PDLLA）制备了包裹高效氯氟氰菊酯（LC）的纳米农

FNP 技术构建功能性纳米载药系统的研究中开展了

药粒子（如图 2 所示），系统地研究了影响纳米颗粒尺

一系列探索工作。Chen 等

寸的参数，结果表明，将 LC 与 PEG-PDLLA 的质量比

[23]

采用 FNP 技术，利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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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湍流混合条件相匹配，可以制备稳定且单分散的

化 硅 纳 米 粒 子 内 部 尺 寸 （ 100~170 nm） 和 壳 层 厚 度

LC 纳米球，并且该纳米粒子具有高负载量和生物活性。

（40~60 nm）的可控调节。同时，该工作通过设计多级

2020 年 Fu 等

报道了基于瞬时纳米沉淀技术

四通道涡流混合器实现了一步法构建载药运输系统

可控制备空心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通过控制进

（如图 3 所示）。该工作使连续大批量制备稳定性无

料流体的组分、浓度和进料速度实现了对介孔二氧

机二氧化硅负载的纳米农药成为可能。

[24]

mPEG-PDLLA in THF

H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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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O

Lambda-cyhalothrin in T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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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NP 制备 PEG-PDLLA/LC 纳米粒子和生物测定示意图[23]

Schematic illustrating the FNP process for preparing PEG-PDLLA/LC nanosuspension and bioassay[23]

Fig. 2

CTAB + Abamectin +
CH3CH2OH

H 2O

TEOS +
CH3CH2OH

Rapid
Mixing
NH3·H2O +
H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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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利用连续 FNP 技术制备负载阿维菌素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颗粒的原理图[24]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Abm-loaded MSNPs by sequential FNP technique[24]

FNP 技术制备纳米粒子能通过改变制备工艺参

子的稳定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近，还有研究

数方便地调控纳米粒子结构、形貌和粒径分布等。

发现利用离子型嵌段共聚物可以制备表面电荷可控

为了进一步探索 FNP 制备纳米农药粒子的稳定性和

的纳米粒子 [29]。这些工作对利用 FNP 制备稳定、粒

结构的影响因素，Fu 等 [25] 利用 3 种基于聚乙二醇的

径可控纳米粒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作为稳定剂，采用 FNP 技术制备

综上所述，FNP 技术在纳米农药的制备和疏水

了单分散负载阿维菌素的球形和纺锤形纳米粒子

性活性物质的负载和控释体系的构建方面展现出巨

（如图 4 所示），研究了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结构对农药

大潜力，对制备水基化功能性纳米农药控释制剂

纳米粒子形貌的影响。生物实验结果表明，该新型

和研究农用化学品靶向高效传递过程具有重要的

纺锤形纳米农药较传统农药制剂具有更有效的防治

意义。

南方根结线虫的能力。

1.1.2 高压均质联用技术制备纳米农药

此外，药物载体的分子量
两亲性嵌段共聚物

[28]

、药物浓度

高压均质

以及

技术是制备纳米药物的常用方法。其过程是将粗分

对于 FNP 技术制备载药纳米粒

散体通过非常小的均质间隙送入容器，高速和高压

[26]

[27]

华 东 理 工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

4

第 46 卷

Block copolymer
in THF

Multi-inlet vortex mixer (MIVM)

500 nm

Abamectin in THF
Mixing
H 2O

1 μm

H2O
200 nm

LC50 = 0.42 mg/L

图4
Fig. 4

1 μm

LC50 = 0.28 mg/L

FNP 技术制备阿维菌素 (Abm) 负载纳米颗粒的示意图

[25]

Illustr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of Abamectin (Abm)-loaded nanoparticles by flash nanoprecipitation[25]

会引起剪切力、空化力和颗粒碰撞，从而将大颗粒破

制备纳米农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Wang

碎成小颗粒

。该技术具有流程简单、易于大规模

等 [34] 采用高压均质技术结合乳液溶剂蒸发法制备了

生产和减少产品污染的优势 [31]，已经广泛应用于医

一种负载杀菌剂吡唑醚菌酯的纳米粒子（如图 5所

药 [32]、食品 [33] 等行业。因该技术具有能耗高的缺点，

示），并发现该方法制备的纳米农药具有生物活性

常常采用与其他方法联用制备纳米农药。中国农业

强、稳定性好、可控释放的特点。

[30]

科学院的崔海信研究员课题组在高压均质联用技术

Water phase

Shearing

HPH

Evaporation

Oil phase
Emulsifer 1

Emulsifer 2

PLA

Pyraclostrobin

图5
Fig. 5

将 HPH 技术与乳液—溶剂蒸发法相结合，制备吡唑醚菌酯纳米球[34]

Preparation process of synthetic pyraclostrobin nanospheres by combing HPH technology andemulsion-solvent evaporation methods[34]

高压均质技术与熔融乳化法的结合能够有效提
高粗混悬液的制备效率，还可以避免有机溶剂的使
用，降低高压均质过程能耗。Pan 等

供了一种新的技术。
1.2

环境响应型纳米控释农药

将高压均质技

在自然环境中，大量的农药等农用化学品在施

术与熔融乳化法联用制备了高效氯氟氰菊酯纳米悬

用过程中因光照和升温而降解，加上流失等原因，只

浮剂（如图 6 所示）。该技术在整个制备过程中，避免

有 0.1% 左右可以作用于靶标生物 [36]，导致农用化学

使用有机溶剂，提高农药的生物利用度，减少农药对

品利用率非常低。为了提高利用率，实现农用化学

农产品和环境的残留污染。Cui 等

将高压均质技

品减量增效的目标，开发智能响应型控释农药是一

术与冻干相结合，制备了具有溶解性差、高熔点

个理想的解决办法。具体来说，就是利用载体能够

（208~210 ℃）的氯虫苯甲酰胺固体纳米分散体，大大

对环境条件变化作出响应的特点，实现药物的按需

降低了表面活性剂的含量，提高了农药的安全性和

可控释放。目前，开发能够利用环境变化（主要包括

环境友好性，为开发生产环保型水基化纳米农药提

光、温度、pH 等）靶向控制释放的载体材料已成为纳

[35]

[30]

第0期

马恩广，等：农业化工的新进展：纳米农用化学品

5

Lambda-cyhalothrin
powders
HPH

Shearing

80℃
1

Cooling down
2

Cavitation

Shearing

3

1—Surfactant aqueous dispersion; 2—The emulsified mixture; 3—Lambda-cyhalothrin nanosuspension

图6

熔融高压均质法制备高效氯氟氰菊酯纳米悬浮剂示意图[35]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lambda-cyhalothrin nanosuspension preparation[35]

Fig. 6

米农药研究的热点。

药的释放。近年来，利用生物可降解的聚电解质制
由于香豆素类光敏性聚

1.2.1 光响应型控释农药
合物

，以及含有偶氮苯

、邻硝基苄基

备 pH 响应型控释农药的研究较为广泛，如壳聚糖、

等光敏

纤维素及其衍生物、海藻酸钠等作为载体制备负载

性基团的聚合物分子构型、极性等性质可以在不同

农 药 的 纳 米 颗 粒 [50-51] 或 者 凝 胶 微 球 [52-53]， 通 过 调 节

强度或波长的光照射下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材料形

pH 值可以有效地控制农药的释放。

态、光学性质、溶解度等宏观性质发生变化

1.3

[37-39]

[40]

[41]

。因此

[42]

纳米农药的运动迁移规律和叶面高效沉积研究

将这类光响应性聚合物作为载体材料制备控释农药

农药的迁移规律研究是农用化学品作用于靶标

的应用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对于光

作物的关键，对提高农用化学品利用率和减少对环

响应型控释农药的应用研究主要是利用此类聚合物

境影响有重要意义 [54]。Chen 等 [55] 利用 FNP 制备负

形成农药偶联物或自组装形成光响应性聚合物胶

载杀虫农药高效氯氟氰菊酯和荧光染料尼罗红的双

束，并在光触发系统作用下引发光响应基团发生光

功能荧光纳米颗粒（如图 7 所示），并且研究了染料分

裂解或构型改变，从而导致农药的控制释放。光响

子在纳米粒子中的重排和聚集规律。研究表明，制

应性系统吸收光能后，可引起聚合物组装材料理化

备的纳米颗粒能有效避免叶绿素荧光干扰，并可以

性质的显著改变

精准地追踪农药在叶片表面的分布情况。该工作对

。光响应型控释农药利用农业环

[43]

境中的光能变化控制农药的释放，减少农药的流失，
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对于减少农业环境污染具有重
要意义。

于研究农药的运动迁移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Cao 等 [56] 制备了一种不含荧光基团的单分散二
氧化硅荧光纳米农药载体，其荧光现象是由煅烧产

温度响应型控释农药

生的碳点引起。该纳米载体可以通过体内光学成像

是利用农业环境中的温度变化调控农药的释放。研

观察到纳米颗粒在菌丝体内的转移和吸收。这对于

究的重点在于合成温敏性聚合物并用于农药的负

开发具有靶向性的农用化学品具有指导意义。

1.2.2 温度响应型控释农药

载。典型的温敏性聚合物具有最低临界溶解温度

通过对农药迁移规律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具有

（lower critical solution temperature，LCST），即升温超

高粘附性纳米农药的开发。众所周知，由于蜡质层

过此温度，聚合物发生相分离

。利用此类聚合物制

等表面特殊结构的存在，植物叶面通常呈现出高疏

备的农药纳米粒子，可以通过调控环境温度高于或

水甚至超疏水的特性。农药对作物叶片粘附力弱是

低于 LCST 来刺激农药的释放。当前，研究最多的是利

阻碍农药高效利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通过化

用温敏性聚合物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M）

学修饰等改性方式改善农药纳米粒子对叶片的亲

制备纳米载体并负载农药，通过改变外界温度，控制

和性、润湿性，可以增加农药在叶面上的粘附和沉

农药的释放

积 [57]，减少农药在疏水叶表面上的淋洗和反弹损失，

[44]

。此外，还可以将温敏性聚合物与其

[45-46]

他聚合物共混 [47]，或者与其他单体形成共聚物 [48]，用
作纳米农药的载体，通过调控温度控制农药的释放。

从而提高农药的利用率。
Zhi 等 [58] 基于一步化学络合涂层方法将天然多

pH 响应型控释农药是

酚单宁酸（TA）和 Fe3+组成的复合物涂层包覆两种农

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类智能控制释放农药的体

药。该研究表明，由于 TA 中的苯酚与叶片上各种官

系。一般利用具有 pH 响应性的聚合物作为载体，其

能团之间的氢键结合作用，使农药在黄瓜和莴苣叶

结构中存在羧基、胺基、吡啶基、磺酸基等可以电离

表面保留率提高 50% 以上，从而提高了农药的利用

的基团

，通过在不同 pH 值环境中的质子化或去质

率，为生产具有更高叶面粘附力和生物利用度的农

子化，可以改变聚合物的结构和通透性，以此控制农

药 制 剂 奠 定 了 基 础 。 Hao 等 [59] 利 用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1.2.3 pH 响应型控释农药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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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cyhalothrin

100 nm

H 2O

Core-shell NPs
H2O

Organic dye
PEG-PDLLA

In situ tracing

图7
Fig. 7

利用 FNP 技术制备了双功能荧光纳米颗粒并用于精确跟踪纳米农药和作物保护示意图[55]

Difunctional fluorescence nanoparticles for accurate tracing of nanopesticide fate and crop protection prepared by flash
nanoprecipitation[55]

（CMC）和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DMDAAC）作为

害同时进行，根据植物不同生长周期的特点，适时适

单体，通过接枝共聚得到 CMC-g-PDMDAAC，然后，

量地满足农作物对水分、养分的需求并防止病虫害

将其与磷酸化的玉米醇溶蛋白（P-Zein）通过静电作

对作物的侵害 [65]。传统的水肥药一体化技术往往将

用组装并负载阿维菌素，得到负载型纳米农药。研

肥料直接溶解在水里，农药则利用表面活性剂分散

究表明，该纳米农药体系具有良好的分散性和抗紫

在水中。溶在水中的肥料易随水从土壤中流失，而

外线性能，而且其在叶片上的粘附性能比单独用 P-

分散在水中的农药则常因失稳而沉聚，甚至堵塞管

Zein 提高了约 20%，从而提高了农药的利用率，减少

道。而采用水基化包膜控释肥料和纳米缓控释农

了环境污染。Yu 等

利用单宁酸作为天然粘附剂

药，不仅可以有效的解决传统水肥药一体化遇到的

进行化学修饰，制备了具有较强粘附力的纳米杀虫

技术问题，还能进一步提高肥料和农药的利用效率，

剂，通过淋洗等试验表明，该纳米杀虫剂在叶片上的

促进水肥药一体化新技术的发展。功能化纳米农用

粘附性显著增强，能在叶面上高效沉积。该研究为

化学品载药体系与先进的农业智能技术系统的紧密

开发高粘附性的新型纳米农药提供了理论基础。

结合，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纳米农用化学品的作用，保

[60]

障粮食安全，是农业化工领域重要的应用研究趋势。

2

新型控释肥料和水肥药一体化新技术
3

总结与展望

利用成膜材料包覆的方法实现肥料的缓控释，
是实现肥料减量增效的主要方法。Jia 等 [61] 受贻贝

本文尝试归纳总结农业化工的内涵，介绍了制

化学的启发，首次报道了聚多巴胺薄膜包覆多元素

备纳米农药的化工新技术，纳米载药体系在靶标作

复合肥的方法，制备的一系列包膜复合肥在水和土

物宏观界面上的智能释放和迁移规律的研究进展，

壤中具有良好的控释行为，而且研究表明，该薄膜材

以及新型控释肥料和水肥药一体化新技术的发展。

料在土壤中易于生物降解。此外，他们还制备了温敏

期望借助化学工程的理论方法，推动研发和设计新

性聚多巴胺包膜控释肥[62] 和 pH 响应性保水控释肥[63]

型智能环保的纳米农用化学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

等绿色新型控释肥料。Kang 等

突破。

[64]

报道了利用摩擦

化学的方法在金属基板上制备了一种厚度可控的金

发展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生态稳定的农业化

属多酚络合双层薄膜，探究了其成膜机理，并将其用

工技术和产品是农业化工领域未来发展的必然趋

于尿素颗粒的包覆，成功实现了尿素的控制释放。

势。具体来说，以下三个方面将是未来农业化工发

水肥药一体化是农用化学品施用的高效管理方
式，一般指在水肥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灌水器将水、
肥、药实时送至作物根部，使灌溉与施肥、防治病虫

展的前沿方向：
(1) 利用化工反应和转化的新技术推动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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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如以作物秸秆、谷物麸皮等作为原料借助化工

phase microreactor for the continuous, high-temperature

技术制备低成本、环保型载体材料，用于农药和化肥

synthesis of <4 nm 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 nano-

等农药化学品的缓控释。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从源

particles[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8, 340: 66-

头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从而实现农业资

72.

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
(2) 利用化工新工艺开发多功能材料，实现农用

[11]

骆广生, 王凯, 王佩坚, 等. 微反应器内聚合物合成研究进
展[J]. 化工学报, 2014, 65(7): 2563-2573.

[12]

LIU Y, YANG G, ZOU D, et al. Formulation of nano-

化学品的智能利用。目前，农用化学品控释研究大

particles using mixing-induced nanoprecipitation for drug

多集中在单一功能化。在未来，设计开发集多种响

delivery[J].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应功能于一身的多功能纳米农用化学品将会是农业
化工的重要研究方向。

2019, 59(9): 4134-4149.
[13]

cessing and micromixing in confined impinging jets[J].

(3) 利用化工智能控制和新反应器技术，实现农
用化学品的高效定制和全生命周期利用。未来农业
化工领域将会结合计算机模拟技术，模拟和预测反

AIChE Journal, 2003, 49(9): 2264-2282.
[14]

JOHNSON B K, PRUD'HOMME R K. Flash nanoprecipitation of organic actives and block copolymers using a Con-

应过程，深入研究反应机制，从而更加精准地开发智

fined Impinging Jets Mixer[J].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em-

能农用化学品，并注重其全生命周期的高效利用。
农业化工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对其研究探索还

JOHNSON B K, PRUD'HOMME R K. Chemical pro-

istry, 2003, 56(10): 1021-1024.
[15]

LI M, XU Y, SUN J, et al. Fabrication of charge-conver-

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相信农业化工领域的美好未

sion nanoparticles for cancer Imaging by flash nanoprecipit-

来将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不仅推动农业

ation[J].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18,

化工的深入发展，而且将会拓宽农业化工的研究范围。

10(13): 10752-1076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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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grochemical Engineering: Nano-agrochemicals
MA Enguang1, CHEN Kai1,2, FU Zhinan2, SUN Liang1, JIA Xin1, LIU Zhiyong1, GUO Xuhong1,2
（1. Key Laboratory for Green Processing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Xinjiang Bingtua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Materials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Xinjiang Bingtuan,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Xinjiang, China; 2.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Combined with the urgent requiremen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modern agricultural,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generate the upstart interdisciplinary filed named agrochemical engineering. In this article, the
connotation of agro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ano-agrochemicals in
this filed were reviewed. Especially in the novel nano-pesticide preparation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flash 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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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tion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responsive controlled release pesticides, migration of nanopesticide, and the promotion of nove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to the integral control of water and agrochemicals.
Finally, the future opportunities of agrochemical engineering are prospected.
Key words: agrochemical engineering；flash nanoprecipitation；nano-pesticide；responsive controlled release；
irrigation combined with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