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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鼠剂现场药效测定及评价 毒饵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杀鼠毒饵现场杀灭鼠

本标准适用于急、慢性杀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

GB/T2379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

3.1

基饵

用于配制

3.2

毒饵

由基饵和杀

3.3

优势鼠种

鼠种构成比最高

试验鼠种 test rodent

杀鼠剂标签所标注防治的 应为当地优势鼠种。

4 方法原理

根据试验对象或委托试验要求的鼠种 ,选择相应的试验场所及相应的试验方法 ,通过鼠密度下降率

评价杀鼠剂的灭鼠效果。

5 试验寄饵

应注明试验毒饵的商品名、英文通用名、中文通用名、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生产厂家、生产 日期、

批号、有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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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现场杀灭鼠类效果

饵料 ,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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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 (感量为 0.1g)、 食饵盒。

7 试验现场的选择

7.1 室内环境试验现场的选择

7.1.1 主要选择居民区、一般单位、重点行业 (食品生产企业等 )室 内环境作为试验现场。选择居民区

为现场时 ,应至少选择 zO0户 在一层居住的住户 ;选择一般单位、重点行业 (食 品生产企业等)作为试验

现场时 ,至少选择楼房一层 600个标准间(按每间 15m2折算 )。

7.1.2 采用粉迹法调查现场鼠密度时 ,布粉应不少于 600块 ,鼠密度应大于 zO%;采用夹夜法调查现

场鼠密度时 ,布放鼠夹应不少于 300夹次 ,鼠密度应大于 10%。                        
·

7.2 外环境现场的选择

7.2.1 一般选择外环境鼠密度较高的区域为试验现场。现场场地面积不应小于 1hm2。

7.2.2 采用夹夜法调查现场鼠密度 ,布放 鼠夹应不少于 300夹次 ,鼠密度应大于 10%;采用堵洞查盗

法调查现场鼠密度 ,盗开的鼠洞数应大于 50个有效洞数。

7.3 对照组的选择

选择与试验现场基本条件相似的环境作为空白对照现场。

8 试验步骤

8.1 鼠密度调查

8.1.1 密度调查方法应根据现场条件选用下列一种 :夹夜法、粉迹法、堵洞查盗法 (见 GB/T23798)。

8.1.2 试验前后鼠密度调查选用同一种方法。室内鼠密度调查 ,采用粉迹法或夹夜法 ;夕卜环境鼠密度

调查采用夹夜法或堵洞查盗法。

8.1.3 以夹夜法或粉迹法调查鼠密度时 ,试验前后以及对照区布夹数或布粉块数要相同 ;若 以堵洞查

盗法调查 ,试验区盗开有效洞数与对照区盗开有效洞数要基本相同。对已选择好的试验现场和空白对      ‘

照现场进行鼠密度调查 ,调查时间在试验开始时进行。

8.2 投饵

8.2.1 投饵要求

调查鼠密度后 ,在试验现场内按设计规定方法投放毒饵 ,对照现场投放等量无毒基饵。

8.2.2 投饵频次

慢性抗凝血杀鼠剂配制的毒饵采用多次饱和投药的方法 ,急性杀鼠剂一次投放。

8.2.3 室内现场试验

每个房间(按每间 15m2折算)布放两个毒饵盒 ,每盒投放毒饵 30g。 投饵点为墙根、墙角或有鼠迹

部位。投饵后第二天开始每天检查盗食情况 ,进行补充投饵 ,没有被完全盗食 的投饵点将毒饵补充到

2



GB/T27778-201l

30g,被完全盗食的投饵点补饵量加倍 ,直到盗食堆数低于 5%时即停止补充毒饵。在试验区以外 50m
区域范围内同步投饵灭鼠 ,作为防护带。

8.2.4 外环境现场试验

投饵采用按鼠洞 (每洞投放 30g,洞 掘开后再投 )、 鼠迹或等距投饵 (5m× 10m间距投放 30g)。

8.2.5 以堵洞查盗法进行现场试验

在试验前鼠密度调查后同时对掘开的鼠洞进行投饵 ,每洞投饵 30g,并再次堵洞 ,于 24h后每天检

查鼠洞盗开情况 ,对盗开的鼠洞等量投饵并堵洞 ,直到盗开的鼠洞数低于 5%时 即停止投饵。

8.3 试验后调查鼠密度

要在试验完成后进行。急性杀鼠剂于投饵后第 7天 ,慢性杀鼠剂于投饵后第 21天进行 鼠密度调

查 ,统计鼠密度。

9 结果表述

9.1 粉迹法或夹夜法

粉迹法鼠密度计算或夹夜法鼠密度计算 ,按 GB/T23798规 定的密度计算公式计算。

鼠密度下降率按公式(1)计算 :

P=∵×100%  ⋯ ⋯̈ ⋯⋯“ O
式中 :

P——鼠密度下降率 ;

r——试验前鼠密度 ;

H——试验后鼠密度。

对照区鼠密度下降率小于或等于 5%,无需校正 ;对照区鼠密度下降率在 5%~20%之间时 ,用校正

公式校正 ;对照区鼠密度下降率如大于 20%,整个测试重做。

校正鼠密度下降率按公式(2)计算 :

W=衾菇;×
100%    ⋯⋯⋯⋯⋯⋯⋯⋯⋯⋯(2)

式中 :

W——校正鼠密度下降率 ;

A——试验区鼠密度下降率 ;

B——对照区鼠密度下降率。

9.2 堵洞查盗法

鼠密度下降率计算方法按公式(3)计算 :

P=气≠′100% ⋯ ⋯⋯̈ ⋯······c㈥
式中 :

P—— 鼠密度下降率 ;

D——试验前盗开洞数 ;

E——试验后盗开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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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鼠密度下降率按公式(4)计箅 :

w=2宅
争翳笞艿亍

互 × 100%

式中 :

W——校正鼠密度下降率 ;

D——试验区试验前盗开洞数 ;

B——对照区试验后盗开洞数 ;

A——对照区试验前盗开洞数 ;

E——试验区试验后盗开洞数。

10 评价指标

鼠密度下降率或校正鼠密度下降率大于或等于 80%,效果显著。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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