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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杀虫剂现场药效测定及评价

喷射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喷射剂对蚊虫、蝇类和蜚蠊空间喷雾和滞留喷洒效果的现场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喷射剂对蚊虫、蝇类和蜚蠊空间喷雾和滞留喷洒效果的现场评价。

2 规范桂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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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3917.1 农药登记用卫生杀虫剂室内药效试验及评价 第 1部分 :喷射剂
GB/T23795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蜚蠊

GB/T23796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蝇类

GB/T23797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蚊虫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1

挂笼法 sentine1cage method

将试虫放在圆柱型网状笼中 ,挂在固定竿上 ,空 间喷雾后 ,评价杀虫效果。

3.2

强迫接触法 Forced contacticDn method

用强迫接触器将试虫强迫与杀虫剂处理的表面接触 ,评价杀虫效果。

4 方法原理

4.1 通过挂笼试验 ,观察试虫在一定时间内的死亡率 ,评价喷射剂空间喷雾的现场效果 。

4.2 通过现场试验虫种的密度下降率、辅助强迫接触的试虫死亡率 ,评价喷射剂滞留喷洒的现场效果。

5 试虫

现场采集的蚊、蝇、蜚蠊或繁殖的子一代。

6 试剂

待评价的喷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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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仪器

粘幛纸、吸蚊器、挂笼、强迫接触器、背负式超低容量喷雾器、常量喷雾器、风速仪、温湿度计。

8 测试条件

环境气温不低于 23℃ 。空间喷雾时 , 于 0.8m/s,无 降雨。日出后 1h或 日落前

1h进行评价。

9 操作步骤

9.1 空间喷雾效果的

9.1.1 在试验现场

9.1.2 分别将蚊、

9.1.3 在开放的 行走路线中间点

的一排直立 3个

9.1.4 挂笼挂

9.1.5 按照说

的速度 ,计算方

9.1.6 启动喷

9.1.7 在现场

9.1.8 处理后

5%蔗糖水 )。

,确定喷雾移动

%± 10%,喂食

9.1.9 喷雾试验

9.1.10 记录试验

9.2 滞留喷洒效果

9.2.1 按说明书推荐

9.2.2 试验场所和对照

9.2.3 根据单位面积所需的 地将药液喷洒在所要处理的

表面。

9.2.4  方缸药历手1d、 10d、 30d、 60d、 90 ,并计算密度下降率。

9.3 强迫接触试验

9.3.1 试验条件

为了准确的评价药剂的实际效果 ,避免各种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药效改变 ,评价实验过程中如果发现

对照点的蜚蠊密度低于 10只 /张或大蠊密度不低于 5只 /张 ,蝇密度少于 10只 /间 ,蚊密度少于 15只 /

(间 ·D时 ,应 同时进行强迫接触试验。

9.3.2 收集试虫

试验现场附近捕获优势蚊、蝇、蜚蠊 ,鉴定到种 ,饲养一 日或繁殖一代。

2

对照挂笼 。

℃±2℃ ,

液浓度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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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试验步骤

施药后 1d、 10d、 30d、 60d、 90d,参 照 GB/T13917.1的 滞留喷洒试验 ,在 不同位置强迫接触

30min,重复 3次 ,每次试验蚊或蝇 20只 ,德 国小蠊 10只 、美洲大蠊 5只 (试验重复 6次 )。 计算 24h的

死亡率。同时进行对照试验 ,并计箅 24h的死亡率。

10 测试结果的表述

10.1 死亡率

死亡率按照公式(l)计

式中 :

M— —死亡

Nm一 死

N

对照死亡 行校正 ;对照死亡

率大于 zO%

依据 A

式中 :

MⅢ
— —

⒕ ——处

贩 ——对

10.2 相对密度

相对密度下降

⋯·⋯·⋯·̈ ·̈····⋯·⋯·⋯····(3)

⋯⋯⋯⋯⋯⋯⋯⋯⋯⋯ (4)

式中 :

RPI——相关密度指数 ;

凡 ——试验区处理前平均密度值 ;

Tb ——试验区处理后平均密度值 ;

C巳 ——对照区处理后平均密度值 ;

Cb ——对照区处理前平均密度值 ;

Rd ——相对密度下降率 ,%。

11 评价指标

11.1 评价喷射剂空间喷雾效果 ,死亡率大于 80%,为空间喷雾效果显著。

2)

率在 5

(2)校正

(3)和公式(4)进

RPI=:贵
:g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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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2 评价喷射剂滞留喷洒效果 ,针对蝇、蜚蠊 ,不吸收表面施药后 90d,相对密度下降率 80%以上 ,死

亡率 80%以 上为滞留效果显著。吸收表面施药后 60d,相 对密度下降率 80%以上 ,死亡率 80%以上为

滞留效果显著。针对蚊虫 ,施药后 60d,相 对密度下降率 80%以上 ,死亡率 80%以 上为滞留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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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录 ▲

(资料性耐录)

挂笼的扭格

材质一投为尼龙沙网或钼网(1.2mm× 1.2mⅡ 到 1.6mm× 1.6mm),制作成网笼 ,笼长为
250mm、直径为 100mm的 圆柱体。-端中央有一个直径 15mm的孔 ,以 便将试虫放人。示意图见

图 A。 1。

曰 A。 1 挂笼示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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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录 B
(资料性耐录)

超低客Ⅱ扌口过桎中的移动速皮计礻

超低容里喷势过程中的移动速度计箅见公式 (B。 D。

v=￡×s     ¨⋯⋯⋯⋯¨¨⋯⋯⋯(B。 1)
g

式中 :

V——喷雾移动速度 ,单位为米每分钟(m/miω
;

F——流且 ,革位为毫升每分钟(mL/min,;

日~~每平方米喷洒量 ,单位为毫升每平方米(mL/m2);

s——射程 ,革位为米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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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泔录)

试吩场所和对照场所的选择

}       C。 1 圮和蜚△

丨         食堂或大中硷饮 1个 ,面积不少于 800m2,采用 GB/T23795中粘捕法澍定蜚垠密度 ,德国小拄密

|       度不低于 10只 /张或大婊密度不低于 5只 /张 。采用 GB/T23796中 成蝇 目澍法澍定蝇密度不少于
,        10只 /间 。

|       C。 2 蚊虫

3处房间 ,总共 15个标准间以上 ,采用 GB/T23797中 栖息蚊虫捕获法每次捕获 15min,计箅密度

平均不少于 15只 /(间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