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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杀鼠剂胆钙化醇现场
灭鼠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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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现场试验了解新型环保杀鼠剂胆钙化醇的灭鼠效果。方法

2017 年 1－2 月在上海市长宁区内

选择两块环境条件、面积、鼠密度相似的居民小区，分别在试验区投放胆钙化醇蜡丸毒饵，对照区投放大隆蜡丸毒
饵，观察两种药物的灭鼠效果和拖食情况。结果
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

灭后密度

试验区和对照区的鼠密度下降率分别为 87.02%和 82.81%，灭鼠

＝0.293，P＝0.589）；胆钙化醇杀鼠剂的拖食率（3.51%）低于大隆杀鼠剂（5.43%），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05，P＝0.040）。结论

胆钙化醇杀鼠剂可有效降低居民区外环境的鼠密度。应探索新型

杀鼠剂的应用，建议我国鼠类防制总结胆钙化醇杀鼠剂应用范围和技术，尤其是特定场所的投药方式、频次和灭鼠
效果，
为鼠类防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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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ffect of new environmental⁃friendly rodenticide cholecalcif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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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field control effect of a new environmental ⁃ friendly rodenticide cholecalciferol. Methods
Two residential areas were chosen where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the size of area and the rat density were similar in
Changning district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in 2017. Cholecalciferol wax pills were used in the treated area and
brodifacoum wax pills in the untreated control area for observing the long term effect and feeding situation. Results The
decline rates of rat density in the treated area and the control area were 87.02% and 82.81%,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rodenticides（ χ 2＝0.293, P＝0.589）; the feeding rates of 2 baits were 3.51% and
5.43%. The feeding rate of cholecalciferol was lower than that of brodifacoum,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χ 2＝
4.205, P＝0.040）. Conclusion The cholecalciferol rodenticid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odent density. With the
incoming anticoagulant rodenticide restriction, we suggest gradual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cholecalciferol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rodenticides in rodent control in our country, especially development of dosage, application frequency, and
control techniques to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rodent management.
Key words: Cholecalciferol rodenticide; Wax pill; Control effect

“优迪王”杀鼠剂（0.075%胆钙化醇）是一种新

等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2-5］。胆钙化醇杀鼠剂也

型高效、
环保、安全杀鼠剂，其有效成分胆钙化醇（维

是我国近年来极少数获得登记的杀鼠剂新有效成

生素 D3）为脂溶性维生素，是一种在动物体内作用
于钙、磷代谢的激素前体 。胆钙化醇可以解决第
［1］

二代抗凝血杀鼠剂长期使用产生的抗药性问题，具
有对环境友好，
对人、畜安全的特性，
在美国、新西兰

分，也是我国“有机食品技术规范”行业环保标准

（HJ/T 80 － 2001）和“ 有 机 产 品 ”国 家 标 准（GB/T
19630.2－2005）唯一准许使用的杀鼠剂种类。研究

发现，胆钙化醇对抗凝血类杀鼠剂有良好的增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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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添加维生素 D 作为增效剂的杀鼠醚毒饵对产生
严重抗药性的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的灭鼠率达

100% 。为观察胆钙化醇杀鼠剂的现场灭鼠效果，
我们于 2017 年 1－2 月在上海市长宁区开展了现场
［6］

试验，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表 1 两种毒饵现场灭鼠效果
鼠密
投药前
投药后
度下
组别 总布 有效 拖食 鼠密度 总布 有效 拖食 鼠密度
降率
点数 点数 点数 （%） 点数 点数 点数 （%） （%）
试验组 300 297 46 15.49 300 298
6
2.01 87.02
对照组 300

材料与方法

1.1

毒饵来源

0.075%胆钙化醇蜡丸杀鼠剂由浙

投药
次数
1

丸杀鼠剂为市售。
试验地点

295

46

15.59

300

298

8

2.68

82.81

表 2 不同灭鼠药物现场鼠类拖食情况

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0.005%大隆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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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两块面积（各 4 万 m2）、环境条件、鼠密度基本一

6

上的区域，
其中一块作为试验组，
投放胆钙化醇蜡丸
1.3 方法

1.3.1 灭鼠前调查

鼠密度调查采用拖食法。试验

组和对照组各设置 100 个点，每点放置 5 粒花生米，

3

拖食数
（堆）

拖食率
（%）

166

2

1.20

160

9

5.63

166

合计

毒饵，另一块作为对照组，
投放大隆蜡丸毒饵。

投药数
（堆）

166

5

致的居民小区，且试验前暂停投放鼠药达到半年以

拖食率
（%）

166

4

大隆杀鼠剂

拖食数
（堆）

166

2

2017 年 1－2 月，在上海市长宁区

胆钙化醇杀鼠剂
投药数
（堆）

166
996

5
2

10
9
7

35

3.01
1.20
6.02
5.42
4.22
3.51

158

2

160

13

160

10

160
160
958

12
6

52

1.27
8.13
7.50
6.25
3.75
5.43

讨 论
抗凝血杀鼠剂在我国大规模应用已超过 30 年，

连续观察 3 d，每天观察拖食情况，及时补充并记录

是我国当前主流杀鼠剂，为预防和控制鼠类传播疾

饵料被拖食的点数及位置。投放花生米盗食≥1 粒

病，减少鼠患和经济损失，提高生活质量贡献巨大。

为阳性，
计算灭鼠前密度。

但长期高强度、大规模地使用抗凝血杀鼠剂导致家

1.3.2

投药方法

试验区和对照区同时投放上述

不同毒饵，连续投放 3 d。毒饵投放在鼠类活动、

栖鼠出现较大范围的拒食和耐药现象［7-9］。胆钙化
醇杀鼠剂是一种安全性好、可防治对抗凝血杀鼠剂

隐蔽场所，每天上午检查前一天毒饵拖食情况并

产生抗药性鼠类的新型杀鼠剂，是抗凝血杀鼠剂的

及 时补充 ，毒饵投放 点 如 全 部 吃 完 则 加 倍 补 放 。

理想轮换剂型。

室内每 15 m2 投放 3～5 堆，每堆 10 g，毒饵放入专

用容器内；室外沿建筑外墙或鼠道每间隔 5～10 m
投放 1 堆，每堆 10～15 g。每天记录。首次投药后
15 d，再 次 按 照 上 述 方 法 投 药 1 次 ，连 续 投 放 毒
饵 3 d。
1.3.3

灭鼠后调查

毒饵初次投放后 21 d，回收未

被取食的毒饵，
灭鼠后鼠密度调查方法同灭鼠前。

本研究选用国内主流抗凝血杀鼠剂大隆进行灭
鼠效果对比试验，观察试验现场鼠密度下降情况及
毒饵的拖食情况。试验结果显示，胆钙化醇的灭鼠
效果与大隆相当，鼠密度下降率均＞80%，说明胆钙
化醇杀鼠剂可有效降低居民区外环境的鼠密度。而
胆钙化醇的早期剂型现场灭效不佳，鼠密度下降率
仅为 38%［10］。1991－1992 年在北京、吉林和湖北省

利用 Excel 2007 软件记录整理现

（直辖市）利用有效成分为胆钙化醇的进口 Quintox

鼠效果和拖食率的比较采用四格表 Chi ⁃ square 检

效果不及 0.005%溴敌隆［11］。研究发现，鼠类取食胆

1.4

统计学处理

场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灭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

凝血杀鼠剂，与其有效成分的作用机制有关。本试
投放胆钙化醇蜡丸和大隆蜡丸毒

饵后鼠密度下降率分别为 87.02%和 82.81%，两者投

放前、后鼠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灭前密度＝0.001，
P＝0.972；χ2 灭后密度＝0.293，
P＝0.589），见表 1。
2.2

拖食情况

试验组和对照组毒饵的拖食率分

别为 3.51%和 5.43%，胆钙化醇杀鼠剂的拖食率低于
2

大隆杀鼠剂，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4.205，
P＝0.040），
见表 2。

钙化醇毒饵后食欲降低，活动迟缓，2～3 d 内达到中

毒剂量后停止取食，鼠类在死亡前会不停地取食抗

果

灭鼠效果

灭鼠毒饵进行现场灭效试验，现场效果均较差，总体

验现场胆钙化醇杀鼠剂的拖食率明显低于大隆杀鼠
剂，验证了胆钙化醇杀鼠剂达到中毒剂量后鼠类会
停止取食毒饵的现象。因此，在使用胆钙化醇杀鼠
剂时可节约用药量，
且死鼠体内残留少，
减少二次中
毒风险。若进一步提升胆钙化醇灭鼠毒饵的适口
性，其灭鼠效果将会提高。

本研究在 2 个试验区均未收集到死鼠，故未对
靶标鼠的死亡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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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 000 μg，即可形成特异性 IgE 抗体，增加哮喘

的发病风险 。因此，保持室内通风控制尘螨孳生，
［8］

对预防过敏性哮喘十分必要。尘螨极易受外界环
境条件的影响，芜湖市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
季差异明显，梅雨季节十分潮湿易孳生尘螨，且尘
螨的存活取决于周围环境适宜的相应湿度，气候
干燥地区室内极少出现尘螨孳生情况。基于本调
查发现的床尘螨类的组成及特点，建议保持室内

病杂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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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常年鼠密度监测发现，鼠

种 构 成 为 黄 胸 鼠（R. tanezumi，67.32%）、褐 家 鼠

［12］
（24.80%）和小家鼠（Mus musculus，
7.88%）
，室外以

褐家鼠为主，
推断胆钙化醇杀鼠剂对褐家鼠有效。

为提升鼠类防制效果，减缓抗凝血杀鼠剂抗药
性的进一步发展，且随着国内外对第二代抗凝血剂
限制政策的不断出台，建议在我国鼠类防制中，逐步
总结胆钙化醇杀鼠剂等生物杀鼠剂的应用范围和技
术，
尤其是食品加工厂、
有机农业、畜牧养殖场、学校
和动物园等特定场所的投药方式、
频次和灭鼠效果，
为鼠类防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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