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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松鞘蛾防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落叶松鞘蛾（Coleophora spp.）监测调查、发生与危害程度划分、预测预报和防治措

施等。

本标准适用于落叶松鞘蛾的监测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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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3.3 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GB 12475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781 森林抚育规程

LY/T 1915 诱虫灯林间使用技术规程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落叶松鞘蛾 Coleophora spp.
属鳞翅目 Lepidoptera 麦蛾总科 Gelechioidea 鞘蛾科 Coleophoridae 鞘蛾属 Coleophora，我国有

兴安落叶松鞘蛾〔C. obducta （Meyrick）〕、华北落叶松鞘蛾（C. sinensis Yang）和新疆落叶松鞘蛾〔C.
sibiricella （Hubner）〕3种，以2龄～3龄之后的幼虫负鞘取食落叶松（Laris spp.）针叶，危害严重时

被害林分状似火烧，严重影响树木的生长和发育。形态特征及生物学特性参见附录A。
3.2

落叶松鞘蛾性信息素诱捕器 Trap baited with sex pheromone of Coleophora spp.
由落叶松鞘蛾性信息素释放载体（诱芯）和诱捕装置（诱捕器）组成。性信息素为顺5-癸烯-1-醇，

性信息素的人工释放载体为天然橡胶塞，其用于种群监测和大量诱杀防治的剂量为100 μg，用于干扰交

配防治的剂量至少为1000 μg。诱捕装置为圆筒型塑料诱捕器。圆筒型诱捕器和信息素诱芯参见附录B。

4 监测调查

4.1 性信息素诱捕器监测

成虫羽化前，在常发区的林缘和林间空地周围，按500 m×500 m的面积设置1个含有100 μg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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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素诱芯的诱捕器诱捕成虫，诱捕器挂设在树冠外缘的松枝上，高度2 m，监测成虫的发生期、发生量

和分布区，为进一步虫情调查和预测预报提供依据。

4.2 踏查

在15年生～35年生落叶松人工林的分布区，秋季落叶后至降雪前或早春芽苞开裂前，沿林区道路两

旁或林缘等线路进行踏查，在短枝、小枝基部、树枝粗糙处及开裂处观察越冬幼虫，调查发生范围和有

虫株率，或每500株～1000株选5株作标准株调查，发现虫情达到轻度以上发生程度时，应进行标准地调

查。发生与危害程度参见附录C。

4.3 标准地调查

4.3.1 调查时间和次数

幼虫越冬期和越冬后各调查1次。

4.3.2 标准地设置

在踏查的基础上，根据林分自然分布情况，每 50 hm2～100 hm2落叶松人工林设 1 块面积为 0.1

hm2～0.2 hm2的标准地。在标准地内，采用对角线或“Z”字形抽样方法选取 20 株样树，进行逐株调查。

4.3.3 调查方法

4.3.3.1 越冬期幼虫调查

秋季落叶后至降雪前，在每株样树树冠中层的南、北两侧各截取一段样枝（如样枝高度超过 5 m
时，可取中下层），样枝主枝长 50 cm以上，测量样枝主枝和侧枝实际长度，查数健康虫体数量，统计

虫口密度。落叶松鞘蛾标准地越冬期幼虫虫口密度调查表和标准地调查汇总表参见附录 D的表 D.1 和

表 D.2。

4.3.3.2 越冬后幼虫复查

早春芽苞开裂前在越冬期幼虫调查的样地进行复查，方法同本标准 4.3.3.1。落叶松鞘蛾标准地越

冬后幼虫虫口密度调查表和标准地调查汇总表参见附录 D的表 D.1 和表 D.2。

5 发生与危害程度划分

5.1 发生面积统计

虫口密度达到轻度危害以上（包括轻度危害）的面积。

5.2 发生与危害程度

参见附录C。

5.3 成灾标准

整株失叶率50％以上，或虫口密度达到40头幼虫/100 cm以上。

6 预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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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发生期预测

6.1.1 期距预测法

根据鞘蛾发育进度，按16％、50％、84％确定始盛期、高峰期、盛末期，并根据各虫态间的期距来

预测下一虫态的发生期。具体方法参见附录E。

6.1.2 有效积温预测法

根据鞘蛾各虫态的发育起点温度、有效积温和当地近期平均气温预测值，预测下一虫态的发生期。

具体方法参见附录F。

6.1.3 成虫发生期预测法

成虫羽化前，在已选定的样地内设置3个～5个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捕器间距50 m～100 m，并呈

一直线，1 d或2 d检查记录1次诱到的雄蛾数量，直至成虫期结束。统计1 d或2 d诱到的平均雄蛾数量，

或以日期为横轴、以诱捕量为纵轴作出折线图，确定鞘蛾成虫发生的始期、盛期和末期。圆筒型诱捕器

和信息素诱芯参见附录B。

6.2 发生量预测

采用有效虫口基数预测法，根据落叶松鞘蛾上一世代的有效基数推测下一世代发生量。具体方法参

见附录G。

7 防治措施及效果检查

7.1 营林措施

造林时合理密植，营造不同树种的混交林，并于林缘外层营造阔叶林保护带。同时，抚育伐时强度

不宜过大。具体技术按GB/T 1833.3、GB/T 15776和GB/T 15781执行。

7.2 信息素防治

7.2.1 诱杀防治

成虫羽化前，在低、中虫口密度的林分的林缘和林间空地周围，按50 m×50 m的面积设置1个含

有100 μg性信息素诱芯的诱捕器，诱捕器挂设在树冠外缘距地面2 m左右的松枝上，诱捕器里放入DDVP
棉球用来灭杀诱到的鞘蛾。每7 d检查记录1次诱捕器诱到的雄虫数量，直至成虫期结束。圆筒型诱捕器

和信息素诱芯参见附录B。

7.2.2 交配干扰防治

成虫羽化前，在低、中虫口密度的林分的林缘和林间空地周围，用细铁丝把含有至少 1000 μg性信

息素的释放器悬挂到树冠中部的松枝上，在危害较重的林分，按 60 m×60 m 的面积设置 1 个信息素

释放器；在危害较轻的林分，按 120 m×120 m的面积设置 1个信息素释放器，直到成虫期结束。

7.3 诱虫灯诱杀

成虫羽化前，选择林缘或山下部100 m～500 m处开阔地带设置诱虫灯，诱虫灯距地面高2 m以上。

每隔200 m～300 m设1台诱虫灯。在落叶松鞘蛾成虫期，除不良气候条件（如大风、雨天等）外，可

整夜开灯诱杀。具体技术按LY/T 1915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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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生物防治

7.4.1 挂设鸟巢箱防治

制作规格为14 cm×14 cm×30 cm，出入孔直径4 cm～6 cm的鸟巢箱。4月底前用铁线、挂钩等

挂设鸟巢箱于枝杈处或主干上，挂设高度为鸟巢箱底部距地面4 m～5 m，巢箱间距为50 m×50 m，巢

口朝东南方向或与坡向相同，招引益鸟。

7.4.2 保护和利用天敌

采用投放糖水或蜂蜜溶液（1：10）或落叶松鞘蛾幼虫及蛹体经研磨后过滤加蜂蜜（1：1），再稀

释成1：10溶液，并用其喷洒树冠以及保护蜜源植物等措施，可壮大寄生蜂种群。

7.5 化学防治

在大面积发生和危害严重的林分使用。喷雾防治的主要药剂及其参考用量参见附录H；喷（放）烟

防治的主要药剂及其参考用量参见附录I。农药贮运和使用等具体技术按GB 12475和NY/T 1276执行。

7.6 防治效果检查

防治结束后适时检查防治效果。在防治区和对照区按每50 hm2～100 hm2落叶松林设1块面积为0.1

hm2～0.2 hm2的标准地，采用对角线或“Z”字形抽样方法选10株样树，在每株样树树冠中层南和北两侧

各选择1个标准样枝，调查防治前后活虫数，计算虫口减退率或校正虫口减退率。虫口减退率或校正虫

口减退率公式参见附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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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落叶松鞘蛾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

A.1 兴安落叶松鞘蛾

A.1.1 分布与危害

国内分布于东北、河北、内蒙古；国外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危害兴安落叶松（L. gmelinii）、

日本落叶松（L. kaempferi）、长白落叶松（L. olgensis）和华北落叶松（L. principis-rupprechtii）。

A.1.2 形态特征

成虫：触角26节～28节，雌虫常少1节。翅展8.5 mm～11 mm，灰白色。前翅顶角域色稍浅，后翅

色稍深，腹末端具浅色鳞片丛。雌虫色浅，前翅超过腹端部分短，腹部较粗大。

卵：半球形，黄色，表面有棱11条～13条。

幼虫：老熟幼虫黄褐色，前胸盾黑褐色，闪亮光，具“田”字形纹。

蛹：黑褐色，长约3 mm。雄蛹前翅明显超过腹端，雌蛹前翅一般不超过腹端。

A.1.3 生物学特性

1年1代。多以3龄、少数以2龄幼虫在短枝、小枝基部、树枝粗糙及开裂等处越冬。次年春4月下旬

落叶松萌芽时越冬幼虫苏醒，蜕皮后开始取食，出蛰盛期为5月上旬。第4龄幼虫期12 d～17 d，约于5

月上旬至下旬化蛹，5月中旬为盛期，蛹期约16 d～19 d。成虫早、晚羽化，6月上旬为盛期，雌、雄比

约1：1。成虫寿命约3 d～7 d。6月中旬为产卵盛期，卵散产于针叶背面，每叶多具1卵，最多9粒，每

雌产卵量约30粒，卵期约15 d；6月下旬开始孵化，7月上旬为孵化盛期。孵化的幼虫从卵底中央直接蛀

入叶内潜食，直至9月下旬、10月上旬第3龄幼虫（少数为2龄幼虫）开始制鞘为止。负鞘幼虫爬行蛀食

针叶，当叶枯黄、凋落而气温约达0℃时则寻找适宜场所越冬。4龄后有明显的向光习性，食量剧增，虫

体外的越冬旧筒鞘在虫体增大时以各种方式扩大，每幼虫可食新叶39.7枚～48.5枚；早春遭鞘蛾危害的

落叶松林，最初一片灰白，继而呈枯黄色。树冠上越冬的幼虫以中、下层多于上层，当年生枝虫口少于

先年生枝；8 a～150 a生的落叶松均有鞘蛾发生，其中以15 a～35 a生的受害重；人工纯林受害重于原

始林及混交林；林缘、林间空地及郁闭度较小的林分受害严重。春季大风能使1/4以上的4龄幼虫落地而

死，但部分掉落的老熟幼虫能在灌木或地被物上化蛹甚至羽化；早霜和晚霜能迫使幼虫吐丝下垂向外扩

散或因饥饿而死。捕食性天敌有鸟类、蜘蛛、蚂蚁，寄生性天敌主要是寄生蜂。

A.1.4 虫态特征及危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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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兴安落叶松鞘蛾及危害状

（左上：成虫；右上：幼虫及其筒鞘；下：危害状）

A.2 华北落叶松鞘蛾

A.2.1 分布与危害

分布于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内蒙古的局部地区。危害华北落叶松。

A.2.2 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2.5 mm～3 mm，翅展6.5 mm～8.5 mm，体、翅暗灰色，闪绢丝光泽，后翅缘毛颜色

更深。触角暗灰色，24节～25节，除基部几节外，余下各节均覆颜色深浅不同的两环鳞片。后翅呈明显

的狭披针形，缘毛长而密。腹部末端具浅黄色的鳞片丛。腹部背板具刺薄片，呈长方形。

卵：新产下的卵表面呈现米黄色，有水晶般的光泽。随着不断发育，逐渐依次变为淡黄、淡绿，最

后变为暗灰色。半球状，直径约0.3 mm，表面有宽度一致的棱10条～15条。

幼虫：圆桶形，共分四龄。老熟幼虫前、中、后胸两侧各有一棕黑色圆形小斑，中胸背部有一长椭

圆型褐色斑，较前胸色浅，臀部红褐色。腹足退化，幼虫第三腹节～第六腹节及臀节有二横式趾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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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化于筒鞘内，长约3 mm左右，黑褐色，其他部位的颜色较翅稍浅。

A.2.3 生物学特性

在山西1年1代，以幼虫做鞘在枝干皮缝、芽苞及落叶层下越冬。翌年4月下旬至5月初，幼虫负鞘移

动到芽苞、嫩叶上取食危害，有时吐丝下坠，借风迁移。5月上旬开始化蛹，5月中旬进入化蛹高峰期，

5月下旬为化蛹盛末期。6月上旬开始羽化，6月中旬达到羽化盛期，6月下旬进入羽化末期，羽化历期大

约20 d左右。成虫羽化后经2 d～3 d进行交尾产卵，常见于上午9：00前及下午16：00～22：00之间。

交尾场所多选择在针叶或小枝上。交尾后的雌成虫在树冠上寻找合适的产卵场所，绝大多数的卵产在针

叶背面端半部中脉的一侧，只有少数卵产在叶表面及叶背面的基半部。卵单产，通常一枚叶子只产1粒

卵，只有极少数叶片上产有2粒卵。卵于7月上旬开始孵化，孵化幼虫由卵底咬破卵皮蛀入叶内潜食危害，

9月下旬幼虫开始做鞘越冬。越冬场所常选择在芽苞、枝干基部和树皮裂缝等处，有的随落叶在落叶层

内越冬。幼虫选定越冬场所后，便吐丝将筒鞘前端十分牢固地粘到树皮、枝干上，任冬季寒风吹动，也

不会掉落。翌年初春，越冬幼虫负鞘移动到芽苞上继续危害。老熟幼虫的食量剧增，因此危害严重，受

害林分像火烧过的一样，呈现出红色状。该期虫体迅速增大，并另做筒鞘。老熟幼虫做好筒鞘后，选择

叶簇基部、叶片上以及枝干等处化蛹。

A.2.4 虫态特征及危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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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华北落叶松鞘蛾及危害状

（左上：成虫；右上：幼虫；左下：幼虫及其筒鞘；右下：危害状）

A.3 新疆落叶松鞘蛾

A.3.1 分布与危害

国内分布于新疆阿勒泰；国外分布于俄罗斯。危害新疆落叶松（L. sibirica）。

A.3.2 形态特征

成虫：翅展9 mm～11 mm，前翅灰黄色，闪绢丝光泽；后翅颜色略深于前翅，呈灰色。雌蛾触角

白环不甚明显。

卵：产在针叶的背面，针尖大小，呈米黄色，半球形，孵化后的卵壳呈灰白色。

幼虫：共4龄，老熟幼虫暗黄褐色，前胸盾黑色，有光泽。胸足3对，为黑色，腹足退化，只有1对

臀足。

蛹：初为鲜红色，后变为黑褐色，体长约为2 mm～3 mm，雄蛹前翅明显超过腹端，雌蛹前翅一般

不超过腹端。

A.3.3 生物学特性

在阿尔泰山林区1年1代，于第2年4月下旬开始出蛰，冬季降雪较大年份出蛰时间推迟10 d左右。5

月上旬大量幼虫出蛰，此时落叶松芽苞萌芽并开始绽叶，幼虫转入针叶内取食。至5月下旬进入蛹期，

老熟幼虫将几枚针叶缀在一起于其中间蛹鞘内化蛹。6月上旬全部化蛹，蛹期长约22 d左右。6月10日前

后开始羽化，6月下旬进入羽化高峰期。成虫从6月上旬至7月上旬均可见到羽化，持续期约为1个月。始

盛期在6月中旬，盛期在6月下旬左右，盛末期在6月末，成虫羽化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很大，其羽化进

度和高峰期的出现时间，常常因地点和年份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产卵期仅1 d～2 d。交尾后雄成虫便死

去。该虫具有强趋光性，喜聚集在阳光充足的林缘活动。一般情况下每枚针叶产卵1粒，在大发生的年

份每枚针叶产卵量可达4粒～5粒。成虫平均寿命为4 d，最长可达7 d。成虫能飞翔，飞翔距离500 m左

右。卵期长约15 d左右，卵期孵化率约为56％。幼虫于7月中旬大量出壳，始见期在6月下旬或7月上旬，

幼虫孵化后直接潜入叶内取食叶肉，受害叶片外表呈锈褐色的条痕。幼虫1龄、2龄期一般无鞘，3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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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制鞘，并在鞘内越冬。幼虫越冬场所主要在芽苞上、短枝基部、树皮缝处。幼虫历期长达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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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圆筒型诱捕器和信息素诱芯

B.1 圆筒型诱捕器和信息素诱芯

图 B.1 圆筒型诱捕器和信息素诱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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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落叶松鞘蛾发生与危害程度划分

C.1 发生与危害程度划分

轻度危害：100 cm标准枝条平均 10 头～25 头幼虫或针叶被害 1/3 以下；

中度危害：100 cm标准枝条平均 25 头～40 头幼虫或针叶被害 1/3～1/2；

重度危害：100 cm标准枝条平均 40 头幼虫以上或针叶被害 1/2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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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落叶松鞘蛾标准地幼虫虫口密度调查表和调查汇总表

D.1 落叶松鞘蛾标准地越冬期（越冬后）幼虫虫口密度调查表

表 D.1 落叶松鞘蛾标准地越冬期（越冬后）幼虫虫口密度调查表

样树号 样枝长度（cm） 虫数（头） 虫口密度（头/100 cm样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平均

地点（标地编号）： 林龄（a）： 树高（m）：

胸径（cm）： 郁闭度： 海拔高度（m）：

坡向： 代表面积（hm2）： 有虫株率（％）：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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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落叶松鞘蛾标准地越冬期（越冬后）调查汇总表

表 D.2 落叶松鞘蛾标准地越冬期（越冬后）调查汇总表

地点 林分面积（hm2） 调查面积（hm2） 标准地块数（块）
发生面积（hm2）

轻 中 重 合计

合计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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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落叶松鞘蛾期距法预测式

E.1 期距法预测式

期距法预测式见式（E.1）：

F=Hi+（Xi±S X ）…………………………………………………（E.1）
式中：

F ——某虫态出现的日期；

Hi——起止虫态发生期实际出现的日期；

Xi——理论期距值；

S X ——理论期距值相对应的标准差。

E.2 内蒙古大兴安岭兴安落叶松鞘蛾发生期期距及标准差

表 E.1 内蒙古大兴安岭兴安落叶松鞘蛾发生期期距及标准差

单位：d

类别 虫态

始见期 始盛期 高峰期 盛末期 终止期

平均期

期距 Xi

标准差

Sx

平均期

期距 Xi

标准差

Sx

平均期

期距 Xi

标准差

Sx

平均期

期距 Xi

标准差

Sx

平均期

期距 Xi

标准差

Sx

同一虫

期

卵孵化 3.5 0.21 4.5 0.5 4.0 0.45 7.0 0.34

幼虫化

蛹
1.3 0.48 2.6 1.84 4.7 2.26 6.0 2.58

蛹羽化 5.8 4.41 3.3 1.49 4.4 2.59 3.9 2.13

幼虫出

蛰
2.6 2.17 2.8 2.0 3.4 1.84 4 1.41

不同虫

期

越冬后

幼虫至

蛹

21.3 2.58 20.0 2.0 19.7 4.14 21.1 4.15 23.1 4.23

蛹至成

虫
20.6 3.92 25.1 6.12 25.8 5.33 25.5 6.1 23.4 4.43

成虫至

卵
23.5 6.24 20.25 5.68 15.75 4.58 20 2.16 22.75 4.03

卵至越

冬前幼

虫

45.2 3.12 48.1 2.14 42.3 1.75 48.0 1.13 44.2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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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落叶松鞘蛾有效积温法预测式

F.1 有效积温法预测式

有效积温法预测式见式（F.1）：

T=C+KV……………………………………………………………（F.1）
式中：

V=1/N；
T——平均温度；

C——发育起点温度；

K——有效积温；

V——发育速率；

N——发育期。

F.2 内蒙古大兴安岭兴安落叶松鞘蛾不同虫态有效积温

表 F.1 内蒙古大兴安岭兴安落叶松鞘蛾不同虫态有效积温

虫态 发育起点温度（℃） 有效积温（日度）

第 4龄幼虫 7.66 士 1.65 61.42 士 22.34

卵 13.76 士 1.04 43.07 士 10.25

1 龄～3 龄幼虫 4.52 士 0.34 1298.15 士 34.35

蛹 12.7 土 0.49 59.99 士 9.87

成虫 13.67 士 0.18 13.97 土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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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落叶松鞘蛾有效虫口基数预测式

G.1 有效虫口基数预测式

有效虫口基数预测式见式（G.1）：












 )1(0 M

fm
fePP ……………………………………………（G.1）

式中：

P——下一代种群数量；

p0——上一代种群基数（虫口密度）；

e——每雌平均产卵量；

f——雌虫数；

m——雄虫数；

M——死亡率；

（1-M）——存活率，可分为（1-a）、（1-b）、（1-c）、（1-d），其中 a、b、c和 d分别为卵、

幼虫、蛹和成虫生殖前的死亡率。

G.2 内蒙古大兴安岭兴安落叶松鞘蛾各虫态自然存活率

表 G.1 内蒙古大兴安岭兴安落叶松鞘蛾各虫态自然存活率

虫态 越冬幼虫 越冬后幼虫 蛹 卵 越冬前幼虫 性比

存活率（％） 70 80 85 56 6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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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喷雾防治药剂与参考用量

H.1 25％灭幼脲Ⅲ号悬浮剂 1000 倍液地面喷雾防治 3龄、4 龄幼虫。

H.2 1.8％阿维菌素乳油 1000 倍液地面喷雾防治 3 龄、4 龄幼虫。

H.3 1.2％烟参碱 500 倍液地面喷雾防治 3 龄和 4龄幼虫。

H.4 1.8％阿维菌素乳油飞机超低量喷雾，用药量 120 g/hm2，加助剂食盐用量 45 g/hm2、尿素用量 4

5 g/hm2和航药加用量 150 g/hm2，防治越冬后出蛰的 3龄和 4龄幼虫。

H.5 1％苦参碱液剂飞机超低量喷雾用药量 375 g/hm2，加助剂食盐用量 45 g/hm2、尿素用量 45 g/hm
2和好湿用量 20 g/hm2，防治越冬后出蛰的 3 龄和 4 龄幼虫。

H.6 0.2％阿维菌素油剂飞机超低量喷雾用药量 2500 g/hm2，防治越冬后出蛰的 3 龄和 4 龄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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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喷（放）烟防治药剂与参考用量

I.1 1.2％苦参碱·烟碱烟剂，用量 15 kg/hm2，放烟线间距 200 m～250 m，放烟点间距 5 m，防治

成虫。

I.2 0.9％阿维菌素与 0 号柴油的配比为 1：25，用量 276 mL/hm2，地面喷烟防治成虫。

I.3 1.2％苦参烟碱乳油与柴油的配比为 1：10，用量 525 g/hm2～600 g/hm2，地面喷烟防治成虫和新

孵化的幼虫。

I.4 喷烟、放烟应在人畜活动少、郁闭度大的大面积林分、早晚无风或风速小于 2 m/s、气流稳定或

气温逆增条件下作业。成虫羽化始盛、高峰两期为最佳防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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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附 录 J

（资料性附录）

虫口减退率与校正虫口减退率公式

J.1 虫口减退率

虫口减退率公式见式（J.1）：

b

ab
p D

DD
D


 ×100………………………………………………（J.1）

式中：

Dp——虫口减退率（％）；

Db——防前虫口密度（头/100 cm枝条）；

Da——防后虫口密度（头/100 cm枝条）。

J.2 校正虫口减退率

校正虫口减退率公式见式（J.2）：

100
1

ˆ 





ckp

ckpp
p D

DD
D ………………………………………………（J.2）

式中：

pD̂ ——校正虫口减退率（％）；

pD ——防治区平均虫口减退率（％）；

ckpD ——对照区平均虫口减退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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