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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国内外文献资料、 标本信息和野外调查ꎬ 初步整理了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 生活

型、 原产地、 危害程度和入侵途径ꎮ 结果表明ꎬ 浙江省现有外来入侵植物 ４６ 科 １０６ 属 １６６ 种ꎬ 种数最多

的是菊科、 豆科和禾本科ꎮ 根据原产地分析ꎬ 来源于南美洲的物种最多ꎬ 约占总数的 ３２ １６％ꎬ 其次为北

美洲ꎬ 约占总数的 ２５ ６３％ꎬ 欧洲排第三位ꎬ 约占总数的 １９ ５９％ꎻ 已产生严重危害的有 ２３ 种ꎬ 中等危害

的 ６０ 种ꎬ 危害较轻的 ８３ 种ꎮ 还有一些物种虽然没有在表里列出ꎬ 但它们具有潜在的危害ꎬ 必须密切关

注ꎮ 同时ꎬ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ꎬ 我们去除了一些已报道为入侵的物种ꎬ 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入侵种ꎮ 在此基

础上ꎬ 对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生活型、 来源及危害进行了分析ꎬ 并与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比较ꎬ 提出了针

对性的管理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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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入侵是指生物由原生存地经自然的或

人为的途径侵入到另一个新环境ꎬ 对入侵地的生

物多样性、 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健康造成经

济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０２)ꎮ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和交通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ꎬ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ꎬ 生物入侵

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ꎻ 它不仅给生态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带来了严重的危害ꎬ 对国民经济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ꎬ 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ꎮ 生物入侵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人类公共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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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ꎬ 并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ꎮ 目

前ꎬ 我国外来入侵植物的研究已经受到广泛的关

注ꎬ 各省市区关于外来入侵植物的报道也日益增

多ꎮ 有关浙江省的外来入侵植物目前虽有一些报

道 (陈小永等ꎬ ２００６ꎻ 李根有等ꎬ ２００６ꎻ 宋子清

等ꎬ ２００６ꎻ 赵月琴和卢剑波ꎬ ２００７ꎻ 王嫩仙ꎬ
２００８ꎻ 梅笑漫等ꎬ ２００９ꎻ 舒美英等ꎬ ２００９ꎻ 张建国

和张明如ꎬ ２００９ꎻ 张明如等ꎬ ２００９ꎻ 陈京等ꎬ
２０１１ꎻ 丁炳扬和胡仁勇ꎬ ２０１１ꎻ 缪丽华等ꎬ ２０１１ａꎬ
ｂꎻ 吴庆玲等ꎬ ２０１２ꎻ 谢国雄等ꎬ ２０１２)ꎬ 但仅为

个别市 (县) 的零星工作ꎬ 没有全面系统的整

理ꎮ 为此ꎬ 作者在野外调查、 标本信息收集以及

文献查阅的基础上ꎬ 将浙江省的外来入侵植物

(不含国产种类) 报道如下ꎮ

１　 地理概况
浙江省位于我国大陆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

翼ꎬ 东濒东海ꎬ 南与福建接壤ꎬ 西与江西、 安徽

毗邻ꎬ 北与上海和江苏相接ꎬ 介于东经 １１８°３９′
－１２２°４５′和北纬 ２７°０８′－３０°８６′之间ꎬ 属于亚热

带季风气候ꎮ 浙江省的山、 河、 湖、 海等地理特

征非常丰富ꎬ 其中浙北是水网密集的冲积平原ꎬ
浙东是沿海丘陵ꎬ 浙南为山区ꎬ 还有舟山的海岛

地貌ꎮ
浙江山川秀丽ꎬ 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ꎬ

自古以来就有 “鱼米之乡、 旅游胜地” 的美誉ꎮ
浙江是我国面积最小、 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

一ꎬ 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对外开放省份ꎮ
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外来物种的生长和

繁衍提供了良好环境ꎬ 发达的对外贸易和旅游业

为外来植物的入侵提供了便利通道ꎬ 高强度的人

类活动使得浙江外来人侵植物的种类持续增多ꎬ
数量不断增大ꎬ 蔓延范围逐渐扩大ꎬ 经济损失加

重ꎬ 危害日益加剧ꎮ 然而ꎬ 有关浙江省的外来入

侵植物的种类、 入侵现状等基本资料却十分欠

缺ꎬ 目前除了杭州市、 金华市和温州市等有部分

报道外ꎬ 全省范围的调查研究还未见到ꎬ 从而给

有效防治以及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ꎮ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文献调研

收集国内外历年来发表或出版的与浙江省外来入侵

植物相关的文献和专著ꎬ 并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ꎮ
２ ２　 历史标本查阅

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ꎬ 查阅国内各高校、 研究所和

博物馆的标本馆 (室)ꎬ 对涉及到的、 采自于浙江省的

物种进行标本信息登记ꎮ
２ ３　 野外调查

在标本查阅的同时ꎬ 开展野外调查ꎬ 地点主要设置

在公路和铁路沿线、 居住区周围、 水塘、 湿地等ꎮ 重点

观察文献资料已明确记载为外来入侵植物的物种是否属

实ꎬ 同时注意观察是否有新的入侵种ꎮ

３　 外来入侵植物概况
３ １　 物种组成

根据 «中国外来入侵种» (李振宇和解焱ꎬ
２００２)、 «中国外来人侵物种编目» (徐海根和强

胜ꎬ ２００４)、 «生物入侵与中国生态安全» (解焱ꎬ
２００８)、 «温州外来入侵植物及其研究» (丁炳扬

和胡仁勇ꎬ ２０１１)、 «中国外来入侵生物» (徐海

根和强胜ꎬ ２０１１) 和 «生物入侵: 中国外来入侵

植物图鉴»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１２) 报道ꎬ 结合浙江

省各市县的相关文献ꎬ 初步确定浙江省外来入侵

植物有 ４６ 科 １０６ 属 １６６ 种 (表 １)ꎮ 其中蕨类植物

只有细叶满江红和速生槐叶苹 ２ 种ꎻ 被子植物中ꎬ
双子叶植物为 １４６ 种 (约占总种数的 ８７ ９５％)ꎬ
单子叶植物为 １８ 种ꎮ 其中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和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构成了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主

体ꎬ ４ 个科计 ８２ 种ꎬ 占总种数一半 (约 ４９ ４０％)ꎮ
其中以菊科种类最多 ３７ 种占 ２２ ２９％ꎻ 其次是豆

科 ２２ 种占 １３ ２５％ꎻ 禾本科 １２ 种占 ７ ２３％ꎻ 苋

科 １１ 种ꎬ 旋花科和茄科各 ７ 种 (图 １)ꎮ
３ ２　 原产地

通过对外来入侵植物原产地的统计分析ꎬ 浙

江省 １６６ 种植物原产地共计 １９９ (频) 次ꎻ 其

中来自南美洲 (包括热带美洲) 的频次最高ꎬ
６４ 次 (约占 ３２ １６％)ꎬ 其次是北美洲 ５１ 次

(２５ ６３％)ꎬ 欧洲为 ３９ 次 (约占 １９ ５９％)ꎬ 亚

洲为 ２７ 次 (约占 １３ ５７％)ꎬ 非洲 １４ 次 (约占

７ ０３％)ꎬ 大洋洲 ３ 次 (约占 １ ５１％)ꎻ 另有 １
种 (图 ２)ꎮ
３ ３　 生活型

由表 １ 可知ꎬ 在浙江省 １６６ 种外来入侵植物

的生活型共计 １７５ 频次ꎬ 以草本植物为主ꎬ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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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ꎬ ｏｒｉｇｉｎ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危害程度
Ｈａｚａｒｄ

蕨类植物

槐叶苹科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速生槐叶苹３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 ａｄｎａｔａ Ｄｅｓｖａｕｘ 一年生浮水草本 南美 ＋＋

满江红科
Ａｚｏｌｌａｃｅａｅ 细叶满江红２ꎬ３ Ａｚｏｌｌａ ｆｉｌｉｃｕｌｏｉｄｅｓ Ｌａｍａｒｃｋ 水生草本 南美 ＋＋

被子植物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大麻１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不丹、 印度及中亚 ＋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小叶冷水花１ꎬ２ Ｐｉｌｅ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Ｌｉｅｂｍａｎｎ 纤细小草本 热带美洲 ＋＋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小酸模２ꎬ３ Ｒｕｍｅｘ ａｃｅｔｏｓｅｌｌ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西亚至南欧 ＋

商陆科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垂序商陆１ꎬ２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北美 ＋＋

紫茉莉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紫茉莉１ꎬ２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马齿苋科 大花马齿苋１ꎬ２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Ｈｏｏｋｅｒ 一年生或多年生肉质草本 巴西 ＋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土人参１ꎬ２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Ｊａｃｑｕｉｎ) Ｇａｅｒｔｎｅｒ 多年生直立草本 热带美洲 ＋＋
落葵科
Ｂａｓ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落葵薯１ꎬ２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Ｔｅｎｏｒｅ) Ｓｔｅｅｎｉｓ 多年生草质缠绕藤本 南美 ＋＋＋

石竹科 球序卷耳１ꎬ２ Ｃｅｒａｓｔｉｕｍ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ｍ Ｔｈｕｉｌｌｉｅｒ 两年或一年生草本 欧洲 ＋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鹅肠菜２ꎬ３ Ｍｙｏｓｏｔ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Ｍｏｅｎｃｈ 一至二年或多年生草本 欧洲 ＋

无瓣繁缕１ꎬ２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Ｄｕｍｏｒｔｉｅｒ) Ｃｒéｐｉｎ 二年生草本 欧洲 ＋
麦蓝菜１ꎬ２ Ｖａｃｃａｒｉａ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ａ (Ｍｉｌｌｅｒ) Ｒａｕｓｃｈｅｒｔ 一至二年生草本 欧洲至西亚 ＋

藜科 小藜１ꎬ２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ｆ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ｍｉｔｈ 一年生草本 欧洲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杂配藜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ｈｙｂｒｉｄ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欧洲及西亚 ＋

土荆芥１ꎬ２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 一年或多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苋科 喜旱莲子草１ꎬ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Ｍａｒｔｉｕｓ) Ｇｒｉｓｅｂａｃｈ 多年生草本 巴西 ＋＋＋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凹头苋１ꎬ２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ｂｌｉｔ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老枪谷１ꎬ２ Ａ 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美洲热带 ＋
老鸦谷１ꎬ２ Ａ ｃｒｕｅｎｔ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中美洲 ＋
绿穗苋１ꎬ２ Ａ ｈｙｂｒｉｄ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反枝苋１ꎬ２ Ａ ｒｅｔｒｏｆｌｅｘ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美洲 ＋＋＋
刺苋１ꎬ２ Ａ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苋１ꎬ２ Ａ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印度 ＋
皱果苋１ꎬ２ 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南美洲 ＋＋＋
青葙１ꎬ２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印度 ＋＋
鸡冠花１ꎬ２ Ｃ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仙人掌科 仙人掌１ꎬ２ Ｏｐｕｎｔｉ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 (Ｋｅｒ Ｇａｗｌｅｒ) Ｈａｗｏｒｔｈ 丛生肉质灌木 热带美洲加勒比海 ＋＋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梨果仙人掌１ꎬ２ Ｏ ｆｉｃｕｓ￣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Ｍｉｌｌｅｒ 肉质灌木或小乔木 墨西哥 ＋＋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刺果毛茛２ꎬ３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ｍｕｒｉｃ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二年生草本 欧洲和西亚 ＋＋

睡莲科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水盾草１ꎬ２ Ｃａｂｏｍｂ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ａ Ａｓａ Ｇｒａｙ 多年生水生草本 美洲 ＋＋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草胡椒１ꎬ２ Ｐｅｐｅｒｏｍｉａ 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Ｋｕｎｔｈ 一年生肉质草本 热带美洲 ＋＋

十字花科 荠２ꎬ３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Ｍｅｄｉｋｕｓ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西亚和欧洲 ＋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弯曲碎米荠２ꎬ３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Ｗｉｔｈｅｒｉｎｇ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欧洲 ＋

臭荠１ꎬ２ Ｃｏｒｏｎｏｐｕｓ ｄｉｄｙｍ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Ｓｍｉｔｈ 一年或二年生匍匐草本 南美 ＋＋
北美独行菜１ꎬ２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北美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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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危害程度
Ｈａｚａｒｄ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新疆白芥１ Ｓｉｎａｐｉｓ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中亚、 西亚、 北非、
欧洲

＋

豆科 线叶金合欢１ Ａｃａｃｉａ ｄｅｃｕｒｒｅｎｓ Ｗｉｌｌｄｅｎｏｗ 常绿乔木 澳大利亚 ＋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金合欢１ꎬ２ Ａ ｆａｒｎｅｓｉａｎ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Ｗｉｌｌｄｅｎｏｗ 灌木或小乔木 热带美洲 ＋

黑荆１ꎬ２ Ａ ｍｅａｒｎｓｉｉ Ｄｅ Ｗｉｌｄｅｍａｎ 常绿乔木 澳大利亚 ＋＋
紫穗槐１ꎬ２ Ａｍｏｒｐｈ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落叶灌木 美国东北部及东南部 ＋
圆叶猪屎豆１ꎬ２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ｉｎｃａｎ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草本或亚灌木 原产地不详 ＋
狭叶猪屎豆１ꎬ２ Ｃ ｏｃｈｒｏｌｅｕｃａ Ｇｅｏｒｇｅ Ｄｏｎ 直立草本或亚灌木 非洲 ＋
野青树１ꎬ２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Ｍｉｌｌｅｒ 直立灌木或亚灌木 热带美洲 ＋
银合欢１ꎬ２ 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Ｌａｍａｒｃｋ) ｄｅ Ｗｉｔ 灌木或小乔木 热带美洲 ＋＋
南苜蓿１ꎬ２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或多年生草本 北非、 西亚、 南欧 ＋＋
紫苜蓿１ꎬ２ Ｍ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西亚 ＋＋
白花草木犀１ꎬ２ Ｍｅｌｉｌｏｔｕｓ ａｌｂｕｓ Ｍｅｄｉｋｕｓ 二年生草本 西亚至欧洲 ＋＋
草木犀１ꎬ３ 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Ｌａｍａｒｃｋ 二年生草本 西亚至南欧 ＋
含羞草１ꎬ２ Ｍｉｍｏｓａ ｐｕ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亚灌木状草本 热带美洲 ＋＋
刺槐１ꎬ２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落叶乔木 北美洲 ＋

伞房决明１ꎬ２ Ｓｅｎｎａ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Ｌａｍａｒｃｋ) Ｈｏｗａｒｄ Ｓ
　 　 　 　 　 Ｉｒｗｉｎ ＆ Ｂａｒｎｅｂｙ 常绿灌木 南美洲 ＋

望江南１ꎬ２ 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Ｌｉｎｋ 多年生常绿灌木或半灌木 热带美洲 ＋
槐叶决明２ꎬ３ Ｓ ｓｏｐｈｅｒ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 灌木或亚灌木 热带亚洲 ＋
田菁１ꎬ２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Ｒｅｔｚｉｕｓ) Ｐｏｉｒｅｔ 小灌木 澳洲至太平洋岛屿 ＋
绛车轴草１ꎬ２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欧洲地中海沿岸 ＋
红车轴草１ꎬ２ Ｔ ｐｒａｔｅｎｓｅ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北非、 中亚和欧洲 ＋＋

白车轴草１ꎬ２ Ｔ ｒｅｐｅｎ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北非、 中亚、 西亚
和欧洲

＋＋

长柔毛野豌豆１ꎬ２ Ｖｉｃ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Ｒｏｔｈ 一年生草本 中亚、 西亚和欧洲 ＋
酢浆草科 大花酢浆草１ꎬ２ Ｏｘａｌｉｓ ｂｏｗｉｅｉ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ｅｘ Ｌｉｎｄｌｅｙ 多年生草本 南非 ＋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红花酢浆草１ꎬ２ Ｏ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多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野老鹳草１ꎬ２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 北美 ＋＋

大戟科 齿裂大戟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ｄｅｎｔａｔａ Ｍｉｃｈａｕｘ 一年生草本 北美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白苞猩猩草１ꎬ２ Ｅ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美洲 ＋＋

飞扬草１ꎬ２ Ｅ ｈｉｒ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斑地锦１ꎬ２ Ｅ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北美 ＋＋
蓖麻１ꎬ２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粗壮草本或草质灌木 东非 ＋

凤仙花科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凤仙花１ꎬ２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东南亚 ＋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五叶地锦１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Ｐｌａｎｃｈｏｎ 落叶攀援性木质藤本 北美东部 ＋

锦葵科 苘麻１ꎬ２ 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ｉ Ｍｅｄｉｋｕｓ 一年生草本 印度 ＋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野西瓜苗１ꎬ２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ｔｒｉｏｎ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非洲 ＋＋
柳叶菜科 小花山桃草１ꎬ２ Ｇａｕｒ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ｅｘ Ｌｅｈｍａｎｎ 二年生草本 北美中南部 ＋＋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月见草１ꎬ２ Ｏｅｎｏｔｈｅｒａ ｂｉｅｎｎ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两年生草本 北美东部 ＋＋

黄花月见草１ꎬ２ Ｏ ｇｌａｚｉｏｖｉａｎａ Ｍｉｃｈｅｌｉ 两年生至多年生草本 英国 ＋
裂叶月见草１ꎬ２ Ｏ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Ｈｉｌｌ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 北美东部 ＋
粉花月见草１ꎬ２ Ｏ ｒｏｓｅａ Ｌ′ Ｈéｒｉｔｉｅｒ ｅｘ Ａｉｔｏｎ 多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细叶旱芹１ꎬ２ Ｃｙｃ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ｅｒｓｏｏｎ)
　 　 　 　 　 Ｓｐｒａｇｕｅ ｅｘ Ｂｒｉｔｔｏｎ ＆ Ｐｅｒｃｙ Ｗｉｌｓｏｎ 一年生草本 南美 ＋＋

野胡萝卜１ꎬ２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二年生草本 欧洲 ＋
南美天胡荽１ꎬ２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长春花１ꎬ２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ｒｏｓｅ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Ｄｏｎ 多年生草本 马达加斯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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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危害程度
Ｈａｚａｒｄ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马利筋２ꎬ３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ｓ ｃｕｒａｓｓａｖｉｃ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阔叶丰花草１ꎬ２ Ｓｐｅｒｍａｃｏｃｅ ａｌａｔａ Ａｕｂｌｅｔ 多年生披散草本 热带美洲 ＋＋＋

旋花科 月光花２ꎬ３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ａｌｂ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缠绕草本 美洲 ＋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橙红茑萝１ Ｉ ｈｅｄ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草质缠绕藤本 南美洲 ＋

瘤梗甘薯１ꎬ２ Ｉ ｌａｃｕｎｏｓ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缠绕草本 北美洲 ＋＋
牵牛１ꎬ２ Ｉ ｎｉｌ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Ｒｏｔｈ 一年生缠绕藤本 南美 ＋＋
圆叶牵牛１ꎬ２ Ｉ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Ｒｏｔｈ 多年生攀援草本 美洲 ＋＋
茑萝１ꎬ２ Ｉ ｑｕａｍｏｃｌｉｔ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三裂叶薯１ꎬ２ Ｉ ｔｒｉｌｏｂ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藤本 西印度群岛 ＋＋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马缨丹１ꎬ２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直立或蔓性灌木 热带美洲 ＋＋＋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皱叶留兰香１ Ｍｅｎｔｈａ ｃｒｉｓｐａｔａ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 ｅｘ Ｗｉｌｌｄｅｎｏｗ 多年生草本 俄罗斯和欧洲 ＋

无毛丁香罗勒１ꎬ２ Ｏｃｉｍｕｍ ｇ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ｖａｒ
　 　 　 　 　 　 　 ｓｕａｖｅ (Ｗｉｌｌｄｅｎｏｗ) Ｈｏｏｋｅｒ ｆ 灌木 非洲 ＋

田野水苏１ Ｓｔａｃｈｙｓ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欧洲、 西亚和北非 ＋
茄科 洋金花１ꎬ２ Ｄａｔｕｒａ ｍｅｔｅｌ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美洲 ＋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曼陀罗１ꎬ２ Ｄ 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墨西哥 ＋＋

假酸浆１ꎬ２ Ｎｉｃａｎｄｒａ ｐｈｙｓａｌｏｄｅ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Ｇａｅｒｔｎｅｒ 一年生草本 秘鲁 ＋
喀西茄１ꎬ２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ｃｕｌｅ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Ｊａｃｑｕｉｎ 草本或亚灌木 巴西 ＋＋
牛茄子１ꎬ２ Ｓ ｃａｐｓｉｃｏｉｄｅｓ Ａｌｌｉｏｎｉ 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 巴西 ＋＋
北美刺龙葵１ꎬ２ Ｓ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ｅ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北美 ＋
珊瑚樱１ꎬ２ 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常绿亚灌木 南美 ＋

玄参科 直立婆婆纳１ꎬ２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欧洲 ＋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常春藤婆婆纳１ꎬ２ Ｖ ｈｅｄ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越年生或一年生草本 欧洲、 北非 ＋＋

蚊母草１ꎬ２ Ｖ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至二年生草本 北美 ＋
阿拉伯婆婆纳１ꎬ２ Ｖ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Ｐｏｉｒｅｔ 越年生或一年生草本 西亚至伊朗 ＋＋
婆婆纳１ꎬ２ Ｖ ｐｏｌｉｔａ Ｆｒｉｅｓ 越年生或一年生草本 西亚至伊朗 ＋＋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穿心莲２ꎬ３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ｕｒｍａｎ ｆ.)
　 　 　 　 Ｗａｌｌｉｃｈ ｅｘ Ｎｅｅｓ 一年生草本 印度和斯里兰卡 ＋

车前科 长叶车前１ꎬ２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欧洲 ＋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北美车前１ꎬ２ Ｐ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 北美 ＋＋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穿叶异檐花１ Ｔｒｉｏｄａｎｉｓ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Ｎｉｅｕｗｌａｎｄ 一年生草本 北美 ＋

异檐花１ꎬ２ Ｔ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Ｎｉｅｕｗｌａｎｄ ｓｕｂｓｐ.
　 　 　 　 ｂｉｆｌｏｒａ (Ｒｕｉｚ ＆ Ｐａｖóｎ) Ｌａｍｍｅｒｓ 一年生草本 美洲 ＋

菊科 藿香蓟１ꎬ２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中南美洲 ＋＋＋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熊耳草１ Ａ ｈｏｕｓｔｏｎｉａｎｕｍ Ｍｉｌｌｅｒ 一年生草本 墨西哥及邻近地区 ＋＋

豚草１ꎬ２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北美洲 ＋＋＋
三裂叶豚草１ꎬ２ Ａ ｔｒｉｆｉｄ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北美洲 ＋＋＋
钻叶紫菀１ꎬ２ Ａｓｔｅｒ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ｓ Ｍｉｃｈａｕｘ 一年生草本 北美洲 ＋＋＋
大狼杷草１ꎬ２ Ｂｉｄｅｎｓ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北美 ＋＋＋
鬼针草１ꎬ２ Ｂ ｐｉｌｏｓ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矢车菊２ꎬ３ Ｃｅｎｔａｕｒｅａ ｃｙａｎ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欧洲 ＋
大花金鸡菊１ꎬ２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Ｈｏｇｇ ｅｘ Ｓｗｅｅｔ 多年生草本 美洲 ＋
剑叶金鸡菊１ꎬ２ Ｃ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宿根草本 北美洲 ＋＋
两色金鸡菊１ꎬ２ Ｃ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Ｎｕｔｔａｌｌ 一年或多年生草本 北美洲 ＋＋
秋英１ꎬ２ Ｃｏｓｍｏ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ｕｓ Ｃａｖａｎｉｌｌｅｓ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 墨西哥 ＋＋
硫磺菊１ꎬ２ Ｃ 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ｕｓ Ｃａｖａｎｉｌｌｅｓ 一年生草本 墨西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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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危害程度
Ｈａｚａｒｄ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野茼蒿１ꎬ２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ａｍ)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Ｍｏｏｒｅ 一年生直立草本 热带美洲 ＋＋

一年蓬１ꎬ２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Ｐｅｒｓｏｏｎ 一年或越年生草本 北美洲 ＋＋＋
香丝草１ꎬ２ Ｅ ｂｏｎ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南美洲 ＋＋
小蓬草１ꎬ２ Ｅ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北美洲 ＋＋＋
春飞蓬１ 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或多年生草本 北美洲 ＋
美丽飞蓬１ Ｅ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ｓ (Ｌｉｎｄｌｅｙ)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多年生草本 北美 ＋
苏门白酒草１ꎬ２ Ｅ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 Ｒｅｔｚｉｕｓ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南美洲 ＋＋＋
大麻叶泽兰１ꎬ２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欧洲、 北美 ＋
牛膝菊１ꎬ２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Ｃａｖａｎｉｌｌｅｓ 一年生草本 南美洲 ＋＋
粗毛牛膝菊１ꎬ２ Ｇ ｑｕａｄｒｉｒａｄｉａｔａ Ｒｕｉｚ ＆ Ｐａｖóｎ 一年生草本 中美洲、 南美洲 ＋＋
茼蒿２ꎬ３ Ｇｌｅｂｉｏｎｉ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Ｃａｓｓｉｎｉ ｅｘ Ｓｐａｃｈ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地中海 ＋
堆心菊１ꎬ２ Ｈｅｌｅｎｉｕｍ ａｕｔｕｍｎａｌｅ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直立草本 北美洲 ＋＋
菊芋１ꎬ２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植物 北美洲 ＋
金光菊２ꎬ３ Ｒｕｄｂｅｃｋｉａ 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北美 ＋
蛇目菊１ Ｓａｎｖｉｔａｌｉａ 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 Ｌａｍａｒｃｋ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墨西哥 ＋
欧洲千里光１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草本 欧洲 ＋＋

水飞蓟１ꎬ２ Ｓｉｌｙｂｕｍ ｍａｒｉ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Ｇａｅｒｔｎｅｒ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欧洲、 亚洲中部、
非洲、 地中海地区

＋＋

包果菊１ Ｓｍａ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ｕｖｅｄａｌｉ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多年生草本 美国 ＋
加拿大一枝黄花１ꎬ２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北美 ＋＋＋
裸柱菊１ꎬ２ Ｓｏｌｉｖａ ａｎｔｈｅｍｉｆｏｌｉａ (Ｊｕｓｓｉｅｕ) Ｓｗｅｅｔ 一年或越年生草本 南美洲 ＋
花叶滇苦菜１ꎬ２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ａｓｐｅｒ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Ｈｉｌｌ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欧洲 ＋
南美蟛蜞菊１ 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 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Ｐｒｕｓｋｉ 多年生草本 热带美洲 ＋＋
万寿菊１ꎬ２ Ｔａｇｅｔｅｓ ｅｒｅｃｔ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直立草本 墨西哥、 美洲热带 ＋
孔雀草１ Ｔ ｐａｔｕｌ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披散状草本 墨西哥 ＋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凤尾兰１ Ｙｕｃｃａ ｇｌｏｒｉｏｓ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灌木或小乔木 北美洲 ＋

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葱莲

１ꎬ２ Ｚｅｐ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Ｌｉｎｄｌｅｙ) Ｈｅｒｂｅｒｔ 多年生草本 南美洲 ＋

雨久花科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凤眼蓝１ꎬ２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ｉｕｓ) Ｓｏｌｍｓ 多年生草本 巴西东北部 ＋＋＋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黄菖蒲１ Ｉｒｉｓ ｐｓｅｕｄａｃｏｒ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欧洲 ＋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紫竹梅１ꎬ２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ｎｔｉ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ｌｓｏｎ Ｒｏｓｅ)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ｕｎｔ 多年生草本 墨西哥 ＋

禾本科 野燕麦１ꎬ２ Ａｖｅｎａ ｆａｔｕ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中生草本 南欧地中海地区 ＋＋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香根草１ꎬ２ Ｃｈｒｙｓｏｐｏｇｏｎ ｚｉｚ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Ｒｏｂｅｒｔｙ 紧密丛生的多年生草本 地中海地区至印度 ＋

多花黑麦草１ꎬ２ Ｌｏｌｉ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Ｌａｍａｒｃｋ 一年生草本 欧洲 ＋
黑麦草１ꎬ２ Ｌ ｐｅｒｅｎｎｅ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草本 欧洲 ＋
毒麦１ Ｌ ｔｅｍｕｌｅｎｔ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越年生或一年生草本 欧洲地中海地区 ＋＋＋
铺地黍１ꎬ２ Ｐａｎｉｃ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多年生湿中生草本 巴西 ＋＋
毛花雀稗１ꎬ２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ｄｉｌａｔａｔｕｍ Ｐｏｉｒｅｔ 多年生草本 南美 ＋
丝毛雀稗１ꎬ２ Ｐ ｕｒｖｉｌｌｅｉ Ｓｔｅｕｄｅｌ 多年生草本 南美 ＋
石茅１ꎬ２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ｈａｌｅｐｅｎｓｅ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Ｐｅｒｓｏｏｎ 多年生草本 地中海地区 ＋＋＋
苏丹草１ Ｓ ｓｕｄａｎｅｎｓｅ (Ｐｉｐｅｒ) Ｓｔａｐｆ 一年生高大草本 地中海 ＋＋
互花米草１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Ｌｏｉｓｅｌｅｕｒ 多年生草本 美国东南部海岸 ＋＋＋
大米草１ Ｓ ａｎｇｌｉｃ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ｕｂｂａｒｄ 多年生直立草本 英国 ＋＋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大漂１ꎬ２ Ｐｉｓｔｉａ ｓｔｒａｔｉｏｔｅ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一年生水生漂浮草本 巴西 ＋＋＋

注: “＋＋＋” 表示危害严重ꎻ “＋＋” 表示危害中等ꎻ “＋” 表示危害轻微ꎻ 上标１ 表示有文献报道的物种ꎻ ２表示有标本信息的物种ꎻ
　 　 ３ 表示野外观察新增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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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

Ｆｉ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４２ 频次ꎬ 占所有种数的 ８１ １４％ꎻ 其次灌木 １９
频次约占 １０ ８６％ꎻ 藤本植物和乔木各 ７ 频次

(图 ３)ꎮ
３ ４　 危害状况

根据外来入侵植物对浙江省造成的危害程

度ꎬ 我们初步将这些物种分为 ３ 个等级ꎮ 危害严

重是指在国家层面上危害严重ꎬ 部分已经明确列

为检验检疫的物种ꎬ 在浙江省的分布很广ꎬ 且对

浙江省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ꎬ 对经济造成明显的

损失ꎻ 危害中等指对生态环境有破坏ꎬ 对农林牧

渔业有一定影响ꎬ 但不严重ꎬ 防除难度不大ꎬ 成

本较低ꎻ 危害较轻主要是指一般性的杂草ꎬ 分布

虽广ꎬ 但没有造成明显的损失ꎮ 在 １６６ 种外来入

侵植物中ꎬ 危害严重的有 ２３ 种ꎬ 危害中等的有

６０ 种ꎬ 危害较轻的有 ８３ 种ꎮ 上述各类分别占总

种数的 １３ ８６％、 ３６ １４％和 ５０ ００％ (图 ４)ꎮ 造

成严重危害的有大漂、 毒麦、 石茅、 互花米草、
凤眼蓝、 阔叶丰花草、 圆叶牵牛、 藿香蓟、 豚

草、 三裂叶豚草、 钻叶紫菀、 大狼杷草、 鬼针

草、 一年蓬、 小蓬草、 苏门白酒草、 加拿大一枝

黄花、 土荆芥、 喜旱莲子草、 落葵薯、 反枝苋、
刺苋和马缨丹ꎮ

图 ２　 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原产地分析

Ｆｉｇ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３　 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生活型组成

Ｆｉｇ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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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程度分析

Ｆｉｇ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 ５　 主要入侵途径

外来植物的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ꎬ 有意引

入、 无意引入和自然传入ꎮ 浙江省的外来入侵植

物中ꎬ 紫茉莉、 红花酢浆草、 圆叶牵牛、 阔叶丰

花草、 大花金鸡菊、 孔雀草、 加拿大一枝黄花和

凤眼蓝等是作为观赏植物引入的ꎻ 喜旱莲子草、
反枝苋、 紫苜蓿和大漂等是作为饲料引入的ꎻ 互

花米草和大米草等是为了保滩护岸ꎬ 改善海滩生

态环境而引入的环保植物ꎬ 望江南、 土人参和落

葵薯等是作为药用植物引入的ꎻ 黑荆和线叶金合

欢是作为栲胶植物引入的ꎻ 野西瓜苗、 飞扬草、
北美车前、 大狼杷草、 石茅等则是通过进出口贸

易、 入境旅游、 交通工具、 国际农产品、 粮食贸

易和货物的输入等途径无意引入的ꎮ 小蓬草、 一

年蓬等则是通过风力、 水流、 气流等自然传播方

式从周边传入的ꎮ

４　 讨论
４ １　 生活型

生活型是植物在发展历史过程中对于一定生

活环境长期适应所形成的基本生存形式ꎮ 植物的

生活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植物体和环境的统一

性ꎬ 也是对一定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综合反映

(刘濂ꎬ １９９６)ꎮ 浙江省的外来入侵植物以草本植

物为主且多数为一年生陆生植物ꎬ 尤其是危害严

重的物种基本都是草本植物ꎮ 草本植物具有幼苗

生长速度快、 单位时间内开花次数多、 生活史

短ꎬ 繁殖能力强、 种子数量大、 个体小容易扩散

及多种繁殖方式等特点ꎮ 一些草本植物还能进行

营养繁殖ꎬ 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单优群落而排挤本

地物种ꎬ 同时向周围生态系统扩散的潜力大ꎬ 造

成生物多样性降低ꎮ 这些生活史特征使草本植物

在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李博和陈家宽ꎬ
２００１ꎻ 黄建辉等ꎬ ２００３)ꎬ 对其入侵、 生存和发

展极为重要ꎮ 菊科植物多为一年生草本ꎬ 其种子

具有休眠的特性ꎬ 当冬季或环境干扰严重时ꎬ 种

子休眠以避免同时萌发带来的灭绝风险ꎻ 且其种

子一般数量多而小ꎬ 并具有特殊的附属结构ꎬ
如钩、 刺、 毛等易于传播ꎬ 加上浙江省地处长江

中下游ꎬ 气候温暖湿润ꎬ 非常有利于入侵植物在

短时间内迅速繁殖和扩散ꎮ 如一株豚草可产生

６２ ０００ 粒种子 (Ｂａｓｓｅｔｔ 和 Ｃｒｏｍｐｔｏｎꎬ １９７５)ꎬ 且

种子的休眠期至少长达 ２０ 年 (Ｆｕｍａｎａｌ 等ꎬ ２００７)ꎮ
喜旱莲子草、 落葵薯、 互花米草、 凤眼蓝等多年

生草本可以进行无性繁殖ꎬ 在人工和自然水体内

的繁殖和扩散能力都很强ꎻ 并且其繁殖速度随水

体的富营养化而加剧ꎬ 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在短时

间内迅速形成单优群落ꎬ 覆盖整个水面ꎬ 造成水

体缺氧ꎬ 严重威胁其它水生生物的生存ꎬ 对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危害ꎮ
４ ２　 原产地

统计结果表明ꎬ 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中原产

于南美洲的植物比例最大ꎬ 其次为北美洲ꎬ 两者

之和 (５７ ８％) 占所有入侵植物的一半以上ꎬ 并

且很多物种的生态适应性强ꎬ 已经在中国成为恶

性入侵植物ꎮ 这与之前研究中国外来入侵植物的

主要原产地的分析相似 (李振宇和解焱ꎬ ２００２ꎻ
徐海根和强胜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０１１ꎻ 丁炳扬和胡仁勇ꎬ
２０１１ꎻ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１２)ꎮ 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

在浙江省入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两地的气候比较

相似ꎮ 在来自南美洲的入侵植物中ꎬ 多数物种来

源于南美洲的东南部 (热带美洲和巴西等地)ꎬ
其气候类型属于亚热带季风和季风性湿润气候ꎬ
而浙江省位于中国沿海地区ꎬ 降水量丰富ꎬ 气候

温暖湿润ꎬ 为亚热带季风气候ꎮ 相似的气候特点

使得气候因子对外来入侵植物的限制相对较弱ꎬ
有利于外来入侵植物的扩散和定居 (吴晓雯等ꎬ
２００６ꎻ 冯建孟等ꎬ ２０１１)ꎮ 原产于北美洲的植物

在浙江省入侵的原因可能与是北美洲和东亚间地

理环境相似性大ꎬ 随着人类活动而传播的外来种

由于在新生境中缺乏天敌和竞争者等限制条件

(张润志和任立ꎬ ２００３)ꎬ 从而造成其种群数量上

的增长和分布范围的扩展ꎮ 根据大陆漂移学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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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与北美的植物应该有相似的遗传背景 (冯
建孟等ꎬ ２００９ꎻ 彭程等ꎬ ２０１０)ꎬ 因而来自北美洲

的外来物种在我国的生存与成功扩散的几率较

大ꎮ 起源于欧洲的植物在浙江省的入侵情况仅次

于美洲ꎬ 主要原因可能是欧洲的气候温和湿润ꎬ
既有温带气候ꎬ 又有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ꎬ 与浙

江省的气候相似ꎬ 因此植物相似度较大ꎬ 入侵种

类也相对较多ꎮ
４ ３　 入侵途径

中国有 ５０％的外来入侵植物是作为牧草或

饲料、 观赏植物、 纤维植物、 药用植物、 蔬菜、
草坪植物而引进的 (徐海根和强胜ꎬ ２００４)ꎮ 浙

江省的 １６６ 种外来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径也基本如

此ꎮ 其用途主要分为观赏植物饲料或牧草、 环保

植物、 药用植物、 经济作物和绿化树种等ꎮ 如大

米草和互花米草是为了防浪护堤、 保护滩涂而引

入的环保型植物ꎮ 在引种初期ꎬ 它们的确在固

滩、 护堤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ꎮ 但由于其自

身的生长特性ꎬ 近些年已经对沿海的滩涂和当地

的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影响 (王蔚等ꎬ ２００３)ꎮ
浙江省海域面积达 ２６０ ０００ ｋｍ２ꎬ 大陆海岸

线和海岛岸线长达 ６ ５００ ｋｍꎬ 占全国海岸线总长

的 ２０ 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ｃｏｌ / ｃｏｌ９２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居全国第一ꎮ 特

别是作为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ꎬ 浙江省与外界的

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加强ꎮ 浙江省拥有得天独厚的

旅游资源ꎬ 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ꎬ 而国

际商贸和游客往来一直是外来物种入侵的便携途

径 (丁炳扬和胡仁勇ꎬ ２０１１)ꎮ 如直立婆婆纳、
北美车前、 大狼杷草、 石茅等许多入侵植物就是

通过种子或粮食贸易、 货物运输、 旅游带入等方

式传入我国的ꎮ
４ ４　 与之前研究的比较及存在的问题

虽然之前已有相关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报

道ꎬ 但是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ꎬ 结合实地调

查ꎬ 发现一些植物在浙江省并不能被列为入侵

种ꎬ 如美人蕉 (陈小永等ꎬ ２００６)、 木豆、 蝶豆

和龙牙花 (范志伟等ꎬ ２００８) 等ꎬ 这些物种在新

的栖息地没有建立自我繁衍的种群ꎬ 因此还不能

被称为入侵植物ꎻ 同时ꎬ 经过野外实地调查ꎬ 也

发现了一些新的入侵种ꎬ 如速生槐叶苹、 细叶满

江红、 小酸模、 鹅肠菜、 刺果毛茛、 荠、 弯曲碎

米荠、 槐叶决明、 月光花、 穿心莲、 矢车菊、 茼

蒿等ꎬ 这些物种之前没有被报道为入侵植物ꎬ 但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ꎬ 这些物种已经出现了蔓延的

趋势ꎬ 有些已经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危害ꎬ 因此必

须加以防范ꎮ
通过历史标本查阅和野外调查ꎬ 我们还发现

以下问题: １) 有些物种分布很广ꎬ 危害也比较

严重ꎬ 却没有标本记录ꎬ 如杂配藜、 齿裂大戟

等ꎻ ２) 由于近年来国际贸易、 交通运输及旅游

业的发展ꎬ 外来入侵植物的数量激增ꎬ 但我们查

标本的时候发现ꎬ 大多数标本是采自 ２００５ 年以

前的ꎬ 此后很少有采集到标本或者大多数标本没

有鉴定ꎻ ３) 一个新的入侵种未能及时发现ꎬ 等

已经在该地区扎根并造成重大影响时才被发现ꎬ
而此时再想消灭它已是很困难ꎬ 完全消灭已建立

种群的入侵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Ｍａｃｋ 等ꎬ ２０００)ꎮ
因此加强入侵前的预防而不是入侵后的控制会更

有效、 代价更小 (Ｍａｒｍｏｒｉｎｏ 等ꎬ １９９９)ꎮ 而目前

关于浙江省外来入侵植物的报道ꎬ 涉及的大多是

已经确定危害的物种ꎬ 那些具有潜在危害的物种

却没有被注意到ꎮ 实质上ꎬ 这些物种更需要我们

去观察和留意ꎬ 尽早的采取措施ꎬ 避免它们大面

积扩散ꎬ 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ꎮ 如北美苋 (Ａｍ￣
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ｂｌｉｔｏｉｄｅｓ )、 合 被 苋 (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
ｇｏｎｏｉｄｅｓ)、 绿独行菜 (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ｃａｍｐｅｓｔｒｅ)、 密

花 独 行 菜 (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ｄｅｎｓｉｆｌｏｒｕｍ )、 山 扁 豆

(Ｃｈａｍａｅｃｒｉｓｔａ ｍｉｍｏｓｏｉｄｅｓ)、 印度草木犀 (Ｍｅｌｉｌｏ￣
ｔ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光荚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ｂｉ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
巴西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 ｄｉｐｌｏｔｒｉｃｈａ)、 赛葵 (Ｍａｌｖａ￣
ｓｔｒｕｍ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ａｎｕｍ )、 马 利 筋 (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ｓ
ｃｕｒａｓｓａｖｉｃａ)、 毛曼陀罗 (Ｄａｔｕｒａ ｉｎｏｘｉａ)、 野甘

草 (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ｄｕｌｃｉｓ )、 婆 婆 针 ( Ｂｉｄｅｎｓ ｂｉｐｉｎ￣
ｎａｔａ)、 金腰箭 (Ｓｙｎｅｄｒｅｌｌａ ｎｏｄｉｆｌｏｒａ) 等植物已

被我国多个省 (市) 报道为入侵植物ꎬ 绝大多

数物种在安徽、 江苏、 山东和上海等地有分布ꎬ
有些在浙江省内也有见到ꎬ 对于这些物种ꎬ 一定

要密切监视ꎬ 以防其泛滥成灾ꎮ
４ ５　 危害、 防治及管理建议

调查结果发现ꎬ 在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科学

院 (环境总局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０１０) 公布的对中国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和巨大经济损失

的 １９ 种入侵植物中ꎬ 浙江省有 １３ 种植物: 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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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草、 豚草、 毒麦、 凤眼蓝、 喜旱莲子草、 石茅、
马缨丹、 三裂叶豚草、 大漂、 加拿大一枝黄花、
土荆芥、 刺苋和落葵薯ꎬ 出现比例高达 ６８ ４２％ꎮ
在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 ＩＵＣＮ) 的

«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灾难性后果» 报告中列出了

１００ 种入侵性最强的外来生物物种 ( Ｌｏｗｅ 等ꎬ
２０００) 中 (其中藻类 ２ 种ꎬ 被子植物 ３４ 种)ꎬ
浙江省有 ７ 种植物: 黑荆、 银合欢、 大米草、 凤

眼蓝、 仙人掌、 南美蟛蜞菊和马缨丹ꎮ 虽然该报

告中的 ３４ 种被子植物并非全球入侵ꎬ 而且部分

物种的危害只具有区域性ꎬ 但至少说明这些物种

具有很强的入侵潜力而不容小觑ꎮ 这 ７ 个物种目

前已经在浙江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危害ꎬ 因此更

要加强防范ꎮ
尽管我们强调入侵植物的划分并非以行政界

线为依据ꎬ 因为行政区域及国界都是人为划分

的ꎬ 而非自然的概念 (闫小玲等ꎬ ２０１２)ꎬ 但考

虑到目前国内同仁普遍认为对我国造成危害的植

物是外来的ꎬ 且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外来的入侵植

物对浙江省的影响ꎬ 因此本文收录的入侵植物是

指非我国 (或亚洲) 原产的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原产我国或亚洲的大戟科乳浆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ｅｓｕｌａ)、 千屈菜科千屈菜 (Ｌｙｔｈｒｕｍ 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 豆

科葛麻姆 (野葛ꎬ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ｖａｒ. ｌｏｂａｔａ)、
禾本科芦竹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和白茅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等本文虽没有收录ꎬ 但这几种植物在

浙江省都有分布ꎬ 并已列入 １００ 种入侵性最强的

物种名录中ꎬ 事实上葛麻姆和白茅已经在浙江省

造成危害ꎮ 因此ꎬ 要对这些物种进行密切监控ꎬ
以防其对生态环境和国民经济造成不可逆转的危

害和损失ꎮ 根据上述物种的启示ꎬ 我们应该在严

防外来物种对我国造成危害的同时ꎬ 也要对本地

有潜在危害的物种提高警惕ꎮ
外来入侵植物已经对浙江省的农业生产和生

态环境造成了很大危害ꎮ 如喜旱莲子草、 加拿大

一枝黄花、 一年蓬等ꎬ 由于其超强的繁殖特性ꎬ
占领了大量的废弃空地、 耕地、 菜地、 交通道路

两旁甚至一些森林地等ꎬ 这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

效率ꎬ 破坏了生态结构ꎮ 目前在浙江温州 １１ 个

县 (市、 区) 中ꎬ 除西部山区的文成和泰顺两

县外ꎬ 都已有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踪迹ꎬ 且处于快

速扩散之中ꎻ 在杭州市 ７ 区、 县 (市) 都有分

布ꎬ 尤以西湖、 余杭、 萧山、 建德等危害最为严

重 (王嫩仙ꎬ ２００８ꎻ 缪崇崇等ꎬ ２０１１)ꎮ 水盾草在

西湖、 余杭、 建德等地水系常呈单一种群大面积

分布ꎬ 使原有的水鳖科苦草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和黑藻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金鱼藻科金鱼藻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 眼子菜科竹叶眼子菜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ｍａｌａｉａｎｕｓ) 种群遭受排挤ꎬ 严重

损害沉水植物多样性 (王嫩仙ꎬ ２００８)ꎮ 凤眼蓝

在一些水域泛滥并堵塞河道ꎬ 对水域生态系统造

成了严重影响ꎬ 一些本地水生植物由于失去生存

空间而死亡ꎬ 同时还给蚊蝇等卫生害虫提供了良

好的生存环境ꎬ 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了威胁 (金
樑等ꎬ ２００５ꎻ 陈全芳ꎬ ２００９)ꎮ 还有部分入侵植物

目前处于潜在危害阶段ꎬ 如野胡萝卜、 鸡冠花

等ꎬ 在城郊或交通要道旁有零星生长ꎬ 暂未对农

业及生态环境产生危害ꎬ 但也应该密切关注ꎮ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保护区也已发现

外来入侵植物 １８ 科 ２３ 属 ４８ 种ꎮ 虽然这些物种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

样性ꎬ 但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

潜在的威胁ꎬ 尤其是像喜旱莲子草、 豚草、 加拿

大一枝黄花和凤眼蓝等恶性入侵植物ꎮ 菊科的一

年蓬和小飞蓬等已经遍布整个保护区的绝大部分

地区ꎬ 从其群落的覆盖面积来看ꎬ 它们在这些地

区已经形成优势种 (陈京等ꎬ ２０１１)ꎮ 国家建立

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ꎬ 因此保

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最为直接、 有效的方法

(陈雅涵等ꎬ ２００９)ꎮ 然而ꎬ 除天目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外ꎬ 我国还有很多保护区都受到了外来入

侵植物的威胁 (谢红艳等ꎬ ２００７ꎻ 吴儒华等ꎬ
２００９ꎻ 孙娟等ꎬ ２００９ꎻ 江艳等ꎬ ２０１０ꎻ 葛刚等ꎬ
２０１０ꎻ 郑玉华等ꎬ ２０１０)ꎮ 据统计ꎬ 在入侵我国

的外来物种中ꎬ ４６ ３％已入侵自然保护区 (马玉

忠ꎬ ２００９)ꎮ
浙江作为开放型省份ꎬ 经济发达、 交通便

利、 气候适宜、 对外交往密切ꎬ 在外来入侵植物

管理方面面临严峻挑战ꎮ 为此建议: 首先应加强

检验检疫和宣传力度ꎬ 不能让入侵植物有机可

乘ꎬ 从源头上杜绝入侵植物进入ꎻ 其次ꎬ 对入侵

植物的入侵力和群落的可入侵性进行评估ꎬ 包括

其繁殖力、 繁殖体扩散方式、 种子萌发特性、 幼

苗生长状况、 表型可塑性以及生态系统被入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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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ꎮ 另外ꎬ 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ꎬ 包括财政支

出和人力防控投入ꎬ 配备专项资金ꎬ 组建科研体

系ꎬ 对关键问题进行联合攻关ꎬ 并进行长期跟踪

研究ꎮ 对部分难以控制的物种根据其特性编制应

急预案ꎬ 一旦入侵植物出现大规模扩散或爆发

时ꎬ 启动不同规模的应急预案将损失降到最低ꎮ
调查中还发现ꎬ 浙江省的外来入侵植物主要生长

在无人管理的荒地、 路边、 废弃的铁路沿线等人

为产生的环境中ꎮ 因此ꎬ 加强土地管理、 合理使

用和利用资源也是防止入侵植物蔓延和爆发的重

要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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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ｎｇ ＪＭ (冯建孟)ꎬ Ｄｏｎｇ ＸＤ (董晓东)ꎬ Ｘｕ ＣＤ (徐成东)ꎬ ２００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
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武汉植物学研究)ꎬ ２７ (２): １５９—
１６４

Ｆｅｎｇ ＪＭ (冯建孟)ꎬ Ｄｏｎｇ ＸＤ (董晓东)ꎬ Ｘｕ ＣＤ (徐成东)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 ３３
(２): ５７—６３

Ｆｕｍａｎａｌ Ｂꎬ Ｃｈａｕｖｅｌ Ｂꎬ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 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ｙｐ￣
ｔ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ｆ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ｉｆｏｌｉａ ｓｅｅｄｓ: ｗｈａｔ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１００:
３０５—３１３

Ｇｅ Ｇ (葛刚)ꎬ Ｌｉ ＥＸ (李恩香)ꎬ Ｗｕ ＨＰ (吴和平)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湖泊科学)ꎬ ２２ (１): ９３—９７

Ｈｕａｎｇ ＪＨ (黄建辉)ꎬ Ｈａｎ ＸＧ (韩兴国)ꎬ Ｙａｎｇ ＱＥ (杨亲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Ｊ]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生物多样性)ꎬ １１ (３): ２４０—２４７

Ｊｉａｎｇ Ｙ (江艳)ꎬ Ｚｅｎｇ ＺＹ (曾珍英)ꎬ Ｚｈａｎｇ ＺＢ (张自斌)ꎬ ２０１０.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ｂｙ ｅｘｏ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Ｊｉｕｌｉａｎ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安徽农业科学)ꎬ ３８ (１７): ９１２７—９１２８

Ｊｉｎ Ｌ (金樑)ꎬ Ｗａｎｇ ＸＪ (王晓娟)ꎬ Ｇａｏ Ｌ (高雷)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生态环境)ꎬ １４ (４): ４９８—５０２

Ｌｉ Ｂ (李博)ꎬ Ｃｈｅｎ ＪＫ (陈家宽)ꎬ ２００１.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ｌｉｅｎ ｗｅｅｄ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生物多样性)ꎬ ９ (４):
４４６—４５７

Ｌｉ ＧＹ (李根有)ꎬ Ｊｉｎ ＳＨ (金水虎)ꎬ Ａｉ ＪＧ (哀建国)ꎬ ２００６. Ｓｐｅ￣
ｃｉｅｓ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浙
江林学院学报)ꎬ ２３ (６): ６１４—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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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 Ｓꎬ Ｂｒｏｗｎｅ Ｍꎬ Ｂｏｕｄｊｅｌａｓ 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ｗｏｒｓｔ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Ｊ]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 ＩＳＳＧ)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ＳＣ)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 ( ＩＵＣＮ)ꎬ １２ｐｐ

Ｍａｃｋ ＲＮꎬ Ｓｉｍｂｅｒｌｏｆｆ Ｄꎬ Ｉｄｎｓｄａｌｅ Ｗ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 Ｂｉｏｔｉｃ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ｓꎬ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０ (３): ６８９—７１０

Ｍａｒｍｏｒｉｎｏ ＧＯꎬ Ｌｙｚｅｎｇａ ＤＲꎬ Ｋａｉｓｅｒ ＪＡＣꎬ １９９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ｉｎ ｓｉｔｕ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ｇｕｌｆ ｓｔｒｅａｍ ｓｌｉｃｋ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ｔ
ｆｒｏ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１０４ (Ｃ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２２

Ｍｅｉ ＸＭ (梅笑漫)ꎬ Ｄｉｎｇ ＢＹ (丁炳扬)ꎬ Ｊｉｎ ＸＦ (金孝锋)ꎬ ２００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ｌｉｅｎ ｗ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ｌａｋｅ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 . Ｇｕｉｈａｉａ (广西植物)ꎬ ２９ (１): １２５—１３１

Ｍｉａｏ ＣＣ (缪崇崇)ꎬ Ｇｕｏ ＺＨ (郭忠海)ꎬ Ｊｉｎ ＳＴ (金圣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ｉｎｖａｄｅｄ ｂｙ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 Ｊ] .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亚热带植物科学)ꎬ ４０ (２): ５０—５４

Ｍｉａｏ ＬＨ (缪丽华)ꎬ Ｃｈｅｎ ＢＪ (陈博君)ꎬ Ｊｉ ＭＣ (季梦成)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ａ.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Ｘｉｘｉ Ｗｅｔｌａｎｄ [ Ｊ] .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湿地科学与管理)ꎬ ７ (２):
４９—５４

Ｍｉａｏ ＬＨ (缪丽华)ꎬ Ｊｉ ＭＣ (季梦成)ꎬ Ｗａｎｇ ＹＹ (王莹莹)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ｂ.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ａｓ ａｎ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浙江大学学报: 农业与生命科学

版)ꎬ ３７ (４): ４２５—４３１
Ｐｅｎｇ Ｃ (彭程)ꎬ Ｓｕ Ｍ (宿敏)ꎬ Ｚｈｏｕ ＷＬ (周伟磊)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ꎬ ３２ (Ｓｕｐｐｌ. １): ２９—３５

Ｓｈｕ ＭＹ (舒美英)ꎬ Ｃａｉ ＪＧ (蔡建国)ꎬ Ｆａｎｇ ＢＳ (方宝生)ꎬ ２００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Ｘｉｘｉ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ꎬ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浙江林学院学报)ꎬ ２６
(５): ７５５—７６１

Ｓｕｎ Ｊ (孙娟)ꎬ Ｙａｎｇ ＧＦ (杨国锋)ꎬ Ｃｈｅｎ ＹＣ (陈玉成)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 Ｅｘｏ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ｎｆ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ｓｐｅ￣
ｃｉｅｓ 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Ｊ] .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
ｃａ (草业学报)ꎬ １８ (３): ３４—４２

Ｗａｎ ＦＨ (万方浩)ꎬ Ｇｕｏ ＪＹ (郭建英)ꎬ Ｗａｎｇ ＤＨ (王德辉)ꎬ
２００２.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Ｊ]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生物多样性)ꎬ １０
(１): １１９—１２５

Ｗａｎｇ ＮＸ (王嫩仙)ꎬ ２００８.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ｎｔｉｔｉｏｕｓ ｉｎ￣
ｖａ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 Ｊ] .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林业调查规划)ꎬ ３３ (４): １２５—１２８

Ｗａｎｇ Ｗ (王蔚)ꎬ Ｚｈａｎｇ Ｋ (张凯)ꎬ Ｒｕ ＳＧ (汝少国)ꎬ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ｓｐｐ.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ｍ [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海洋科学)ꎬ ２７
(７): ３８—４２

Ｗｕ ＱＬ (吴庆玲)ꎬ Ｘｉａ ＸＬ (夏晓岚)ꎬ Ｙｅ Ｊ (叶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ｎｙａｎｇ ｗｅｔ￣
ｌａｎｄ ｉｎ Ｗｅｎｚｈｏｕꎬ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ｎａ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浙江大学学报: 农业与生命

科学版)ꎬ ３８ (４): ４２１—４２８
Ｗｕ ＸＷ (吴晓雯)ꎬ Ｌｕｏ Ｊ (罗晶)ꎬ Ｃｈｅｎ ＪＫ (陈家宽)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植物生态学报)ꎬ ３０ (４): ５７６—
５８４

Ｘｉｅ ＧＸ (谢国雄)ꎬ Ｘｕ ＺＨ (徐正浩)ꎬ Ｃｈｅｎ ＷＭ (陈为民)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ｈａｒｍｆｕｌｎｅｓｓꎬ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ｘｏｔｉｃ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 (农业灾害研究)ꎬ ２ ( ３):
３７—４１ꎬ ５１

Ｘｉｅ ＨＹ (谢红艳)ꎬ Ｇｏｎｇ ＹＺ (龚玉子)ꎬ Ｚｕｏ ＪＦ (左家哺)ꎬ ２００７.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ｎｙｕ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
ｓｅｒｖｅ [Ｊ] . Ｈｕｎ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湖南林业科

技)ꎬ ３４ (２): ２２—２４
Ｙａｎ ＸＬ (闫小玲)ꎬ Ｓｈｏｕ ＨＹ (寿海洋)ꎬ Ｍａ ＪＳ (马金双)ꎬ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ꎬ ３４
(３): ２８７—３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ＪＧ (张建国)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Ｒ (张明如)ꎬ ２００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福建林业科技)ꎬ ３６ (１): １００—１０５

Ｚｈａｎｇ ＭＲ (张明如)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Ｇ (张建国)ꎬ Ｗａｎｇ Ｙ (王燕)ꎬ
２００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
ｌ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版)ꎬ ３０ (１): ９７—１００
Ｚｈａｏ ＹＱ (赵月琴)ꎬ Ｌｕ ＪＢ (卢剑波)ꎬ ２００７. Ｍａｉ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科技通报)ꎬ ２３ (４): ４８７—４９１

Ｚｈｅｎｇ ＹＨ (郑玉华)ꎬ Ｗａｎｇ ＧＱ (王桂芹)ꎬ Ｘｕ ＺＦ (徐洲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Ｓｉｆ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ｅｒｖｅ [Ｊ] .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安徽农学通报:
上半月刊)ꎬ １６ (７): ４３—４５ꎬ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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