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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延庆区外来植物的调查发现,分析外来入侵植物的特点及传播途径,指出外来入侵植物对我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及人类健

康带来的危害,并对已入侵的外来植物采取相应防治措施加以控制,同时采取相应的策略预防新的外来物种的入侵和扩散,保证区内生态系统的
平衡和稳定。
[关键词] 外来入侵植物；传播途径；危害；防治
外来入侵植物是指在一个特定地域的生态系统中,不是本地自然发生

厘米,并有带柄的星状毛。叶互生,叶柄长0.5-5厘米,密被刺及星状毛；叶

和进化的植物,而是后来通过不同的途径从其他地区传播过来,并可以在

片卵形或椭圆形,长8-18厘米,宽4-9厘米,不规则羽状深裂及部分裂片又

自然状态下能够生长和繁殖的植物。

羽状半裂,裂片椭圆形或近圆形。先端钝,表面疏被5-7分叉星状毛、背面

延庆区位于北京西北部,三面环山。全区总面积1993.75平方公里,其

密被5-9分叉星状毛,两面脉上疏具刺,刺长3-5毫米。状聚伞花序腋外

中山区面积占72.8%,平原面积占26.2%,水域面积1%。延庆地处北京的上风

生,3-10花。花期花轴伸长变成总状花序,长3-6厘米,果期长达16厘米；花

上水,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被定为“首都西北部重要生态保育及区域生

横向,在萼筒钟状,长7-8毫米,宽3-4毫米,密被刺及星状毛,萼片5,线状披

态治理协作区、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处于延庆发展的首

针形,长约3毫米,密被星状毛；花冠黄色,辐状,径2-3.5厘米,5裂,瓣间膜

位。延庆区在2000年以后大面积开展荒滩造林,尤其在2012年启动北京市2

伸展,花瓣外面密被星状毛；雄蕊5,花药黄色,异形,下面1枚最长,长9-10

个百万亩造林(平原造林和浅山台地造林)任务,再加上2019年中国北京世

毫米,后期常带紫色,内弯曲成弓形,其余4枚长6-7毫米。浆果球形,直径

界园艺博览会在此举办,大量外来植物被引进,延庆区大部分地区遭受外

1-1.2厘米,完全被增大的带刺及星状毛硬萼包被,萼裂片直立靠拢成鸟喙

来植物的入侵,使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通过近几年对延庆区境内

状,果皮薄,与萼合生,萼自顶端开裂后种子散出。种子黑色。花果期6-9月。

入侵的典型外来植物的种类及造成的危害进行多次调查,以进行植物检疫
及形成预防对策,来控制其蔓延,保障我区生态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1 延庆自然条件和地理概况

2.4少花蒺藜草、禾本科、蒺藜草属。一年生草本。根状茎粗壮。高
50厘米,基部横卧地的节处生根。叶鞘背部有细疣毛,下部和边缘处有纤
毛。叶舌有纤毛。叶片长5-20厘米,宽4-10毫米；上面基部生有长柔毛。

延庆地处首都北京西北部(东经115°44'～116°34',北纬40°16'～40°47'),
三面环山,一面邻水。境内平均海拔500米以上,气候独特。延庆属大陆性

总状花序,直立,4-8厘米；主轴上生有圆形刺苞。花期在夏季。

3 典型外来入侵植物分布范围(见下表)

季风气候,冬季干旱寒冷,夏季炎热多雨。受地形影响,春秋两季冷暖气流

外来入侵植物现状分布调查表

接触频繁,对流活跃,各气候要素波动很大。延庆区年平均温度8.7℃,极端

2012 年调查
名称

最低温度-27.3℃,最高温度39℃。
延庆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的自然结合,为延庆植物的生长发育

刺果瓜

首次发现

发现地点

首次发现

张山营镇黄柏寺村

2018 年调查
数量

面积

(处)

(亩)

1

4.8

官厅水库周边、妫河两岸、龙庆

数量

面积

(处)

(亩)

7

300

80 千米/年

4

150

30 千米/年

入侵速度

峡下游河道两侧、井庄镇、旧县

提供了多样的生境。境内共有维管束植物120科579属1195种。绝大部分生
长于山区,延庆境内植被类型主要有亚高山草甸、灌丛、针阔林型和湿地

扩散地点

镇、大榆树镇、黑河和白河两岸
意大利苍耳

首次发现

香营乡白河堡水库

1

2.5

南岸

植物,植物丰富,种类繁多。

香营乡白河堡水库周边、康西草
原、官厅水库周边、千家店镇白
河两岸

2 典型外来入侵植物类型及形态特征
我区在2010年首次发现典型入侵植物,其中包括刺果瓜、意大利苍耳、
黄花刺茄、少花蒺藜草四种,至今蔓延速度较快,分布广泛。

黄花刺茄

首次发现

康庄镇人文大学

1

0.2

康庄镇的康西草原

2

2

10 千米/年

少花蒺藜草

首次发现

康庄镇的康西草原

1

0.1

张山营镇、妫河两侧

2

1.5

20 千米/年

3.1刺果瓜。刺果瓜原产北美洲,后作为观赏植物引入欧洲,因逃逸成

2.1刺果瓜、葫芦科、果瓜属。一年生攀援草本。茎上具有棱槽,并散

为杂草。其在欧洲、北美的多个国家及日本、朝鲜、我国大陆和台湾等地

生硬毛,具有卷须,能攀援到10多米高的大树上。叶心形,具有3到5个角或

区均有发生。我区各乡镇均有分布,在张山营镇黄柏寺丁字路口两侧显见

裂片。花冠黄绿色,花瓣5,直径9-14毫米；球状花序,花柄长满白硬毛。果

居多,据当地农民反映,刺果瓜侵入时间不足10年。

长卵圆形,多个果实形成球状,每个果被长满了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白色
硬毛。花期7-9月。

3.2意大利苍耳。意大利苍耳原产地为北美洲,现主要分布在东、西半
球的中纬度地区,1991年9月在北京市昌平区发现第一株意大利苍耳后,其

2.2意大利苍耳、菊科、苍耳属。一年生草本。侧根分支很多,直根深
入地下达1.3米,在缺氧环境中可以发育成很大的气腔。茎高20-150厘米,
直立,粗糙具毛,分支多,有紫色斑点。叶单生,下部叶常对生,高位叶互生；

在中国的分布面积和扩张速度不断增长。在我区主要分布在香营乡范围内
的白河堡水库两岸,面积较大。
3.3黄花刺茄。黄花刺茄原产于北美洲和美国西南部,除佛罗里达州已

宽卵形,3-5圆裂片。花小,绿色,头状花序单性同株。瘦果卵球形,表面覆

经遍布美国,并且已分布到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韩国、南非、澳大

盖棘刺,上面布满了独特的毛。

利亚等国家或地区。现已传入我国,在辽宁省西部阜新、朝阳、建平一带有

2.3黄花刺茄、茄科、茄属。一年生草本植物,高30-70厘米。茎直立,
基部稍木质化,自中下部多分枝,密被长短不等带黄色的刺,刺长0.5-0.8

10

分布,在我区见于康庄镇的人文大学,常生长在开阔的、受干扰的生境,如田
野、河岸、过度放牧的牧场、庭院、谷仓前、畜栏、路边、垃圾场等地。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3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3.4少花蒺藜草。少花蒺藜草原产北美洲及热带沿海地区,辽宁也有分
布。我区见于康庄镇康西草原南农田边上,生于干热地区沙质土壤上。

4 典型外来入侵植物传播途径
4.1刺果瓜。刺果瓜一般通过”无意识”引进并扩散,其“无意识”途
径如下：①进口货物。通过各种货物进口使外来物种进入我国,例如：粮
食、饲料、棉花、羊毛、草皮和其他经济植物的种子进口时带入。当携带

针对我区典型外来入侵植物对环境带来的影响,今后采取有效的方法
和措施进行防治,对保证我区内整个生态系统平衡至关重要。
7.1要从层面上进行重视。首先政府必须重视,采取有针对外来入侵植物
的防控措施；其次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全民对外来入侵植物危害的认知水平。
7.2建立全面的监管体系,组织协调各部门间的管理工作,严格管理引
种的审核、批准与检疫程序。

物种遇到适宜的生长条件,且缺少天敌的情况下,使得在异地泛滥成灾。②

7.3深入开展对我区外来入侵植物的调查和生物学研究。首先要详细

自然传播。刺果瓜的种子非常坚硬,成熟后,自然迸裂开,种子可以弹射到

调查我区内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具体分布、数量和危害。其次细致研究

很远。一旦落入泥土中,即可发芽生长。即使没有落入泥土,它的生命力也

这些外来入侵植物的生长、传粉、繁殖和传播规律,以及毒理和化学成分,

很强,能够保留一两年仍很完好。即便被鸟吞到肚子里,外壳坚硬的种子也

以便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不会腐烂；有时顺着水,漂流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地生根。
4.2意大利苍耳。意大利苍耳传播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外来物
种自身的扩散能力向周围空间扩散,这就是自我繁衍,这种方式通常是短

7.4加强检疫措施,切断传播途径。组织有关人员加强对外来入侵植物
种的排查,加大检疫力度,尤其对调运的粮食、种子及苗木要严把质量关,
细致排查检疫,以防止入侵植物进入我区。

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扩散面积愈来愈大；第二种是借助于某些媒介,通

7.5从政策和规章制度重视外,最根除的方法是机械防治、化学防治、

过动物和人类的活动、水流等途径携带而扩散传播,例如粘附在其它种子

生物防治及三种防治措施的有机结合。①机械防治。机械防治是最原始、

或动物及鸟类的皮毛上,传播距离较长且可以是跳跃式的。

最直接、最易采用的方法。适用于外来入侵植物入侵初期,种群分布集中、

4.3黄花刺茄。黄花刺茄仅由种子传播,正常植株可生20到30枝花序,

范围小、数量少采用此种方法效果最佳。对于刚入侵的外来植物,在其幼

每个花序能开10到20朵花,可产种1至2万粒。种子通过风、水流或刺萼扎

苗期组织人力将其拔除或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机械深翻土壤,将其

入动物皮毛及人的衣服等方式传播,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

断根后暴晒即可。例如刺果瓜到五月上中旬陆续萌发,刚长出的幼苗抗性

4.4少花蒺藜草。少花蒺藜草也靠种子传播,其途径一是从国外传入,

弱,及时组织人力连根拔起,就可从根本上杜绝其传播。机械防治对于繁殖

随着各种货物进口携带本种；二是随动植物引种时携带传入；三是随车船

能力较弱的物种或外来种入侵初期,立即处理,效果显著。对于繁殖能力极

带入；四是顺水漂流而至,带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即刻生长。

强的外来物种,此法难以奏效,还需要采取生物和其它方法结合的方式进

据专家研究发现,大多数外来植物种入侵都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通

行防治。②化学防治。用化学药物来防治的方法称化学防治,使用范围广、

过人为活动无意识和有意识传入我国,主要的传播途径有四种：一是自然

收效快、方法简单。现在国际上采用较多的就是草甘膦和绿草腕两类化学

传播；二是贸易传播；三是旅游传播；四是引种传播。

药剂。这种方法在短期内效果可能是显著的,但从长远看,从保持生态平

5 典型外来入侵植物的共性

衡、减少环境污染的观点出发,必须慎重使用。采用除草剂时多选用专一、

5.1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典型入侵植物在遗传多样性、抗逆性

高效、低毒、光谱、低用量的品种,使用时注意选择适当的时间、温度,以

和对新环境适应能力强,种子可以通过休眠的方式以保证在特定时期萌

利于更好的发挥除草剂的效果,最终将环境污染、生物危害降到最低。③生

发；能产生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物质；都具有能够刺伤动物并引起人类、

物防治。生物防治就是利用生物物种间的相互关系,以一种或一类生物抑

动物敏感的棘刺等；植物的光合效率高。

制另一种或另一类生物的方法。其最大优点是不污染环境,是农药等非生

5.2繁殖能力强。典型入侵植物都是通过种子大量繁殖,种子抗逆性强,
能在不利环境下产生后代。
5.3传播能力强。典型入侵植物具有适合通过媒介传播的种子,传播率
高；善于与人共栖,容易通过人类活动被传播。
5.4蔓延速度快。典型入侵植物如刺果瓜具有攀援能力,其匍匐茎生长
蔓延迅速。

6 典型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

物防治病虫害方法所不能比的。在防治过程中首先要了解外来物种原产地
的天敌和病原体,其次要研究评估其安全性,之后引进这些病原体及天敌,
控制其蔓延生长,以保证入侵地区的生态环境平衡。截止2000年,我国已有
7种专一性强的昆虫被引进,如利用空心莲子草虫来防治空心莲子草的蔓
延；采用专食性天敌昆虫对水葫芦进行防治等等。
7.6今后在绿化造林及景观绿化中选择适生、好活、好管、好看的乡
土树种,严禁引进入侵强的物种。

6.1破坏我区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威胁生物多样性,影响本地物种的生

2018年延庆区被生态环境部授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

长和繁殖。外来入侵植物一旦入侵成功,就会影响到既定的环境下植物的

新基地,大力营造生态优美、环境宜居、人与自然和谐的森林城市,建设国

生长,排挤本地种,改变生态环境功能及种群结构,使本地物种处于灭绝状

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是延庆区发展的目标。因此守住延庆的好山好

态,表现最为突出就是位于我区白河堡水库南岸生长的意大利苍耳,直接

水好生态,防止外来入侵植物的危害和蔓延,保证地区生态系统平衡,是今

导致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丧失,不仅如此还降低了本地土壤肥力及导

后林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致水质下降。
6.2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入侵植物一旦入侵成功,就会造成直接和间
接的经济损失,在其控制和防治方面代价大,费用高。
6.3危害人体健康。外来入侵植物不但对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造成影
响,还直接威胁到人体健康,如豚草的花粉,引起花粉过敏。带有棘刺的入侵
植物,刺痛身体,对人皮肤易造成伤害。具有攀援能力的刺果瓜,常缠绕在农
作物或者果树上,严重影响其他植物的生长,也会妨碍人类的生产活动。

7 典型外来入侵植物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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