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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入侵种的大海洋生态系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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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袁山东 青岛 圆远远员园园冤

摘摇 要院通过对中国海洋入侵种在大海洋生态系空间分布规律的分析袁发现中国海洋入侵种的空间分布存

在如下规律院渊员冤东海大海洋生态系海洋入侵种的种类最多袁其次是南海和黄海曰渊圆冤植物性海洋入侵种种

类最多袁其次是动物和微生物曰渊猿冤多数海洋入侵种存在跨大海洋生态系分布的特点袁较少海洋入侵种存

在单一的大海洋生态系中遥 本文认为袁保持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是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袁以大

海洋生态系为重要坐标和参照袁对中国海洋入侵种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海洋入侵种防治工作

有的放矢的开展遥
关键词院海洋入侵种曰大海洋生态系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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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伴随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国际交往袁一些物

种由原生存地借助于人为作用或其他途径移居到

另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和在新的栖息地繁殖并建立

稳定种群袁这些物种被称为外来物种咱员暂 遥 更有些

外来物种在到达新的定居区后袁由于原栖息地的

压力消失袁在新的栖息地发生爆发性生长并失去

控制袁成为入侵物种渊 蚤灶增葬泽蚤增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冤袁形成外来

物种入侵渊 藻曾燥贼蚤糟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增葬泽蚤燥灶冤遥 随着国际贸

易往来和旅游业的发展袁生物入侵在我国不断加

剧咱圆暂 袁正在成为威胁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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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世界的生物多样性正受到严重

威胁袁其中袁生物入侵已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因素之一咱猿暂 遥 外来入侵生物给中国生物多样

性尧生态环境和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咱源暂 遥 外来

种入侵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日益加剧袁已经

危及到我国的生态安全遥 生物入侵是全球变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对自然生态系统安全造成巨大威

胁袁已经成为生态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咱缘暂 遥
本文数据主要采集自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

究所野中国外来海洋生物物种基础信息数据库

渊外来海洋物种数据库冤冶的有关内容袁部分内容

参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制作的

野中国农业有害生物信息系统渊中国外来入侵植

物信息库袁中国外来入侵植物信息库袁中国外来入

侵微生物信息库冤冶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外来入侵生物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制作的野中国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院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

据库冶遥 其中袁尤以第一个来源作为主要依据遥
综上袁所形成的中国海洋入侵种数据库袁有微生物

员缘 种袁占 苑援 怨园豫 曰植物 员员员 种袁占 缘愿援 源圆豫 曰动物

远源 种袁占 猿猿援 远愿豫 曰合计 员怨园 种遥

员摇 中国海洋入侵物种的类型及其生存环境

员援 员摇 中国海洋入侵种的主要类型

中国海洋入侵种主要包括微生物尧植物和动

物三种遥 微生物海洋入侵种主要是指对农作物尧
林木及经济鱼虾类带来危害的病原微生物袁是包

括细菌尧病毒尧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尧显
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遥 植物海洋入侵

种主要是指在农业尧林业尧湿地尧草原尧淡水尧海洋

等不同生态系统中带来危害与威胁的有害植物袁
如草本尧藤本尧灌木尧藻类等植物及部分有明显危

害性的乔木遥 动物海洋入侵种主要是指对农林牧

渔业生产带来危害的有害昆虫尧鱼尧两栖爬行

类等遥
在中国沿海地区存在的海洋入侵种中袁共有

远源 种动物袁分布在 苑 门 员猿 纲渊表 员冤遥 在中国沿海

地区存在的海洋入侵种中袁共有 员员员 种植物袁分布

在 苑 门 怨 纲遥 微生物是包括细菌尧病毒尧真菌以及

一些小型的原生动物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袁
中国海洋入侵种中袁共有 员缘 种微生物袁主要分布

在病毒门和细菌门袁其中病毒门微生物 员猿 种袁细
菌门微生物 圆 种遥

表 员摇 中国海洋入侵种的主要类型

栽葬遭援 员 酝葬蚤灶 贼赠责藻泽 燥枣皂葬则蚤灶藻 蚤灶增葬泽蚤增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 悦澡蚤灶葬
微生物海洋入侵种 摇 摇 摇 摇 植物海洋入侵种 动物海洋入侵种

类型 种数 辕种 类型 种数 辕种 类型 种数 辕种
病毒门 员猿
细菌门 圆 被子植物门

单子叶植物纲 员源 刺胞动物门 粘体动物亚门 员
双子叶植物纲 远苑 环节动物门 多毛纲 员

硅藻门
羽纹纲 猿
中心纲 苑

褐藻门 褐藻纲 圆
黄藻门 针胞藻纲 员
甲藻门 甲藻纲 员缘
金藻门 金藻纲 员
蓝藻门 蓝藻纲 员

棘皮动物门

脊索动物门

节肢动物门

软体动物门

苔藓动物门

海胆纲 员
哺乳纲 圆
海鞘纲 远
两栖纲 猿
爬行纲 员
鱼纲 远

甲壳纲 员圆
昆虫纲 远
瓣鳃纲 远
腹足纲 缘
裸唇纲 员员
狭唇纲 猿

合计 员缘 合计 员员员 合计 远源

员援 圆摇 中国海洋入侵种的生存环境

海洋入侵种的生境在总体上可划分为海洋和

海岸地区两大类袁基于研究需要袁海岸地区又可划

分为近岸海域和滨海陆地两部分袁因此形成三大

生境袁即海洋生境尧近岸海域生境以及滨海陆地生

境 猿 部分渊表 圆冤袁中国海域的海洋入侵种共有 员怨园
种生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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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摇 摇 中国海洋入侵种的生境分布

栽葬遭援 圆 蕴蚤增蚤灶早 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蚤灶增葬泽蚤增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 悦澡蚤灶葬
生境

合计 微生物 植物 动物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海洋 缘愿 猿园援 缘猿 猿 缘援 员苑 圆园 猿源援 源怨 猿缘 远园援 猿源
近岸海域 远源 猿猿援 远愿 员圆 员愿援 苑缘 猿园 源远援 愿苑 圆圆 猿源援 猿愿
滨海陆地 远愿 猿缘援 苑怨 园 园 远员 愿怨援 苑员 苑 员园援 圆怨
合计 员怨园 员园园 员缘 苑援 愿怨 员员员 缘愿援 源圆 远源 猿猿援 远怨

摇 摇 海洋是地球生物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海洋

生物对维护整个地球生物圈的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咱远暂遥 海洋生境中有外来物种 缘愿 种袁占中国

海洋入侵种的猿园援缘猿豫遥 其中袁微生物猿 种袁占缘郾 员苑豫曰
动物 猿缘 种袁占 远园援 猿源豫曰植物 圆园 种袁占 猿源援 源怨豫遥

近岸海域是在水面和陆地接触处袁经波浪尧潮
汐和海流等作用下形成的滨水地带袁近岸海域兼

有海洋和陆地水体环境袁是海水尧咸淡水和淡水混

合尧过渡和衔接区袁该生境中主要包括 远源 种海洋

入侵种袁占中国海洋入侵种的 猿猿援 远愿豫 遥 其中袁微
生物 员圆 种袁占 员愿援 苑缘豫 曰动物 圆圆 种袁占 猿源援 猿愿豫 曰
植物 猿园 种袁占 源远援 愿苑豫 遥 近岸海域中的海洋入侵

种大多在咸水和淡水中均可生存袁分布在近海的

河口尧湖泊尧湿地和养殖场所等遥
滨海陆地是紧邻海滨袁在海滨向陆一侧袁包括

海崖尧上升阶地尧陆侧的低平地带尧沙丘或稳定的

植被地带遥 滨海陆地有外来物种 远愿 种袁占中国海

洋入侵种的 猿缘援 苑怨豫 袁其中袁微生物 园 种袁占 园曰动
物 苑 种袁占 员园援 圆怨豫 曰植物 远员 种袁占 愿怨援 苑员 豫 遥 主

要生活在近海的海岸地带袁又可以具体区分为草

地海岸尧耕地海岸尧灌木丛海岸尧居民区海岸尧内陆

海岸尧平缓坡地海岸和森林海岸等遥
从各种海洋入侵种的生境分布来看渊表 猿冤袁

微生物海洋入侵种主要分布在海洋生境和近岸海

域生境袁前者所占的比例是 圆园豫 袁后者的比例是

愿园豫 遥 植物海洋入侵种在三种生境中均有分布袁
但主要分布在滨海陆地上袁占 缘源援 怨缘豫 曰其次是近

岸海域袁占 圆苑援 园猿豫 曰较少分布在海洋中渊主要是

海藻类植物冤袁占 员愿援 园圆豫 遥 动物海洋入侵种在三

种生境中亦均有分布袁其中海洋生境中的动物占

缘源援 远怨豫 袁近岸海域中的动物占 猿源援 猿愿豫 袁滨海陆

地上的动物较少袁占 员园援 怨源豫 遥
表 猿摇 我国各种海洋入侵种的生存环境

栽葬遭援 猿 蕴蚤增蚤灶早 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蚤灶增葬泽蚤增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 悦澡蚤灶葬
生境

合计 海洋 近岸海域 滨海陆地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微生物 员缘 苑援 怨园 猿 圆园援 园园 员圆 愿园援 园园 园 园
植物摇 员员员 缘愿援 源圆 圆园 员愿援 园圆 猿园 圆苑援 园猿 远员 缘源援 怨缘
动物摇 远源 猿猿援 远愿 猿缘 缘源援 远怨 圆圆 猿源援 猿愿 苑 员园援 怨源
合计摇 员怨园 员园园 缘愿 猿园援 缘猿 远源 猿猿援 远愿 远愿 猿缘援 苑怨

圆摇 各大海洋生态系海洋入侵种的分布

圆援 员摇 大海洋生态系海洋入侵种概况

野大海洋生态系冶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家

于上世纪 愿园 年代 先提出袁目前全球范围内共划

定大海洋生态系 远源 个袁中国的黄海尧东海和南海

都在列咱苑暂 遥 大海洋生态系主要位于沿岸带近海袁
是全球初级生产力 高的区域袁也是人类活动

频繁尧受外来干扰 重的区域遥 在我国 猿 个大海

洋生态系中渊表 源冤袁海洋入侵种均有分布袁但数量

不一尧类型各异遥

表 源摇 中国各大海洋生态系中海洋入侵种的类型和数量

栽葬遭援 源 栽赠责藻泽 葬灶凿 择怎葬灶贼蚤贼赠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蚤灶增葬泽蚤增藻 泽责藻糟蚤藻泽 蚤灶 造葬则早藻 皂葬则蚤灶藻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燥枣 悦澡蚤灶葬
大海洋生态系

合计员 微生物圆 动物圆 植物圆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种数 比例 辕 渊豫 冤

黄海 员圆园 远猿援 员远 远 缘援 园园 源缘 猿苑援 缘园 远怨 缘苑援 缘园
东海 员猿愿 苑圆援 远猿 猿 圆援 员苑 源苑 猿源援 园远 愿愿 远猿援 苑苑
南海 员猿园 远愿援 源圆 远 源援 远圆 源怨 猿苑援 远怨 苑缘 缘苑援 远怨

摇 摇 注院野员冶指的是各大海洋生态系海洋入侵种占所有海洋入侵种渊员怨园 种冤的比例曰野圆冶指的是各种海洋入侵种占所在大海洋生态系海

洋入侵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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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圆摇 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中的海洋入侵种

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中存在海洋入侵种 员圆园
种遥 其中袁微生物性海洋入侵种共有 远 种袁主要寄

生在虾类和鱼类身体中袁存在于黄海和渤海海区

的海洋尧咸淡水和河口淡水以及滨海海水和淡水

养殖区中遥 在黄海大海洋生态系中袁共有动物性

海洋入侵种 源缘 种袁除 圆 种哺乳纲动物和 猿 种昆虫

纲动物之外袁其他 源园 种动物均生活在渤海和黄海

沿海的海水尧咸淡水和河口淡水中遥 在黄海大海

洋生态系中的渤海和黄海海区中袁远怨 种植物性海

洋入侵种中有 源园 种双子叶植物生活在滨海陆地

上曰圆源 种藻类植物生长在渤海和黄海沿海地区的

海水尧咸淡水和河口淡水中袁大米草和互花米草生

活在沿海滩涂中袁其他植物主要生长在滨海陆

地上遥
圆援 猿摇 东海大海洋生态系中的海洋入侵种

东海大海洋生态系中存在海洋入侵种 员猿愿
种袁其中微生物性海洋入侵种 猿 种袁动物性海洋入

侵种 源苑 种袁植物性海洋入侵种 愿愿 种遥 这 猿 种微

生物性海洋入侵种主要来自病毒门袁主要寄生在

虾类和鱼类身体中袁存在于东海海区的海洋尧咸淡

水和河口淡水以及滨海海水和淡水养殖区中遥 在

东海大海洋生态系的东海海区中的 源苑 种动物性

海洋入侵种中袁除 员 种哺乳纲动物和 远 种昆虫纲

动物之外袁其他 源园 种动物均生活在东海大海洋生

态系东海沿海的海水尧咸淡水和河口淡水中遥 在

东海大海洋生态系的东海海区中的 愿愿 种植物性

海洋入侵种中袁圆远 种藻类植物主要生长在东海大

海洋生态系东海沿海地区的海水尧咸淡水和河口

淡水中袁大米草和互花米草生活在沿海滩涂中袁其
他植物主要生长在滨海陆地上遥
圆援 源摇 南海大海洋生态系中的海洋入侵种

南海大海洋生态系中存在海洋入侵种 员猿园
种袁其中袁微生物性海洋入侵种共有 远 种袁动物性

海洋入侵种 源怨 种袁植物性海洋入侵种 苑缘 种遥 这 远
种微生物性海洋入侵种主要寄生在虾类和鱼类身

体中袁存在于南海大海洋生态系南海海区的海洋尧
咸淡水和河口淡水以及滨海海水和淡水养殖区

中遥 在南海大海洋生态系南海海区中的 源怨 种动

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除 员 种哺乳纲动物和 源 种昆

虫纲动物之外袁其他 源源 种动物均生活在南海大海

洋生态系南海沿海的海水尧咸淡水和河口淡水中遥
在上述 苑缘 种植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圆源 种藻类植

物主要生长在南海大海洋生态系南海沿海地区的

海水尧咸淡水和河口淡水中袁大米草和互花米草生

活在沿海滩涂中袁其他植物主要生长在滨海陆

地上遥
猿摇 海洋入侵种在大海洋生态系中的分布

如上所述袁在我国沿海地区存在的 员怨园 种海

洋入侵种袁在不同海洋生态系的分布存在比较大

的差异袁可以分成单一大海洋生态系存在尧多海洋

生态系存在和在各海洋生态均有分布等 猿 种类

型遥 下面将结合其数量和类型进行分析遥 在我国

沿海地区广泛存在的 员怨园 种海洋入侵种中袁除了

上述 员愿员 种海洋入侵种之外袁其余 怨 种海洋入侵

种无法确定其分布地域遥
猿援 员摇 单一大海洋生态系分布的海洋入侵种

在微生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细菌门的芦笋枯

萎病菌 渊云怎泽葬贼蚤怎皂 燥曾赠泽责燥则怎皂 渊 杂糟澡造藻糟澡贼援 冤 枣援 泽责援
葬泽责葬则葬早蚤 悦燥澡藻灶 驭 匀藻葬造凿冤主要存在于南海大海洋

生态系袁以台湾地区海域为主曰病毒门的传染性造

血组织坏死病菌渊 陨灶枣藻糟贼蚤燥怎泽 澡藻皂葬贼燥责燥蚤藻贼蚤糟 灶藻糟则燥泽蚤泽
增蚤则怎泽袁 陨匀晕灾冤主要存在于黄海大海洋生态系袁以
辽宁省海域为主曰大菱鲆红体病虹彩病毒渊栽怎则遭燥贼
则藻凿凿蚤泽澡 遭燥凿赠 蚤则蚤凿燥增蚤则怎泽袁栽砸月陨灾冤主要存在于黄海大

海洋生态系袁以山东省海域为主遥
在动 物 性 海 洋 入 侵 种 中袁 中 间 球 海 胆

渊 杂贼则燥灶早赠造燥糟藻灶贼则燥贼怎泽 蚤灶贼藻则皂藻凿蚤怎泽 冤尧 真 海 鞘 渊 匀葬造燥鄄
糟赠灶贼澡蚤葬 则燥则藻贼扎蚤 阅则葬泽糟澡藻冤尧虹鳟渊韵灶糟燥则澡赠灶糟澡怎泽 皂赠噪蚤泽泽
渊宰葬造遭葬怎皂冤冤尧美洲红点鲑 渊 杂葬造增藻造蚤灶怎泽 枣燥则灶贼蚤灶葬造蚤泽
渊酝蚤贼糟澡蚤怎冤冤尧海湾扇贝 渊 粤则早燥责藻糟贼藻灶泽 蚤则则葬凿蚤葬泽 渊 蕴葬鄄
皂葬则糟噪冤冤尧欧洲大扇贝渊孕藻糟贼藻灶 皂葬曾蚤皂怎泽冤等主要存

在于黄海大海洋生态系袁生长在渤海和黄海的辽

宁尧河北和山东等省海域遥 梯状福寿螺渊孕燥皂葬糟藻葬
泽糟葬造葬则蚤泽 韵则遭蚤早灶赠冤主要存在于东海大海洋生态系袁
生长东海的台湾海域曰曲波灰蝶渊悦葬贼燥责赠则燥责泽 葬灶鄄
糟赠则葬 葬造皂燥则葬 渊阅则怎糟藻冤冤主要存在于东海大海洋生

态系的滨海陆地上袁以台湾地区为主遥 河蛙渊砸葬鄄
灶葬 渊 粤择怎葬则葬灶葬 冤 澡藻糟噪泽糟澡藻则蚤 宰则蚤早澡贼 冤尧 猪 蛙 渊 砸葬灶葬
渊粤择怎葬则葬灶葬冤 早则赠造蚤燥 杂贼藻躁灶藻早藻则冤和越南石龟渊酝葬怎则藻鄄
皂赠泽 皂怎贼蚤糟葬 悦葬灶贼燥则冤主要存在于南海大海洋生态系

的近岸水域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省份曰藁杆双脐

螺渊月蚤燥皂责澡葬造葬则蚤葬 泽贼则葬皂蚤灶藻葬 渊阅怎灶噪藻则冤冤和指甲履螺

渊悦藻则责蚤凿怎造葬 燥灶赠曾 杂燥憎藻则遭赠冤等腹足纲动物主要存在

于南海大海洋生态系的近岸水域袁以广东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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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为主曰麦瑞加拉鲮咱悦蚤则则澡蚤灶葬 皂则蚤早葬造葬渊匀葬皂蚤造鄄
贼燥灶冤暂和红罗非鱼渊栽蚤造葬责蚤葬 泽责援 冤等鱼纲动物袁以及

红鳌鳌虾渊悦澡藻则葬曾 择怎葬凿则蚤糟葬蚤灶葬贼怎泽 粤怎泽贼则葬造蚤藻灶冤等拟

螯虾科动物主要存在于南海大海洋生态系的广

东尧海南以及港澳地区等海水和咸淡水中遥
在植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扁穗雀麦渊月则燥皂怎泽

怎灶蚤燥造燥蚤凿藻泽冤尧芒苞车前渊孕造葬灶贼葬早燥 葬则蚤泽贼葬贼葬 酝蚤糟澡曾援 冤尧
红车轴草 渊 栽则蚤枣燥造蚤怎皂 责则葬贼藻灶泽藻 蕴援 冤尧三裂叶豚草

渊粤皂遭则燥泽蚤葬 贼则蚤枣蚤凿葬 蕴援 冤尧水飞蓟渊 杂蚤造赠遭怎皂 皂葬则蚤葬灶怎皂
郧葬藻则贼灶援 冤尧小茼蒿 渊 悦澡则赠泽葬灶贼澡藻皂怎皂 糟葬则蚤灶葬贼怎皂 杂糟鄄
澡燥怎泽遭援 冤尧黄顶菊咱云造葬增藻则蚤葬 遭蚤凿藻灶贼蚤泽渊蕴援 冤 运怎灶贼扎藻暂尧
密花独行菜渊蕴藻责蚤凿蚤怎皂 凿藻灶泽蚤枣造燥则怎皂 杂糟澡则葬凿援 冤尧野罂

粟渊 孕葬责葬增藻则 灶怎凿蚤糟葬怎造藻 蕴援 冤尧毛酸浆 渊 孕澡赠泽葬造蚤泽 责怎鄄
遭藻泽糟藻灶泽蕴援 冤尧大爪草渊杂责藻则早怎造葬 葬则增藻灶泽蚤泽 蕴援 冤尧狗筋麦

瓶草咱杂蚤造藻灶藻 增怎造早葬则蚤泽 渊酝燥藻灶糟澡援 冤 郧葬则糟噪藻暂和黄木犀

草渊砸藻泽藻凿葬 造怎贼藻葬 蕴援 冤等存在于黄海大海洋生态系

的滨海陆地上袁以江苏和山东尧河北尧辽宁尧天津等

环渤海省市为主曰褐藻门植物舌状酸藻渊阅藻泽皂葬则藻泽鄄
贼蚤葬 造蚤早怎造葬贼葬 蕴葬皂燥怎则燥怎曾冤和黄藻门植物赤潮异弯藻

渊匀藻贼藻则燥泽蚤早皂葬 葬噪葬泽澡蚤憎燥 匀葬凿葬冤存在于黄海大海洋

生态系的海洋中袁以辽宁和山东海域为主遥 禾本

科的臂形草 渊 月则葬糟澡蚤葬则蚤葬 藻则怎糟蚤枣燥则皂蚤泽冤尧类地毯草

渊粤曾燥灶燥责怎泽 葬枣枣蚤灶蚤泽 悦澡葬泽藻冤 和洋野黍 渊 孕葬灶蚤糟怎皂 凿蚤鄄
糟澡燥贼燥皂蚤枣造燥则怎皂 酝蚤糟澡曾援 冤袁以及豆科的刺轴含羞草

渊酝蚤皂燥泽葬 责蚤早则葬冤尧桔梗科的穿叶异檐花咱栽则蚤燥凿葬灶蚤泽
责藻则枣燥造蚤葬贼葬渊蕴援 冤 晕蚤藻怎憎贼援 暂存在于东海大海洋生态系

的滨海陆地上袁分布地以福建尧台湾等为主曰硅藻

门的斑点海链藻咱栽澡葬造葬泽泽蚤燥泽蚤则葬 责怎灶糟贼蚤早藻则葬渊悦葬泽贼则葬鄄
糟葬灶藻冤 匀葬泽造藻暂存在于东海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中袁
以福建和台湾海域为主遥 菊科的刺苞果咱粤糟葬灶鄄
贼澡燥泽责藻则皂怎皂 葬怎泽贼则葬造藻渊蕴援 冤 运怎灶贼扎藻暂尧紫茎泽兰渊粤早藻则鄄
葬贼蚤灶葬 葬凿藻灶燥责澡燥则葬 杂责则藻灶早冤和硬毛刺苞果渊粤糟葬灶贼澡燥鄄
泽责藻则皂怎皂 澡蚤泽责蚤凿怎皂 阅悦援 冤袁以及锦葵科的泡果苘咱粤鄄
遭怎贼蚤造燥灶 糟则蚤泽责怎皂渊蕴援 冤 酝藻凿蚤糟援 暂尧仙人掌科的梨果仙

人掌咱韵责怎灶贼蚤葬 枣蚤糟怎泽鄄蚤灶凿蚤糟葬渊蕴援 冤 酝蚤造造暂袁存在于南海

大海洋生态系的滨海陆地上袁分布地以广西尧海南

和港 澳 地 区 等 为 主曰 硅 藻 门 的 洞 刺 角 刺 藻

渊悦澡葬藻贼燥糟藻则燥泽 糟燥灶糟葬怎蚤糟燥则灶蚤泽冤和微缘羽纹藻咱孕蚤灶灶怎鄄
造葬则蚤葬 增蚤则蚤凿蚤泽 增葬则援 泽怎凿藻贼蚤糟葬 渊匀蚤造泽藻冤 匀怎泽贼藻凿贼暂存在于

南海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中袁分布地以香港地区

为主遥
猿援 圆摇 多生态系分布的海洋入侵种

在微生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病毒门的传染性

胰腺坏死病毒渊陨灶枣藻糟贼蚤燥怎泽 责葬灶糟则藻葬贼蚤糟 灶藻糟则燥泽蚤泽 增蚤则怎泽袁
陨孕晕灾冤和中肠腺坏死杆状病毒渊月葬糟怎造燥增蚤则葬造 皂蚤凿早怎贼
早造葬灶凿 灶藻糟则燥泽蚤泽 贼赠责藻 增蚤则怎泽藻泽袁 月酝晕灾冤主要存在于黄

海和南海大海洋生态系袁以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和

山东省海域袁华南地区的广东和台湾等地区海域

为主遥 桃拉综合征病毒 渊 栽葬怎则葬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 增蚤则怎泽袁
栽杂灾冤主要存在于东海和南海大海洋生态系袁以华

东地区的福建省海域和华南两广地区海域为主遥
在动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哺乳纲的麝鼠渊韵灶鄄

凿葬贼则葬 扎蚤遭藻贼澡蚤糟葬冤存在于黄海和南海大海洋生态系

的滨海陆地上袁如环渤海地区尧江苏和广西等省曰
鱼纲的斑点海鳟咱悦赠灶燥泽糟蚤燥灶 灶藻遭怎造燥泽怎泽 渊悦怎增蚤藻则冤暂存
在于黄海和南海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中袁如辽宁尧
山东尧江苏尧广西等省份遥 哺乳纲的獭狸咱酝赠燥糟葬泽鄄
贼燥则 糟燥赠责怎泽渊酝燥造蚤灶葬冤暂存在于黄海和东海大海洋生

态系的滨海陆地上袁如江苏和福建省曰海鞘纲的柄

瘤海鞘渊杂贼赠藻造葬 糟造葬增葬 匀藻则凿皂葬灶冤袁瓣鳃纲的地中海

贻贝渊酝赠贼蚤造怎泽 早葬造造燥责则燥增蚤灶糟蚤葬造蚤泽 蕴葬皂葬则糟噪冤和硬壳蛤

咱酝藻则糟藻灶葬则蚤葬 皂藻则糟藻灶葬则蚤葬 渊蕴援 冤暂袁以及腹足纲的日本

盘鲍渊匀葬造蚤燥贼蚤泽 凿蚤泽糟怎泽 凿蚤泽糟怎泽 砸藻藻增藻冤存在于黄海和东

海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中袁如辽宁尧河北尧天津尧山
东尧江苏尧上海尧浙江尧台湾尧福建等省市沿海地区遥
海鞘纲的褶瘤海鞘渊杂贼赠藻造葬 责造蚤糟葬贼葬 蕴藻泽怎藻怎则冤尧瓣鳃

纲的沙筛贝渊酝赠贼蚤造燥责泽蚤泽 泽葬造造藻蚤冤尧腹足纲的福寿螺

渊孕燥皂葬糟藻葬 糟葬灶葬造蚤糟怎造葬贼葬冤以及甲壳纲的韦氏团水虱

渊杂责澡葬藻则燥皂葬 憎葬造噪藻曾蚤 杂贼藻遭遭蚤灶早冤和罗氏沼虾渊酝葬糟则燥鄄
遭则葬糟澡蚤怎皂 则燥泽藻灶遭藻则早蚤蚤冤存在于东海和南海大海洋生

态系的海洋中袁如浙江尧福建尧台湾尧广东尧广西尧海
南尧香港尧澳门等省区曰两栖纲的泰国虎纹蛙渊砸葬鄄
灶葬 贼蚤早则蚤灶葬 糟葬灶贼燥则冤袁昆虫纲的水椰八角铁甲咱韵糟贼鄄
燥凿燥灶贼葬 灶蚤责葬藻渊酝葬怎造蚤噪冤暂和椰心叶甲咱月则燥灶贼蚤泽责葬 造燥灶鄄
早蚤泽泽蚤皂葬 渊郧藻泽贼则燥冤暂等存在于东海和南海大海洋生

态系的滨海陆地上遥
在植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禾本科的巴拉草

渊月则葬糟澡蚤葬则蚤葬 皂怎贼蚤糟葬冤尧地毯草咱粤曾燥灶燥责怎泽 糟燥皂责则藻泽泽怎泽
渊杂憎葬则贼扎冤 月藻葬怎增援 暂尧红毛草 咱砸澡赠灶糟澡藻造赠贼则怎皂 则藻责藻灶泽
渊憎蚤造凿援 冤 悦援 耘援 匀怎遭遭援 暂尧蒺藜草渊悦藻灶糟澡则怎泽 藻糟澡蚤灶葬贼怎泽
蕴援 冤尧两耳草渊孕葬泽责葬造怎皂 糟燥灶躁怎早葬贼怎皂 月藻则早蚤怎泽冤尧铺地

黍渊孕葬灶蚤糟怎皂 则藻责藻灶泽 蕴援 冤袁大戟科的麻疯树渊 允葬贼则燥鄄
责澡葬 糟怎则糟葬泽 蕴援 冤袁景天科的落地生根咱月则赠燥责澡赠造造怎皂
责蚤灶灶葬贼怎皂渊蕴援 枣援 冤 韵噪藻灶暂袁菊科的假臭草渊耘怎责葬贼燥则蚤鄄
怎皂 糟葬贼葬则蚤怎皂 灾藻造凿噪葬皂责冤和三裂蟛蜞菊咱宰藻凿藻造蚤葬 贼则蚤鄄
造燥遭葬贼葬 渊蕴援 冤 粤援 杂援 匀蚤贼糟澡糟暂尧薇甘菊渊酝蚤噪葬灶蚤葬 皂蚤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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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则葬灶贼澡葬 匀援 月援 运援 冤和平滑苍耳咱载葬灶贼澡蚤怎皂 早造葬遭则怎皂
渊阅悦援 冤 月则蚤贼贼援 暂袁爵床科的鸭嘴花渊粤凿澡葬贼燥凿葬 增葬泽蚤糟葬
晕藻藻泽援 冤尧玄参科的野甘草渊杂糟燥责葬则蚤葬 凿怎造糟蚤泽 蕴援 冤尧旋
花科的三裂叶薯渊 陨责燥皂燥藻葬 贼则蚤造燥遭葬 蕴援 冤尧十字花科

的豆瓣菜渊晕葬泽贼怎则贼蚤怎皂 燥枣枣蚤糟蚤灶葬造藻 砸援 月则援 冤尧茄科的喀

西茄咱杂燥造葬灶怎皂 葬糟怎造藻葬贼蚤泽泽蚤皂怎皂 允葬糟择援 渊杂援 噪澡葬泽蚤葬灶怎皂
悦造葬则噪藻冤暂和水茄渊杂燥造葬灶怎皂 贼燥则增怎皂 杂憎葬则贼扎冤尧柳叶菜

科的粉花月见草渊韵藻灶燥贼澡藻则葬 则燥泽藻葬 蕴鸳匀佴则援 藻曾 粤蚤贼援 冤
和海边月见草渊韵藻灶燥贼澡藻则葬 凿则怎皂皂燥灶凿蚤蚤 匀燥燥噪援 冤尧马
鞭草科的马缨丹渊蕴葬灶贼葬灶葬 糟葬皂葬则葬 蕴援 冤尧木麻黄科

的木麻黄渊悦葬泽怎葬则蚤灶葬 藻择怎蚤泽藻贼蚤枣燥造蚤葬 蕴援 冤尧落葵科的落

葵薯咱粤灶则藻凿藻则葬 糟燥则凿蚤枣燥造蚤葬渊栽藻灶燥则藻 冤 杂贼藻藻灶蚤泽暂尧仙人

掌科的单刺仙人掌咱韵责怎灶贼蚤葬 皂燥灶葬糟葬灶贼澡葬 渊宰蚤造造凿援 冤
匀葬憎援 暂尧苋科的刺花莲子草渊粤造贼藻则灶葬灶贼澡藻则葬 责怎灶早藻灶泽
匀援 月援 运援 冤和匙叶莲子草渊粤造贼藻则灶葬灶贼澡藻则葬 责葬则燥灶赠糟澡鄄
蚤燥蚤凿藻泽 杂贼援 匀蚤造葬蚤则藻冤等均存在于东海和南海大海洋

生态系的滨海陆地上曰甲藻门的微小亚历山大藻

渊粤造藻曾葬灶凿则蚤怎皂 皂蚤灶怎贼怎皂匀葬造蚤皂冤袁硅藻门的丛毛辐杆

藻渊月葬糟贼藻则蚤葬泽贼则怎皂 糟燥皂燥泽怎皂 孕葬增蚤造造葬则凿冤袁以及蓝藻门

的红海束毛藻 渊 栽则蚤糟澡燥凿藻泽皂蚤怎皂 藻则赠贼澡则葬藻怎皂 耘澡则藻灶鄄
遭藻则早冤等均存在于东海和南海大海洋生态系的海

洋中遥 莼菜科的水盾 草 渊 悦葬遭燥皂遭葬 糟葬则燥造蚤灶蚤葬灶葬
郧则葬赠冤袁 大戟科的齿裂大戟 渊 耘怎责澡燥则遭蚤葬 凿藻灶贼葬贼葬
酝蚤糟澡曾援 冤和泽漆渊耘怎责澡燥则遭蚤葬 澡藻造蚤燥泽糟燥责蚤葬藻 运援 冤袁藜科

的杂配藜渊悦澡藻灶燥责燥凿蚤怎皂 澡赠遭则蚤凿怎皂 蕴援 冤袁菊科的大

狼把草 渊 月蚤凿藻灶泽 枣则燥灶凿燥泽葬 蕴援 冤尧加拿大一枝黄花

渊杂燥造蚤凿葬早燥 糟葬灶葬凿藻灶泽蚤泽 蕴援 冤尧菊芋渊匀葬造蚤葬灶贼澡怎泽 贼怎遭藻则燥泽鄄
怎泽 蕴援 冤尧豚草渊粤皂遭则燥泽蚤葬 葬则贼藻皂蚤泽蚤蚤枣燥造蚤葬 蕴援 冤尧钻形紫

菀渊粤泽贼藻则 泽怎遭怎造葬贼怎泽冤尧大麻叶泽兰渊耘怎责葬贼燥则蚤怎皂 糟葬灶鄄
灶葬遭蚤灶怎皂 蕴援 冤尧 小 蓬 草 咱 悦燥灶赠扎葬 糟葬灶葬凿藻灶泽蚤泽 渊 蕴援 冤
悦则燥灶择援 暂等均存在于黄海和东海大海洋生态系的

滨海陆地上遥 甲藻门的链状亚历山大藻渊粤造藻曾葬灶鄄
凿则怎皂 糟葬贼藻灶藻造造葬 月葬造藻糟澡冤袁 硅藻门的笔尖根管藻

渊砸澡蚤扎燥泽燥造藻灶蚤葬 泽贼赠造蚤枣燥则皂蚤泽 月则蚤早澡贼憎藻造造冤袁以及褐藻门的

裙带菜渊杂责葬则贼蚤灶葬 葬造贼藻则灶蚤枣造燥则葬 蕴燥蚤泽藻造冤等均存在于黄

海和东海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中遥
猿援 猿 各大海洋生态系均有分布的海洋入侵种

在微生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病毒门的传染性

皮下及造血器官坏死病毒渊 陨灶枣藻糟贼蚤燥灶泽 澡赠责燥凿藻则皂葬鄄
造葬灶凿 澡葬藻皂葬贼燥责燥蚤藻贼蚤糟 灶藻则燥泽蚤泽 增蚤怎则泽袁 陨匀匀晕灾冤和淋巴

囊肿病毒渊蕴赠皂责澡燥糟赠泽贼蚤泽 凿蚤泽藻葬泽藻 增蚤则怎泽袁 蕴悦阅灾冤在我

国黄海尧东海和南海等三个大海洋生态系均有分

布袁存在于我国从渤海到南海的广大海域中遥 在

动物性海洋入侵种中袁环节动物门的华美盘管虫

咱匀赠凿则燥蚤凿藻泽 藻造藻早葬灶泽 渊孕燥造赠糟澡葬藻贼葬冤暂袁海鞘纲的冠瘤

海鞘渊杂贼赠藻造葬 糟葬灶燥责怎泽 杂葬增蚤早灶赠冤尧玻璃海鞘渊悦蚤燥灶葬 蚤灶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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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球形棕囊藻咱孕澡葬藻燥糟赠泽贼蚤泽 责燥怎糟澡藻贼蚤蚤 渊匀葬则蚤燥贼冤 蕴葬鄄
早藻则澡藻蚤皂暂等在我国黄海尧东海和南海等 猿 个大海

洋生态系均有分布袁存在于我国从渤海到南海的

广大海域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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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摇 结摇 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海岸地带城镇化进程的

加速袁大量生物物种经由有意或无意等多重渠道

而离开原产地扩散到世界各地袁对当地的生态环

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袁其中尤以对海洋及近海

海岸地带的生物入侵影响巨大遥 通过对中国海洋

入侵种在大海洋生态系分布规律的分析袁研究发

现如下规律院渊员冤东海大海洋生态系海洋入侵种

的种类 多袁其次是南海和黄海曰渊圆冤以植物性海

洋入侵种为 多袁其次是动物和微生物曰渊猿冤多数

海洋入侵种存在跨大海洋生态系分布的特点袁较
少海洋入侵种存在单一的大海洋生态系中遥 二十

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袁保持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是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袁因此袁对海洋

入侵种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具有其理论价值和实

践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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