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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合分析空心莲子草"5'32$%&%3<2$& B<0'"82$"0-2C#的入侵机制并探讨其防治方法!指出空心莲子草的成功入

侵与其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如无性繁殖)较强的表观可塑性)广泛的适应性)强大的抗逆性等密切相关!其次与生

境的可入侵性)人为干扰等外在因素也息息相关( 应将人工防除与化学)生物防除手段相结合!加强区域间管理!

适时适地采取最佳防除措施( 需加强入侵种空心莲子草与本地种的竞争关系研究!运用本地种防止其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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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入侵严重威胁着生物多样

性!影响生态系统功能!严重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并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生物入侵已成为全球气候变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被认为是仅次于生境破坏

的危害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大威胁*%+

( 中国的生物

入侵问题也受到极大关注**+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于 "##% 年公布&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名列其中的空心莲子草"5'32$%&%3<2$& B<0'"82$"0-2C#

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物种之一(

空心莲子草属苋科莲子草属!是一种水陆两栖

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又名喜旱莲子草)水花生)

革命草等( 空心莲子草原产于南美洲!现已遍布于

南美)北美)澳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水域和陆生生

境*, '++

!作为世界范围内有严重生态威胁的入侵种

之一!已对其入侵地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问

题*,!(+

( 空心莲子草在我国也已广泛分布!并对入

侵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危害!对农业)园艺)养殖

业)交通运输以及人类健康产生影响*/ '$#+

(

深入研究空心莲子草的入侵机制是进行预测

和防治的前提!同时也能丰富和发展入侵生态学理

论研究( 笔者从空心莲子草的分布与危害)影响其

入侵的因素)防治措施及其综合管理等方面进行综

述分析!探讨其入侵机制!为防治空心莲子草入侵

提供理论依据(

:;空心莲子草的分布与危害

空心莲子草于 "# 世纪 %# 年代作为饲料首次引

入我国上海等地!现在南至云南)广西)福建!北至

青海)陕西)山东等 "# 多个省"市)自治区#都能发

现其足迹*$$+

!几乎遍及我国黄河流域以南地区*(+

(

此外!空心莲子草有从东部沿海逐步向内陆扩散的

趋势!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更需要加强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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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子草的预防措施!尽量避免人为引进!以减少空

心莲子草的区域间传播*$"+

(

空心莲子草具有水)陆两生性!生境广泛!农田

"包括水田和旱地#)空地)鱼塘)沟渠)河道等环境

中均有分布*$%+

( 陆生型空心莲子草往往与农作物

争夺阳光)养分)水分等!造成农作物大量减产!公

园)居民区)人行道绿化带生长的空心莲子草常会

破坏绿化!孳生蚊蝇!危害人类身心健康%水生型空

心莲子草常覆盖大面积水域!堵塞河道!阻碍交通!

形成厚厚的毡层!使得水体溶氧量降低!光照减弱!

生物多样性降低!并影响鱼类生长*/+

(

<;空心莲子草成功入侵的内在因素

<>:;空心莲子草的繁殖方式

入侵植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有性繁殖和无

性繁殖 " 种生殖方式( 已有研究表明!空心莲子草

开花现象较为普遍!但由于花粉不育*$*+

!不结实或

结实率很低"仅为 +),`#

*,!$,+

!导致其有性繁殖能

力较低!主要依靠无性克隆繁殖进行入侵(

空心莲子草的无性繁殖为营养克隆繁殖!研究

表明其匍匐茎或根状茎均可进行繁殖!并具有较高

的繁殖能力!$ 节根状茎)匍匐茎或 #)" EB长肉质

状根片段均可以成活*$++

( 空心莲子草在生长周期

中可产生大量的匍匐茎!茎上每个节均可产生不定

根和营养枝!通过无性繁殖形成大量无性系株丛!

从而扩大种群生态空间*$(+

( 该物种根茎具有强大

的再生能力!即使经历严寒的冬季!河道中形成的

毡层底部的根茎在下个生长季节仍能繁殖出新的

植株*$/+

( 空心莲子草根茎的片段化程度较高!会产

生大量较小的无性分株系!促进其传播*$&+

!而节间

匍匐茎储存的营养物质对于空心莲子草抵御外界

干扰进行建群和成功入侵也具有重要作用*"#+

( 由

同一株空心莲子草克隆产生的子代植株间具有克

隆整合的特性!这对于其开拓和占据新的生境具有

重要作用*"$+

( 空心莲子草的成功入侵或许在一定

程度上与其强大的无性克隆繁殖能力相关!该繁殖

方式有助于其在入侵过程中实现种群的定居及扩

增!占据有利于自身生长的生态位*$(!$&+

(

<><;空心莲子草的遗传多样性和表观可塑性

遗传多样性是自然物种适应多变环境!扩增种

群的重要策略*""+

!然而通过随机扩增多态性 _1.

"Z.H_#技术和简单序列重复区间扩增多态性分子

标记"7DDZ#技术分析发现!空心莲子草具有较低的

遗传多样性*"% '"*+

!这有可能导致该物种具有较弱的

自然选择能力*",+

( 而事实证明空心莲子草适应环

境的能力较强!这主要是由于其具有较强的表观可

塑性*"+ '"(+

!能够适应多种生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遗传多样性的不足!使得其具有较高的入侵能

力*"*+

!比本地种适应性更高(

在不同的水分)养分和光照等自然因素影响

下!空心莲子草的出苗及生长常表现出一定的表观

可塑性( 在不同的环境因子影响下!植株的一些生

长指标!如株高)茎节长度)分枝强度)总生物量)根

冠比)光合速率及叶绿素含量等都会发生相应变

化!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例如在遮荫条件下!它可

以通过增加株高)叶面积和改变生物量分配来适应

弱光生境*"/ '%#+

( 空心莲子草的组织结构!如茎)叶

片对不同的水分条件也具有较高的表观可塑性!而

茎的表观可塑性往往强于叶片*%$+

( 空心莲子草的

这种表观可塑性是其适应多元化环境!实现各器官

最佳生物量配置的一种体现(

在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中!不同环境因子"如

光照和水分)光照和氮素)养分和水分)光照和种植

密度等#对空心莲子草的生长繁殖等往往具有交互

作用!空心莲子草在多因素影响下的表观可塑性往

往高于单因素下*%#+

( 氮沉降能显著弱化弱光照对

空心莲子草的不利影响!在未来持续高氮沉降情况

下!空心莲子草有向低氮土壤和弱光环境拓展的风

险*%"+

( 而光照和种植密度的交互作用使得低光照

强度)中种植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空心莲子草

的入侵能力*%%+

(

<>=;空心莲子草的广泛适应性与耐受性

空心莲子草具有较大的生态幅!对各种环境因

子具有很大的耐受性!抗逆性强!其广泛的适应性

与其较高的表观可塑性密切相关*&+

(

在干旱条件下!空心莲子草会增加其根冠比!

从而增强根系的水分吸收能力%在水生环境下!则

会产生大量的须根以适应环境变化( 空心莲子草

对光不敏感!全日照或 $#`日照条件下均可生

长*%"!%*+

( 在', h% i时!空心莲子草根和地下茎冷

冻 % h* K 仍具活力%当冬季水温降至 # i时!水面

植株大多已冻死!但水下部分植株仍有生命力%当

春季温度达 $# i时!地下茎根即可萌发生长*$$+

(

在干旱)涝渍)重金属胁迫或盐胁迫等逆境条

件下!空心莲子草的生理生态特性会发生许多变

化!诸如叶绿素含量降低)产生大量活性氧等!这些

活性氧若不加以清除!会对植物体造成严重的氧化

伤害( 超氧化物歧化酶"D]_#)过氧化物酶"H]_#

和过氧化氢酶"I.V#组成了生物体内重要的酶保

护系统!具有有效清除植物体内自由基和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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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作用*%,+

( 空心莲子草对干旱)涝渍)重金属

胁迫等逆性环境都有一定的受限范围!在受限范围

内!% 种酶组成的酶保护系统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但

超过其受限范围!则会对植物体造成伤害*%, '*#+

( 在

涝渍条件下!空心莲子草叶和根产生的脯氨酸也有

利于提高植物的抗涝能力*%(+

!而在干旱胁迫下!叶

比根更具有抗旱能力*%++

( 除此之外!空心莲子草还

具有较强的耐盐性和抗酸碱等能力!推测空心莲子

草可能向盐泽地蔓延**$+

(

=;空心莲子草成功入侵的外在因素

=>:;生境的可入侵性

什么样的环境容易被入侵和什么样的物种容

易入侵是生物入侵生态学的两个核心问题**"+

!因此

研究什么样的生境容易遭受空心莲子草的入侵对

研究其入侵机制和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具有重要

意义( 外来种的成功入侵与入侵植物本身的生活

史)生理和形态学等特性有关!同时也和生境特征)

群落结构)群落物种组成等密切相关( ?QV]1

**%+于

$&/, 年首次提出群落可入侵性假说!即土著种物种

多样性贫乏的群落更容易受到外来种入侵!而

_MN?D

***+论证了群落可入侵性与物种功能群多样

性的相互关系!两种假说均存在一定争议**, '*/+

(

XQMF?1VT.Q

**&+提出的可利用资源 天敌释放假

说近年来也得到了论证*,#+

( 此外!有研究表明!入

侵植物可通过自身生长来改变入侵环境的土壤养

分和酶活性!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实现种群的

进一步扩张*,$ ',"+

( X.DD?VV等*,%+研究表明!空心

莲子草的成功入侵与其改变当地鞘翅目甲虫类种

群有密切关系(

=><;人为干扰对空心莲子草入侵的影响

首先!全球化进程加速)经济发展)贸易额增

加)旅游业剧增均可促进外来种空心莲子草的入

侵*,*+

( 同时!人们对外来种常识的缺乏!使得已入

侵的空心莲子草等外来入侵种不断在区域间传播!

分布范围逐步扩大!危害程度也随之增加!因此对

空心莲子草进行生物入侵风险评估和加强区域间

管理非常必要*,, ',(+

( 其次!人为干扰对生境的破环

也促进了空心莲子草的入侵( 随着人类活动干扰

的不断加强!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诸如围湖造田)

工厂排污)大量捕捞鱼类等现象时有发生!原有的

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稳定性受到干

扰!物种多样性降低!使得本地生态系统对外来种

的抵抗能力减弱!从而促进了空心莲子草的入

侵**(!,/+

( 人类活动所致的异质性环境资源及胁迫

环境会形成本地物种无法利用的生态位!而空心莲

子草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耐受性!具有较大的生态

幅*,&+

!因此能够在受干扰的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

成为单一物种( 再次!人为干扰!如不适当的机械

收割和翻耕!会使得空心莲子草片段化!促进其

传播*+#+

(

=>=;全球变化对空心莲子草入侵的影响

全球大气变化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外来种入侵具有重要影响*+$ '+*+

( 如 I]

"

浓度增加能够提高外来入侵植物的竞争力!其浓度

的持续性增加更有利于提高 I

%

植物的竞争力*+$+

!

而空心莲子草是I

%

植物( 此外!I]

"

浓度增加可以

提高入侵植物的生物量!提高其资源利用率!同时

通过间接作用!如增加土壤水分)影响氮沉降等过

程促进外来植物的入侵*+*+

( 酸雨对空心莲子草幼

苗的早期生长存在一定影响!酸雨浓度过高会导致

其幼苗生物量等各生长指标表现出下降趋势!但 OT

值为 *), 和 ,)+ 条件下的模拟酸雨对其幼苗的最长

枝长)节间长度以及叶片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随着幼苗的进一步生长!酸雨对空心莲子草的

生长无显著影响*+,+

!表明空心莲子草幼苗能很快适

应酸性环境!具有很强的抗酸性胁迫的能力(

?;空心莲子草的综合管理

?>:;空心莲子草的防治方法

?>:>:;人工防除

人工防除是最传统的空心莲子草去除方法!可

在短时间内去除大面积空心莲子草!但会消耗大量

的人力和物力( 对于旱生生境的空心莲子草!不宜

采用常规的机械除草和翻耕方法!否则残留在土壤

表层和深层的茎段会催生更多的植株( 湿生型空

心莲子草经人工打捞会产生更多的茎段!这些茎段

可随人类活动或自然水流传播到其他地方!继续生

长繁殖(

根据沈健英等*+++的研究结果!空心莲子草出苗

和生长的最适宜温度为 "# h%# i! n, i条件下不

能出苗!在土壤湿度为 %#`时出苗率最高!茎水分

含量Hn"")"`时不能出苗)生长( 因此在进行人

工防除时!可采用冬耕或伏耕!将其根茎翻至土壤

表面!使其因冻害或干旱而丧失活力!或以深耕方

式将根茎埋至 "# EB深度以下!以阻止其大量出苗

和生长繁殖( 这种方法与以往在春夏季节空心莲

子草大量爆发时采用的人工收割方法不同!冬季收

割或翻耕不会造成茎段的快速传播与繁殖!能够使

收割 后 的 空 心 莲 子 草 根 茎 活 力 降 至 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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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Q?Z等*+(+研究了捕食)除草剂和收割 % 种不

同干扰方式对空心莲子草地上部分生物量积累的

影响!结果表明不断割除空心莲子草叶片能够明显

降低其生物量积累!是防治空心莲子草生长的有效

方法( 虽然人工防除空心莲子草还存在不足!但若

能结合当地的实际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植物生

长)繁殖规律!选择适宜的防除方法!如刨除根部

等!人工防除仍是防治小范围空心莲子草较为有效

的方法(

?>:><;化学防除

目前化学防除仍是控制空心莲子草的主要方

法!研究筛选出高效)低毒并能有效杀灭其地下部

分的除草剂*+/+

!对有效控制空心莲子草的蔓延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应用较广泛的除草剂主要有草甘

膦)使它隆)复配剂水花生净等*+&+

( 化学防除空心

莲子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

不能将其地下部分去除!空心莲子草仍可通过宿根

片段进行繁殖( 此外!化学防除容易对其他生物造

成危害!且造成环境污染!尤其是在河流)湖泊和湿

地等水生环境中采取化学防除方法!容易污染水

体!危害水生动植物( 除草剂即使在农田中被使

用!也会对农作物产生一定的危害!并随径流等进

入水体!污染河流或湖泊(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被认为是控制空心莲子草最为有效

和最具发展前景的方法( 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于

$&/+ 年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引入我国的曲纹叶甲

"5+&C0*'2C<,+$"B<0'&#( 曲纹叶甲在我国南方水域

被广泛应用于控制水生型空心莲子草!但是对陆生

型空心莲子草的控制作用不明显( 曲纹叶甲不耐

寒!也不耐高温!越冬的成虫比例低!夏季的繁殖率

也较低*(#+

( 因此!需要培育能耐低温和高温的曲纹

叶甲品种!使其能够大量繁殖( 此外!目前运用真

菌进行生物防治也取得较好进展*($ '(*+

!已分离鉴定

出 % 种具有较高寄主专一性的真菌1真菌蕉斑镰刀

菌"I#C&&&$0#1C3"/2$0#)莲子草假隔链格孢菌"D017

J,& &'32$%&%3<2$&2D-'$&%#)异孢镰刀菌"I#C&$0#1

<232$"CB"$#1#2( V.1等*(*+研究发现!镰孢菌属镰

刀菌"I#C&$0#18O0#对陆生型和水生型空心莲子草

均有较好的控制效果!且不会对其他植物产生危

害!因此是一种很好的生物防治方法(

近年来!有较多学者提出运用本地物种进行外

来种控制*(, '((+

( 这主要是因为原产地天敌的引进

对引进地生态安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如现阶段

的研究证明曲纹叶甲对非目标物种是安全的!但长

期影响仍无法估计!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还是未

知的%原产地天敌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明显效

果!但仍存在较多不足!如适应性不强)繁殖率低

等( 而运用本地物种进行外来种生态控制具有更

大的应用潜力!其是在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结构的

基础上进行的!具有生态安全性( 王如魁等*(/+研究

表明南方菟丝子寄生能够阻碍空心莲子草叶绿素

的合成!并损伤其光合系统
#

"HD

#

#!从而降低空

心莲子草的光合作用!使得利用本地种控制空心莲

子草成为可能( 目前!已有较多运用本地种进行外

来入侵种生物替代的研究( 皇甫超河等*(,+对入侵

植物黄顶菊"I'&/2$0& J0-2%30C#与 % 种牧草的竞争效

应进行了研究!发现高丹草"K"$+<#1J0*"'"$#与黄顶

菊"K"$+<#1C#-&%2%C2#在各混种替代组合中均具有

明显的替代效果!可以作为生物替代材料对黄顶菊

进行替代控制%周泽建*(&+利用多年生黑麦草"9"'07

#1B2$2%%2#替代控制紫茎泽兰")#B&3"$0#1&-2%"7

B<"$#1#也取得很好的效果%王重云等*/#+研究表明!

对云南省双柏县的紫茎泽兰进行生物替代后!经过

"# 多2的自然恢复和保护!植物物种多样性明显增

加!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 生物替代技术是利用替

代植物的种间竞争特性对入侵种进行有效防控!从

而促使自然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具有经济)生态和

可持续的特点!因此空心莲子草生物替代技术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

?><;空心莲子草的综合利用研究

空心莲子草钾含量较高!同时钾元素释放缓

慢!是重要的生物钾肥资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 沤制空心莲子草可实现化废为宝!具有良好

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但目前仍需对其沤制

工艺进行重点研究!寻找最佳沤制工艺条件( 据王

德芝等*/%+报道!用空心莲子草培养黑木耳的成本较

低!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空心莲子草是重要的药源植物!对于治疗病毒

感染疾病具有显著效果( 陈振武等*/*+用空心莲子

草治疗 ,# 例带状疱疹!痊愈率达 /#`!有效率为

&+`%肖红等*/,+用空心莲子草治疗感染流行性出血

热病毒的乳鼠!取得显著疗效( 但有关空心莲子草

用作药材方面的研究工作近几年开展较少!因此仍

需加强其药用价值的开发利用(

@;展望

空心莲子草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有关其克隆生

长)遗传特性)生殖方式和生境适应性等方面的研

究均表明它是一种典型的外来入侵种!给当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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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但由于群众科普

知识缺乏!不知晓生物入侵的危害以及入侵种的传

播途径!不了解人类干扰在其传播中的重要性!在

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空心莲子草及其他外来种的

入侵(

目前关于空心莲子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形

态特征)表型可塑性)遗传特性)适应性以及其防治

措施等方面!以下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

@>:;空心莲子草的入侵机制研究

目前空心莲子草的入侵机制研究较多集中于

其生物学特性研究( 分子遗传方面的研究主要揭

示其遗传多样性较低!但对其适应性和入侵性的分

子机理研究较少*/++

( 空心莲子草是世界性的入侵

植物!在世界地理尺度上探索和研究空心莲子草的

分布状况及传播规律!对深入揭示其入侵机制和分

析不同国家的入侵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空心莲子草的防治研究

防治空心莲子草的生物入侵!首先应该对其分

布范围及将产生的生态危害进行模拟评估( 结合

模型分析空心莲子草的分布范围及扩增区域!明确

重点防治区域!加强生态脆弱带防治和区域间管

理!建立适合于空心莲子草的生态风险评价体系!

对于有效防御和降低其入侵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

同时!需要重视空心莲子草种群数量与其危害

的关系研究!即空心莲子草种群数量在多大范围内

不会对环境!如农业)渔业和林业等造成危害!超出

了什么样的范围会对生态及经济造成重大危害!从

而为建立空心莲子草入侵的预警体系提供理论依

据*//+

( 在高风险时采取人工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

合的方法应急!在低风险时采取生物防治来控制(

考虑到引进外来天敌进行控制会产生新的风险*((+

!

应重视本地种和入侵种竞争关系的研究!为外来种

的生物防治寻找新的方法(

@>=;空心莲子草的综合利用研究

入侵植物往往因为缺乏利用价值而无人收割!

如果能发掘入侵植物的利用价值!则可以通过开发

利用促进入侵植物的收获和防治( "# 世纪 ,# 年

代!我国曾将空心莲子草用作猪饲料!但随后发现

其含有有毒物质!需要继续寻找其综合利用的方

法( 关于空心莲子草的药学价值已经有少量研

究*/* '/,+

!但还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利用手段!因此

仍需加强其药用价值的开发利用( 由于该物种具

有较高的适应性和耐受性!因而在水质净化和生态

修复中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但需要做

好防治其扩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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