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I  上海市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共计212种)。*表示通过野外调查补充的物种。 
Appendix  I  A list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in Shanghai. * Species added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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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Plants 
1 裙带菜 Undaria pinnatifida 翅藻科 Alariaceae 日本 有意引入 海洋港湾 

2 白苋 Amaranthus albus 苋科 Amaranthace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宅旁、蔬菜地、路旁、农田、绿地 

3 绿穗苋 Amaranthus hybridus 苋科 Amaranthaceae 美洲热带 无意引入 绿地、荒地、路旁、河岸边、住宅旁、地作物区 

4 腋花苋 Amaranthus roxburghianus* 苋科 Amaranthaceae 不详 无意引入 绿地 

5 北美苋 Amaranthus blitoides  苋科 Amaranthace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路旁、绿地 

6 苋 Amaranthus tricolor  苋科 Amaranthaceae 印度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路旁、绿地 

7 刺苋 Amaranthus spinosus  苋科 Amaranthaceae 美洲热带 无意引入 蔬菜地、宅旁、路旁、荒地、绿地 

8 反枝苋 Amaranthus retroflexus  苋科 Amaranthaceae 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路旁、荒地、绿地 

9 尾穗苋 Amaranthus caudatus  苋科 Amaranthace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路旁、农田、荒地、绿地 

10 空心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苋科 Amaranthaceae 巴西 有意引入 农田、果林、池塘、沟渠、河滩湿地、城市绿地 

11 长芒苋 Amaranthus palmeri  苋科 Amaranthace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路旁、农田、荒地 

12 长春花 Catharanthus roseus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非洲热带 无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路旁、绿地 

13 大藻 Pistia stratiotes 天南星科 Aracme 巴西 有意引入 湖泊、河湾 

14 田荠菜 Sinapis arvensis  十字花科 Brassicaceae 欧洲西亚至中亚 无意引入 路旁、草坪、农田 

15 水盾草 Cabomba caroliniana 莼菜科 Cabombaceae 美洲 有意引入 河流、湖泊、渠道 

16 大麻 Cannabis sativa  大麻科 Cannabinaceae 亚洲中部 有意引入 农田 

17 王不留行 Vaccaria segetalis 石竹科 Caryophylaceae 欧洲 无意引入 路旁、草地、花圃、农田 

18 小繁缕 Stellaria pallida  石竹科 Caryophylaceae 欧洲 无意引入 路旁、绿地、宅旁、荒地、农田 

19 麦仙翁 Agrostemma githago 石竹科 Caryophylaceae 欧洲 无意引入 麦田、路旁、草地 

20 杂配藜(血见愁) Chenopodium hybridum 藜科 Chenopodiaceae 欧洲、西亚 有意引入 路旁、草坪、农田 

21 土荆芥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菊科 Compositae 美洲热带 无意引入 路旁、绿地、旷野、田边、沟岸 

22 三叶鬼针草 Bidens pilosa  菊科 Compositae 美洲热带 无意引入 旱田、果园、茶园 

23 苏门白酒草 Conyza sumatrensis  菊科 Compositae 南美洲 不详 绿地、旷野、路旁、荒地、沟边 

24 野茼蒿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菊科 Compositae 非洲热带 不详 荒地、路旁、林下、沟边 

25 一年蓬 Erigeron annuus  菊科 Compositae 墨西哥 无意引入 路旁、农田、荒地、绿地 

26 秋英(波斯菊) Cosmos bipinnata  菊科 Compositae 墨西哥 有意引入 荒地、草坡、绿地 

27 加拿大一枝黄花 Solidago canadensis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东北部 有意引入 绿地、森林、路旁、农田、荒地 

28 蛇目菊 Coreopsis tinctoria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路旁、田间、田边 

29 大狼把草 Bidens frondosa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荒地、路旁、沟边、水边、农田 

30 欧洲千里光 Senecio vulgaris  菊科 Compositae 欧洲 无意引入 绿地、路旁、农田、果园 

31 胜红蓟 Ageratum conyzoides  菊科 Compositae 墨西哥及邻近地区 有意引入 林缘、河边、林下、农田、田边、荒地 

32 茼蒿 Chrysanthemum coronarium 菊科 Compositae 地中海 有意引入 河边、路旁、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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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苦苣菜 Sonchus oleraceus  菊科 Compositae 欧洲 无意引入 荒地、田野、路旁 

34 续断菊 Sonchus asper 菊科 Compositae 欧洲 无意引入 路旁、荒地 

35 线叶金鸡菊 Coreopsis lanceolata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荒地 

36 熊耳草 Ageratum houstonianum  菊科 Compositae 墨西哥及邻近地区 有意引入 路旁、农田、果园、茶园 

37 豚草 Ambrosia artemisiifolia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荒地、路旁、沟旁、农田、绿地 

38 三裂叶豚草 Ambrosia trifida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荒地、路旁、沟旁、农田、森林 

39 野塘蒿 Conyza bonariensis 菊科 Compositae 南美洲 无意引入 路旁、田边 

40 钻形紫苑 Aster subulatus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沟边、路旁 

41 小白酒草 Conyza canadensis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路旁、田野、河岸 

42 
滨菊 Leucanthemum vulgare  菊科 Compositae 欧洲、俄罗斯、日

本 
有意引入 路旁、荒地 

43 粗毛牛膝菊 Galinsoga quadriradiata  菊科 Compositae 美洲 无意引入 农田、果林、荒地 

44 菊芋 Halianthus tuberosus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荒地、林缘、路旁 

45 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  菊科 Compositae 南美洲 无意引入 荒地、路旁、农田、绿地 

46 矢车菊 Centaurea cyanus 菊科 Compositae 欧洲 有意引入 荒地、路旁、农田、绿地 

47 水飞蓟 Sylybum marianum  菊科 Compositae 欧洲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路旁、绿地 

48 万寿菊 Tagetes erecta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路旁、绿地 

49 锥心菊 Helenium antnmnale  菊科 Composit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路旁、绿地 

50 圆叶牵牛 Ipomoea purpurea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田边、路旁、河谷、平原、林内 

51 裂叶牵牛 Pharbitis nil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田边、路旁、住宅区、果园 

52 臭荠 Coronopus didymus.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欧洲 无意引入 路旁、荒地、旱作物地、果园 

53 北美独行菜 Lepidium virginicum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旱作物田、荒地、田边 

54 马泡瓜 Cucumis melo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非洲 无意引入 农田、路旁 

55 斑地锦 Euphorbia maculata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北美洲 不详 平原、路旁、湿地 

56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非洲 有意引入 林缘、森林、河岸、荒地 

57 齿裂大戟 Euphorbia dentata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荒地、路旁、农田、绿地 

58 大地锦 Euphorbia nutans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荒地、路旁、农田、绿地 

59 野老鹳草 Geranium caroliniamum  牻牛儿苗科 Geraniaceae 美洲 不详 荒地、田园、路旁、沟边 

60 野燕麦 Avena fatua  禾本科 Gramineae 南欧地中海地区 无意引入 荒地、农田 

61 铺地黍 Panicum repens 禾本科 Gramineae 巴西 不详 海边、旱作物田 

62 香根草 Vetiveria zizanioides  禾本科 Gramineae 地中海地区至印度 有意引入 河岸、农田 

63 苏丹草 Sorghum sudanense 禾本科 Gramineae 地中海 有意引入 路旁 

64 黑麦草 Lolium perenne  禾本科 Gramineae 欧洲 有意引入 农田 

65 假高粱 Sorghum halepense  禾本科 Gramineae 地中海 无意引入 农田、果园、河岸、沟渠、湖岸 

66 毛花雀稗 Paspalum dilataum  禾本科 Gramineae 南美洲 有意引入 路旁、草坪、农田 

67 多花黑麦草 Lolium multiflorum  禾本科 Gramineae 欧洲 有意引入 农田、路旁、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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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毒麦 Lolium temulentum  禾本科 Gramineae 欧洲 无意引入 农田 

69 互花米草 Spartina alterniflora  禾本科 Gramineae 美国 有意引入 滩涂湿地 

70 臂形草 Brachiaria eruciformis* 禾本科 Gramineae 亚洲热带 有意引入 水田、水边 

71 扁穗雀麦 Bromus catharticus  禾本科 Gramineae 美洲 无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72 加拿大早熟禾 Poa compressa  禾本科 Gramineae 欧洲 无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73 梯牧草 Phleum pratense  禾本科 Gramineae 欧洲、亚洲西部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74 长芒毒麦 Lolium temulentum  禾本科 Gramineae 欧洲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75 日本真海带 Laminaria japonica  海带科 Laminariaceae 日本 有意引入 海洋港湾 

76 荆豆 Ulex europaeus  豆科 Leguminosae 欧洲 有意引入 灌丛、草地 

77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豆科 Leguminos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森林、路旁、果园 

78 绛三叶 Trifolium incarnatum  豆科 Leguminosae 欧洲 有意引入 农田、路旁、草场 

79 南苜蓿 Medicago hispida  豆科 Leguminosae 伊朗, 印度 有意引入 路旁、荒地 

80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豆科 Leguminos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路旁、住宅区、林地、绿地 

81 白车轴草 Trifolium repens  豆科 Leguminosae 欧洲 有意引入 路旁、农田、旱作物田、果园 

82 白花草木樨 Melilotus albus  豆科 Leguminosae 欧洲, 亚洲西部 有意引入 田边、路旁、草地 

83 紫花苜蓿 Medicago sativa 豆科 Leguminosae 亚洲西部 有意引入 路旁、草地、农田 

84 决明 Catsia tora  豆科 Leguminos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河边、果园、农田 

85 望江南 Senna occidentalis  豆科 Leguminos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路旁、河岸 

86 红车轴草 Trifolium pratense  豆科 Leguminosae 欧洲 有意引入 路旁、农田、旱作物田、果园 

87 
大巢菜 Vicia sativa  豆科 Leguminosae 欧洲南部、亚洲西

部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88 菽麻 Crotalaria juncea  豆科 Leguminosae 印度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89 田菁 Sesbania cannabina  豆科 Leguminosae 南亚、东南亚 无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90 狭叶猪屎豆 Crotalaria ochroleuca  豆科 Leguminosae 非洲热带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91 小苜蓿 Medicago minima  豆科 Leguminosae 伊朗 有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92 野青树 Indigofera suffruticosa  豆科 Leguminos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农田、果林、荒地 

93 印度草木犀 Melilotus indicus  豆科 Leguminosae 印度 无意引入 农田、果林、荒地 

94 圆叶猪屎豆 Crotalaria incana  豆科 Leguminos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农田、果林、荒地 

95 长柔毛野豌豆 Vicia villosa  豆科 Leguminosae 欧洲至中亚 有意引入 荒地、路旁、农田、绿地 

96 野西瓜苗 Hibiscus trionum  锦葵科 Malvaceae 非洲 无意引入 路旁、农田、荒地 

97 紫茉莉 Mirabilis jalapa  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 南美洲 有意引入 路旁、荒地 

98 月见草 Oenothera erythrosepala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荒地、沙地、林缘、河岸、田边、湖岸 

99 待宵草 Oenothera stricta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南美洲 有意引入 滩涂湿地、农田 

100 红花月见草 Oenothera rosea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农田、果园、河岸、沟渠、湖岸 

101 黄花月见草 Oenothera glazioviana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欧洲 无意引入 农田、果园、河岸、沟渠、湖岸 

102 裂叶月见草 Oenothera laciniata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果园、河岸、沟渠、湖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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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普通月见草 Oenothera biennis  柳叶菜科 Onagrace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果园、河岸、沟渠、湖岸 

104 红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bosa  酢浆草科 Oxalidaceae 南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果林、城市绿地 

105 美洲商陆 Phytolacca americana  商陆科 Phytolaccace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林缘、路旁、住宅区、荒地 

106 草胡椒 Peperomia pellucida  胡椒科 Piperaceae 美洲热带 无意引入 沟渠、河岸、湿地、城市绿地 

107 长叶车前 phzntago hncmhzta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欧洲 有意引入 海边、河边、草地 

108 北美车前 Plantago virginica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路旁、疏林、果园、菜地、农田 

109 凤眼莲  Eichhornia crassipes  雨久花科 Pontederiaceae 热带美洲 有意引入 湖泊、池塘、沟渠、河道 

110 土人参 Talinum paniculatum  马齿苋科 Portulacaceae 美洲热带地区 无意引入 路旁、绿地 

111 婆婆纳 Veronica polia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西亚 不详 荒地、林缘、路旁 

112 阿拉伯婆婆纳 Veronica persica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欧洲、亚洲西部 不详 田间、路旁 

113 直立婆婆纳 Veronica arvensis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欧洲 无意引入 路旁、荒地、草地 

114 野甘草 Scoparia dulcis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美洲热带 有意引入 荒地、路旁 

115 睫毛婆婆纳 Veronica hederifolia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欧洲 有意引入 农田、路旁、荒地 

116 蚊母草 Veronica peregrina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果林、荒地 

117 曼陀罗 Datura stramonium  茄科 Solanaceae 墨西哥 有意引入 荒地、住宅区、林缘 

118 洋金花 Datura metel  茄科 Solanaceae 印度 有意引入 住宅区 

119 黄花刺茄 Solanum rostratum  茄科 Solanace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路旁、荒地 

120 苦蘵 Physalis angulata  茄科 Solanaceae 美洲 有意引入 路旁、荒地 

121 毛曼陀罗 Datura innoxia  茄科 Solanace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122 牛茄子 Solanum capisicoides  茄科 Solanaceae 南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路旁、草地 

123 野胡萝卜 Daucus carota  伞形科 Umbelliferae  欧洲 有意引入 路旁、荒野、农田 

124 芫荽(香菜) Coriandrum sativum 伞形科 Umbelliferae  地中海 有意引入 农田 

125 细叶芹 Cyclospermum leptophyllum 伞形科 Umbelliferae  欧洲 无意引入 农田、荒地、路旁、草地、荒地 

126 小叶冷水花 Pilea microphylla 荨麻科 Urticaceae 美洲热带 无意引入 农田、城市绿地 

127 五叶地锦 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 葡萄科 Vitaceae 美洲 有意引入 农田、路旁 

藻类 Algae 
128 洞剌角刺藻 Chaetoceros comcavicornis*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北美洲 无意引入 海洋 

129 新月圆柱藻 Cyclindrotheca closterium*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北美洲 无意引入 海洋 

130 方格直链藻 Melosiar cancellate*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北美洲 无意引入 海洋 

131 柔弱菱形藻 Nitzschia deicatissima*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北美洲 无意引入 海洋 

132 微缘羽纹藻 Pinnularia viridis*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北美洲 无意引入 海洋 

133 微型原甲藻 Prorocentrum minimum* 甲藻门 Pyrrophyta 北美洲沿海 无意引入 海洋 

134 反屈原甲藻 Prorocentrum sigmoides* 甲藻门 Pyrrophyta 北美洲沿海 无意引入 海洋 

135 波罗的海原甲藻  Perocentrum balticum* 甲藻门 Pyrrophyta 北美洲沿海 无意引入 海洋 

136 冰河星杆藻  Alexanadrum balticum* 甲藻门 Pyrrophyta 北美洲沿海 无意引入 海洋 

137 斯氏梨形藻  Scrippsiella trochoidea* 甲藻门 Pyrrophyta 北美洲沿海 无意引入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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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多甲藻  Peridinium perardiforme* 甲藻门 Pyrrophyta 北美洲沿海 无意引入 海洋 

动物 Animals 
139 克氏原螯虾 Procambius clarkii 蝲蛄科 Astacid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湖泊、池塘、沟渠、水田 

140 福寿螺 Pomacea canaliculata 瓶螺科 Ampullariidae 南美 无意引入 水田、河流 

141 苔藓虫  Bryozoa* 苔藓动物门 Bryozoa 欧洲、美洲 无意引入 海洋港湾 

142 玻璃海鞘 Ciona intestinalis* 玻璃海鞘科 Cion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海洋 

143 象牙藤壶 Balanus eburneus* 藤壶科 Hlm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海洋港湾 

144 致密藤壶 Balanus improvisus* 藤壶科 Hlm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海洋港湾 

145 纹藤壶 Balanus amphitrete* 藤壶科 Hlm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海洋港湾 

146 曼氏皮海鞘 Molgula manhattensis* 皮海鞘科 Hlmidae 北美太平洋沿岸 无意引入 海洋 

147 华美盘管虫 Hydroides elegans* 龙介虫科 Hlm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海洋 

148 非洲大蜗牛 Achatina flica 玛瑙螺科  Achatinidae 非洲 无意引入 菜园、花圃 

149 美洲斑潜蝇 Liriomyza sativae 潜蝇科 Agromyzidae 美洲 无意引入 农田 

150 番茄斑潜蝇 Liriomyza bryoniae 潜蝇科 Agromyzidae 欧洲 无意引入 菜园 

151 烟粉虱 Bemisia tabaci 粉虱科 Aleyrod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农田、温室、绿地 

152 温室白粉虱 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 粉虱科 Aleyrodidae 巴西、墨西哥 无意引入 农田、菜园、果园、绿地 

153 鳞球茎茎线虫 Ditylenchus dipsaci 粒线虫科 Anguin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农田 

154 咖啡豆象  Araecerus fasciculatus 长角象科 Anthribidae 南亚 无意引入 仓储 

155 水稻干尖线虫 Aphelenchoides bessseyi 滑刃科 Aphelenchididae 日本九州 无意引入 水田 

156 菊花叶枯线虫 Aphelenchoides ritzemabosi 滑刃科 Aphelenchididae 欧洲 无意引入 花圃 

157 美洲大蠊 Periplaneta americana 蜚蠊科 Blattidae 非洲 无意引入 厨房、餐厅、潮湿地 

158 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ica 蜚蠊科 Blattidae 欧洲 无意引入 厨房、餐厅、潮湿地 

159 谷蠹 Rhizopertha dominica 长蠹科 Bostrychidae 南亚 无意引入 仓储 

160 豌豆象 Bruchus pisorum 豆象科 Bruchidae 欧洲 无意引入 仓储、农田 

161 蚕豆象 Bruchus rufumanus 豆象科 Bruchidae 欧洲 无意引入 仓储、农田 

162 高粱瘿蚊 Contarinia sorghicola 瘿蚊科 Cecidomyiae 南亚或东非 无意引入 农田 

163 赤颈郭公虫 Tillus notatus 郭公甲科 Cleridae 南亚 无意引入 仓储 

164 赤足郭公甲 Necrobia rufipes 郭公甲科 Cleridae 南亚 无意引入 仓储 

165 红棕象甲 Rhyncophorus ferrugineus 象甲科 Curculionidae 印度南部 无意引入 城市绿地 

166 小圆皮蠹 Anthrenus verbasci  皮蠹科 Dermestidae 北美 无意引入 仓储 

167 番茄刺皮瘿螨 Aculops lycopersici 瘿螨科 Eriophy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菜园 

168 棉红铃虫 Pectinophora gossypeilla 麦蛾科 Gelechiidae 印度、大洋洲、非

洲 

无意引入 
棉田 

169 蔗扁蛾 Opogona sacchari 辉蛾科 Hieroxestidae 非洲热带 无意引入 森林、农田、果园 

170 小楹白蚁 Incisitermes minor 木白蚁科 Kalotermitidae 美国 无意引入 住宅区、森林、河岸等 

171 瓦伦西亚列蛞蝓 Lehmannia valentiana 蛞蝓科 Limacidae 欧洲 无意引入 农田、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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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日本松干蚧 Matsucoccus matsumurae 珠蚧科 Margarodidae 日本 无意引入 森林、城市绿地 

173 吹棉蚧 Icerya purchasi 棉蚧科 Margarodidae 澳大利亚 无意引入 果园、花圃 

174 扶桑绵粉蚧 Phenacoccus solenopsis* 粉蚧科 Pseudococcid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农田、棉田 

175 葡萄根瘤蚜 Viteus vitifoliae 根瘤蚜科 Phylloxeridae 美国 无意引入 果林 

176 香蕉穿孔线虫 Radopholus similis 短体科 Pratylenchidae 斐济 无意引入 城市绿地、农田 

177 早熟禾拟茎草螟 Parapediasia teterrella * 草螟科 Crambid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城市绿地 

178 米蛾 Corcyra cephalonica 螟蛾科 Pyralididae 欧洲 无意引入 仓储 

179 印度谷螟 Plodia interpunctella 螟蛾科 Pyralididae 欧洲 无意引入 仓储 

180 一点谷螟 Aphomia gularis  螟蛾科 Pyralididae 东南亚 无意引入 仓储 

181 米扁虫 Ahasverus advena 锯谷盗科 Silvanidae 美洲 无意引入 仓储 

182 杂拟谷盗 Tribolium castaneum 拟步甲科 Tenebrionidae 非洲 无意引入 仓储 

183 桔小实蝇 Bactrocera dorsalis 实蝇科 Tephrit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城市绿地、果林 

184 蜜柑大实蝇 Tetradacus tsuneonis 实蝇科 Tephritidae 日本 无意引入 果园 

185 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叶螨科 Tetranychidae 不详 无意引入 菜园、果园 

186 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蓟马科 Thripid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城市绿地、农田 

187 唐菖蒲蓟马 Taeniothrips simplex 蓟马科 Thripidae 非洲 无意引入 花圃 

188 悬铃木方翅网蝽 Corythucha ciliata 网蝽科 Tingidae 北美洲 无意引入 城市绿地 

189 牛蛙 Rana catesbeiana 蛙科 Ranid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湖泊、池塘 

190 食蚊鱼 Gambusia affinis 胎鱂科 Poeciliidae 美国、中美、西印

度群岛 
有意引入 内陆水域 

191 大口黑鲈 Micropterus salmonides 太阳鱼科 Ceutrarchidae 美国 有意引入 内陆水域 

192 短盖巨脂鲤 Colossoma brachypomus 脂鲤科 Characidae 南美亚马逊流域 有意引入 内陆水域 

193 奥利亚罗非鱼 Oreochromis aureus 丽鱼科 Cichlidae 非洲 有意引入 内陆水域 

194 斑点叉尾鮰 Ictalurus Punctatus 鮰科 Ictalurid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内陆水域 

195 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 鲑科 Salmonidae 美国 有意引入 内陆水域 

196 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鼠科 Muridae 东南亚 有意引入 住宅区、农田、仓储、灌丛、荒地、林缘、池塘 

197 屋顶鼠 Rattus rattus  鼠科 Muridae 欧洲 有意引入 住宅区 

198 麝鼠 Ondatra zibethica 鼠科 Muridae 北美洲 有意引入 河道、湖泊、湿地 

199 小家鼠 Mus musculus 鼠科 Muridae 欧洲 有意引入 住宅区、荒地、农田 

微生物 Microorganisms 

200 番茄斑点萎凋病 Tospovirus TSWV* 布尼安病毒

科 

Bunyaviridae 澳大利亚 无意引入 农田 

201 桉树青枯病菌 Psedomonas solanacearum  假单胞菌科 Pseudomonaceae 巴西 无意引入 森林、城市绿地 

202 杨树大斑溃疡病菌 
有性型Cryptodiaporthe popu-
lea, 无性型Dothichiza populea 间座壳科 Diaporthaceae 欧洲 

无意引入 
森林、城市绿地 

203 甘薯长喙壳菌 Ceratocystis fimbriata* 长嗦霉科 Ceratocystiaceae 美国 无意引入 棉田 

204 马铃薯环腐病菌 Clavibacter michiganensis subsp. 
d

棒形杆菌属 Clavibacter 德国 无意引入 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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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edonicum  

205 番茄细菌性溃疡病

菌 

Clavibater michiganersis subsp. 
michiganensis 棒形杆菌属 Clavibacter 美国 

无意引入 
农田 

206 竹喙球菌 Ceratosphaeria phyllostachydis* 间座壳科 Diaporthaceae 美国 无意引入 森林、城市绿地 

207 大丽花轮枝孢 VerticiIlium dahliae  丛梗抱科 Moniliaceae 美国 无意引入 农田 

208 类菌原体 mycoplsma-like organisum 
(MLO)* 

植原体属 Phytoplasma 日本 无意引入 森林、城市绿地 

209 致病疫霉 Phytophthora infestans* 腐霉科 Pythiaceae 墨西哥 无意引入 农田 

210 畸形外囊菌 Taphrina deformans* 外囊菌科 Taphrinaceae 欧洲 无意引入 森林、城市绿地 

211 香石竹枯萎病菌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dian-
thi  瘤座孢科 Tuberculariaceae 欧洲 

无意引入 
城市绿地、农田 

212 棉花枯萎病菌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va-
sinfectum  

瘤座孢科 Tuberculariaceae 美国 无意引入 棉田 

(1) 来源地: 美洲 Americas;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南美洲 South America; 中美洲 Central America; 美洲热带 Tropical America; 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墨西哥 Mexico; 巴西 
Brazil; 亚马逊流域 the Amazon basin;  北美太平洋沿岸 Pacific coast of North America; 西印度群岛 the West Indies; 亚洲 Asia; 西亚 West Asia; 南亚 South Asia; 印度 India; 日本 Japan; 伊
朗 Iran; 欧洲 Europe; 地中海 the Mediterranean; 俄罗斯 Russia;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斐济 Fiji; 不详 Unknown.  
(2) 引入途径: 有意引入 Intentionally introduced; 无意引入 Unintentionally introduced; 不详 Unknown. 
(3) 生境类型: 海洋 Ocean; 海边 Seashore; 海洋港湾 Marine harbor; 内陆水域 Inner waters; 河道 River; 河湾 River bend; 河岸 Riverside; 湖泊 Lake; 湖岸 Lakeshore; 池塘 Pool; 沟渠 
Ditches; 沟边 Beside the ditches; 滩涂湿地 Mudflat wetland; 潮湿地 Moist land; 森林 Forest; 林缘 Forest edge; 灌丛 Bush; 草地 Grass；荒地 Wasteland; 农田 Farmland; 水田 Paddy field; 旱
作物田 Dry crop field; 棉田 Cotton field; 果林 Orchard; 菜园 Vegetable farm; 花圃 Garden; 茶园 Tea garden; 温室 Greenhouse; 城市绿地 Urban green space; 住宅区 Residential land; 厨房 
Kitchen；餐厅 Restaurant; 仓储 Storehouse; 路旁 Along ro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