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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的编写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中药材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中药制药共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张贵民、关永霞、梁红宝、李艳芳、杜丙源、朱祥霞、宋月、袁晓梅、王海阁、庄

会芳、邓丽华、高艳红、冯倩、马云、刘庆丰、姜明月、张娜娜。 

本标准知识产权属于山东省中药材行业协会、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1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药材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的的术语和定义、植物学性状、质量要求、生境要求、鉴定方法

以及道地药材的栽培、采收、加工、包装、储藏、运输、全程可追溯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道地药材牡丹皮的鉴定、生产、销售及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28118  食品包装用塑料与铝箔复合膜、袋 

SB/T 1109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 

YBB 000720015  药用低密度聚乙烯膜、袋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是优质药材的专用名词，是指历史悠久、品种优良、产量较大、加工炮制规范、疗效突出，

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中药材。 

3.2 非道地药材 

符合药典和药材标准，但不是产在道地产区，不符合道地药材的质量要求。这里指道地产区以外的

同种药材。 

3.3 山东牡丹皮道地产区 

产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鄄城、曹县、单县、郓城等地。 

3.4 生境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的生长环境特点。 

4 来源及植物学性状 

牡丹皮，为毛茛科植物牡丹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的干燥根皮。牡丹为落叶灌木，茎高达 2

米，分枝短而粗。叶通常为二回三出复叶，小叶窄卵形，长 7～8 cm，宽 5～7 cm，3 裂至中部。表面

绿色，无毛，背面淡绿色，有时具白粉，小叶柄长 1.2～3 cm；侧生小叶狭卵形或长圆状卵形，不等 2

裂至 3 浅裂或不裂，近无柄。花单生枝顶，花大形，花梗长；苞片 5，长椭圆形，大小不等；萼片 5，

绿色，宽卵形，大小不等；花瓣 5，或为重瓣，淡紫色、白色等各种颜色。雄蕊长 1.0～1.7 cm，花丝

紫红色，粉红色，上部白色，长约 1.3 cm，花药长圆形，长 4 mm；花盘革质，杯状，紫红色，顶端有

数个锐齿或裂片，完全包住心皮，在心皮成熟时开裂；心皮 5，稀更多，密生柔毛。蓇葖果长圆形，



2 

密生黄褐色硬毛。花期 4～5 月；果期 5～8 月。 

5 历史沿革 

牡丹原产我国西北部，秦岭和陕北山地多野生，在我国有 1900 多年的牡丹栽培历史。南北朝时已

成为观赏植物。唐时盛栽于长安，宋时称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故牡丹又名洛阳花。汉代，以药用植物

记载于《神农本草经》；隋代，北方已大量种植；唐代，盛植于长安；北宋，洛阳牡丹为天下冠；南宋，

牡丹种植中心开始南移，四川天彭牡丹继起，有“小洛阳”之称。天彭牡丹之后的亳州牡丹也曾经盛极

一时。再后来，“亳州寂寥，而盛世悉归曹州”（《曹州县志》），“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清·苏毓

眉《曹南牡丹谱》）。曹南，即指今菏泽一带。 

菏泽牡丹是在明清以来风格不一、大小不等的十几处牡丹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花农通过严格控

制温度、湿度、调节光和空气，使牡丹隆冬发育，春节怒放，此为菏泽花农的一门绝技。菏泽牡丹栽培

始于何时已难于查考。早在南宋就记载，至明朝的嘉靖年间，栽培已盛；创于明代的毛花园，以及当时

的铁藜寨花园、大春家花园、军门花园等尤为出众。到了清代愈加兴盛，栽培面积已达千亩，曾建牡丹

园数处，尤以“桑篱园”“凝香园”“绮园”“赵氏园”最为著名，有“曹州牡丹甲天下”之说。 

菏泽牡丹的种植面积十分广阔，1976年调查显示有三千多亩，仅城东的“曹州牡丹园”就占地一千

亩，2012年至十二万余亩之多，现有栽培面积可达 40万亩。全国各地药用、食用、观赏的牡丹，绝大

部分出自菏泽。 

菏泽牡丹在中国牡丹发展史上独领风骚 500余年，菏泽牡丹规模大、品种多、资源丰富，是世界上

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生产基地、科研基地、出口基地和观赏基地。2002 年通过国家组织论证的

“菏泽牡丹原产地注册”，2006年被评为“中国牡丹城”，2012年被命名为“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

品种繁多，花色奇丽，通过发掘加工，打造牡丹产业品牌，向世人成功塑造了“牡丹之都”的形象，将

我国牡丹产业推向了一个高峰。 

6 质量要求 

6.1 基本要求 

符合《中国药典》对牡丹皮所有质量要求。 

6.2 性状特征 

6.2.1 牡丹皮性状特征 

牡丹皮呈筒状或半筒状，有纵剖开的裂缝，向内卷曲或张开，长 5～20 cm，直径 0.5～1.2 cm，厚

0.1～0.4 cm。原丹皮外表面灰褐色或黄褐色，有多数横长皮孔及细根痕，栓皮脱落处粉红色；刮丹皮外

表面粉红色或淡红色，内表面淡灰黄色或浅棕色，有明显的细纵纹，常见发亮的结晶（丹皮酚）。质硬

而脆，易折断。断面较平坦，淡粉红色，粉性，纹理不明显。气芳香，味微苦而涩。 

6.2.2 山东牡丹皮性状特征 

    山东牡丹皮具有根皮厚，表皮颜色深，香气浓，断面粉白，粉性强，亮星多等特点。 

6.3 山东牡丹皮化学成分特征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主要成分丹皮酚含量较高，以干燥品计算，含丹皮酚不低于 1.4 %；加工后水

分不高于 12.0 %。 

7 山东牡丹生境特征 

山东牡丹主要分布在山东菏泽及周边地区。该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以砂质壤土为

主，粘土为辅，耕作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适合多数植物生长。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显著，四季分

明，光照充足，热量较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706.6 mm，多分布在夏季，并有春旱夏涝的自然现象。无霜

期 213 d 左右，年平均气温 13.7 ℃，年均日照数约 2 496 h，极适宜于牡丹的生长。 

8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的栽培、采收和产地加工技术 

8.1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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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牡丹皮指当地的药用牡丹品种（习称“凤丹白”）。  

8.2 种子分级 

山东牡丹种子等级见附录 A 中表 1。检验规程应符合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GB/T3543.1 要求。 

8.3 种苗质量分级 

    山东牡丹种苗一般分为 1 年生、2 年生、3 年生，以种苗的高度、地径和根粗作为种苗分级指标，

具体种苗等级见附录 A 中表 2。  

8.4 栽培技术 

8.4.1 选地整地 

牡丹为深根系药用植物，因此在栽植牡丹时应选择土质疏松、土层深厚的砂质壤土，要求牡丹栽

植地块地势较高、向阳，且具有良好的排灌水条件；前茬以玉米、豆类、花生、高粱、芝麻等为优；

忌重茬、连作。 

牡丹种前 1～2 个月，每亩施腐熟的农家肥 5 000 kg 和饼肥 150～200 kg，深翻土壤，深度 30～50 

cm 即可，耙细整平，每 2～3 m 为一畦。如育苗可整成宽 80～100 cm，高 10～15 cm 的小高畦。 

8.4.2 繁殖方法 

山东牡丹采用有性繁殖、无性繁殖均可，但在生产中多采用有性繁殖即育苗移栽。 

山东牡丹一般选用一级种子育苗。7 月底、8 月初，当牡丹角果呈蟹黄色时摘下，放室内阴干，并

经常翻动；种子在壳内后熟，并由黄绿色渐变为黑褐色。待果实干裂，种子脱出即可播种。播种前，

在 50 ℃的温水中浸 24～30 h，然后拌草木灰备用。 

育苗时间一般在 8 月下旬开始，9 月下旬结束。育苗前如地干要放水浇透，待墒情适宜时整成畦

面宽 80～100 cm、沟深 10～15 cm 的小高畦，然后下种，严防干土播种。在整好的小高畦上，按 6～9 

cm 的行距 5 cm 深的沟，将种子均匀撒入沟内，种子间距 1～2 cm，覆土盖平，稍加镇压；也可以将

种子撒播于畦面，然后覆 3～5 cm 厚的土。整畦覆盖地膜，每亩用种 50～70 kg。 

播种后 30～40 d 即可长出 0. 5 cm 长的幼根，90 d 幼根达 7～10 cm；此时开始封冻，没有覆盖地

膜的可在畦面上盖 3～5 cm 厚的土或厩肥保温，并视墒情浇一次越冬水。第二年开春解冻后，应及时

揭去覆草等覆盖物，以利幼苗出土。幼苗生长期要经常拔草、松土、保墒，适时追肥浇水；麦收前后

易干旱，要 7～10 d 浇一次水。从开春到“夏至”要追肥 3 次，以饼肥为优。雨季要及时排除积水。 

8.4.3 大田移栽 

管理好的牡丹苗，当年可长到长 15～25 cm，起苗、分级，选用一级、二级种苗，于当年“白

露”至“秋分”间移栽。 

4～5 年刨收的药用牡丹，可按行距 60 cm、株距 15～20 cm 移栽，亩有效株数在 4 500～5 000 株

之间；种子田按行距 60 cm、株距 30～40 cm 移栽，亩有效株数在 2 500～3 000 株之间。 

移栽时，一、二级苗每穴一株。放入穴内的苗要先盖 3 cm 左右的细土，并将小苗轻轻向上一提，

使根舒展，芽头与地面相平，压实。如土壤过干，应浇一次透水，上面盖一层蓄粪或杂草。 

8.5 田间管理 

8.5.1 中耕除草 

生长期间应经常松土除草，尤其是雨后初晴要及时中耕松土，保持表土不板结。中耕时，切忌伤

及根部。入冬后，要加强对外露的植株根部进行培土，防止冻伤。 

8.5.2 亮根 

4～5 月份晴天时，揭去覆盖物，扒开根际周围的泥土，露出根篼，让其接收光照，谓之亮根。

2～3 d 后结合中耕除草，再培土施肥。 

8.5.3 追肥 

栽培第一年可不追肥，第二年开始，每年追肥 2～3 次，开春解冻后和开花后各一次，入冬前一

次。 每亩施土杂肥 2 000～3 000 kg，也可施腐熟的饼肥 100～150 kg，在行间普撒后深锄或浅掘，将 

肥翻入土中，天旱要及时浇水。 

8.5.4 灌溉排水 

生长期遇干旱，可在早、晚进行沟灌。牡丹怕涝，雨季积水时应及时排水，以防烂根。 



4 

8.5.5 修枝去芽 

    秋末或冬季封冻前对生长细弱单茎的植株，从基部将其剪去，翌年春即可发出 3~5 枚粗壮新枝，这

样做可使牡丹枝壮、根粗、产量高；去芽一般在整枝后进行，时间一般在“清明”前后、芽高 5～6 cm

时，将土扒开，选留粗壮、分布均匀的新芽 10～15 根，其余的从基部去除，同时老枝上的小侧芽也要

去掉；修枝去芽后，在基部培土，以防干旱。除留种，牡丹现蕾后应及时摘去花蕾，促使根系生长，提

高产量。  

8.5.6 病虫害防治 

8.5.6.1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通过选育抗性品种培育壮苗、科学施肥、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综合利用

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配合科学合理的化学防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94

号、第 199 号、第 274 号、第 1586 号等文件规定安全使用农药。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遵守国标

GB8321.1-7，没有标明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品种，收获前 30 d 停止使用，执行其中残留量最大的有效成

分的安全间隔期。 

8.5.6.2 叶斑病 

病原为真菌中的一种半知菌，夏季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茎部及叶柄也会受害。病斑表面暗褐色，

背面褐色，稍凹陷，严重时叶片全部脱落。 

防治方法：冬季清洁田园。发病前后喷 1︰1︰100 波尔多液（硫酸铜），7～10 d 一次，连续数次。 

8.5.6.3 根腐病 

病原不详。常发生在 2 年生以后牡丹，危害根部，发病后根部有黑色斑点，逐渐扩大，严重时根腐

烂，造成全株死亡。 

防治方法：应采用农业综合防治措施，选择高燥地，严防积水，前茬不用菜园地，施充分腐熟的肥

料，施基肥应在栽前至少一两个月，追肥不可直接施于根部。 

8.5.6.4 牡丹锈病 

病原为一种担子菌。多在潮湿积水的情况下发生，6～8 月发病严重。叶背生有黄褐色斑点，表皮

破裂后散出黄褐色孢子。后期叶面呈现灰褐色病斑。 

防治方法：彻底清园，病残枝叶集中清理；发病初期喷 97%敌锈钠 400 倍液和 15%粉锈宁，7 d 一

次，连续数次。 

8.5.6.5 虫害 

主要是蛴螬咬食根部，注意不施没腐熟的肥料，整地和施肥时放入毒饵诱杀之。  

8.6 采收加工 

8.6.1 采收 

牡丹一般移栽 3～5 年即可采收，每年的 9 月上旬至下旬，选择晴天，采挖根部，去除泥土，将大、

中根条自基部剪下。  

8.6.2 加工 

将挖出的牡丹剪取根进行加工，加工包括（1）连丹皮 将剪下的牡丹根堆放 1～2 天，失水变软后，

去掉须根，抽去木心（俗称抽筋），将根皮晒干，为连丹皮（原丹皮、黑丹皮）。晒时趁其柔软，将根条

理直，捏紧裂缝使之闭合。（2）刮丹皮 趁鲜刮去外皮，再用木棒将根锤破，抽去木部，晒干，为刮丹

皮。（3）丹须 根条细小，不易刮皮和抽心，直接晒干，为丹须。注意, 在除去牡丹外皮时不要使用铁

器，牡丹遇铁器变色。 

8.7 商品规格等级 

山东牡丹皮按加工方法分为刮丹皮和连丹皮 2 种，具体商品等级规格见附录 A 中表 3。 

9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的包装、标签及运输 

9.1 包装、储藏 

山东牡丹皮应按商品规格等级分类包装，所用包装材料一般为编织袋或聚乙烯塑料袋，应符合

GB/T28118 的要求，包装规格为 40 kg/袋。 



5 

置干燥、阴凉处储藏，注意防鼠、防潮、防串味等。贮藏期间要定期检查，一旦发现有霉变、生虫

的现象，应立即处理。 

9.2 包装标签 

标签内容应包括名称、批号、重量、产地、等级、日期、生产单位、地址、贮存条件，并附有质量

合格的标志及质量全程可追溯管理等信息。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包装标签样式见附录 A 中表 4，标签应

符合 GB 20464 的规定。 

9.3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包装完好，尽量不与其他药材混装。运输途中应防止日晒、雨淋、受潮、发热，并尽

可能缩短运输时间。 

10 鉴定方法 

根据道地药材标签鉴定产地。 

根据药典的相关规定鉴定为合格的药材。 

根据道地药材标准本身提供的特定检验方法确定道地药材品质特征。 

11 检验规则 

11.1 抽样 

道地药材检验应按批次取样，每批取样不少于 10 个样品。 

11.2 质量判断 

根据商品标签，如果产地不在道地产区，即不是道地药材。 

按照最新药典的相关规定，药材性状有一条不达到 6.1，即不是合格的道地药材。 

根据道地药材的性状特征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规定 10 批道地药材样品中，100%的药材符合道地

药材性状特征。 

对至少 5 个样品进行成分检查，根据具有道地药材特征的化学成分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规定 5 批

道地药材样品中，有 5 批或以上化学成分特征不符合 6.3 规定，即不是合格的道地药材；有 4 批样品不

符合 6.3 规定，需要重新取 5 批样品检测，如果仍有 4 批或以上样品不符合 6.3 规定，即不是合格的道

地药材。如果所有样品都达到 6.3 规定，则为合格的道地药材。 

附录 A  全程可追溯 

应符合 GB/T 19630。对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生产过程要建立生产管理档案，做好全面质量信息记

录，妥善保存，以备查证。确保产品质量全过程可追溯。  

样式参照附录 A 中表 5、表 6、表 7、表 8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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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表 1.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种子等级 

级别 
1 净度

（%） 

2 生活力

（%） 

3 发芽率

（%） 

4 千粒重

（%） 

5 含水量

（%） 

一级 ≥90 ≥80 ≥80 ≥250 ≤10 

二级 ≥70 ≥75 ≥60 ≥225 ≤10 

三级 ≥60 ≥45 ≥45 ≥205 ≤10 

 

表 2.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种苗等级 

级别 高度（cm） 地径（cm） 根粗（cm） 

一年生苗 

一级 ≥5.00 ≥0.40 ≥0.60 

二级 ≥2.50  ≥0.30 ≥0.50 

三级 ≥2.00 ≥0.25 ≥0.35 

二年生苗 

一级 ≥9.00 ≥0.70 ≥1.00 

二级 ≥6.00 ≥0.50 ≥0.80 

三级 ≥4.50 ≥0.35 ≥0.60 

三年生苗 

一级 ≥18.00 ≥0.90 ≥1.20 

二级 ≥12.00 ≥0.70 ≥1.00 

三级 ≥7.00 ≥0.50 ≥0.80 

 

表 3.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商品等级规格 

注：符合 TCACM 1021.14—2018《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牡丹皮》中规定。 

 

表 4.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包装标签 

名称 牡丹皮 

二维码 
道地产区 ****** 

等级 ****** 

追溯码 ****** 

批号 ****** 重量 ****** 

采收时间 ****** 采收人 ****** 

加工时间 ****** 加工人 ****** 

质量检验 ****** 检验人 ****** 

贮存条件 ****** 

生产单位 ****** 

单位地址 ****** 

规格 等级 共同点 区别点 

连 

丹 

皮 

一级 多呈圆筒状或半筒状，略内卷曲，稍弯曲，表面灰褐色或棕褐色， 

栓皮脱落处呈粉棕色。厚0.1～0.4 cm。质硬而脆，断面粉白或淡 

褐色，有粉性、有香气，味微苦涩。 

条均匀，长度≥11 cm， 

中部直径 ≥1.1 cm 

二级 条均匀，长度≥9 cm， 

中部直径≥ 0.9 cm。 刮 

丹 

皮 

多呈圆筒状或半筒状，略内卷曲，稍弯曲，表面淡棕色或粉红色， 

在节疤，皮孔根痕处，偶有未去净的栓皮，形成棕褐色的花斑。 

厚 0.1～0.4cm。断面粉白色，有粉性、有香气，味微苦涩。 

三级 条均匀，长度≥7 cm， 

中部直径≥ 0.5 cm。 

统货 大小混杂，间有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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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种苗育苗登记表 

品种名称  来源  

育苗方法、用种

量、浇水、施肥、除草

等管理要点 

 

成品种苗要求  

时间、地点、面积  

批号、数量  

种苗育苗负责人、

日期 

 

 

表 6.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种植管理登记表 

名称  

来源种苗等级  

种植方法、水肥、田间管理、病虫害

防治等管理要点 

 

成品要求  

时间、地点、面积  

批号、数量  

种植负责人、日期  

 

表 7.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采收工序登记表 

名称  来源  

采收方法  

注意事项  

时间、地点  

批号、数量  

采收负责人、日期  

 

表8.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加工工序登记表 

名称  来源  

加工方法、参数  

合格品要求  

时间、地点  

批号、数量  

加工负责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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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药材标准》编制说明 

 

一、概述 

（一）任务来源 

    2019 年 8 月，为了加强我省中药行业规范化管理，推进行业标准化，促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关于团体标准工作精神，结合我省行业实际，山东省中药材行业协会启动山东省中药材行业标

准研究工作。 

    2019 年 9 月，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中药制药共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向协会申请立项，并成

立了标准编制组，具体起草人员是：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中药制药共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张贵民、关永霞、梁红宝、李艳芳、

杜丙源、朱祥霞、宋月、袁晓梅、王海阁、庄会芳、邓丽华、高艳红、冯倩、马云、刘庆丰、姜明月、

张娜娜。 

（二）目的意义 

    研究制定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药材标准。 

二、编制依据和原则  

（一）主要依据 

（1） 国家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鼓励培育道地中药材，并提出药品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提出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建

设。为解决目前我国道地药材质量标准的缺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规定了相应的扶持措

施：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支持道地中药材品种选育，扶持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加强道地中

药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措施保护道地药材。 

（2）参考标准 

    中华中医药协会发布的《道地药材标准（157 项）》、《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226 种）》、《道地

药材栽培及产地加工技术规范（64 项）》，《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版，国家医药管理局与卫生部制定

的《七十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等。 

（二）编制原则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药材标准》的编制原则： 

1、严格按照《山东省道地药材标准》的申报材料要求起草。 

2、本标准内容符合《中国药典》的要求。 

3、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华中医药协会发布的最新标准，多方面考察研究了山东牡丹皮产地

的种植、加工、样品收集等，并突出其优势。 

    本标准规定了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的术语和定义、植物学性状、质量要求、生境要求、鉴定方法以

及道地药材的栽培、采收、加工、包装、储藏、运输、全程可追溯等，建立一整套可执行的标准，为山

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的规范化种植与质量提升提供明确的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境内道地药材牡丹皮的鉴定、生产和销售。 

三、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结构框架 

     本标准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来源及植物学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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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历史沿革 

    6 质量要求 

    7 生境特征 

    8 栽培、采收和产地加工技术 

    9 包装、标签及运输 

    10 鉴定方法 

    11 检验规则 

（二）术语和定义 

    略，详见标准文本内容。 

四、关键技术问题处理  

（一）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质量要求 

1、基本要求 

    符合《中国药典》对牡丹皮所有质量要求。 

2、性状特色 

    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表皮颜色深，断面色白，粉性强等特征，均能体现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与非道

地牡丹皮的区别。 

3、化学成分特征 

    将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的丹皮酚含量由《中国药典》要求的不低于 1.2%提升至不低于 1.4%；检查

项中水分由不得过 13.0%提升至不得过 12.0%，以上均体现了山东道地药材牡丹皮的质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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