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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6种野生牡丹的调查材料 

Appendix 1  The information of six wild tree peony species from field explorations 

a  四川牡丹 (Paeonia decomposita Hand.-Mazz.) 

(洪德元团队, 1995, 2006年) 

四川金川县曾达乡曾达村, 海拔2,200–2,350 m, 

西北坡, 多石灰石悬崖和岩石。密而高达2–3 m 的

灌 丛 , 建 群 种 有 Sageretia sp., Cotoneaster 

soongaricus, Buxus sp., Zanthoxylum sp., Osteomeles 

sp., Ouercus aff. giliana, Bauhimia sp., Lespedeza sp.。

局部可见50株以上, 但有花的仅有10株, 其中有几

株很大, 但也只有单朵花。向导谷林先生告诉我们, 

20世纪80年代, 这里每天可挖30 kg丹皮, 那时的野

生牡丹几乎连成片。 

金川绰斯甲 (红旗桥与观音桥之间 ), 海拔

2,400–2,500 m, 北坡, 变质石灰岩, 次生柏树林和

高灌丛, 灌木主要有Abelia sp.和Lespedeza sp.。四川

牡丹局部多见, 幼苗不下50株, 但开花的少。林中及

高灌丛中开花的个体少见, 且每株仅有单朵花或两

朵。但在岩石上的稀疏灌丛中发育较好, 见3株, 每

株有十几朵花, 且心皮多数发育, 种子多。 

马尔康附近, 有4个地点, 海拔2,650–3,100 m, 

都在灌丛中。以城附近的南坡居群为例, 高2–2.5 m

的多刺灌丛, 占优势的成分为Quercus semecarpifolia, 

Cotoneaster soongaricus, Rhamnus sp., Berberis sp., 

Rosa willmottiae等。充分发育的心皮少, 多数很小就

败育。在城附近的阿底村, 海拔2,700 m, Betula–Picea

林缘疏灌丛中, 生长良好, 每株有花10朵以上, 前一

年的结实情况也很好(图2 c–e)。 

丹巴县东谷乡沙冲沟, 海拔2,350 m, 东北坡, 石

灰岩, 幼龄次生林, 优势成分为Carpinus sp., Aralia 

sp., Acer sp., Pittospermum sp., Senecio sp., Lespedeza 

sp.等。四川牡丹见于树木稀疏的岩石边, 在10 m2的

一片次生林中见到30株, 植株大但花不多。 

在考察的路上我们多处询问老乡关于当地四川

牡丹的情况。在马尔康梭磨乡(海拔2,900 m), 在金

川县白湾乡和独松乡, 在丹巴县的小金区和康定县

的孔玉乡, 得到的回答都是有四川牡丹, 而且有些

地方还颇为常见(如独松乡)。丹巴县药材公司收购

站周琳先生告诉我们, 全县有野生牡丹, 但量不大。

当时最低收购价仅2元/kg。 

b  矮牡丹(Paeonia jishanensis T. Hong & W. Z. 

Zhao) (洪德元团队, 1993, 1994) 

山西永济雪花山水峪口村, 北坡, 从海拔970 m

到1,650 m均有。生境从开旷的灌丛至颇为郁闭的次

生落叶阔叶林(图5b, c)。在海拔1,300 m的地段, 伴生

植物主要有 Quercus baronii, Exochorda giraldii, 

Forsythia suspensa, Zanthoxylum sp., Deutzia sp., 

Clematis sp., Vitis sp., Lonicera sp., Adenophora sp., 

Carex sp., Corydalis sp.等。在海拔1,650 m的阔叶林中, 

主要乔木有Carpinus turczaninowii和Tilia amurensis。

在这个居群内我们观察到地下横走茎, 而且很普遍, 

一条这样的茎可发出多条地上茎(图5d)。 

山西稷山马家沟居群分两个地段作观察。一个

在村附近靠公路不远处, 海拔1,100 m群落为次生幼

林 ( 图 5a), 常见的伴生植物有 Quercus baronii, 

Exochorda giraldii, Cotinus coggygria, Forthythia 

suspensa, Elaeagnus mollis, Rosa dahurica, 

Adenophora sp., Clematis sp.和Carex sp.等。我们试

图找到实生苗, 但挖了几次都是连着较大植株的萌

生苗。另一个地段在海拔1,700 m处, 常见的伴生植

物 有 Quercus aliena, Crataegus kasuensis, 

Campylotropis macrocarpa, Forsythia suspensa, 

Melampyrum roseum, Atractylodes lancea, Phlomis 

umbrosa, Dianthus chinensis, Bupleurum chinense等。 

我们观察过1959年采自甘肃兰州兴隆山2,400 

m处的标本(PE)。此标本无生境记录, 应该不是自然

的。还观察了1959年采自陕西户县的标本(PE), 无

具体地点, 亦无海拔和生境记录, 应该是栽培的。 

在马家沟村听老乡(包括我们住的东家赵大爷)

介绍, 1961年前后这里大量收购丹皮, 矮牡丹几乎

被挖尽。现在看到的都是后来长出来的, 近些年老

乡们不再挖丹皮是因为价格较低。 

c  大黄花牡丹  [Paeonia ludlowii (Stern & G. 

Taylor) D. Y. Hong] (洪德元团队: 1996, 2006, 2017) 

西藏米林岗嘎大桥东3–4 km处(江北岸): 疏林

和灌丛中, 成优势种, 50 m × 30 m样方中约有100株

(成年), 成丛, 实生苗极多, 上一年结的果极多(图

6d, f)。伴生植物有Juglans sp., Populus sp., Salix sp., 

Prunus davidiana, Rhamnus (2 spp.), Rosa sp., 

Berberis sp., Artemisia sp., Pteridium sp.。盖度50%。

2017年调查发现基本情况变化不大, 估计植株总数

约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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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林岗嘎大桥西2 km处, 扎热乡, 才母村, 扇

形冲积物上(图6a, c)。伴生植物有Juglans sp., Prunus 

davidiana, Pyrus sp., Hippophae sp., Rhamnus sp., 

Berberis sp., Buddleja sp., Cotoneaster sp., Morus sp., 

Clematis sp., Senecio sp., Thalictrum sp.。花岗岩, 

2,980 m, 面积约500 m × 500 m, 实生苗多, 幼株亦

极多, 盖度60%, 挖出7株, 全为实生苗(图6e)。大的

植株高可达3.5 m, 有花达105朵。2017年的实地调查

发现, 这里已开辟了高等级公路, 拉萨至林芝的铁

路正在施工, 工区就设在这里, 加上新建了许多民

房, 环境大变。我们未能找到一个植株。 

米林热嘎村附近, 大桥西约6 km, 江南岸北坡

山脚, 小沟边, 3,000 m, 花岗岩, Picea砍伐迹地, 盖

度20%。伴生植物有Picea sp., Pteridium sp., Iris sp., 

Acer sp., Ribes sp., Salix sp., Betula sp., Rosa sp., 

Sambucus sp., Rhododendron sp., Berberis sp., 

Sorbaria sp. 面积约400 m × 250 m。植株密, 成优势

种, 实生苗极多。取丹皮破坏严重, 挖起的植株无数, 

高达3.5 m, 茎下部直径达3 cm(图6b)。2017年的实

地调查发现, 这一居群未有大的变化, 约有5,000株, 

是现存最大的居群。但它现在被圈在Hilton酒店之

内, 竖有“黄牡丹保护区”牌子。这一中文学名是错

的; 保护区归属尚不明确, 故其前景令人担忧。 

米林南伊乡南伊沟, 2,920 m, 花岗岩, 沟口阶

地, 稀树疏灌丛, Rosa疏灌丛。大花黄牡丹多见, 相

当密集, 有许多被挖取丹皮。米林县贸易公司夏经

理介绍: “前几年收购丹皮, 最多一年收购3,000斤

(鲜重)。如今售价不好。”2017年再次造访时发现, 这

一很大居群的2/3已被开发, 被住房和高档酒店占

据, 仅发现一株残留的大黄花牡丹。在边防站以上

的1/3还保存完好。在1 km长的路两边灌丛中约有

2,000株, 其中很多幼株, 繁殖状况不错。 

隆子加玉乡淮巴达拉山, 3,150 m, 山坡灌丛, 

1972年记录。2017年调查发现, 该居群很小, 仅24

株 (9成株 , 15幼株 )。在一株约 5 m高的沙棘

(Hippophae sp.)树下, 3株成年个体下面无一幼苗, 

足见遮阴是种子萌发的障碍。 

隆 子 斗 玉 乡 加 麦 (?)(Charme, Char Chu), 

28°26′N, 93°05′E, 3320 m, 1938记录。 

林芝东久乡曲尼玛村, 3,100 m, 山脚扇形地。仅

有4株, 2大2小, 老乡说是自然的, Larix sp., Berberis 

sp., Ribes (2 spp.), Rosa (2 spp.), Iris sp., Primula sp., 

Podophyllum sp., Lonicera sp.。果极多, 但未发现完

好的果实。2017年调查表明, 原有的植株已被移栽

至家门口。一位老乡说, 这些植株本是从林芝移来

的。因此东久乡并无自然居群。 

西藏农牧学院(林芝八一镇)院内有一块种植的

大花黄牡丹, 其生存和繁殖状况良好。 

1936和1938年, Ludlow等3位英国采集家把大

花黄牡丹引到英国, 如今英国至少有两处种有该种, 

即伦敦的英国自然博物馆大门前两侧(图6g)和皇家

邱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王强博士的

来信(个人交流)说, 两处均结实, 种子饱满(图6h); 

英国自然博物馆植物部主任Sandra Knapp称, 英国

多地种有这个物种, 繁殖状况良好。 

d  卵叶牡丹(Paeonia qiui Y. L. Pei & D. Y. Hong) 

(洪德元团队, 1997, 2004; 张延龙团队, 2014–2016) 

湖北保康县后坪镇车丰坪, 海拔1,300 m, 东坡, 

石灰岩, 次生落叶阔叶林。乔木层主要有: Quercus 

sp., Acer sp., Carpinus sp.; 灌木层由Carpinus sp., 

Platycarya strobilacea, Lindera sp., Rhamnus sp., 

Spiraea sp., Lonicera sp.等组成。卵叶牡丹个体不多, 

约15株, 大多在高数米至数十米的悬崖上。 

湖北神农架松柏镇山屯岩, 海拔1,900–2,200 m, 

见于落叶阔叶林下的悬崖上和草地中。发现有两朵

花结出的果实, 一朵5个心皮仅3个结出蓇葖果, 每

个有种子1或2粒。另一朵花的5个心皮仅一个发育成

为蓇葖果, 其中有种子3粒(图9 e)。 

根据我们1997年的调查, 保康县后坪镇的老乡

喜爱在宅前屋后种植从山上挖来的野生牡丹。例如

在洪家院村, 舒远志家前院就种有一株紫斑牡丹和

数株卵叶牡丹, 主人说都是近年从附近山上挖来

的。此外还有许多其间的杂种后代的幼苗。同村的

祁新华家门前也种有紫斑牡丹和卵叶牡丹, 其中一

株杂种就是所谓“保康牡丹”(Paeonia baokangensis)

的模式标本来源。所谓的“保康牡丹”其实就是紫斑

牡丹与卵叶牡丹的杂种Paeonia rockii × qiui。 

陕西旬阳县白柳镇峰溪村, 海拔1,456 m, 疏林

下或林缘灌丛, 伴生植物主要有: Sabina chinensis, 

Pinus bungeana, Quercus variabilis, Cotinus 

coggygria, Lonicera meackii, Akebia trifoliata, 

Bupleum chinense, Aconitum carmichaeli等。多数个

体在疏林下, 少数植株见于岩石缝中。有幼苗(实生

苗?), 看来更新不错。 

旬阳县白柳镇居群有个体约300。有无性繁殖现

象, 结实率低, 但结实率与群落的郁闭度相关, 郁

闭度越低, 结实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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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紫斑牡丹[Paeonia rockii (S. G. Haw & Lauener) 

T. Hong & J. J. Li ex D. Y. Hong] (1939, 1985, 1994, 

1997, 2006) 

嵩县木植街乡石磙坪居群。1994年我们分两路

寻找野生牡丹凤丹(“杨山牡丹”)和紫斑牡丹。野生

的“杨山牡丹”未找到, 两路都找到了紫斑牡丹。海

拔1,450 m左右, 花岗岩, Ulmus幼林。星散可见, 但

不多, 两队各见到数株, 在大岩石下。 

河南内乡县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牡丹垛居群。海

拔1,100 m, 东南坡, 玄武岩, 落叶阔叶林, 一个很

小的居群, 10株, 开花的仅两株。这是一个残存并在

恢复中的居群。山下的村里的宅旁种有挖自山上的

紫斑牡丹。 

 

表a  紫斑牡丹的分布和居群状况(表中数字表示个体数目) 

 居群大小

(株) 

调查队和年份 

subsp. rockii 

河南   

内乡: 宝天曼 约20 洪德元, 1997; 袁军辉 

栾川: 熊耳山 20–30  袁军辉 

嵩山: 杨山 ＜20 洪德元等, 1994 

湖北   

保康: 后坪镇 6 袁军辉 

保康: 大水林场 约20  袁军辉, 李洪喜, 2017 

神农架(松柏) ＜50 洪德元, 2004 

陕西(南)   

略阳: 白水江   

甘肃(东南)   

徽县: 麻沿河 ＜50 袁军辉, 2007 

龙骨粱 约80  袁军辉, 2008 

嘉陵镇 ＜100 袁军辉, 2008 

银杏乡   

成县: 王磨乡 ＜20 袁军辉, 2007 

鸡峰山 6 移栽? 

二郎乡 6 移栽? 

两当: 张家乡 ＜80 袁军辉, 2008 

文县: 刘家坪 约100  袁军辉 

舟曲: 洮州林场   

武都: 朗山   

天水: 李子乡 

李子村 

  

子陇山  黄河队, 1956 

四川(北部)   

广元: 曾家   

南坪: 双河   

青川: 龚龙(?)   

subsp. atava 

甘肃(东南、东部)   

天水: 党川 ＜100 袁军辉, 2007, 2008, 2014 

合水: 太白镇 约100 袁军辉, 2008–2016 

陕西   

太白山 少到难以

发现 

洪德元等, 1985, 1997; 袁

军辉, 2009, 2014, 2015 

旬邑 20–30 袁军辉, 2014, 2015 

甘泉: 下寺湾 ＜100 洪德元等, 2006; 袁军辉, 

2008 

陇县:   

南五台:   

铜川: 金锁   

志丹: 志丹墓   

黄龙山: 白城桥   

 

秦岭南五台山古湾柏树附近, 1939年5月14日。

刘慎谔、钟补求等127(PE)的标本记录签上有一个附

注, “这是栽培牡丹的野生类型, 在秦岭湿润的林中

常见……。” 

陕西甘泉县下寺湾乡, 海拔1,320 m, 砂岩, 辽

东栎(Quercus)–白桦(Betula)–槭树(Acer)林, 在一片

不大的林中, 有约20株。其中多数花瓣白色, 少数红

色。向导张先生说有2,000–3,000株。我们未作大范

围调查。 

秦岭太白山上白云, 1,750 m, 栎树林中, 岩石

中间。仅1株, 也是我们在太白山考察两天发现的3

株之一(图9b)。一位挖药的老乡说, 1960年以前这一

带每天可挖上百斤鲜丹皮。我们发现的这一株附近

无小苗, 或许是因为岩石间种子不宜扎根生长, 这

一株之所以还存在或许是因为不易采挖而幸免。 

f  圆裂牡丹[Paeonia rotundiloba (D. Y. Hong) D. Y. 

Hong] (洪德元团队, 1995, 1996, 2006) 

四川黑水县色尔古居群, 东北坡, 海拔2,300 m, 

千枚岩(变质石灰岩), 高度可达2–4 m的高灌丛, 盖

度70–90%, 主要伴生植物有Quercus sp., Rhamnus 

sp., Sophora sp., Cotoneaster sp., Rosa sp., Lonicera 2 

spp., Euonymus sp.等。居群内个体颇多, 在20 m × 15 

m样方内的植株不下40, 估计会有成百上千个体。最

大个体有花超20朵。存在根出条现象, 一条根长出

至少7支茎。 

理县朴头乡居群, 海拔1,850–2,280 m, 北坡, 

石灰岩, 多岩石山坡或悬崖, 疏林中, 以Cupressus 

chengiana和Quercus sp.为优势, 或灌丛中, 幼苗多, 

60 m × 20 m内见到上百株, 多在苔藓层上。岩石上

多见。心皮极少败育。 

理县城附近大平村, 海拔1,900–1,950 m, 西北

坡, 石灰岩, 高达2 m以上的高而密的灌丛, 盖度

80–90%, 主要伴生植物有Quercus 2 spp., Ostry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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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iana, Cotinus coggygria, Cotoneaster sp., 

Lespedeza sp.等。有很多个体, 但仅4株有果。 

茂县太平乡沙湾, 海拔2,350 m, 悬崖灌丛。个

体多, 结实率颇高, 仅个别心皮败育。 

茂县城北, 海拔2,100 m, 阳坡灌丛, 靠近悬崖。

在13朵中, 仅一个心皮败育。 

茂县城东北5 km处生态站下, 海拔1,750 m, 东坡, 

石灰岩灌丛, Ostryopsis sp., Quercus 2 spp., Cotinus 

coggygria, Corylus sp., Rosa multibracteata, Cotoneaster 

sp., Spiraea sp.等。调查6个植株, 近一半心皮败育。 

在黑水色尔古乡, 理县扑头乡和沙坝乡, 老乡

们都说当地野生牡丹普遍, 近年多起来, 因为丹皮

便宜, 每公斤仅一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