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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黄岩富山古崩塌地貌是迄今在华东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古崩塌地貌。受岩性、岩体产状、构

造、节理和裂隙以及新构造运动和地形地貌条件的影响,花岗斑岩组成的山体因崩塌而形成了造型奇特的

山峰、岩壁与陡崖、岩洞、断层谷与峡谷、崩塌堆积地貌和串珠状跌水瀑布等各种地貌景观。这些在特定条

件下形成的独特地貌景观是重要的地质遗迹和旅游资源, 具有特殊的地球科学意义和美学观赏价值, 可以

考虑将此建成地质公园。通过规划建设,可以形成地质遗迹的保护区、地学研究基地、教学实习基地以及

科学普及的重要场所;同时结合当地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 开发建设成人们休闲度假的

场所和健身娱乐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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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是山区常见的一种地质现象。山区崩塌常形成峻峰、陡壁、石柱、石块、石蛋、峡谷、巷谷、断

层谷、岩洞等,形状怪异, 造型独特,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一些学者对崩塌发生的条件与动力机

制
[ 1]
、地貌类型

[ 2~ 4]
、地质遗迹保护与地质公园建设等问题

[5~ 7]
进行过探讨。但专门研究花岗岩山地

古崩塌地貌形成机制与旅游开发的工作较少,本文对黄岩富山地区花岗岩山地古崩塌地貌发育成因

及旅游开发做一探讨,以期为当地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浙江黄岩富山地

区崩塌地貌的研究发现, 黄岩富山崩塌地貌是迄今在华东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崩塌地貌,旅游开发

前景看好。因花岗斑岩山体崩塌而形成的造型山体、岩壁与陡崖、岩洞与堆石洞、断层谷与峡谷、崩塌

堆积地貌和串珠状跌水瀑布景观等是宝贵的旅游资源,值得当地政府尽快投资开发建设。

1  富山地区古崩塌地貌发育条件
富山地区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台州市黄岩区西部( 28b29cN~ 28b33cN, 120b51cE~ 120b56cE) , 面积

54km
2
,森林覆盖率 80% 以上。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暖湿润, 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7 e , 1月份平均气温 6 e , 7月份平均气温 2718 e , 平均无霜期25天。平均年降水量1 800mm以上。

111  岩性
岩性对崩塌地貌的发育具有明显控制作用。一般来讲,块状、厚层状的坚硬脆性岩石常形成较陡

的边坡,若构造节理和(或)卸荷裂隙发育且存在临空面,则极易形成崩塌。相反,软弱岩石易遭受风

化剥蚀,形成的斜坡坡度较缓,发生崩塌的机率小得多
[8]
。

富山主要山体均为燕山晚期侵入岩,称半山岩体。岩体中有后期钾长花岗岩岩枝和安山岩、细晶

岩等岩脉贯入。野外采集的标本制成薄片在偏光显微镜(目镜 1 @ 615倍,物镜 1 @ 4倍, 正交偏光)下

进行鉴定,结合野外观察得出研究区主要岩性为花岗斑岩、斑状细粒花岗岩、中细粒花岗岩等(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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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富山地区岩石标本情况
Table 1 Features of the rock samples on FushanMountain

编号 采样地点 海拔( m) 样品性质 结构特征 镜下鉴定结合手标本观察后命名

1 谜石 810 崩塌巨石 斑状结构,基质为花斑结构 花岗斑岩

2 三叠岩 864 基岩 斑状结构,基质为花斑结构 花岗斑岩

3 头梳岩 920 基岩 斑状结构,花岗结构 斑状细粒花岗岩(斑晶约占 10% )

4 棺材岩 982 崩塌巨石 斑状结构,斑状结构,基质为花斑结构 花岗斑岩

5 仙游坪 1 110 基岩 斑状结构,花岗结构 斑状细粒花岗岩(斑晶约占 30% )

6 大瀑布 395 基岩 似斑状结构,花岗结构 中细粒二长花岗岩

7 巨石川 528 崩塌巨石 斑状结构,基质为花斑结构 花岗斑岩

8 蓬莱三岛 656 基岩 斑状结构,花岗结构 斑状细粒花岗岩(斑晶约占 15% )

  鉴定结果表明, 本区花岗斑岩、斑状细粒花岗岩的斑晶中钾钠长石占 30%左右, 其中钠长石隐纹

不清, 少数较显,常因泥化而表面混浊。斜长石占 15% ~ 20% ,柱状、板柱状,有时呈聚斑分布, 局部

具环带构造及钠式和卡钠双晶,偶见肖纳双晶,有的因泥化显混浊并析出绢云母。钾钠长石和斜长石

晶体边缘常见钾钠长石窄边增生。黑云母占 1% ~ 3%, 褐色至棕色, 有的已被绿帘石、阳起石替代。

偶含 5%的角闪石, 已部分为黑云母、阳起石替代。基质中钾钠长石占 30% ~ 40%, 酸性斜长石占

10%左右,石英占 20%左右,可见石英和钾钠长石连生呈微文象结构,另有黑云母、角闪石少量, 磷灰

石、榍石、锆石微量, 金属矿物 1% ~ 2%。

以上岩性分析表明,浙江黄岩富山地区的花岗斑岩中石英成分相对较少, 钾长石含量却较多。

另据浙江省地质矿产局对 6个硅酸盐样品统计
[ 9]
, SiO2 平均值为 68178%, 这与临近区域同期次花岗

岩、钾长花岗岩 SiO2 含量常在 75%以上相比,也明显偏低。本区花岗岩中的长石、云母、角闪石等矿

物普遍具有不同程度的蚀变现象, 如钾钠长石的泥化、绢云母化,角闪石、黑云母的绿泥石化等次生蚀

变,也降低了岩石抗风化的能力。在花岗岩的原生节理形成后, 水分沿节理渗透,蚀变矿物被水携走,

从而使节理拓宽加深,促进了崩塌地貌的发育。

112  岩体产状
富山地区的花岗侵入岩体,整体上呈 NE-SW走向, 面积 62km

2
,呈岩株产出。岩体呈北宽南窄的

短轴状分布。由于岩体呈株状产出,在围岩被剥蚀殆尽后成为高出四周山地的峻峭地形。如方岩岗、

仙游坪等山峰, 主峰周围峭壁近直立,形成很高的基岩临空面,为崩塌地貌的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113  深大垂直节理和裂隙

花岗岩一般较为坚硬,很少发生大规模崩塌。但当垂直节理发育并存在顺坡向的节理或构造破

裂面时,易产生大型崩塌。实地调查发现半山岩体局部受 EW向和NE-SW向断裂切割。其中, EW向

断裂为张性断裂,沿断裂带发育了冲沟。受其控制,在冲沟两侧崩塌地貌发育。除此之外,本区古崩

塌地貌的发育还受一系列节理裂隙的影响。其中对崩塌地貌发育影响较大的几组深大垂直节理和裂

隙见表2。

除上述深大垂直节理外, 在突出的岩体上,通常还发育有风化节理。岩体中发育密集的节理, 成

为流水和地下水侵蚀岩体的地点, 流水沿节理侵蚀出沟谷及河谷,在节理系统交错地点可以发育小型

盆地。节理在山坡上又成为控制坡面发育的要素。节理的多少和组合形式往往成为山地坡度的决定

性因素。例如一般形成崖壁的地点也就是节理集中的地点。因为这里地下水作用较强, 而抗剪力较

弱,重力崩塌易于进行
[ 3]
。

66 资  源  科  学 26 卷第 4期



表 2  富山地区节理、裂隙发育与地貌景观
Table 2  Development of valley and scenery landform of Fushan Mountain

走向 性质 地貌景观

95bSEP275bNW、175bSEP355bNW 两组深大垂直节理 小仙师洞等

90bEWP270bEW 深大垂直节理 一线天等

87bNEP267bSW 深大垂直节理 天窗瀑布(水帘洞)等

0bP180b、74bNEP254bSW 两组深大垂直节理 大仙师洞等

74bNEP254bSW、164bSEP344bNW 两组垂直节理 棺材岩

60bNEP240bSW、132bSEP312bNW 两组深大垂直节理 仙游坪/ 龙翻石0

85bNEP265bSW 深大垂直裂隙 黄枝坑峡谷等

56bNEP236bSW 深大垂直裂隙 / 蓬莱三岛0巷谷

160bSEP340bNW 深大垂直裂隙 鹰嘴岩洞

表 3 富山地区三级夷平面
Table 3 Three- grade planation surfaces in FuMountain

夷平面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山顶及海

拔高度

大岙山( 1 083m)

仰天湖( 1 074m)

岙东岭(755m)

子木坑岭头(864m)

西岩( 570m)

牛角尖( 477m)

望海岗( 1 121m)

仙游坪( 1 087m) 茶山尖(755m)

南正尖( 1 246m) 马家山(771m)

金岗尖( 1 043m) 葡萄坑(722m)

大寺尖( 1 252m) 小寺基(855m)

114  新构造运动

岩性分析表明半山岩体为浅成

或超浅成侵入岩。由于燕山运动晚

期的抬升作用,上覆围岩很快被剥

蚀掉,出露花岗岩。进入第三纪以

来本区主要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间

歇性抬升。在构造相对稳定时期,

山体遭受剥蚀, 形成夷平面。富山

地区明显存在 3级夷平面(表 3)。

这三级夷平面代表了第三纪以来本

区主要经历了 3次幅度较大的抬升

过程。

  三级夷平面的存在也可从浙江
省地质矿产局对邻近地区河流阶地

的调查结果得到验证
[ 9]
。瓯江下游

青田 ) 温州江段, 发育有三级侵蚀

- 剥蚀阶地, 其高程分别为: T1高

10m, T2高 25m~ 35m, T3 高 58m~

68m。其中 T1阶面和屿门 T2阶地

的阶面上,还可找见少量河床相砾

卵石。上述阶地以T3最为发育,分

布也普遍。其次是T2,T1分布比较

零星。另外在永宁江流域 T1阶地

未曾发现。而在头陀一带发育了T2、T3、T4三级阶地, 高程依次为: T2高 25m, T3高 50m,T4高 100m。

富山地区三叠瀑所在的黄枝坑溪, 流向受节理或断层影响有转折。该冲沟下段为峡谷,中段为嶂

谷,再上为宽缓V谷。3个瀑布所在的 3个裂点分别代表了 3次构造抬升形成的溯源侵蚀最远点。

第一个裂点高差约 2m,第二个裂点高差约 5m,第三个裂点高差约 50m~ 60m。

由于新构造运动的间歇性抬升,山体高耸,坡度很大,冲沟河流强烈下切侵蚀,使岩体形成高陡的

临空面,也是崩塌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115  地形地貌条件

地形地貌主要表现在斜坡坡度上。崩塌多发生于坡度大于 55b、高度大于 30m、坡度凹凸不平的

陡峻斜坡上
[ 8]
。在上述岩性、岩体产状、节理裂隙和新构造运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本区形成了众多峡

谷陡坡、冲沟岸坡、深切河谷等地形地貌,为崩塌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斜坡坡度、高度和形态,以及有

利于岩体崩落的临空面。因此,地形地貌条件对本区古崩塌地貌的形成具有最为直接的作用。在海

拔1 000m 以上地带,一年内有 2个~ 3个月最低气温徘徊于 0 e 左右, 寒冻风化作用频繁。在第四纪
冰期时,寒冻风化作用更为强烈。当岩体中各种破裂面所含裂隙水发生冻结时, 对岩壁产生巨大压

力,加速岩体崩解和破裂面扩展。由此形成了仙游坪顶的/龙翻石0等地貌景观。

2  富山地区主要旅游地貌景观
富山地区花岗斑岩呈岩株产出,岩体中东西向、北东向和南北向三组深大垂直节理发育,崩塌作

用和流水冲刷, 雕琢出奇特的景观,暴露时间的长短和节理裂隙发育程度不同, 形成石山、石墙、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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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峰、天生桥、石海、岩洞等,鬼斧神工, 形态各异。归结起来,富山地区的主要旅游地貌景观可分以下

几类:

211  造型山体景观

富山地区的山体在各种内外力影响下,一方面隆起一方面被肢解, 从而形成目前各赋奇形的峻

峰。例如仙游坪花岗岩体中的垂直节理长而深, 但很稀疏,故峰形完整。顶部地势平坦, 坡度 15b左

右, 局部缓丘, 面积约1km
2
,平均海拔1 000m 以上。特别是在诸山峰之上多生有松树、银杏等,枝繁叶

茂,盘根错节,加之沟壑纵横,山青水秀。以造型奇特和强烈的美学艺术感染力而对旅游休闲者有很

大吸引力。

212  岩壁与陡崖景观
富山地区由于新构造抬升与崩塌作用而形成的岩壁与陡崖景观随处可见。在仙游坪主峰南侧的

巨型崖壁, 长数百米, 落差近 100m, 平均坡度超过 70b,气势恢弘, 蔚为壮观。黄枝坑峡谷两侧峭壁受

水平节理和一组 X节理控制,岩块破碎如城砖, 崖壁似人工造就。

213  岩洞景观
众多岩洞成为富山地区又一景观。如鹰嘴岩洞、仙师洞、岩阳洞等。其形成方式有的是由于在花

岗岩体节理十分密集处, 遭受强烈机械风化, 往往发生巨石崩落相垒成洞;有的是由于花岗岩体中顺

坡发育长而宽的节理,巨大岩体沿节理面扩开下落, 斜倚在坡上成洞。图 1a 为冲沟两侧的巨石发生

倾倒崩塌相互叠置而形成的岩洞。图 1b为岩体在重力作用下沿走向 160bSE~ 340bNW深大垂直节理

发生滑移崩塌, 造成岩体斜倚在基岩壁上所形成的岩洞(鹰嘴岩洞)。洞宽 1m~ 2m,高 10m 余,长 30m

余。在夏季7月~ 8月,洞内凉气逼人,成为奇观, 当地人称为/暑天冰洞0。

214  峡谷与断层谷景观
富山地区深受断层和节理制约,平均年降水量又达1 800mm 以上,水流侵蚀山体成深邃溪涧, 其

纵剖面多呈阶梯状, 横剖面均为/ V0字型,为典型的山地河谷。如黄枝坑峡谷, 沿断层发育, 流向有转

折,下段为峡谷, 横剖面呈/ V0型,中段为嶂谷, 横剖面呈/ U0型,上段为宽缓/ V0形谷。图 1c 为走向

56bNE~ 236bSW的张节理两侧岩石受力向两边张裂形成的巷谷(蓬莱三岛巷谷)。谷宽 1m~ 115m, 高
15m~ 20m,长 15m。/一线天0, 沿东西向深大垂直节理发育, 高 5m~ 6m, 宽013m~ 015m,长 20m余。

图 1  崩塌形成的岩洞
Fig11  Cave of landslip

215  崩塌堆积地貌景观

崩塌和外力侵蚀造就了本区千姿百态的石景。使峰巅、峰缘、山坡形成许多石块、石蛋、石柱等,

它们似人、似禽、似兽,形状怪异。石景按其形态可分 2类:

21511  造型石景  受斜交垂直节理和水平节理所切以及在球状风化作用下, 一些花岗岩石块构成各

种奇特形状,如/元宝石0,从上往下看, 极像元宝, 侧面看像一壮牛,从下往上看又似一大肚罗汉。/蓬

莱三岛0为一巨大崩落岩块, 沿垂直节理
裂开为三块, 植物生长于裂隙中, 每当云

雾缭绕,恰似蓬莱仙境。/鹰嘴岩0似雄鹰

展翅飞翔。/棺材岩0似一棺材等等。
21512  组合石景  从悬崖上崩塌下来的

石块堆积到沟谷、坡麓地带形成各种组合

石景,如/巨石川0, 崩塌下来的倒石堆沿

山谷分布, 从山坡到山麓, 似一岩石组成

的/河流0。/仙人桥0,几块大石崩落叠置

在沟谷之上,搭成天然石桥。在寒冻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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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仙游坪顶岩石风化破裂后,巨石沿缓坡向下蠕动成带状分布,似神龙翻动,故名/龙翻石0。

216  串珠状跌水瀑布景观

在新构造运动间歇性抬升作用下, 黄枝坑溪纵剖面存在 3个裂点, 分别代表了3次抬升造成的溯

源侵蚀最远点。由于受节理影响,东西向和北西向两组垂直节理曲折相连, 其间有水平节理横切, 在

垂直节理与水平节理交汇处, 构成易被冲刷部位, 向下凹入;水平节理不发育处,就形成凸出陡崖。下

泄流水沿一凹一凸急坡穿行, 就形成瀑布和深潭相间的多级跌水瀑布,呈串珠状。黄枝坑大瀑布落差

达60m,飞流直下,发出轰鸣之声,足以使游人惊心动魄。小瀑布落差为 2m~ 3m, 秀丽无比。多级跌

水清澈晶莹,似泉水叮咚。串珠状跌水瀑布与山石峰洞、白云蓝天、林木花草等协调结合,构成美若仙

境的奇妙世界。

3  旅游资源评价
311  地貌景观的可观赏性

富山地区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古崩塌地貌是重要的地质遗迹和旅游资源, 具有特殊的地

球科学意义和美学观赏价值以及游憩价值。古崩塌区内崩石的自然形状千变万化,天然艺术造型石

体众多,空间变幻跌宕起伏, 山水浑然一体, 风景秀丽如画, 天然洞穴奇妙无穷, 尽显自然界之奥妙

,,。奇、险、特、野的风格尽在其中,因而具有极大的旅游观赏价值。

312  崩塌遗迹的完整性
富山古崩塌地貌崩石个体较大者,其直径可达 30m~ 40m,有较大的耐受性, 一般难以破坏。由于

有良好的保存条件, 因而崩塌地貌遗迹形态壮观奇特、类型较全,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典型崩塌地质遗

迹。独立型单体体量较大,复合型资源单体结构造型优美、疏密度优良。景观保持原来形态与结构,

基本未受到人为干扰和破坏。加之资源富积度高,为减少开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成本、合理保护环境

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313  资源的独特性和稀缺性

本区古崩塌地貌景观异常奇特,此类现象在其他地区少见。陕西西安翠华山、华县莲花寺、四川

迭溪等地的山崩均为人类历史时期地震引起的巨大山崩
[ 10]

,而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 11]
, 黄岩地区历史

上并无大地震发生, 崩塌地貌的成因与前述地区不同。本省的临海景区以火山地貌特色为主,仙居景

区为峰林地貌, 雁荡山景区以奇峰造型为特色,楠溪江景区以水见长。富山古崩塌地貌景观及其组合

与相邻地区有差别, 资源稀有性强,与其他地区可以形成优势互补。

314  科教及旅游经济方面的可利用性

崩塌地貌遗迹是灾害地质作用给人类塑造的一种具有天然观赏、科教作用的新的资源类别,充分

利用和保护好这一资源将有助于地质科研和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崩塌地貌遗迹既可成为地貌研究

和地学专业野外教学实习的基地,也可以其幽、奇、险、奥而让游人在浏览中增长地学知识,有利于向

全民进行灾害知识的普及以提高其灾害防范意识。同时, 重新定位和挖掘崩塌地貌遗迹所具有的旅

游美学意义,必然会提高富山旅游资源的档次,对将富山建成集科研、科普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高品

位的地质公园, 丰富浙江省自然景观旅游内容,创造浙江省旅游的新品牌都有重要意义。

4  旅游开发与保护
地质公园( Geopark)是广大地学工作者在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中经长期酝酿提出的概念。近年来,

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介, 地质公园这一名词已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她代表具有特殊地球

科学意义和美学观赏价值, 以稀有的地质遗迹为主要内容, 并可能兼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的区

域
[ 5~ 7]
。富山崩塌地貌区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规划建设, 可以形成地质遗迹的保护区、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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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研究基地、地质教学的实习基地、科学普及的重要场所;同时结合其优美生态环境和引人人胜

的自然景观,可以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场所和健身娱乐的区域。特别是旅游业方兴未艾的今天,可能

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为当地居民就业提供新的机会。

411  科学普及和地学教育基地的建设

地质公园是开展知识旅游的载体, 建好博物馆,开辟有科学意义的旅游路线,写好科技含量高的

导游材料,树好说明牌,编写好科学普及小册子,编辑出特征突出的照片集、光盘、影视片,培训好导游

人员,接待各级学校学生实习和野外考察,旅游者可寓教于游,提高游览层次和游览内容的科技含量,

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把以自然科学内容占主导地位的地质公园建成科学普及基地。

412  搞好古崩塌地貌资源的调查评价和规划工作

作为地学旅游资源, 本区崩塌地貌的类型和形成条件多变, 对这些珍贵的地质遗产, 要认真搞好

资源调查和评价工作。同时, 对其他旅游资源,如其他相关的地文景观、水体风光、生物多样性、气象

景观、生态环境、人文历史、摩崖壁刻、古迹胜景、特有建筑等以及在教学、科研、科普等方面的成就和

特色也要收集并认真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规划, 做到合理开发和保护。开发建设过程

中,在旅游项目建设的同时要有相应措施,确保各种崩塌地貌遗迹的永续利用, 保护好自然环境和生

物多样性,科学合理地利用地质遗迹资源,做到在保护中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使之真正成为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支撑点。

413  促进地方经济的支撑作用和地方居民就业

地质公园的建设将生态旅游与自然保护相联系, 同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

有在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生态旅游才能可持续地发展。因此、积极鼓励当地居民

参与是必要的。同时,通过当地居民的积极主动参与, 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特长和传统, 增加地质公

园的吸引力。事实上,开展旅游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是人所共知的, 如导游、保卫、环卫、宿舍管理、餐

厅服务及手工艺等方面, 这些新的就业机会要尽先满足当地社区居民的需要。改善地方居民的生活

将直接缓解他们对旅游资源的压力。应当注意的是, 地方居民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到地质公园旅游业

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仔细地分析和计划, 因为他们需要训练、资金以及市场的配合。

感谢: 朱诚教授指导了野外考察工作,吴承照、翁维国、唐云松同志参加了野外考察工作,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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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Exploitation of Paleo-Collapsed Granite Landform at Fushan

Mountain in Huangyan area,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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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al rock of mountains in Fushan district, Zhejiang province, is intrusive one, which is

made up of granite-porphyry , porphyrit ic granule granite, mid-granule granite and so 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ontent of quartz is less comparatively and the content of feldspar is rather more. Furthermore,

feldspar, mica and amphibole of granite are corroded in Fushan district . The joints and valley has developed

deeply and large in rock bodies in Fu Mountain. During the neo-tectonic movement, the are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lithosphere uplift and joints development since Tertiary period. Influenced by lithology, lying-

state, conformation, joints, cranny of rock body, neo-tectonics, landform and geomorphology and flowing

water, the mountains are evolving into vagarious sculpt of geo-morphological sights, such as, unique

mountain bodies, bamboo shoots-like apex, rock wall, cliff, grotto, fault valley, gorge, accumulation- falling

landform, and strings of beads- like waterfalls and so on.

The paleo-collapsed landform at Mount Fu in Huangyan, Zhejiang province, is of larger scale found in

Eastern China so far. These geological sights formed in special geological condition are unusual and important

recourses for development of tourism for Zhejiang province, for their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value.

The paleo-collapsed landform, is very rare in the whole Eas-t China region, not only from its size and but also

from its full conversation. Therefore, it is worthy of building a geo- park within this region, which can not only

well preserve a unusual geological relics for geolog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for sciences popularizing, but

also will provide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and ravishing natural insight for people in leisure time.

Key words: Fushan Mountain; Paleo-Collapsed landform; Tourism exploitation; Ge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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