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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浙江省既是旅游资源大省又是旅游经济大省 ，旅游业经过 ２０ 多年的快速

发展之后 ，已经进入再上台阶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新一轮的旅游开发

中 ，如何充分发掘旅游资源潜力 ，提升旅游产品档次 ，实现旅游产业升级和区域

协调发展成为关键课题 。 地文旅游资源在浙江旅游资源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深入探索地文旅游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深度开发是浙江旅游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保障 ，也为浙江旅游资源的总体利用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本书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旅游地学和旅游学相关理论

为指导 ，结合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数据 ，采用实地调查 、统计分析 、综合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 ，对浙江省的地文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分析 ；并借鉴区域旅游资源的

定量评价方法 ，创新性地引入资源储量 、丰度 、品质分等概念指标对浙江省地文

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 、储量特征 、类型品质 、区域分布等进行科学评价 ；最终通

过综合品质优势度的比较得出浙江地文旅游资源的五大综合优势类型 ，即山岳

景观旅游资源 、地层与矿山遗迹旅游资源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 、岩溶洞

穴旅游资源和海岸海岛旅游资源 。

针对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普遍存在的对资源科学内涵认识不足 、缺少

空间整合 、产品结构上不合理 、利用形式缺乏创新等问题 ，提出在浙江省各地新

一轮的旅游开发中应突出以五大优势地文旅游资源为核心的开发战略 ；充分发

挥旅游资源综合优势在旅游品牌及旅游目的地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提出优

化旅游发展空间布局 ，调整旅游产品功能结构 ，开发旅游新产品 ，探索资源利用

新途径等重大战略新举措 ；以开拓旅游发展新思路和创新旅游资源利用方式为

主要原则导向 ，提出五大优势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 ，进一步提升地文



旅游资源的整体利用水平 ，为浙江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指导依

据 ，以期带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

最后 ，本书以雁荡山为案例进行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的探索研究 ，

提出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利用的思路 、品牌效应的提升策略以及资源保护的措

施 ；这不仅有利于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也能为浙江省其他

地文旅游资源的科学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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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１ ．１ 　概念界定

　 　对于地文旅游资源的表述国内尚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 ，与其相关的概念有

地文景观 、地学旅游资源 、地质旅游资源等 。

“旅游地学”这一学科概念最早是 １９８５年由陈安泽等首先提出 ，它是地球

科学与旅游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 ，以地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

础 ，吸收旅游学科的研究内容与体系 ，探讨自然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 、分布规

律 、演化趋势 ，研究旅游资源的美学和科学价值 ，并在旅游中倡导和普及地球科

学知识 ，它是发展科学旅游的重要理论依据（陈安泽等 ，１９９１） 。

枟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枠（GB／T１８９７２ — ２００３）中将旅游资源分为八大
主类 ，即地文景观 、水域风光 、生物景观 、天象与气候景观 、遗址遗迹 、建筑与设

施 、旅游商品 、人文活动 。 地文景观是指由长期地质作用和地理过程形成并在

地表面或浅地表存留下来的各种自然资源类型 。

冯天驷编著的枟中国地质旅游资源枠将地学旅游资源概括为 ：由地质作用形

成的自然旅游资源都可称为地学旅游资源 ，一部分与地质形体有直接关系的旅

游资源也可称为人文旅游资源 ，如古水利工程 、石窟 、摩崖石刻 、岩画 ，同时也是

国家文物（冯天驷 ，１９９８） 。

地学旅游资源的定义有诸多不同的看法 ，归纳起来有 ：①具有旅游观赏功

能的地质现象 ；②是一种生存机理普适性相同于矿产资源的 ，但开发利用又远

不相同的 ，并具有文化社会性的新观念性的地学资源 ；③ 是地质资源中具有地



学考察价值 ，富于地学特色 ，可辟为地学旅游区的那部分资源 ；④是具有观赏价

值的地质地理现象 ，并能被利用于旅游事业的自然风景资源（张树明 ，２０００） 。

地质旅游资源是指某些地质作用过程及其所保存下来的遗迹 。诸如火山 、

地震 、熔岩 、沉积断裂和大气降水等所形成的地质地貌景观 ，可供人们参观鉴

赏 、学习研究 ，甚至疗养治病等 。地质旅游资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它与人类的

活动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穆治国 ，１９９７） 。

本书认为 ，从旅游资源的成因和属性出发 ，就地文旅游资源的本质而言 ，它

是指与地质环境与背景 、地质作用及其过程形迹紧密相关的自然旅游资源 ，结

合国家旅游资源普查标准 ，它主要应包括地文景观资源和水域风光旅游资源 。

１ ．２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2 ．1 　浙江省旅游发展背景

浙江省作为中国经济大省 ，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并形成了一些

有特色的经济模式 ，如温州模式 ，代表了民营经济的成功典范 ，吸引了许多商务

旅游者 。此外 ，义乌小商品市场 、台州模具市场等众多的专业市场 ，也成为浙江

旅游的良好吸引力因素 。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 ，是国内

许多产品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 ，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市场考察旅游者和商务旅

游者 。

近几年来 ，在国家旅游产业政策正确的指引下 ，浙江的旅游业取得了又好

又快的发展 ，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 ２００７年 ，全省接待入境旅游

者 ５１１ ．２万人次 ，与 ２００６年同比增长 １９ ．８％ ，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２７ ．１亿美元 ，

同比增长 ２７ ．２％ ；接待国内旅游者 １ ．９亿人次 ，同比增长 １８ ．６％ ，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１８２０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１９ ．７％ ，实现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 ２０００亿

元大关 ，达到 ２０２６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１９ ．９％ ，相当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１０ ．９％ ，相当于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 ２６ ．９％ ，旅游经济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四

位（列江苏省 、广东省 、北京市之后） 。

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增强 ，新增 ４A 级旅游景区 １０家 ，４A 级旅游景区（点）总

数达到 ６６ 个 ，居全国第二位 ；全省现有星级饭店 １１１４家 ，居全国第二位 ；淳安

县率先创建全国旅游经济强县 ；西湖 、普陀山 、雁荡山成为国家首批 ５A 级旅游
景区 。产业素质明显提升 ，旅游产品类型向综合型方向发展 ，产业体系进一步

完善 ，旅游市场主体日渐成熟 ；６ 家饭店管理公司进入中国民族品牌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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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强 ，２８家旅行社入选“全国双百强旅行社” ，优秀旅游城市达 ２６个 ，居全国第

一位 。旅游环境不断优化 ，旅游法制建设和标准工作也取得新突破 ，旅游设施

建设取得新进展 ，旅游安全主体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 。旅游业的社会效应进一

步凸现 ，目前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就业人员达到 ８５万人 ，间接就业人数约为 ４２５

万人 。

浙江旅游产业已经进入再上台阶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如何充分利用

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关键课题 。

1 ．2 ．2 　旅游资源及其利用概况

浙江省是旅游资源大省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及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数量都在全国前列 。到 ２００７年末 ，全省共有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１处 ，省级旅游度假区 １５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１７处 ，省级风

景名胜区 ４４ 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３２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８２ 处 ；国

家级森林公园 ３３处 ，省级森林公园 ６６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９处 ，省级自然保

护区 ８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５ 处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１２处 ，省级历史文化

保护区 ４３处 ；还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９ 处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１２９

处 。上述这些代表浙江旅游品牌的资源绝大部分是自然旅游资源 ，绝大部分的

旅游景区（点）主要依靠的旅游资源都是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体 ，尤其是以地文

旅游资源为核心的自然旅游资源所占比重相当高 。这一方面说明浙江旅游的

自然山水特征非常明显 ，与浙江省的旅游总体形象“山水浙江 、诗画江南”是紧

密呼应的 ，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地文旅游资源在浙江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旅游

品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

另据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数据显示 ，全省共有各级旅游资源单体 ２１１２６

个 ，其中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６０２６个 ，占比达到 ２８ ．５２％ ；全省的优良级旅游资源

单体共 ３９１７个 ，其中地文类旅游资源优良级单体 １２１６ 个 ，占比达到 ３１ ．０４％ ，

说明地文旅游资源在全省旅游资源的基本构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也是浙

江省旅游业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资源保障 。

1 ．2 ．3 　地文旅游资源的研究意义

从旅游资源的整体水平来看 ，浙江省旅游资源的数量和丰度都仅次于四

川 ，且门类齐全 ，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 ；但是却缺乏像江苏 、云南 、四川等省所拥

有的稀缺性强的拳头型资源 。目前为止 ，除了雁荡山是世界地质公园以外 ，江

郎山和西湖的申遗也取得成功 ，但资源的影响总体上不强 ，而江苏 、云南 、四川

都已有多处景区景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且名声显赫 。这一方面说明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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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没有充分转化成产业优势 ，另一方面也说明对旅游资源的科学利用研究尚

嫌不足 。

尽管地文旅游资源在浙江省旅游产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从

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 、资源开发的合理性 、资源利用的科学性等方面仍存在很

大的缺憾 ；譬如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资源的整合效益

并未得到有效提升 ，资源的功能匹配并未得到科学安排 。因此 ，加强对地文旅

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十分必要 ，尤其是在浙江省旅游业实现跨越发展的背景

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

１ ．３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 ．3 ．1 　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资料 ，了解地文旅游资源研究

领域的相应的分类方法 、分类体系等 ，掌握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

而获得地文旅游资源研究相应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支撑 ，寻找本书研究的突破口

和研究重点 。

实地调查法 ：在掌握浙江省各地旅游资源现有二手资料的基础上 ，对各地

旅游资源进行现场实地踏勘 ，取得旅游资源普查第一手资料 ，并根据枟旅游资源

分类 、调查与评价枠标准对旅游资源分类情况进行校核 ，以保证旅游资源普查资

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

统计分析法 ：充分利用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数据 ，对旅游资源不同类型进

行分类和分区统计 ，得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特征 、结构特征及空间

分布特征 ，进而得出地文旅游资源的优势类型和优势分布区域 。

综合分析法 ：运用地球科学的相关理论和知识 ，综合分析地文旅游资源的

形成机理 、类型特征 、空间特征 、资源要素组合特征以及区位条件 、开发技术等

因素 ，寻求地文旅游资源有效利用的最佳解决方案 ，实现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 。

案例研究法 ：在系统论述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特征 、评价 、开发利用途径

及方法等基础上 ，本书还通过对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个案研究 ，进行实证

分析 ，以进一步展示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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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技术路线

１ ．４ 　研究资料与数据

1 ．4 ．1 　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

浙江省是国家旅游局选定的根据首次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开展省域旅游

资源普查工作的第一个试点省份 ，从 ２００３年 ５月到 ２００４年 ８月 ，历时 １５个月 ，

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旅游资源的全面普查工作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作为技

术总负责单位 ，全程负责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的技术指导工作 ，并负责全省旅

游资源普查总报告的编写 。笔者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主持完成了浙江省

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全省范围的旅游资源普查共获得资源单体 ２１１２６ 个 ，其中五级资源单体

２５２个 ，四级旅游资源单体 ６７８个 ，三级资源单体 ２９８７个 ，二级资源单体 ６７０７

个 ，一级资源单体 ９６４６ 个 ，未获等级单体 ８５６个 。旅游资源集合区 ５０５ 个 ，整

理旅游资源单体文字记录近 １０００万字 ，并获得旅游资源单体的图片资料约 １０

万张 ，以及录像光盘资料近 １０００个 。在单体整理的基础上 ，形成了以下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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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枟浙江省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总报告枠共 ４卷 ，各地市普查总报告共 １０

个 ，完成 ９１个县（市 、区）普查报告 ，全省分类专题报告共 ８个 ；并利用旅游资源

单体普查成果 ，编制了包括浙江省旅游资源图集等 。

1 ．4 ．2 　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

为全面摸清旅游资源家底 ，有效整合大杭州的旅游资源 ，推动“旅游西进”

战略的实施 ，加快把杭州市建设成为“休闲旅游天堂”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决定

立项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市范围的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同时也是国内第一个

旅游资源普查试点示范项目 。经过招标论证 ，由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牵头总负

责 。笔者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全面主持了这次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普查工作

从 ２００２年 ４月开始 ，历时 ８个月 ，分为前期资料与技术准备 、实地调查 、室内整

理与补漏 、成果编纂与完成等四个阶段 ，实地调查工作覆盖了全市 １３个区县市

的全部 ２２８个乡镇和街道 。本次旅游资源普查共取得了 ３类 ４７件成果 ，包括 ：

普查报告 ：共 ２３件 ，包括“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总报告” 、“杭州市旅游资源

普查工作报告” 、“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分区报告”（１３个区县市各 １ 份） 、“杭州

市旅游资源普查分类报告”（８个旅游资源主类各 １份） 。

普查图件 ：共 ２２件 ，包括杭州市旅游资源分布总图 、杭州市旅游资源分区

图和杭州市旅游资源分类图 。

电子光盘 ：共 ２件 ，包括杭州市旅游资源单体文字材料库（光盘）和杭州市

旅游资源单体图片库（光盘） 。

1 ．4 ．3 　浙江省“三带十区”及海洋旅游规划调查

２００４年全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结束后 ，浙江省委 、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

海洋经济强省的奋斗目标以及加快全省“三带十区”旅游建设规划的要求 。本

人作为项目负责人 ，主持了枟浙江省三带十区旅游建设规划枠和枟浙江省海洋旅

游发展规划枠两个项目规划的编制工作 。规划编制的前期工作开始于 ２００４年 ８

月 ，２００５年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 ２００５年 ５月至 ８月 ，规划编制组成员分期

前往舟山 、台州 、温州 、宁波等地 ，对滨海和海岛进行了为期 ３０天的实地考察 ，

获得了与海洋旅游相关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同时对浙江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与复核 ，获得了与本书有关的大量数据资料 ，对本书写作

思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

1 ．4 ．4 　杭州市旅游资源研究丛书

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完成后 ，为了全面展示旅游资源普查的成果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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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从事和关心杭州旅游的各界人士的需要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组织编写枟杭州

市旅游资源枠系列丛书 ，本人作为执行主编 ，负责整套丛书的编撰工作 。而丛书

编写时 ，适逢国家标准枟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枠颁布实施 。为此 ，编著者根

据正式的国家标准对普查时认定的所有旅游资源单体重新进行了调整 。

１ ．５ 　研究的创新点

建立在笔者长期从事旅游资源开发和规划研究 ，主持多项省 、市旅游资源

普查及开发规划课题 ，全面掌握浙江省旅游资源内情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统计

分析法 、比较研究法和系统分析法 ，将理论研究和科研实践充分结合 ，因此本书

具有十分扎实的研究基础 。

本书将资源储量 、丰度 、品质等相关概念引入地文旅游资源的分析评价之

中 ，结合国家旅游资源普查资料 ，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区域总体分布特征

以及不同类型地文旅游资源的区域储量特征 、资源丰度和品质特征进行系统比

较 ，得出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总体优势类型和区域比较优势 ，这在旅游资源

分析评价领域属于一种创新尝试 。

基于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优势类型特征以及资源组合

特征等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针对浙江省旅游产品提升和整合开发的战

略思路 ，进而对浙江省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构想 ，对浙

江省旅游产业实现跨越发展以及“三带十区”旅游总体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的

实践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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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综述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与发展都有外部的社会根源 ，都是由于社会需求

的推动而逐步发展起的 。旅游地学的发展同样如此 。尽管地学旅游的起源可

追溯到 １８世纪末期的欧洲地质旅行（刘茂森等 ，１９９２） ，但真正发展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 ，还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国际旅游业发

生了很大变化 ，突出的特点是旅游形式向多层次 、多样化发展 。在美国 、日本 、

法国 、英国 、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新兴的旅游项目 ，如滑雪 、疗养 、日光浴 、海水

浴 、沙滩浴 、森林浴等发展十分迅速 ，而火山探险 、漂流探险 、岩溶地貌探险 、荒

漠 、冰川探险及各种纯科学的地质探险活动也开始从专业人士向一般游客扩

散 。从国内看 ，公众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 ，传统的山水观光旅游已

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洞穴探险 、休闲疗养 、冰川火山旅游等新的旅游形式不断

兴起 。可以说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外旅游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都与旅游

地学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些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外部需求的推动 ，另

一方面也是旅游地学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 ，深入挖掘自然旅游资源的科学内

涵 ，成为旅游地学研究的内在动力 。地学背景的研究者针对地质类型旅游资源

的分类标准 、评价方法 、地学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地质旅游规划与设计等做

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使旅游学与地学的交叉学科 ———旅游地学逐步形成 。

２ ．１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与启示

在旅游地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国外的研究者对洞穴旅游资源 、滨海旅



游资源 、山地旅游资源等不同类型的地文旅游资源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 。

2 ．1 ．1 　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研究

喀斯特洞穴以其幽深 、虚幻 、神秘的特点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 。

由于喀斯特溶洞对旅游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 ，因此 ，世界上洞穴数量

较多的国家 ，如美 、英 、法 、意 、斯洛文尼亚 、澳大利亚等 ，都有相当数量的游览洞

穴向公众开放 ，并已形成发达的洞穴旅游业（杨晓霞等 ，２００７） 。据统计 ，全球游

览洞穴 （show cave or tourist cave ）总数约 １０００ 处 （张寿越 ，２００４ ；陈伟海 ，

２００５） 。国外学者对喀斯特洞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１ ．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的成因与分类研究

喀斯特洞穴内次生化学沉积（speleothem）的形成是喀斯特洞穴能够成为旅
游资源的重要原因 。与我国的喀斯特洞穴主要是在大气降水入渗循环的条件

下形成洞内次生化学沉积不同的是 ，世界上其他国家洞穴内的次生化学沉积的

形成则有深成 、热液 、热水 、混合 ，以及与矿田 、气田有联系的多种成因（杨晓霞

等 ，２００７） 。 Plummer（１９７６）的研究表明 ，钟乳石的形成主要是过饱和的碳酸钙

水的脱气造成的 。实际上 ，喀斯特溶洞的形成除了可溶性岩石（石灰石）和含游

离 CO２ 的水流两个必要条件之外 ，还需要断层 、裂隙 、层理 、孔隙以及地下水通

道等地质环境背景的配合才能有效形成 。

喀斯特洞穴类型多样 ，要对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就

需要对喀斯特洞穴的类型进行划分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 ，分类角度不同 ，就会

形成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案 。 D ．C ．Ford（１９８８）按照洞穴形成的水动力条件（即

成因分类） ，将洞穴分为渗流带洞穴 、地下水位洞穴 、潜流带洞穴和深潜流带洞

穴四类 ，以及一些特殊成因的洞穴 。

２ ．喀斯特地貌的环境保护研究

由于旅游活动的开展 ，洞穴水文地质条件和表层喀斯特特征被改变 ，往往

导致洞穴环境产生巨大的变异 、污染 ，甚至被破坏 。相对于地表其他生态系统

而言 ，洞穴环境是很脆弱的 ，一旦受到污染 ，就很难恢复 。因此 ，关于喀斯特洞

穴的环境保护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 。

研究者探讨了旅游开发对喀斯特洞穴内温度与湿度变化的影响 。研究表

明 ，灯光是洞穴热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Forti ，１９８０） 。 美国卡斯特拉纳洞
（Castella）的测量表明 ，距 １kW 灯 ５０cm的岩壁处 ，温度将会在几秒之内从 １５ ℃

增加到 ２５ ℃ ，而相对湿度则会由 ９５％ ～ １００％ 降低到 ５５％ ～ ６０％ ，并形成强烈

的气流 ，洞穴内气温变化是造成方解石石笋上生长文石花的原因之一 ；洞穴气

温升高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人体散热 ，Villar 等（１９８４）通过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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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mira）的计算实例表明 ：一个健康的人能释放出 ８２ ～ １１６W（１W ＝ １J／s）的
能量 ，与一个白炽灯泡所释放的热量大致相当 ，而人如果是出于行走状态的话 ，

那么在洞穴中所释放出热量还要更高 ，可以达到 １７０W 。对卡斯特拉纳洞的观

测表明 ，２２年间洞内温度增加了 ３ ℃ （Forti ，１９８０） 。此外 ，还有研究者探讨了客

流量变化同洞穴内 CO２ 变化的关系 。 Cigna（１９８８）等对通过意大利的 Drande
del vento洞的研究表明 ，CO２ 含量与日客流量成正相关关系 ，游客大量涌入洞

穴 ，将使洞穴空气中的 CO２ 含量急剧增加 。

由于喀斯特洞穴的旅游开发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因此 ，喀斯特旅游

洞穴的保护已成为各国洞穴学研究及管理者密切关注的课题（陈伟海 ，２００６） 。

为保护洞穴环境和碳酸钙景观 ，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试验工作 ，希望能更

多地了解旅游活动对洞穴产生的影响 ，并找出一个洞穴生态和环境 、洞穴碳酸

钙景观稳定和安全的预警系统及保护技术方法 。目前的喀斯特旅游洞穴景观

保护措施都是基于景观的沉积过程而实施的保护方法 ，从整体上分为研究型和

应用型两类（王静 ，２００６） 。研究型保护措施主要是针对已破坏的碳酸钙景观修

复的建议和复生实验 ，如意大利对 Valdemino 洞的修补 、美国对卡尔斯巴德

（Carlsbad）洞穴进行的修复项目（Dcklund S ．M ．，Ecklund D ．H ．，１９９３） ；应用

型保护措施主要针对旅游活动引起的热源和 CO２ 源效应采取对策 ，主要方法是

对洞穴环境进行监测 。意大利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比利时 、美国 、澳大利亚等

国都对洞穴的环境因子如 CO２ 浓度 、温度 、相对湿度 、灰尘 、风速等进行监测

（Cigna ，２００２） 。
３ ．洞穴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一直是旅游洞穴研究的重点 ，“旅

游洞穴开发”曾经被作为国际旅游洞穴协会第三届会议主题（陈伟海 ，２００６） 。

在洞穴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过程中 ，加拿大学者 Butler R ．W ．（１９８０）提出

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对洞穴旅游研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 Butler R ．W ．认

为 ，旅游地的演化经过以下 ６ 个阶段 ：探索阶段 、参与阶段 、发展阶段 、巩固阶

段 、停滞阶段 、衰落或复苏阶段 。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洞穴旅游的生命周期特点

和规律的内在因素 ，有助于判断洞穴等旅游地的发展阶段 ，明确其发展的限制

因素 ，并通过人为主动的调整 ，延长旅游地生命周期 ，可以有效地指导旅游地的

规划 、建设和管理 。因而 ，围绕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探索研究洞穴旅游开发成

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 。

洞穴医疗是洞穴旅游开发的一个重要方向 。洞穴医疗是利用洞穴自身的

性能来治疗多种疾病 ，研究表明 ，放射性热洞可以被用来治疗慢性运动失调系

统的疾病 ；而有着舒适和清洁空气的洞穴可以用于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治疗和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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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治疗（Horvath ，１９８８ ；Horvath ，１９８９） 。洞穴医疗是一种地学与医学互相渗透

的边缘学科 ，在近二十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国际洞穴大

会都提交了许多专题论文（汪训一 ，１９９４） 。目前 ，洞穴医疗研究在国际上十分

活跃 ，例如在第十届国际洞穴会议上 ，有关洞穴气候及洞穴医疗方面的文章多

达 ４２篇 。洞穴医疗主要在德国 、奥地利 、捷克 、匈牙利 、俄罗斯 、波兰 、斯洛文尼

亚 、斯洛伐克 、乌克兰等国开展 ，已建有 ３０多处洞穴医疗中心 。

在洞穴旅游的管理上 ，目前研究的成果不多 ，Neven Bocic ，Aleksandar Lu‐
kic ，Vuk Tvrtko Opacic（２００６）对克罗地亚旅游洞穴的四种管理模式进行了分
析 ，得出管理模式是旅游洞穴游客稳定的重要因素 。

2 ．1 ．2 　滨海旅游资源研究

国外的滨海旅游最早源于 １７３０年在英国的斯卡伯勒和布赖顿出现的海水

浴场 ，而现代意义的滨海旅游则形成于 １９ 世纪中叶 。到了 ２０世纪中叶 ，由于

热带滨海旅游的兴起 ，海洋与海岸带旅游逐渐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领域

之一（Hall C ．M ．，２００１） 。随着现代滨海旅游的快速发展 ，国外关于滨海旅游的

理论研究逐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围绕滨海旅游资源评价 、

滨海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 、滨海旅游与环境保护以及海岛旅游开发等问题展开

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 。

１ ．滨海旅游资源评价

对滨海旅游资源进行评价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前提 ，旅游资源评价始终是

海洋与海岸带旅游资源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 Chaverri（１９８９）构建了由水体 、

海滩 、沙子 、岩石 、海滩环境 、周围环境 ６个二级指标和 １１３ 个评价因子指标组

成的滨海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哥斯达黎加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 。

Williams等（１９９９）从自然 、生物 、人类利用与影响三个维度选择了 ５０个评价指

标用于构建滨海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并针对美国 、英国和土耳其等国 ２６５

个海滨旅游地进行了评价 。 Morgan（１９９９）则选择海滨开发程度 、自然 、生物 、

人文四类共 ５０个评价因子 ，对海滨的安全性 、气候适宜性和海滨风景美学质量

进行评价 ；此外 ，Morgan（１９９９）还从游客偏好角度出发 ，选择学生组 、海堤管理

组和普通游客组三组被测试对象 ，分别对英国威尔士 ７０ 个海堤景观视觉偏好

进行评价研究 ，结果表明 ，不同背景的人群对景观的偏好具有明显的差异 。学

生组对海堤的商业化景观有偏好 ，海堤管理组对海堤附近的古建筑和悬崖峭壁

显示强烈的偏好 ，普通游客组对平坦的沙滩和海滨别墅显示强烈的偏好 。 Mor‐
gan提出了基于旅游者偏好和市场需求的滨海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拓展了

滨海旅游资源评价研究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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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海岸地貌与滨海旅游研究

海岸地貌是滨海旅游开发的基础 ，也是国外滨海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谷

明 ，２００８） 。海岸是一个动态的地貌系统（Woodroffe ，２００２） ，海岸地貌研究既有

对海岸地貌的动态过程研究 （Pethiek ，１９８４） ，也有静态海岸地形研究（谷明 ，

２００８） 。与滨海旅游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对静态海岸地形的研究 ，由于地形迅速

发生变化的沙滩能产生景观价值和经济价值 ，而且它的变化过程与人类环境有

强烈的互相影响 ，因此 ，Sherman和 Gares （２００２）认为 ，海岸地貌的研究重点应

该是沙滩 ；伯德（Bird ，１９９６）在沙滩管理一书中概述了沙滩上的各种地貌特征 、

动态变化及各种管理方法 ，而 Nordstrom （２０００）则介绍了海岸区的沙石沉积和

形态以及沙滩和沙丘的形成过程 。 此外 ，还有一些研究者（Wong ，１９９０ ；John‐
son and Seabrooke ，１９９６）探讨了地貌因素对滨海旅游的影响 ，认为沙滩颗粒大

小 、沙滩坡度 、阶地与沙脊的形成都会影响滨海旅游景区的开发与旅游设施的

布局 ，建议在海岸旅游开发时将诸多的地貌因素也一起考虑进去 。

３ ．滨海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与环境后果研究

滨海旅游环境主要包括海洋岛屿 、珊瑚礁 、近岸海域 、红树林 、近岸湿地 、沙

滩 、沙丘等 。滨海旅游开发建设和滨海地区户外休闲活动不可避免地对海洋水

生态系统和近岸生态环境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双重影响 ，Gfanc（１９９７）认为正面
的影响包括旅游开发过程中对沙滩的修复等 ，而负面的影响则更多一些 ，将会

对由沙丘 、盐沼 、珊瑚礁等构成的海岸生态系统产生日益增长的压力 ；Penning
Rowsell等探讨了滨海旅游开发中工程建设活动对滨海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

认为沙滩填充 、防波堤建设 、离岸挡水板 、海墙修建等工程措施都会影响海岸的

自然特征 ，这些人工活动将对游客的休闲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有可能降

低旅游开发的价值 。因此 ，French（１９９７）认为 ，尽管不能因为这些影响而停止

对滨海地区的旅游开发 ，但应通过更好的管理来降低这些影响 。 Baines（１９８７）
探讨了观光海堤建设对滨海岸线的影响 ，认为观光海堤建设加剧了海岸线的侵

蚀和后退 ，研究表明 ，尽管短期内观光海堤对泥沙的拦截可以影响海岸带泥沙

的季节分配 ，但从长期看将引起海岸线后退和陆地面积的损失 。同时 ，为修建

游船航道 ，沿岸礁石被爆破疏浚后 ，附近泥沙由于及时填充了航道而使海岸带

泥沙循环失去平衡 ，加剧了海岸带的侵蚀和崩塌 。 Wong （１９９８）通过对东南亚
等海岸带旅游开发的研究发现 ，为防止海岸侵蚀和崩塌 ，水泥等硬材料防护墙

的大量修建破坏了海岸带景观（在低潮时更为明显） ，使海岸带旅游发展受到严

重影响 。

另一些研究者探讨了游赏活动对滨海地区环境的影响 。 Kuji（１９９１）分析
了滨海旅游区的环境污染问题 ，认为海滨水体污染的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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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旅游地化粪池泄漏 ；二是不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等陆源污染物所致 。还有研

究者探讨了游船对近海水域的环境影响 。 Ritter和 Schafer（１９９８）认为 ，与其他

形式的旅游相比 ，游船活动的环境影响程度较小 ，但 Campbell（１９９９）的研究表
明 ，豪华游船的废污水排放和固体废物倾倒是造成加勒比海等海域水体污染的

主要海上污染源 。同时 ，Marsh和 Staple（１９９５）通过对加拿大极地区的研究也
表明 ，在一些生态脆弱区和小海岛发展中国家（SIDS）敏感区 ，游船活动对其环

境具有较大的威胁 。此外 ，在 SIDS地区 ，由于旅游景点城市化和大众旅游的发

展 ，地下水过度抽取已引起海水入侵 ，严重威胁地表植物生长 ，而居民和旅游者

的生活饮用水也需要通过船运等才能解决（Wong ，１９９８） 。
红树林和珊瑚礁是滨海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 ，但在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 ，由于滨海旅游开发导致大量红树林被砍伐 ，河口湾被疏浚或填围 ，红树林

生态和河口湾生态破坏严重 ，这在澳大利亚 、夏威夷 、斐济 、瓦努阿图等国家和

地区尤为突出（Hall ，１９９４） 。研究表明 ，红树林和河口湾是鱼类等生物的重要

繁殖场所和栖息地 ，红树林砍伐和河口湾疏浚将引起生物多样性减少 ，破坏区

域食物链结构 ，影响海产品的捕获量 。同时 ，红树林砍伐不仅使海岸失去红树

林的天然屏障 ，易遭受海洋风暴的侵蚀 ，它还通过大量海洋泥沙沉积物搬运 ，对

临近海洋和海岸带产生影响（Hall ，１９９４） 。此外 ，还有不少研究者探讨了滨海

旅游开发对热带珊瑚影响 ，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 Hall 、Treeck 和
Schuhmacher等（梁修存 ，２００２） 。

４ ．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也是国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 Agar‐
wal（１９９９）探讨了英国海滨旅游衰退地的产品重组和产品创新战略 ，作者在对

英国海滨旅游地衰退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旅游地重定位概念 ，认为外

部因素加剧了旅游市场的竞争 ，内部因素导致了旅游地竞争力弱化 ，应通过海

滨旅游地产品重组和产品创新战略防止衰退 。产品重组的措施主要包括投资

和技术变化 、集中化 、产品专业化等形式 ，产品创新的战略主要包括提高旅游服

务质量 、改善旅游环境 、重定位 、多元化 、合作 、适应性改造等 ；Priestley 等
（１９９８）基于 Butler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以西班牙海滨旅游地为例 ，在综合考

虑旅游地承载力及旅游地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差异的基础上 ，提出了旅游地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 ４种选择模式 ；Hall（２００１）则在综合的基础上提出海洋与海岸
带旅游 ５种基本行政管理类型 ，并对 ２０ 种具体手段的运用目标和适用范围作

了详细分析 。

将旅游开发和管理纳入海洋和海岸带一体化综合管理已成为众多研究人

员的共识 。在关于海洋与海岸带旅游管理具体方法上 ，有的研究者探讨了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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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或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旅游规划管理模式 。 Aish （２００１）在塞舌尔海洋公园和
保护区管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被动参与 、协商参与 、融入参与和自我参与 ４ 种

公众参与模式 ，社区可以通过监测 、宣传教育和自我控制等途径实现参与 ，并认

为只有在利益驱动下的公众参与才可能持续有效 ；Singh（１９９８）研究了非政府
组织在滨海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认为在海洋与海岸带旅游开发和管理中具有不

同的影响 ，在印度和加纳等国起着重要作用 ，但在其他地方的作用相对较小 。

此外 ，作为海洋与海岸带旅游规划与管理的重要技术工具 ，环境容量一直受到

重视 。目前 ，基于公众参与环境容量决策的可接受变化极限综合考虑了自然 、

生态 、社会 、经济和文化等因素 ，同时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和社区发展 ，可操作

性强 ，在海洋与海岸带旅游规划和管理实践中应用较多（梁修存 ，２００２） 。

５ ．海岛旅游研究

海岛是滨海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海洋旅游兴起而发展 。海岛旅

游发展迅速 ，一些海岛地区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在海岛旅游研究

过程中 ，国外学者就旅游开发对海岛生物资源 、水资源 、环境容量 、文化生态的

影响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学术界较多关注南极周边的海

岛旅游开发及其对鸟类的影响（G ．R ．Cessford ，１９９４） ，目前国外学者对于热带

岛屿的关注较多 。多位研究者（Fathimath Ghina ，２００３ ；Sanjeev K ，２００６）探讨

了旅游开发对热带海岛的渔业资源和珊瑚礁等的影响 ，Victor B Teye（１９９２）以
大西洋百慕大为例 ，探讨了汽车数量增长对海岛环境的影响 ，认为大量私家车

和城市化破坏了小海岛的自然美景 ，影响了旅游型海岛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形

象 ，其解决办法是控制人口增长 ，积极利用岛外资源 。

海岛旅游开发与规划控制也是关注的重点 。 Michael J ．Keane（１９９２）认为 ，

精心的旅游规划能减少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 ，提高旅游收益 。作者总结了爱尔

兰海岛旅游业实践经验 ，构建了项目规划 、增强与减弱 、机遇与挑战 、选择 、实

施 、评估 ６ 项策略性规划模型 ；社区是海岛旅游资源管理的重要参与力量 ，

Meinhard Doell 等（２００６）提出了规范公众参与海岛环境评价的具体方案 ；而

Meaurio等（２００１）则选取人口压力 、财富和消费 、技术水平等指标 ，并利用 PSD
模型构筑了 SIDS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和监测体系 。 此外 ，Marcus B ．Land
（２００６）以东南亚旅游型海岛为例 ，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管理旅游型海岛资源的体

制问题 。

这些研究为本书所涉及的海滨海岛类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

多角度多侧面的参考 ，而本书将主要区分近岸岛屿和远岸岛屿的不同环境特

征 ，并提出相应的开发利用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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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山地旅游资源研究

随着登山活动的兴起 ，关于山地旅游资源的研究文献数量不断增多 。通过

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 ，国外对山地旅游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

１ ．山地旅游的环境影响研究

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Wall 等（１９７７）探讨了山地

旅游资源开发对地质 、地貌 、动植物等方面的影响 ，认为山地旅游开发容易引起

旅游地水土流失 ，从而对当地土壤 、动物或植被产生不利的影响 ；Hill（２００６）在
对澳大利亚最高峰 Mt Kosciuszko 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 ，游步道等旅游

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当地植物的生长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而 Kuniyal（２００２）针对
游客在山地探险过程中乱扔垃圾的现象及垃圾中有毒气体的排放对环境的影

响进行了研究 。此外 ，欧洲的研究者对阿尔卑斯山区域旅游开发对环境影响作

了大量研究（姜辽 ，２００７） 。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对旅游地人文社会环境产生的影

响也是研究者关注的议题之一 ，Edwards（１９８８）曾对山区旅游的社会环境影响
进行了多角度 、多因素的分析和研究 ，认为旅游开发将对当地造成一些负面的

影响 。

２ ．山地旅游资源的评价方法研究

山地旅游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游客 ，清新的空气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

自英国学者威尔逊与法国学者埃尔斯特和格特尔证实空气负离子存在后 ，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山地旅游环境特别是山地森林旅游环境中的大气负离子进

行研究（姜辽 ，２００７） 。目前对山地大气负离子评价的方法大多采用单极系数法

和空气离子评议系数法 ，而 Blackwood（１９９２）则使用标准正态分布法 ，在进行

Box‐Cox 等各种形式的变换的基础上处理偏正态分布的有关山地负离子实测
数据 。此外 ，还有研究者采用德尔菲法对英国布拉德福的矿山旅游开发中的资

源做了评价研究 。总的来说 ，国外关于山地旅游资源的评价研究尚不多见 。

３ ．山地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山地旅游的大规模开发对山地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因此 ，如何加

强山地旅游资源的保护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 。 Khawlie等（２００２）对地中海

沿岸山区的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做了研究 ，提出利用遥感技术来监测山地旅游

开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 ；Kuniyal（２００２）针对山地探险过程中乱扔垃圾
的现象 ，提出用创新方式再利用 ，循环利用垃圾的方法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此

外 ，Kuniyal等（１９９８）在研究印度喜马拉雅山山区朝圣旅游过程中 ，采用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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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办法来降低固体垃圾对环境的影响 。

上述研究大多从技术层面提出山地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而本书将着

重对山岳景观旅游资源加以区别 ，针对不同岩性类型如火山岩类 、花岗岩类 、丹

霞地貌类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加以研究 。

2 ．1 ．4 　温泉旅游资源研究

温泉与旅游产业的结合 ，可以将温泉养生功能与休闲度假旅游完美融合 。

在欧美及亚洲的日本 、韩国等地 ，温泉旅游已经相当成熟 。有研究表明 ，近 ５年

国外关于温泉旅游的研究文献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２００５年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的

文章数量已达到 ４年前的 ２倍有余（樊小兰 ，２００８） 。

国外关于温泉旅游的研究者大多集中在温泉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和

日本 。欧美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温泉旅游的发展历史 、过程 、各国的发展

现状以及 １８世纪末期以来温泉旅游兴衰的原因等 。日本学者则对本国温泉旅

游地的类型 、特点 、客源市场及发展趋势作了系统的研究 。另外 ，发展中国家的

温泉旅游资源开发问题也逐步引起重视（Kpmg ，２００３） 。
从研究的内容看 ，最初国外研究者对温泉资源医疗功能的关注较多 ，多位

研究者从医学的角度对法国 、德国 、希腊 、意大利 、以色列 、保加利亚 、西班牙 、韩

国 、波兰 、葡萄牙等国家的温泉旅游资源的分布 、类型 、特点做了研究（Callgari ，
２００６） 。近年来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温泉旅游资源开发综合性评价 、温泉旅游

营销 、温泉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温泉旅游的产业衰老问题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

点问题（翁丽玲 ，２００８ ；樊小兰 ，２００８） 。

2 ．1 ．5 　国家公园研究

国家公园是保护地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 。根据枟美国大百科全

书枠的定义 ，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是一国政府对某些在天然状态下具有独特
代表性的自然环境区划出一定范围而建立的公园 ，属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直接管

辖 ，旨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地貌的原始状态 ，同时又作为科学研究 、科学

普及教育 ，以及提供公众游乐 、了解和欣赏大自然神奇景观的场所（The Ency‐
clopedia Americana ，１９９１） 。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是 １８７２年 ３月 １日建于美

国的黄石国家公园 。在国家公园 １０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近几十年 ，相

关的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１ ．国家公园保护技术研究

为了解决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中的资源保护与利用问题 ，相关的研究者提出

了 LAC（limits acceptable change）理论 。 １９８５年 ，美国农业部林业局的几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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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针对环境容量这一概念的不足提出 LAC 理论 。 LAC 理论主要用来在绝
对的保护与无限制的利用之间寻找一种妥协的平衡 ，以解决国家公园的游憩环

境容量问题（Cole etc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７） 。 １９８６年 ，Inskeep对美国国家公园的旅游环
境承载力进行研究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 ，LAC 理论被广泛用于美国 、加拿大 、澳

大利亚等国家的国家公园的规划与管理之中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杨锐 ，２００３） 。

国家公园不仅存在着游客容量问题 ，同时存在着资源保护与游客体验之间的矛

盾 ，为此 ，研究者提出了 ROS（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技术 ，用于解决

国家公园的资源保护与游客体验之间的矛盾 。通过 ROS 技术的应用能够较好
地把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和它们最适合的活动相匹配（Clark ．etc ，１９７９） 。此
外 ，美国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 service USA ，１９９７）根据 LAC 理论和 ROS
技术等 ，又开发了一种适用于美国国家公园总体管理规划的方法 。

２ ．国家公园的保护方式研究

国家公园的保护方式最初是点状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研究者发现 ，“岛屿

式”的保护只适合于那些以美学价值为主的地质地貌保护区 ，对于国家公园而

言 ，只有将不同的自然遗产地用廊道连接成网络后才能更有效地进行保护

（Shafer C ．，１９９９） 。目前 ，大尺度的国家公园网络已经在美国 、加拿大 、荷兰 、匈

牙利 、法国 、坦桑尼亚 、乌干达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Jong‐
man ，１９９５） 。国家公园的运行还有赖于社区的力量和原住民的认同 ，因此 ，鼓励

社区参与 、关注原住民的利益也是国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的

重要原因（Beltram J ．，２０００） 。
在研究者与公园管理者的共同努力下 ，国家公园的保护目标已经由视觉景

观保护转向生物多样性保护 ，组织形式则从由孤岛式向网络式的转变 ，保护方

法也由消极保护转向积极保护 ，保护力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杨锐 ，２００３） 。

国外的国家公园相当于我国的国家风景名胜区以及国家地质公园 ，也是地

文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 。 这些研究论述对浙江省地质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

2 ．1 ．6 　国外相关研究对本书的启示

１ ．地文景观资源研究仍是国外地学研究关注的重点

１９９３年世界地质和景观保护大会提出人类在重视和探讨地球物理资源的

同时 ，还应重视和探讨物理世界的美学价值和美学资源 ，表明国际地学界对地

文旅游资源利用的重视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地文旅游资源研究仍是国外地学类

学科关注的重点 。 ２００４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第 ３２届国际地质大会上 ，

列入了有关地质遗迹 、地质公园和地学旅游的大会报告 １个 ，小组专题讨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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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学术论文 １６５篇 ，而通过检索 ELSEVIER数据库 ，搜索到近 １０年来国外与

地质旅游资源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近 ４０ 篇 ，既有对美国 、德国 、意大利等发达

国家的地质旅游资源研究 ，也有对中国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研

究 ；从研究内容看 ，涉及山地 、滨海 、洞穴等不同类型地文旅游资源的评价 、利用

以及资源开发的环境后果 、资源保护研究等 ；从研究人员构成看 ，既有地质学 、

地貌学等地学界的研究者 ，又有旅游规划 、环境科学 、生态学乃至人文学科的研

究者 。可以说 ，进入 ２１世纪后 ，地文旅游资源研究依旧是国外地学研究领域关

注的重点之一 ，有关问题目前仍然是国外相关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

　 　 ２ ．国外研究者更加关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和可持续

发展问题

　 　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检索 、阅读和整理后发现 ，大量研究除了探讨技术

层面的问题以外 ，不论是对洞穴旅游资源的研究 ，还是对滨海旅游资源 、山岳旅

游资源的研究 ，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对资源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和

社会问题非常关注 。从根本上讲 ，上述两个问题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的范畴 ，可

以说 ，国外的研究者更加关注对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 。在国内目前

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重开发 、轻保护 ，重经济效益 、轻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 ，重短期利益 、轻视长期利益的大背景下 ，国外研究者的这种倾向值得国内

学术界关注 、借鉴和学习 。根本的原因在于 ，只有关注环境问题才能有助于地

文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 ，只有关注社会问题 ，才能将地文资源的保护与当地居

民的利益 、就业和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

２ ．２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与评价

国内很早就有了对地文旅游资源系统的记载和描述 。早在北魏延昌四年

（５１２年） ，郦道元在枟水径注枠（４０ 卷）中就曾对我国的“江河峡谷 、山陵川泽 、城

池关隘 、名胜古迹”等遗迹资源做了详细的描述 ；而北宋沈括（１０３１ — １０９５年）所

著的枟梦溪笔谈枠则留下大量关于地质遗迹的文字记录 ；在明代 ，徐霞客（１５８６ —

１６４１年）在枟徐霞客游记枠中对西岳华山 、东岳泰山 、北岳嵩山 、南岳衡山 、桂林山

水 、滇池 、泉城等中国的名山大川做了较为翔实的描述 ，对浙江省雁荡山 、江郎

山 、浮盖山等自然景观也作了一定研究 。进入 ２０ 世纪 ，由于战乱的影响 ，严重

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 。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的地学工作者在从事地质遗迹

的研究工作 ，并有诸多新的收获和发现 ，如 １９２１年丁文江 、翁文灏 、杨钟健发现

的北京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及其遗迹 ，１９２５年李四光发现的江西庐山第四纪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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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 ，１９３５年陈国达发现的广东仁化丹霞地貌 ，１９３８年中山大学吴尚质发现的

广州海珠区七星岗古海蚀崖遗迹 ，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由于“文

化大革命”的影响 ，相当长时间内地质遗迹中的景观地质和美学评价被认为是

“封 、资 、修”的东西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 。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 ，

中国社会的“旅游热”开始逐步升温 ，冷清多年的名山大川一下子热闹起来（陈

安泽 ，２００６） 。在这种背景下 ，为了适应旅游业对地学知识的需求 ，包括地理学

者和地质学者在内的整个地学界对地文旅游资源的分类 、评价方法和开发保护

等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 。

2 ．2 ．1 　地文旅游资源的分类研究

地文旅游资源的分类是整个旅游地学研究的基础 ，对此 ，国内的研究者做

了大量的工作 ，提出了多种分类标准 。地质旅游资源种类繁多 ，目前尚无统一

的分类 。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作的“中国旅游资

源普查分类”（１９９２） ，以及楚义芳对中国观赏性旅游地的综合指数评估中对旅

游资源的分类（１９９２） ，都把地质旅游资源作为自然旅游资源来处理 。 陈安泽

（１９９１）将地质旅游资源分为地质构造现象 、古生物 、环境地质和风景地貌 ４ 大

类 、１９类 、５２亚类 。 枟中国旅游地质资源图说明书枠将地质旅游资源分为重要地

质剖面 、重要地质构造遗迹 、重要化石产地 、古人类遗址 、有特殊价值的矿物 、岩

石 、矿床 、火山及熔岩地质景观 、河流地质景观等 ３５种 。王明伟认为 ，分类的类

型名称力求与有关学科（地貌学 、地质学 、地理学 、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学等）的

已有术语相统一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认为旅游地学资源可以分为造型地

貌景观 、地质历史遗迹 、地质灾害型景观 、水体型景现 ，提出造型地貌景观是旅

游地学资源的主体 ，基本是按地貌学的原则进行的划分 ，而喀斯特地貌景观又

是造型地貌景观的主要构成部分 ，喀斯特地貌景观分为地表 、地下两部分 。地

表景观有石林 、孤峰 、峰丛 、峰林等 ，如路南石林 、桂林山水 ；地下景观为溶洞和

暗河 ；此外 ，他认为 ，根据旅游功能 ，又可将旅游地学景观分为美学观赏型 、科学

考察型和体育探险型三类 。李京森等（１９９９）认为旅游地质资源是指那些具有

旅游价值的地质遗迹和与地质体直接有关的人类活动遗迹 。旅游地质资源具

有空间定位性 、永续性 、不可再生性 、科学性等主要特点 。提出以旅游地质资源

的旅游价值为基础 ，以其地质特点为依据 ，将我国的旅游地质资源划分为 ３５

类 ，并以控制旅游地质资源区域分布规律的自然地质地理条件为依据 ，对全国

进行了探索性的旅游地质资源分区 ，将全国分为 ４个旅游地质资源区和 １１ 个

旅游地质资源亚区 。也有研究认为（郭威等 ，２００１） ，这些分类虽较为合理 ，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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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完善 ，大都没有反映出旅游资源的成因体系 ，分类也过于繁琐 ，不便于操

作 。认为地质旅游资源的分类应以成因 、物质基础 、空间分布等因素为基础 ，结

合其形态特征 、社会经济特征进行分类 ，并提出了山岳 、峡谷旅游资源 ，岩溶 、洞

穴旅游资源 ，水景观旅游资源 ，海岸 、海岛旅游资源 ，冰川旅游资源 ，风沙地貌 、

黄土及土林地貌旅游资源 ，重要地质事件 、地质现象遗迹（址） ，人文地质旅游资

源 。王清利等（２００３）根据地质旅游资源的性质和成因特点对地质旅游资源的

分类进行了尝试 ，将其分为地层型 、遗迹型 、岩浆型 、构造型 、地下水型 ５大类 。

对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进行了探讨 ，并针对不同的地质旅游资源类型设计

了相应的开发方案 。此外 ，冯天驷（１９９８）划分出山岳地貌 ，岩溶 、洞穴 ，河流 、峡

谷 ，湖泊 ，泉水 ，瀑布 ，海岸 、海岛 ，冰川 ，风沙地貌 、黄土地貌 ，重要地质剖面 、构

造及地质灾害遗迹 ，重要化石产地及古人类遗址 ，典型矿产地及古采冶遗址 ，重

要古代水利工程 ，石窟 、岩画 、摩崖题刻 ，奇峰异石 ，观赏石等 １６ 类 。 康宏达

（１９９４）对中国旅游地质资源按照成因进行了分类 。杨世瑜（２００２）根据地质旅

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形式划分为观赏性旅游地质资源和商品性旅游地质资源 。

另外 ，傅文伟（１９９４）在枟旅游资源评估与开发枠一书中对自然旅游资源中的

海滨 、海岛 、海洋 、荒漠 、草原 、山地 、森林 、河川 、湖泊 、泉 、瀑 、溶洞 、平原 、水乡等

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形式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并结合实例提出不同

类型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导向 ，对本书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潘圣明

（２００６）在枟山水探秘 ———浙江大地精品游枠一书中对浙江的山水旅游资源特征

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其中对各种类型景区的景观成因 、景观价值 、利用现状作

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和概括 ，是本书对浙江优势地文旅游资源类型分析的重要参

考资料 。

2 ．2 ．2 　技术与方法研究

旅游资源的评价方法很多 ，有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大类 。崔越等（２００２）

以地貌旅游资源为例 ，在构建旅游资源特征值评价模型的基础上 ，研究了旅游

资源特征值评价决策支持系统 ，并将模型应用于舒城县地貌旅游资源评价 ；庞

淑英等（２００３）基于数据挖掘技术 ，对旅游地质资源的评价模型做了研究 。他们

以三江并流带丰富的旅游地质资源数据为基础 ，采用“数据概化”的方法对资源

数据集进行“维归约”预处理 ，利用特尔菲法（Delphi）确定出各景观旅游地质资
源评价因子的权重 ，通过模糊赋值的方法对各景观的旅游地质资源进行综合赋

值 ，从而构造出能充分体现各景观旅游地质资源特征的评价模型 。并以数据挖

掘技术中的“概念分层”为基础 ，构造了旅游地质资源各评价层因子的星形数据

库模式 ，开发了面向对象的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以 Access ２０００ 作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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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数据库的旅游地质资源自动评价系统 ，完成了资源的定量化评价 ，实现了评

价结果的可视化和地质资源的旅游化 。 申燕萍（２００５）基于地质旅游资源的特

征以及分类情况 ，建立了地质旅游资源的评价模型（资源个体价值评价模型和

资源外部开发条件评价模型） ，在评价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了分布 —综合分析

法 ，即对资源个体价值和资源的外部开发条件进行了先分步后综合的评价 ；建

立了地质旅游资源的评价因子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 ，拟定了资源个体价值评价

计算公式 、外部开发条件评价计算公式和综合分值的计算公式 ，形成了较为系

统的评价体系 。张广胜（２００６）以巢湖市为例 ，利用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和特尔菲

专家评价等方法 ，对区域地质旅游资源进行评价 ，并进行等级划分 ，进一步明确

了地质旅游资源在巢湖市旅游开发中的地位与潜力 ，提出了对该区地质旅游资

源进一步规划和开发的途径和措施 。研究结果为更好地开发巢湖市地质旅游

资源 ，推动巢湖地质公园的规划和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

部分研究者对于地质地貌旅游资源调查方法进行了研究 。 李江风等

（１９９９）基于遥感技术 ，根据遥感图像成像规律以及不同地质地貌景观类型 ，在

遥感图像上所显示的不同解译标志 ，划分出该流域地质地貌景观类型 ，以及地

质地貌景观的展布特征 。以湖北省清江流域为例 ，探讨了遥感在地质地貌旅游

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其他研究者（高松峰 ，２００３）基于实际工作的经验 ，介绍了区

域地质旅游资源的调查方法 。

旅游资源地质图具有多方面用途 ，不仅是制定旅游业发展规划以及景区景

点的开发建设和保护的基础资料和依据 ，同时也是导游图 ，增加旅游者的地质 、

地理诸方面科普知识 ，还可作为旅游纪念品 ，用作广告宣传（陈兆棉 ，１９９５） 。因

此 ，部分研究者对于旅游资源地质图的编制做了研究 。陈克强等（１９８７）探讨了

旅游地质图件的类型 ，认为旅游地质图件应包括地质旅游资源分布图 、城市地

质旅游图 、地质旅游图和自然保护区地质图等 。陈兆棉认为 ，旅游资源调查应

与区域地质填图同步进行 ，作者从工作地图 、上图内容 、图式图例等方面对旅游

资源地质图的编制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郑贵洲（１９９６）对旅游地质图的编制

方法做了研究 ，认为应按照主题应明确 、科学性与易读性应统一 、专业性与实用

性应统一的基本原则编制旅游地质图 ，并针对旅游地质图的基本内容和图面构

思做了探讨 。

2 ．2 ．3 　不同类型地文旅游资源研究

１ ．丹霞地貌旅游资源

丹霞地貌是中国科学家确认的一种独立地貌类型 。作为一种特殊的地貌

类型 ，在中国多数地区都有分布（齐德利等 ，２００５） 。自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陈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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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丹霞地形”的概念以来 ，中国学者经历了初创 、成型和发展三个阶段的研

究 ，作为地貌学一个新领域的丹霞地貌研究已日趋成熟（彭华 ，２０００） 。黄进 、彭

华等人对丹霞地貌的定义 、类型与特征以及分布状况等做了许多基础性的研究

工作 ，并对丹霞地貌的形成条件与发育规律做了研究 。黄进（１９８２）认为 ，当陡

崖坡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崩塌作用之后 ，常间以一个稳定时期 ，崖麓缓坡上有

相当一部分形成红色风化壳及土壤层 。 这个过程可能随地壳的间歇性抬升或

流水的间歇性下切而在一个地区多次重复进行 ，所以在丹霞地貌区 ，常可见到

数级陡缓坡阶梯式地貌 ，因岩层的软硬差异 ，也可形成多级陡缓坡面 ；彭华

（１９９４）认为丹霞地貌是地壳演化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即地壳刚性增强 ，地

台扩大 ，有相对广大的陆地面积之后 ，才因地台活化而形成反差较大的内陆沉

积盆地和外围山地物源区 ，在适当的气候与沉积环境下发育陆相红色堆积 。这

不排除其他古陆台上有较老的红层发育 ；丹霞地貌发育过程表明 ，它是一种不

同于其他地貌的特殊地貌发育过程 。

丹霞地貌分布区内往往沟壑纵横 ，起伏剧烈 ，风化壳较薄 ，土壤养分较少 ，

生态平衡脆弱 ，一般不宜作为工 、农 、交通用地 ，而典型的丹霞地貌则山块离散 ，

群峰成林 ，赤壁丹崖上色彩斑斓 ，洞穴累累 ；石堡 、石墙 、石柱 、石桥造型丰富 ，变

化万千 ，其雄险可比花岗岩大山 ，奇秀不让喀斯特峰林 ；红层盆地中又多有河溪

流过 ，丹山碧水相辉映 。因此 ，丹霞地貌是构成风景名山的重要一支地貌类型 。

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 ，就有丹霞山 、武夷山 、龙虎山 、江郎山等 ２０多处名山

属于丹霞地貌景观 。因此 ，从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 ，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

陈传康（１９７７）较早开始研究承德丹霞风景地貌 ，论述了承德丹霞地貌的形成 、

演化 、地貌特征 、地貌奇景及景观的开发利用等 。彭华（１９８７）曾论述了丹霞地

貌的构景特点及观赏价值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１年对丹霞山和齐云山丹霞风景地貌的发

育规律 、风景地貌的分类 、风景质量的评价与分级等进行了研究 。 陈传康等

（１９９０）以丹霞地貌 、区域文化开发 、景观美学 、景观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旅游业

开发等专题研究及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理论研究为基础 ，针对广东丹霞风景名胜

区的旅游开发做了研究 。 １９９１年成立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后 ，各地学者积

极参与当地丹霞地貌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实践研究 ，根据需要从相关学科引进

了研究方法和思维理念 ，使丹霞风景地貌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彭华 ，２０００） 。

由于丹霞地貌以其红色砂岩层 、造型各异的地貌形态而具有较高的旅游观

赏价值 ，成为一种重要的风景旅游资源 。因此 ，随着我国旅游发展对资源深层

次开发的要求日益强烈 ，丹霞地貌的旅游价值日益引起国人的关注和重视 ，许

多丹霞地貌风景区逐步被开发 ，进一步推动了对丹霞地貌的研究 。进入 ２１ 世

纪后 ，地理 、地质 、地貌 、生物 、土壤 、岩土力学 、风景与旅游等不同学科的人员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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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参与相关研究 ，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 ，研究内容涉及基本理论 、研究方

法 、历史文化 、开发利用和科普教育等许多方面 。齐德利等（２００５）通过对中国

丹霞地貌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分析 ，将我国丹霞地貌划分为东南 、西南和西北三

大集中分布区 ，并着重对三大丹霞地貌集中分布区的景观异质性做了研究 。认

为东南区（包括浙 、闽 、赣 、粤 、湘 、桂等省区）多发育临溪丹霞峰林 、丹霞赤壁 、一

线天 、天生桥等景观 ；西南区（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过渡带）以赤壁与急流瀑布

相伴为主要景观特色 ；西北区（包括陇山周围 、河湟谷地）则呈现出特有的干旱

区丹霞地貌景观 ，区内由于自然条件的复杂性 ，如小气候及流水作用 ，黄土盖层

成分及其存在与否的差异性 ，使区内景观异质性显著 。从三区的构造运动上升

速度 、降水强度 、植被等生物作用 、河川过程和黄土作用等地质地理 、气候条件 、

生物 、理化等内外动力作用 ，分析了形成这种景观差异性的原因 、形成机理和过

程 。周学军（２００３）认为 ，由于其形成原因和所处气候带的不同 ，丹霞地貌景观

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 。以秦岭 —淮河为界 ，中国南方丹霞地貌露头不仅规模

大 、数量多 、色彩鲜明 ，而且形态多样奇特 ；中国北方丹霞地貌露头规模和数量

均较小 ，而且色彩形态呆板 。由于岩性和形态的原因 ，不论在中国南方还是北

方 ，丹霞地貌均与人类历史活动关系密切 ，但是由于中国南北方的历史文化差

异 ，使得南北方丹霞地貌的文化积淀差异也较为明显 。北方的干旱气候铸就了

北方丹霞地貌的石窟艺术和宗教文化积淀 ，而南方湿润季风气候则决定了丹霞

地貌与古寨文化和墓穴文化的渊源关系 。因此 ，北方丹霞地貌的旅游开发应突

出其文化主题 ，而南方丹霞地貌的旅游开发则应展示其自然与文化的综合特

征 。黄进（２００４）从地貌学的角度对丹霞地貌的年龄 、丹霞地貌区侵蚀速度以及

丹霞地貌岩壁后退速度进行了定量测算 ，试图推动地貌学对丹霞地貌的研究从

定性描述向定量研究迈进 。

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对丹霞地貌的基础研究和旅游开发实践研究提出

了新的要求 。因此 ，在对丹霞地貌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 ，更多的学者从旅

游资源开发的角度做了大量的应用研究 。从研究的地域分布看 ，主要集中在江

西 、浙江 、广西等地 。冯淑华等（２００７）基于分形理论对江西丹霞地貌景区点空

间特征及优化做了整合研究 ，作者通过测算赣东 、赣南丹霞景区点系统的关联

维数后发现 ，尽管江西省丹霞地貌资源赋存丰富 ，开发的丹霞景区点多 ，但赣

东 、赣南丹霞景区点系统内景区点分布集中 ，屏蔽现象明显 ，系统中的旅游中心

地吸附半径不大 ，并出现双分形或多分形的特征 ，系统将向多旅游中心发展 。

为此 ，作者提出 ，应通过整合地方文化 、培育新的旅游中心地和构建旅游网络体

系等措施予以应对 。郭福生等（２００７）通过陆地卫星 TM 图像解译和野外实地
调查 ，在对江西省丹霞地貌发育规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江西省丹霞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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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资源在空间上呈现带状分布的规律 ，并进一步分出 ９ 个景观集中分布区

域 。同时 ，针对赣东 、赣东南丹霞地貌景观最为密集的特点 ，结合红色旅游和客

家文化特色 ，提出了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的方向 。

此外 ，还有研究针对丹霞山旅游形象塑造（彭华 、周婷婷 ，２００４ ；齐德利 、肖

星 ，２００４ ；吴志才 ，２００６） 、丹霞地貌景观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程道品 ，２００３） 、丹

霞山世界地质公园（文彤 ，２００７） 、丹霞地貌旅游资源的开发评价（曾懿 ，２００８）以

及丹霞地貌与其他地貌景观的比较（罗浩等 ，２００６）等做了研究 。

陈谅闻（２０００）以浙江中部白垩纪盆地广泛存在丹霞地貌为例 ，探讨了浙江

丹霞地貌风景区的旅游资源优势 ，认为这些浙江中部的丹霞地貌具备很高的游

览价值和观赏价值 ，应加强丹霞地貌风景区的开发利用工作 ，带动浙江中部旅

游业乃至地区经济的发展 。吕惠进（２００１）在对浙江省中西部地区丹霞地貌特

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浙中和浙西地区较典型的丹霞地貌区的旅游资源和

开发程度做了概述 。李刚（２００４）以浙江省新昌县为例 ，对丹霞地貌区的旅游开

发做了研究 ，认为丹霞地貌区的旅游开发应依托资源 ，发掘特色 ，通过长远规

划 ，发展生态旅游 。彭花明等（２００１）从区域地质背景 、地层 、岩性 、构造及风化

作用等方面对江郎山丹霞地貌的成因作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 ，针对影响江郎山

丹霞地貌的成景因素提出了保护措施 。

２ ．喀斯特地貌旅游资源

喀斯特地貌景观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遗产 。喀斯特地区奇特的山形 、

神秘的洞穴 、清秀的水域与当地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其他人文景观结合 ，已成为

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喀斯特地貌一直以来都是旅游地学关注

的重点内容之一 。国内研究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

一是喀斯特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研究 。在中国喀斯特地貌也称岩溶地貌 。

李学仁（１９９３）从岩溶地貌发育机理的三大基本要素入手 ，对可供观赏或造型奇

特的具有旅游价值的岩溶地貌进行了全面的旅游资源评价 ，提出岩溶地貌旅游

资源的三个开发导向 ，即资源 —环境复合型的开发导向 、旅 —工 —农开放型的

开发导向以及利用与保护结合型的开发导向 。黄楚兴（２００３）在对岩溶旅游景

观的成景地质作用及岩溶旅游景观的演化过程和地质作用进行系统分析的基

础上 ，针对云南省各种岩溶景观的特点提出了溶岩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 。杨湘

桃（２００７）在对湖南省喀斯特旅游地质资源的特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湖南

省旅游地质资源的开发过程中重开发而忽视保护的问题 ，提出应坚持科学价值

的发掘和商业价值的开发有机结合 、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严格保护有机结

合以及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赖良杰等（２００３）对喀斯特旅游地

的形象塑造问题做了研究 ，认为喀斯特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应以喀斯特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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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为基础 ，在对喀斯特旅游地的文脉辨析 、形象调查和竞争性分析的基础

上确定形象定位 。程前昌等（２００７）在对中国喀斯特旅游资源特点进行简要分

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可持续利用问题 。 谢运球（１９９５） 、蒋忠诚 （１９９７） 、李兴中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分别对北京和贵州的喀斯特旅游资源的开发 、景观保护和旅游形

象塑造做了研究 。此外 ，从事旅游管理的研究者（王静 ，２００４ ；徐胜兰 ，２００４）将

喀斯特旅游资源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分别从旅游产品开发 、产品整合的视角做了

研究 。

二是针对喀斯特洞穴以及石林的研究 。喀斯特洞穴（又称溶洞）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旅游资源 ，以其幽深 、虚幻 、神秘的特点对旅游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

因而也是喀斯特地貌研究的重点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国内外对喀斯特洞

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洞穴景观形成机理 、洞穴景观旅游价值评价 、旅游洞穴类

型划分 、旅游活动对喀斯特洞穴环境影响 、喀斯特洞穴景观保护等方面（杨晓霞

等 ，２００７） 。多位研究者探讨了洞穴景观的形成过程与发育机理 ，目前比较一致

的看法是喀斯特洞穴的发育以溶蚀作用为基础 ，但也存在着机械侵蚀 、生物侵

蚀 、空气与气蚀 ，以及各种沉积作用 （关玉华 ，１９８５ ；宋林华 ，１９８６ ；卢耀如 ，

１９９０） 。并不是所有的喀斯特洞穴都具有旅游价值 ，只有那些化学沉积物类型

多样 ，景观具有较强的观赏 、科研 、历险 、娱乐功能的洞穴 ，才具有游览效应 ，可

以进行旅游开发 。因此 ，对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的评价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

题 。从喀斯特洞穴旅游价值评价所采取的方法看 ，主要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方法 。定性评价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区位 、知名度 、规模 、丰度 、价值 、功能 、容量

等 ；定量评价则多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模型（杨晓霞等 ，２００７） 。卢云亭

（１９９４）和曹南燕（１９９４）较早地对喀斯特洞穴旅游价值做了定性评价 。卢云亭

认为 ，旅游洞穴游览效应从洞穴区位 、洞穴规模 、洞穴景观特色和洞穴旅游功能

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而陈为民（２００６）认为 ，应从发育特征 、艺术观赏价值 、历史

文化价值 、科学考察价值 、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等方面建立评价标准对其进行

客观的综合评价 。喀斯特洞穴旅游价值定量评价多采用模糊数学模型进行 。

刘传华等（２００８）对溶洞的 ５个主要因素（规模 、沉积物 、险奇性 、文化历史 、交通

和中心城市距离）运用模糊数学计算 ，取得了对洞穴综合评价的模糊向量和模

糊指数值 ，并以此值对我国近 ４０个开放洞体进行了模糊综合评价 。此外 ，杨汉

奎（１９８９） 、朱学稳（１９９４） 、李景阳（１９９５） 、罗培（２００４） 、杨明德（２００４）等也对不

同类型的喀斯特洞穴旅游价值做了定量评价 。

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研究一直是旅游洞穴研究的重点 。

周宣森（１９９２）对浙江的洞穴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对喀

斯特洞穴景观的成因 、景观特点和洞穴旅游文化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也是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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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研究洞穴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成果之一 。彭一民（１９９４）以河北省临城县

白云山岩溶洞穴为例 ，将岩溶洞穴旅游地学资源的形成划分成岩期 、成洞期和

成景期 ３个时期 ，在对洞穴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提出了开发临城风景

区的设想 。保继刚（１９９５）在大量的案例分析的基础上 ，划分了孤立的 、组合的 、

镶嵌的 、介入机会的 ４种不同类型的喀斯特洞穴 ，并诊断了各自在旅游开发中

存在的问题 。针对大部分喀斯特洞穴在开放不久后很快进入衰落阶段的现实

问题 ，廖婧琳（２００８）认为洞穴旅游资源的资源优势始终无法向经济优势转换的

主要原因在于 ，这些喀斯特洞穴在开发前的科学调查与研究不足 ，缺乏整体规

划与开发设计 ，特别是缺乏文化内涵和科学性与艺术性 。为此 ，建议应在总结

喀斯特洞穴文化的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 。杨明德（１９９８） 、朱学稳（１９９８）

也从宏观角度对旅游洞穴的开发利用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此外 ，还有部分研究

者针对具体的旅游洞穴提出了开发措施（明庆忠 ，１９９７ ；叶红艳 ，１９９９ ；张远海

等 ，２００３ ；罗培等 ，２００４） 。

另外 ，喀斯特地表景观有石林 、孤峰 、峰丛 、峰林等 ，其中以石林景观最为壮

观 ，如路南石林 、桂林山水等 。浙江的三衢石林 、千岛湖赋溪石林等也具有很好

的观赏性 。因此 ，对石林景观这类资源的研究相对也较多 。如保继刚（２００４）对

喀斯特石林旅游开发的空间竞争进行了研究 ，彭建等（２００５）对喀斯特地区的成

土过程和土壤侵蚀对石林发育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研究表明 ，土壤是石林向深

性发育的原动力 。

３ ．滨海旅游资源

我国的滨海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近 ３０ 年来滨海旅游和滨海旅游实践取得

了迅猛发展（张红霞 ，２００５ ；张广海 ，２００７） 。国内有关滨海旅游的研究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 ，地理学 、地质学和旅游经济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 ，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一是滨海旅游资源的评价与空间分区研究 。旅游资源是旅游目的地借以

吸引旅游者的最重要因素 ，也是确保旅游开发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滨海旅游开

发过程中 ，首先需要对待开发地区的海滨旅游资源做出科学的评价 ，因此 ，对滨

海旅游资源的评价一直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李培祥等（１９９９）对我国整

体滨海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 ，认为我国海滨自然旅游资源类型齐全 、数量

丰富 ；人文旅游资源历史悠久 、品位较高 ；滨海气候条件优越 、南北互补 。赵宁

曦等（１９９６）基于生理环境角度对我国的滨海旅游资源做了评价 ，认为中国华

东 、华南沿海海滨适宜广泛开发旅游度假 ，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 ，特别有利于增进旅游度假者的身心健康和生理素质 ；而郑培迎

（１９９９）从文化旅游资源的角度对我国滨海旅游区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作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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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更多的研究则是针对我国某一特定海滨旅游地的海滨旅游资源的研究（张

红霞 ，２００５） 。李悦铮（１９９６） 、陈砚（１９９９） 、张莉（２００３） 、丁东等（１９９９）和梁文

（２００３）等分别在城市尺度上对大连 、厦门 、湛江 、青岛和北海等城市的滨海地质

旅游资源做了研究 ，而陈菁 （１９９９） 、戈健梅 （１９９９） 、杜丽娟 （２０００ ） 、田克勤

（１９９９） 、郝革宗（１９９９） 、程岩（２００２）和张经旭（２００３）则在省域尺度上分别针对

福建 、海南 、河北 、辽宁和广西的滨海旅游资源做了研究 。

滨海旅游资源呈现带状分布的空间特征 ，因此 ，出于开发和管理的需要 ，往

往需要进行空间分区 。范业正等（１９９８）从气候适宜性角度将我国滨海地带从

北至南划分为暖温带 、北亚热带 、中亚热带 、南亚热带 、北热带 、中热带六个区

域 ，并从气候等自然条件方面举例分析了我国各海滨旅游带的适宜旅游期 ；马

勇等（２００５）按照海滨旅游资源相似性 、经济条件 、区位条件 、资源空间组合 、客

源市场等因素 ，将我国海滨旅游空间布局分为环渤海湾滨海旅游区 、长三角滨

海旅游区 、海峡西岸滨海旅游区 、珠三角滨海旅游区 、海南岛滨海旅游区五个不

同的部分 ；陈君（２０００）从旅游资源的成因 、空间组合和开发优势状况分析了中

国滨海旅游资源的基本格局 ———大致成“S”形态势 ，由北向南可分为四大旅游

带十大旅游区 。此外 ，还有研究者从省区和城市等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了滨海

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区工作 。曲丽梅等（２００３）根据辽宁省滨海旅游资源的背景

条件 ，按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的原则 ，区内相对一致性和区际差异性原

则 ，地域相对独立完整性原则 ，旅游中心地和交通便捷性原则以及旅游区与行

政区相协调原则将辽宁省滨海旅游资源划分为 ４个旅游资源区 、８ 个旅游资源

亚区和 ２０个旅游资源小区 ；张广海等（２００６）以功能区划为指导思想 ，对青岛市

海洋旅游资源进行了区划分析 ，将青岛市海洋旅游分为东部 、南部 、胶州湾 、西

海岸四大海洋旅游功能分区 ，对每一分区的旅游资源和主导开发功能进行了分

析 ，为指导青岛市海洋和滨海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

二是滨海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研究 。对海滨旅游区的旅游资源进行系统的

规划和开发是海滨旅游资源协调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张红霞 ，２００５） 。李培祥

等（１９９９）在对我国滨海旅游资源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 ，提出了充分开发我国滨

海旅游资源应采取建设沙滩 、开发海岛 、建造游船 、海上运动 、海下探险和海洋

科普等开发措施 ；张广海等（２００６）从区域整合的角度分析了山东省海洋旅游业

的现状 ，从海洋旅游空间 、海陆一体 、旅游产品 、旅游企业四个方面提出了整合

措施 ，最后提出了整合的管理体制创新 ，为滨海旅游区域开发提供了新思路 ；李

志强（２００４）论述了广东省滨海旅游的现状 ，提出了促进广东省滨海旅游开发的

建议 ；李崇蓉（２００４）探讨了广西滨海旅游业与其他地区存在的差距 ，从产品开

发和宣传促销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韩卢敏（２００５）在其硕士论文中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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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福建省滨海旅游的开发模式 ，并结合厦门市进行了案例研究 ；李蕾蕾

（２００３）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深圳海滨旅游开发和形象构建的问题 ；赵冰茄（２００１）

在其硕士论文中论述了大连市建设国际滨海旅游名城的战略构想和对策建议 ；

梁文等（２００３）阐释了北海市滨海旅游资源及其在开发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

提出了合理开发北海市滨海旅游资源 、建设滨海旅游业的建议 ；张延等（２００８）

在对日本和浙江相近沿海地区资源的比较与研究基础之上 ，分析了沿海地区的

旅游规划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挑战 ，论述了浙江沿海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

和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

滨海地区也是生态脆弱地区 ，在研究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 ，多位研究

者也在关注滨海旅游资源的保护问题 。 梁文（２００３）针对北海市滨海旅游资源

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建议合理开发利用北海市的旅游地质资源 ，以保护滨海旅

游环境为主 ，统筹规划 ，加强宏观调控 ，完善和健全相应的法律 、法规制度 ，通过

多途径的筹措资金 ，发展基金会 ，加大投资力度 ，采取经济手段 、加强与社区的

结合以及通过媒体宣传 、教育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促进北海市的旅游业发展 ；李

平等（１９９９）总结了滨海旅游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 ，认为应通过建立

保护区 、治理区和示范区等措施来解决滨海地区的环境问题 ；何防（２０００）等对

海滨山地度假区开发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研究 ，并以深圳市崎头岭为例 ，提

出了具体方案 ，认为应通过对拟建项目水土流失预测 、水土保持分区 、排水系统

完善 、修建道路和填方处理工程措施予以解决 ；张润秋等（２００２）从环境生态方

面阐述了开发滨海旅游资源对沿海地区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提出区域实施海

岸带综合管理体制是解决滨海旅游业的开发与保护矛盾的有效方法 。

三是海岛旅游研究 。刘家明（２０００）分析了国内外海岛旅游兴起的历史过

程及其原因 ，归纳了海岛旅游的旅游资源特点 ，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海岛旅游康

体休闲活动及服务设施的布局模式 ，指出了海岛旅游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律 ，分

析了这种空间布局规律的原因 ，探讨了海岛旅游的开发机构 、融资方式以及海

岛旅游对社区环境影响等问题 。郑向敏等（２００７）在对福建沿海岛屿旅游资源

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从资源类型 、丰度和等级三个方面对岛屿旅游资源做

了评价 ，提出了福建海岛旅游开发的产品设计方向和营销策略 。 陈郁婷等

（２００６）对澎湖群岛地质旅游资源评估与规划做了研究 。郑向敏（２００７）在对我

国沿海岛屿旅游的类型与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针对岛屿旅游安全的特征 、

岛屿旅游安全表现形态和岛屿旅游存在的安全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提出

了沿海岛屿旅游安全管理措施 。陈烈等（２００４）以茂名市放鸡岛为例 ，运用生态

景观学和旅游地理学的基础理论 ，探讨了无居民海岛的生态旅游规划及其发展

战略 。此外 ，何巧华等（２００７） 、白洁（２００２）和陈航等（２００５）分别针对岛屿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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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 、海岛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和海岛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做

了研究 。

４ ．山岳旅游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山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３３％ 。由于山地中不

仅具有清新的空气 ，而且山地中散布着大量的宗教人文遗产 ，因此 ，山岳型旅游

地（特别是名山）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旅游接待地 。随着旅游业向纵深发展 ，山岳

旅游地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山地旅游再次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山地旅游研究已

成为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国内关于山岳旅游资源的研究主要

集中以下几方面 。

一是山岳景观研究 。郑霖（１９９８）按成因 、属性和功能等将中国名山分为地

质 、气候 、历史 、文化 、政治 、军事 、览胜 、探险 、科考 、健身等 １７个主要类型 ；江月

启（１９９２）从山体的形态 、造型 、山体空间与环境空间的结合以及山的形象 、文化

等角度探讨了山岳景观的美感 ；孙毓飞（１９９４）探讨了黄山旅游地貌的形成和演

变过程 ，剖析奇峰 、怪石 、温泉 、洞穴等的成因 ；田友萍等（２０００）研究了四川九寨

沟和贵州黄果树等旅游区的石灰华景观 ，认为其形成过程受生物 、地形和水文

的共同控制 ，提出石灰华景观旅游资源保护理论 ；程占红等（２００３）以芦芽山自

然保护区为例 ，采用 ４个指标对不同距离带上旅游植被景观的特征差异进行研

究 。另外 ，也有研究者对山岳景观的评价方法做了研究 。吴必虎等（２００１）在实

地观测评价基础上 ，建立由地形 、视觉质量 、视阈 、景观等构成的山岳景观数据

库 ，提出“等距离专家组目视评测法”的山岳景观评价方法 ；万绪才等（１９９８）构

建了山地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模型 ，将安徽山地风景名胜区划为 ３个等级 。

二是山岳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规划研究 。赵敬民等（２００６）在泰山旅游资源

特征的基础上 ，全面分析了泰山地质旅游开发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要借建

立泰山国家地质公园的目的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泰山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

护 ，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泰山旅游开发的对策 ；穆桂松等（２００４）探讨了嵩山旅

游地质资源的开发战略问题 ，认为嵩山地质现象具有六大突出特点 ，旅游地质

资源开发应坚持三个战略 ，即资源转化战略 、资源开发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 。

江以平等对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的旅游资源特征进行了归纳和分类 ，在对旅游

资源价值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开发与保护的策略 ；李晓琴等（２００２）在对龙门

山地质旅游资源进行评述的基础上 ，通过国外国家公园与国内风景名胜区比

较 ，探讨了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开发战略 ；牛继强等（２００４）在对庐山地质地

貌旅游资源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探讨了庐山地区地质地貌旅游资源的优势和条

件 ，提出了庐山地区地质地貌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和对策 。 此外 ，李钧辉

（１９９５） 、博中平（１９９５） 、邹松梅（２００２）和孙本超（２００６）等人分别对庐山 、广西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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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白石山 、江苏太湖东山与西山以及焦作的云台山等旅游资源开发做了研究 。

山地旅游规划也是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 保继刚等（１９９５）利用旅游地生命周期

理论 ，分析粤北丹霞山风景区的困境 ，指出景区老化和开发不足导致旅游形象

危机 ，提出旅游资源拓展开发策略 ；鄢和琳（２００１）从生态经济学角度对川西山

地旅游开发进行分析 ，从资源本底调查 、规划 、项目和线路设计 、设施建设 、环境

容量控制 、宣传教育 、社区经济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山地生态旅游的规划 ；王兴中

（２００４）从旅游资源 、旅游地景观结构 、形象设计 、基础理念 、空间规划与设计 、布

局的空间模式方面对三清山风景名胜规划与设计进行了系统研究 ；冯德显等

（２００３）在分析南太行山旅游区资源特色与空间发展问题的基础上 ，研究了南太

行山旅游区的空间组织形态问题 ；钟士恩等（２００７）对世界遗产地庐山“圈层飞

地”型旅游客源市场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 ；唐伽拉（２００３）则探讨了山岳风景区

旅游解说系统规划的基本思路 、规划方式和规划理念 。

三是山岳旅游资源的保护研究 。山地旅游的大规模开发 ，对环境造成了不

同程度的破坏 ，因而保护未来山地旅游开发赖以存在的环境质量成为山地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增进人们对山地旅游所产生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的理

解 ，强化其生态意识 ，也将成为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旅游环境与

生态旅游研究主要包括山岳旅游地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规

划 、生态旅游区划 、客流特征 、发展模式 、客流量极限的确定 、生态旅游者的心理

需求和行为特征 、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等方面（琚胜利等 ，２００８） 。骆培聪（１９９７）

对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定量分析 ；吴承照（１９９３）从风景

区旅游承受能力 ———环境容量角度计算黄山风景区旅游环境容量 ；崔凤军

（１９９７）采取静态的模型研究方法 ，对泰山主景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作出了系统

测算 。此外 ，也有学者探讨了山岳资源的保护措施 。魏鸿雁（２００５）等从宏观和

微观两个视角研究了山地旅游环境保护的对策 ；郎咏梅等（２００６）在分析山地景

区旅游环境容量利用强度的基础上 ，制定了游客流量宏观调控对策和微观调控

措施 。此外 ，还有研究者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探讨了山地旅游的资源和环境问

题（姜辽等 ，２００７） 。

５ ．水域风光资源

水域风光是地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属性使水体具有多重吸

引功能（范新宇等 ，２００７） ：景观吸引功能 ，海洋 、江河 、瀑布 、涧溪 、湖泊 、泉水 、池

水 ，不同类型的水体 ，或广阔无垠 ，或波涛澎湃 ，或波光粼粼 ，或潮起潮落 ，或跌

宕如玉 ，都会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 ；影与色的吸引功能 ，水是透明无色的液体 ，

万物映入其中都会有倒影 ，水上水下 、岸上岸下 、桥上桥下 ，实物虚影彼此交互

辉映 ，构成了一部水的景观交响曲 ；水的音响吸引功能 ，水体受到外力冲击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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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自上而下的流动会产生各种不同的音响 ，湖水的击岸声 ，巨涛的哗哗声 ，河流

的滔滔声 ，瀑布的轰鸣声 ，泉水的淙淙声 ，给人听觉美的享受 。由于水资源具有

非常大的旅游开发价值 ，因此也是多学科关注的重要地文旅游资源 。从国内的

研究情况看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一是湖泊旅游研究 。湖泊是由湖盆 、湖水及水中所含的物质 、有机质和生

物等所组成的水域 。作为风景旅游资源的湖泊以不同的地貌类型为存在背景 ，

国内从事湖泊研究的学者根据湖泊的水质 、湖泊面积 、湖泊所处位置以及湖盆

的形成原因等不同的标准对湖泊进行类型划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 ，１９８９） 。中国是一个湖泊旅游资源大国 ，现有湖泊 ２００００ 多个 ，总面积约

９１０００km２
，占国土面积将近 １％ ，面积在 １km２ 以上的湖泊有 ２８００多个 ，我国

１３０多个省级以上的旅游度假区 ，其中 １／３为湖泊型 ，可以说 ，湖泊是我国重要

的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夏必琴等 ，２００８） 。因此 ，国内的研究者对湖泊旅游资

源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 徐晓音（１９９９）采用项目分级与加权评分相结合的要

素综合评价方法对湖北省大型湖泊水库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价值进行了综合评

价 ，针对等级不同的湖泊和水库提出了旅游开发的方向 。程绍文（２００４）从地理

学的视角出发 ，对“旅游地”概念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和确认 ；然后对“旅游地评

估”的实质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湖泊旅游地的地价评估原则和方

法体系进行了探讨 ，确定了湖泊旅游地评估的三大基本原则 ，构建了湖泊旅游

地的评价指标体系 、等级分级体系及湖泊旅游地的地价评估方法体系 ，并以武

汉市东湖风景区为例做了实证研究 。陈冬梅（２００５）结合高原湖泊旅游资源的

特性 ，提出了湖泊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了综合评价的多目

标 、线性加权函数模型 ，并以抚仙湖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李松志（２００５）通过

对云南高原主要湖泊的水质 、噪声 、大气环境 、垃圾处理 、旅游容量利用强度和

绿化率等环境监测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探讨了湖泊旅游环境的评价问题 。湖泊

旅游的开发与规划也是相关研究所关注的内容之一 。周玲强等（２００３）在对国

内外著名湖泊旅游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总结出了湖泊旅游开发的典型

模式和成功经验 ，并根据旅游产业总体发展趋势 ，总结了 ２１世纪湖泊旅游的发

展趋势 ，认为应立足于环境生态保护 、促使湖泊旅游与观光农业相互渗透 、努力

发展成为中国的度假胜地 。王苑等（２００８）在分析湖泊水库的旅游开发价值 、开

发方向及内容的基础上 ，探讨了湖泊水库旅游开发规划方案的编制 。车震宇等

（２００４）对中小型湖泊旅游度假区开发现状做了分析 ，作者结合国内外的 ４个案

例 ，总结了中小型湖泊旅游度假区开发的成功经验 。张玉勤（２００７）基于审美原

则探讨了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 ，作者认为 ，就本质而言 ，旅游活动实际上就

是一种审美活动 ，旅游活动的审美本质决定着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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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开发 ，应根据体验性 、整体性和层次性等基本原则来推动湖泊旅游资源的

开发 。此外 ，还有研究者针对西北干旱区的湖泊旅游开发问题做了研究（姜巍

等 ，２００３）

二是城市水域研究 。范今朝等（２００４）根据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资料对杭

州市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的状况和特征进行了研究 ，认为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

在杭州各类旅游资源中 ，数量虽不是很多 ，但价值极高 ，可作为杭州市域整体区

域旅游形象的代表 ；李斌（２００５）认为城市水域生态旅游资源具有蕴含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 、水域生态旅游资源相对脆弱两个特点 ，作者在对开封城市水域生

态旅游资源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确定了开封城市水域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

和水域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方向 ；郑伯红等（２００２）以上海市苏州河为例 ，研究

都市河流沿岸旅游文化景观带功能的开发问题 ，结合苏州河沿岸文化景观带的

功能潜力和上海城市功能定位提出了苏州河沿岸文化景观带功能开发的总体

目标和规划原则 ，并对分段开发进行具体策划与设计 ；金平斌等（２００２）对京杭

运河杭州段的旅游资源分布及其旅游功能进行了研究 ，对运河沿岸旅游资源的

开发定位和空间构架进行了探索研究 ；曹新向（２００８）从居民感知的角度探讨了

城市水域景观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陈太政（２００４）以开封市为例 ，对城市滨水区

旅游游憩功能的开发研究 ，探讨了滨水区旅游游憩功能开发的总体构想以及产

品设计和环境营造等问题 。

此外 ，部分研究者从省域尺度和流域尺度对水域风光资源的开发 、保护和

利用等问题做了研究（韦江红等 ，２００６ ；席岳婷等 ，２００１） 。

６ ．河流峡谷类资源

峡谷属河流地貌 ，也为风景地貌 ，是一种极重要的旅游资源 。峡谷旅游资

源在中国风景名胜区中占有重要位置 ，全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有峡谷的景区

占一半以上 。近年来峡谷旅游逐步兴起 ，峡谷旅游资源也为研究者所关注 。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一是峡谷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 。方起东等（２００２）认为峡谷可以按照峡谷

的自然地理特征 ，即峡谷所处的河段 、形态 、形成时的地质营力 、两岸岩石性质

等进行分类 ，作者在探讨峡谷旅游资源特点及开发现状的基础上 ，探讨了峡谷

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策略 ；林辰等（２００３）在对我国峡谷旅游开发现状简要分析

的基础上 ，提出了峡谷旅游开发应注意设计与塑造峡谷旅游地形象 ，营造特定

的峡谷旅游氛围 ，开发特色旅游吸引物 ；邵航等（２００７）探讨了中国峡谷旅游的

产品类型与开发模式 ，作者认为不同的峡谷资源和地域组合可开发出不同的旅

游产品 ，进而总结了我国目前峡谷旅游的产品类型与开发模式 ；蒋睿等（２００５）

以怒江峡谷地区的旅游资源为例 ，对旅游扶贫策略做了研究 ；王瑛等（２００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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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大渡河金口大峡谷旅游资源优势与旅游产品创新设计问题 。 文传浩等

（２００２） 、胡金鑫（２００５） 、张敏等（２００６） 、郭瑞娟（２００８）对贵州马岭河峡谷和金丝

大峡谷 、香格里拉大峡谷以及太行山大峡谷的旅游开发做了研究 。

二是峡谷旅游资源的评价研究 。杨明德等（２０００）从喀斯特峡谷形成发育

的过程入手 ，探讨了南方典型喀斯特峡谷的风景资源特性及旅游价值 ；杨明等

（２００６）对贵州花江大峡谷地区的旅游资源作了综合评价 。

河谷旅游研究 。国内关于河谷旅游的研究文献不多见到 。为数不多的文

献主要是针对伊犁河谷 （耿宝江 ，２００６ ；耿宝江 ，２００８）和元谋干热河谷（杨艳鲜

等 ，２００５）的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规划做了研究 。

７ ．火山旅游资源

火山是由火山喷发作用将地球深部物质喷出地表 ，并堆积所形成的具有特

殊机构和形态的山体（王薇华 ，２００６） 。火山地质资源是地质地貌资源中的一

种 ，但目前国内外对火山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尚无明确的定义 。王薇华等（２００６）

认为 ，火山旅游资源是指通过发现 、发掘 、发挥 、改善和提高等技术过程能够成

为旅游吸引物并可转变成旅游产品的各种火山资源和火山文化 。地学背景的

研究者对火山地质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 、成因 、利用状况和开发方向做了研究 。

贺成全（２００２）认为世界火山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火山带 、地中海火山

带和东非火山带三条主要的火山带上 ，火山名胜区主要集中日本 、印度尼西亚 、

意大利 、冰岛 ，新西兰以及美洲各国 ；中国的近代火山集中分布东北 、内蒙古东

部 、晋北和冀北 、东南沿海的台湾 、雷（雷州半岛）琼（海南岛）地区 、滇西的腾冲

地区以及南疆的昆仑山区 ，在河北 、江苏 、安徽等省区也保存着个别零星的火山

锥 。以上火山大体构成三个系统 ，即环太平洋系统 、环绕蒙古高原的系统和环

绕西藏高原的系统 ；郭吉保等（１９９９）则探讨了火山岩旅游地质景观的成因 ，认

为形成旅游地质景区的基性玄武岩大多属第四纪喷发 ，喷发时代较年轻 ，岩石

受风化剥蚀很弱 ，基本保留了喷发时期形成的地形地貌特征 ，而且基性玄武岩

中 SiO２ 含量低 ，玄武岩浆黏度小 ，易流动 ，流动构造发育 ，易形成绳状 、波浪状 、

蟒状 、平台状及熔岩隧道等特色景点 ，此外 ，玄武质火山岩喷出相主要为溢流相

和喷发相 ，至地表冷却 、凝固后 ，常形成状似斗笠的盾火山口 ，或在火口周围堆

积成锥状火山口 ，当岩浆在火口周围冷却堆积或沿火口呈弧形断裂向下滑移 ，

就容易形成深度不等的火口湖和火口森林 ，同时热泉在构造 —岩浆活动区或近

代火山岩分布区特别发育 ，常常形成具有良好药疗作用的天然浴池 ；王薇华等

（２００６）在对火山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分类的基础上 ，分析了国外一些著名火山旅

游胜地在开发火山旅游资源方面的成功经验 ，提出了国内火山旅游资源开发利

用的理念和方向 ；周迎秋（２００４）讨论了小型火山旅游资源的开发 ，认为小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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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旅游资源开发时 ，应针对“小而全”的特征 ，以科教旅游为主 ，开发与保护并

重 。此外 ，还有部分研究者在不同尺度上探讨了火山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王

明 ，１９９９ ；贺成全 ，２００２ ；黄金火等 ，２００５ ；陈倩倩等 ，２００６ ；孟涛等 ，２００８） 。

2 ．2 ．4 　国内研究进展比较分析与评价

１ ．国内地文旅游资源研究的特点

回顾我国地文旅游资源研究领域的总体进展 ，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

一是研究的边界存在分异 。从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和技术 、研究重点以及

研究队伍等方面看 ，国内地文旅游资源的研究边界分明 ，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 。

一部分是地质学和地理学背景的研究者 ，另一部分是旅游管理 、旅游经济生态

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 。前者主要针对不同类型地文资源的分类 、

成因以及分布规律的研究 ，后者则主要围绕地文旅游资源的资源评价 、开发利

用 、旅游产品营销以及旅游资源保护等进行研究 。前者以地文旅游资源本身为

研究对象 ，而后者更多的时候以地文旅游资源为“背景”进行研究 。前者可以认

为是一种理论研究 ，而后者则基本以应用研究为主 。

二是地文旅游资源研究是相关学科关注的热点议题 。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

以来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旅游业持续升温 ，人们对旅游的需求日益多元化 ，

登山滑雪 、冰川旅游 、洞穴探险等成为大众旅游产品 。因此 ，地文旅游资源研究

也正在从传统的 、较为单一的以山水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向山地 、水域 、洞穴 、

冰川 、火山等多元的研究对象转变 ，所涉及的地文旅游资源的类型不断增多 ，研

究者的学科背景日益多元化 ，研究成果的数量迅速增加 ，研究的内容更加广泛 ，

地文旅游资源研究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热点 。

２ ．国内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地文旅游资源研究一直是从事旅游地质和旅游地理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

内容 ，国内的研究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基本明确了地文旅游资源的分类标

准和资源评价方法 ，揭示了主要地文资源的成景原因 ，在全国尺度进行了地文

旅游资源的空间区划 ，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旅游地学的发展和地文旅游资

源的开发利用无疑有积极的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仍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

探讨和研究 。

第一 ，新的形势下旅游地质学的应用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后 ，

旅游的兴起带动了对地质旅游资源调查的社会需求 ，地质学开始参与旅游开发

活动 ，逐步形成了一门地质学与旅游研究交叉的学科 ———旅游地质学 。尽管旅

游地质学的学科任务之一是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规划研究 ，但从近年来的

研究文献和地方实践看 ，由于学科背景的限制 ，大多数地质学背景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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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事的工作仍以旅游资源类型划分 、旅游资源调查以及旅游资源评价工作为

主 。这种局面不利于旅游地质学学科的长期发展 。随着旅游市场竞争的加剧 ，

社会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规划设计和旅游产品的营销等更为重视 ，现实的

需求也更为强烈 。因此 ，在新的形势下 ，旅游地质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有

待进一步拓展 。从事旅游地质学的研究人员应借鉴其他旅游学科的研究方法

和手段 ，更多地参与地质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深度开发的研究工作 。

第二 ，省区尺度的地文旅游资源开发缺少综合研究 。从已有的文献看 ，省

区尺度上的地文旅游资源研究多是针对某一类型地文旅游资源的专项研究 ，但

事实上 ，区域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无论是旅游线路组织还是产品的组合设计 ，

都不能针对某一类型的旅游资源就事论事 ，必须从区域视角对各种地文旅游资

源的开发进行综合研究 ，统筹考虑 。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目前省区尺度的地文

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

第三 ，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浙江省地处我

国东南沿海 ，地文旅游资源较为丰富 ，２００４年已经完成了旅游资源的普查工作 。

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 ，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已经完成的旅游资源普

查数据开发利用不够 ；二是现有文献 （张延 ，２００８ ；竺国强等 ，２００７ ；陈谅闻 ，

２０００ ；陈宁华等 ，２００３）多是对某一类型的地文旅游资源进行研究 ，或者是对局

部地区的地文旅游资源提出开发思路 ，在省域尺度上针对不同类型地文旅游资

源进行全面的 、综合性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到 。

本书是针对整个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系统研究 ，这样的论

题与前人的研究相比 ，不仅研究的区域尺度相对较大 ，而且研究内容相对也比

较系统 ，因此 ，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 ，并且对浙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

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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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形成背景

浙江地质构造复杂 ，地层发育齐全 。全境以江山 —绍兴断裂带为界 ，分为

两大地质单元 ：浙西北属扬子陆块 、浙东南属华夏陆块 。浙西北发育沉积岩 ，地

层较齐全 ，沉积厚度大 ，构造以北东 —南西向为主的紧密线状复式褶皱及与其

平行的断裂带为特征 。浙东南中生代沉积岩基本缺失 ，中生代火山岩发育 ，火

山喷发活动强烈 ，覆盖了大片的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 ，地质构造以强烈的断

块活动为主 ，断裂十分发育 。浙北和浙东沿海平原发育第四纪松散堆积物 ，形

成封闭式 、多层次含水层与隔水层相间分布的地下水系统 。丰富的地质活动 ，

为浙江留下了各种地貌景观 、地质遗迹和古生物化石等地质环境资源 ，形成了

“海 、湖 、江 、山 、泉 、水 、洞 、潮”齐全的自然旅游资源 。

３ ．１ 　地层环境及其对旅游资源的影响

浙江省地层出露齐全 ，自元古界至新生界分布均广 ，各种不同沉积类型都

有发育 。总厚度达 １０４０２ ～ ４７４７３m 。元古界出露于浙西北与浙东南地区 。古

生界主要分布于浙西北地区 。中生界主要分布于浙东南 。新生界主要分布于

平原和沿海地区 。以江山 —绍兴拼合带为界 ，划分成浙东南（华夏陆块）和浙西

北（扬子陆块）两块 ，据余国华主编的枟浙江岩石地层枠资料 ，浙江省地层发育情

况简述如下 。



3 ．1 ．1 　前震旦系（AnZ）

１ ．浙东南地区

断续分布在江山 —绍兴拼合带南侧龙泉 、遂昌 、龙游 、诸暨 、嵊州 、大衢山等

地 ，为高绿片岩相强烈花岗岩质混合岩化区域变质岩和角闪岩相变质的基性火

山岩 —沉积岩类 。

（１）古元古代八都群（Pt１B）为浙东南最古老的地层 ，主要由变粒岩 、黑云母

片岩 、少量斜长角闪岩等中深变质岩系组成 。原岩下部为基性火山岩 —杂砂岩

建造 ，中部为陆源碎屑岩建造 ，上部为黏土岩建造 。花岗质岩石发育 ，构造变形

较复杂 。成岩时代为 ２４００ ～ １８００Ma ，主要变质期在 １８００Ma 。属古元古代 ，自

下而上包括堑头岩组 、张岩组 、泗源岩组和大岩山组 。

（２）中元古代陈蔡群（Pt２C）主要为角闪岩相变质的基性火山岩 —沉积岩

系 ，由一套中深变质的片麻岩 、片岩 、大理岩组成 。局部形成各种混合岩及混合

花岗岩 。自下而上包括捣臼湾组 、下河图组 、下吴宅组和徐岸组 。

２ ．浙西北地区

断续分布在江山 —绍兴拼合带北侧 ，绍兴 、富阳 、萧山 、诸暨 、衢县 、常山及

开化等地 。为钙碱系列火山岩岩系 ，复理石建造 、杂砂岩岩系和安山 —流纹岩

岩系 。

（１）中元古代双溪坞群 ，主要为片理化浅变质的中基性至酸性火山熔岩及

火山碎屑夹砂砾岩 、砂岩 、泥岩 ，自下而上可分为平水组 、北坞组 、岩山组和章

村组 。

（２）新元古代早期河上镇群 ，为一套海相磨拉石 —复理石和陆相火山岩建

造 。主要为岩屑砂岩 、粉砂质泥岩 、泥岩和中基性熔岩 、中酸性火山碎屑岩 。自

下而上可分为骆家门组 、虹赤村组和上墅组 ，与下伏双溪坞组 、与上覆震旦系休

宁组均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

3 ．1 ．2 　震旦系至中三叠统（Z‐T2 ）

浙江省震旦系至中三叠统主要分布在江山 —绍兴拼合带北侧 、扬子陆块东

南缘 ———浙西拗陷带中 ，东从长兴 、安吉 、临安 、昌化 、开化 、江山 、常山 ，一直延

伸到江西 。在江山 —绍兴拼合带南侧仅有少量石炭 —二叠系地层零星出露 ，如

景宁 、青田 、江山等地 。

１ ．震旦系

新元古代晚期震旦系主要分布于江山 —绍兴拼合带以北 ，昌化 —临安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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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 ，出露零星 ，较集中的露头见于开化 、常山 、淳安 、建德 、衢江 、龙游及诸暨

等地 。

下震旦统休宁组主要为砂砾岩 、砂岩 、粉砂岩 、凝灰岩和南沱组冰喷岩 ；上

震旦统为陡山沱组粉晶白云岩 、粉砂质泥岩 、硅质页岩和灯影组白云岩 、白云质

灰岩 、石英砂岩 。

２ ．早古生代包括寒武系 、奥陶系和志留系

寒武系（ ∈ ）分布于浙西开化 、江山及常山一带 ，其次在临安 、昌化 、安吉 、萧

山 、富阳 、桐庐 ，淳安的威坪 、汾口 、姜家等地也有发育 。

荷塘组（ ∈ １ h） ：炭质硅质岩 、硅质页岩 、炭质页岩 、石煤层夹磷矿层 。

大陈岭组（ ∈ １ d） ：系带状白云质灰岩 、夹石灰质硅质泥岩 。

杨柳岗组（ ∈ ２ y） ：条带状白云质灰岩 、条状灰岩夹重晶石矿层 。

华严寺组（ ∈ ３ h） 、西阳山组（ ∈ ３ x） ：薄 —中层条带状灰岩 、泥质灰岩 。

奥陶系（O） 、志留系（S）分布于浙西的德清 、临安 、淳安 、开化一线 ，分布面积

最广 。以细碎屑岩 、硅质页岩 、泥灰岩为主 。

印渚埠组（O１ y） 、宁国组（O１ n） 、胡乐组（O２ h） ：钙质泥岩 、黑色页岩 、硅质

灰岩 。

砚瓦山组（O２ y） 、黄泥岗组（O３ h） ：瘤状灰岩 、含钙质结核泥灰岩 。

长坞组（O３ c） 、文昌组（O３ w） 、安吉组（S１ a） 、大白地组（S１ d） 、康山群（S２ － ３ ） ：

粉砂岩 、泥岩构成复理石 、长石石英砂岩 、泥岩等 。

３ ．晚古生代包括泥盆系（D） 、石炭系（C） 、二叠系（P）
这些地层出露面积较广 。

唐家坞群（D１ － ２ tn） 、西湖组（D３ x） 、珠藏坞组（C１ z） ：石英砂岩 、石英砂砾岩 、

砂岩 、泥岩 。

叶家塘组（C１ y） ：灰黑色砂砾岩 、砂岩 、粉砂岩 、泥岩夹煤层 。

黄龙组（C２ h） 、船山组（C３ c） ：灰岩 、白云质灰岩 ，含燧石结核条带状灰岩 。

栖霞组（P１ q） ：深灰色含燧石结核微晶灰岩 。

丁家山组（p１ d） ：黑色硅质岩 、页岩 、泥质灰岩 。

龙谭组（P２ l） ：砂岩 、页岩 、泥质灰岩 。

长兴组（Pc） ：灰色生物碎屑灰岩 、白云质灰岩 。

４ ．中生代下三叠统

分布不广 ，出露也不全 ，主要分布于浙西北的长兴 、湖州及浙西南的江山 、

衢江两侧 。

青龙群（T１ q n） ：薄层粉晶灰岩 、泥质白云岩 、泥质灰岩 、泥灰岩等 ，仅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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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 、湖州一带 。

政棠组（T１ z） ：钙质岩 、泥岩夹粉砂岩等 。

3 ．1 ．3 　上三叠统至白垩系

浙东南上三叠统主要为陆相火山岩和河湖相碎屑岩沉积 。

乌灶组（T３ w） ：砾岩 、含砾粗砂岩 、砂岩 、泥岩 、夹炭质页岩及煤层等 。断续

分布在江山 —绍兴拼合带之南侧 ，不整合于陈蔡群之上 。

１ ．侏罗系（J）
侏罗系地层分布广泛 ，厚度也较大 。浙东南与浙西北分布两种不同的岩石

类型 。上统浙西北为河湖相沉积酸性火山碎屑岩 ，浙东南以巨厚的喷发岩为主

体的酸性间夹中 、基性陆相火山岩建造 。下统浙东南为陆相含煤碎屑岩建造 。

浙江省的火山岩地貌主要集中在此地层 ，如乐清雁荡山等 。

下侏罗统枫坪组含煤碎屑岩系主要出露在华夏陆块丽水和宁波地区 ，中侏

罗统主要出露在江南陆块上 ，尤其沿江山 —绍兴拼合带北侧沿线 。华夏陆块集

中在丽水地区称为毛弄组 ，为含煤火山沉积岩 。

中侏罗统同山群包括马涧组（J２ m）和渔山尖组（J２ y） ；岩性为砂岩 、砾岩 、砂

砾岩 。

上侏罗统主要展布于华夏陆块 ，称为磨石山群 ，由中酸性 、酸性火山岩 、火

山碎屑岩夹沉积岩组成 ，自下而上包括大爽组 、南坞组 、西山头组 、茶湾组和九

里坪组 ；江南陆块也有较广分布 ，称为建德群 。建德群的劳村组（J３ l）和黄尖组
（J３ h） ：为中酸性火山岩 、火山碎屑岩 、粉砂岩等 ；寿昌组（J３ s）和横山组（J３ hn） ：

为钙质泥岩 、砂岩 、粉砂岩 。

２ ．白垩系（K）
下白垩统永康群广布于华夏陆块断陷盆地之中 ，江山 —绍兴拼合带之北仅

见绍兴 、诸暨一带有少量出露 。

馆头组（K１ g） 、朝川组（K１ c） ：紫红色钙质泥岩 、粉砂岩 ，紫红色砂砾岩 ，夹

双峰式火山岩 、流纹斑岩 。浙西北主要以河湖相沉积为主 ，夹少量的火山岩 。

浙东南白垩纪也以河湖相沉积为主 ，但火山岩夹层较多 。浙江省的丹霞地貌景

观主要发育于此地层 ，如永康方岩 、江山江郎山 、天台赤城山 、丽水东西岩等 。

3 ．1 ．4 　新生代新近系 ／古近系（N ／E）

古近系长河组（Ech）主要分布于杭嘉湖平原及钱塘江两岸 ，为河湖相青灰 、

灰绿 、灰黑色泥岩等 。

新近系嵊县群（Ns）主要分布于浙东新昌 —嵊县盆地与宁海 —天台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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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普陀 、临海 、诸暨 、义乌和东阳等地也有出露 。岩性为大陆基性火山喷溢

相与河湖沉积相混合型建造 。岩性主要为橄榄玄武岩等 。

第四系（Q） ：黏土 、亚黏土 、砂 、砾石等 。在平原 、河谷 、山区均有广泛分布 。

从全省地层的出露和分布来看 ，对地文旅游资源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石炭

系与二叠系的石灰岩地层 、上侏罗统的火山岩地层和白垩系的红砂岩地层 。这

三类地层的分布与大规模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的分布有着较强的关联性 。

石炭系与二叠系的石灰岩地层 ：由于早石炭世早期海水短暂退出成陆 ，在

早石炭世广大地区为陆蚀区 ，局部低陷地区为叶家塘组湖沼相沉积 ；晚石炭世

至中三叠世海平面明显上升 ，海域范围扩大 ，海侵淹没了江南孤岛而侵入了华

夏陆块的部分低陷地带 ，使扬子海和华南海连成一片汪洋 ，沉积了黄龙组 、船山

组和栖霞组的滨海 —碳酸盐台地相的沉积 ，这是浙江省西北部石灰岩与溶洞景

观发育的主要地层基础 。以开化马金 —桐乡乌镇为界 ，分为昌化 —长兴分区和

江山 —杭州分区 ，其中昌化 —长兴分区包括长兴 、湖州 、安吉 、昌化一带 ；江山 —

杭州分区又以常山 —萧山一线为界 ，分江山 —金华和常山 —杭州两个小区 。这

些地区集中了浙江省内大量的石灰岩和喀斯特地貌景观 ，如杭州灵隐 、玉皇山 ，

杭州与富阳之间的灵山洞 ，桐庐的瑶琳仙境 ，建德的灵栖洞 ，金华的双龙洞 ，兰

溪的涌雪洞 。另外 ，临安的瑞晶洞发育在寒武纪条带状薄层泥质灰岩中 ，常山

的三衢石林与溶洞发育在奥陶纪石灰岩之中 。

上侏罗统的火山岩地层主要分布在浙东南华夏陆块和浙西北扬子陆块 。

根据次级构造 、岩性和厚度变化等因素 ，将浙西北上侏罗统进一步划分为

淳安 —临安和寿昌 —临浦两个二级区 ；将浙东南区划出龙泉 —奉化 、温州 —象

山两个二级区 。这些地区发育了大量的火山岩地貌景观 ，如临安的天目山 、清

凉峰 ，淳安的莲花尖 、茹山 ，龙泉的凤阳山 ，遂昌的南尖岩 、九龙山 ，松阳的箬寮

岘 ，缙云的仙都 ，新昌的大佛寺 ，奉化的雪窦山 ，泰顺的乌岩岭 ，文成的百丈漈 ，

温州的雁荡山 ，仙居的神仙居 ，临海的桃渚 ，象山的花岙石林等 。

白垩系的红砂岩地层 ：浙江的白垩系陆相碎屑岩地层主要分布在江山 —绍

兴拼合带之南的浙江中部地带 ，并发育了大量的丹霞地貌景观 ，自西向东主要

有江山的江郎山 ，衢州的烂柯山 ，遂昌的石姆岩 ，金华的九峰山 ，武义的赤壁 ，永

康的方岩 ，东阳的三都屏岩 ，新昌的穿岩十九峰 ，天台的赤城山等 。

３ ．２ 　构造特点及其对旅游资源的影响

浙江的地壳运动可概括为活动 —稳定 —活动这样一个发展演化程序 ：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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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距今 １０亿年前）和晋宁运动（距今 ８亿年前）使扬子陆块和华夏陆块沿江

山 —绍兴断裂带碰撞拼合形成统一陆壳 。同时 ，南侧华夏陆块长期隆升缺失震

旦系和下部古生代地层沉积 ，上古生代局部地区才保留有石炭纪与二叠纪沉

积 ，而北侧扬子陆块东南侧浙西拗陷中接受了震旦系 —中三叠统的巨厚沉积 。

印支运动（距今 ２亿年前）由于强烈水平挤压 ，使浙西拗陷中的震旦系 —中三叠

统地层强烈构造变形 ，形成一系列复式褶皱和相伴断裂 。燕山运动（距今 １ 亿

多年前）整个浙江东南沿海进入活动大陆边缘阶段 ，以断裂为主的剧烈构造变

形及大规模的岩浆喷发和侵入活动为特点 。

浙江省地质构造复杂 ，以绍兴 —江山深断裂为界 ，可以分为浙东南与浙西

北两大性质迥异的构造单元 。浙西北地区属扬子陆块东南缘 ，称浙西古生代拗

陷带 ；浙东南地区属华南陆块的一部分 。这两大构造单元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

不一 ，它们的地质构造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

浙东南华夏陆块濒临东海 ，西北以绍兴 —江山深断裂带为界 ，陈蔡群形成

后经神功运动 、晋宁运动沿江山 —绍兴拼合带与北侧扬子陆块碰撞拼合 ，并长

期抬升隆起 ，缺失新元古代早期和晚期震旦纪及早古生代沉积 ，晚古生代局部

保留了石炭系与二叠系沉积物 。纵贯浙东全区 、呈北东东向延伸的余姚 —丽水

和镇海 —永嘉两大断裂控制了浙东燕山晚期的岩浆喷发和侵入活动 ，并把本区

划分为 ３个三级构造单元 ，即陈蔡 —遂昌隆起 、宁波 —泰顺拗陷和东南沿海亚

山褶皱带 。

浙西北扬子陆块东南拗陷带以临安 —芳村 、萧山 —建德和柯桥 —常山的大

断裂为界 ，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下列四个三级构造单元 ，即吴兴 —昌化拗陷 、富

阳 —开化拗陷 、临浦 —梅城隆起和诸暨 —衢州拗陷等 。绍兴 —江山深大断裂带

北侧 ，属于扬子板块东南缘 。褶皱构造总体为一由古生界地层组成的宽缓的钱

塘江台褶带 ，呈北东向展布 ，其内可进一步划分为 ：安吉 —长兴陷褶带 、中州 —

昌化拱褶带 、华埠 —新登陷褶带 、常山 —诸暨拱褶带 。上述构造单元之间均以

区域性大断裂接触 ，从北西往南东依次为 ：顺溪 —湖州大断裂 、马金 —临安 —乌

镇大断裂 、建德 —萧山大断裂带 。除上述北东向的主体构造外 ，区域性断裂还

有东西向的临安 —萧山大断裂带 ，该断裂带在较近时期仍有活动 ，对杭州湾的

生成与发展有一定影响 。

中元古界（１８亿 — １０亿年前）这里发育了双溪坞群灰白色 、灰绿色安山岩 、

流纹岩夹凝灰质 、泥质硅质岩 。中元古界末 ，神功运动（１０亿年前）沿着江山 —

绍兴断裂带南北两陆块发生碰撞 ，双溪坞群地层受到褶皱挤压 、变质 ，形成一系

列紧闭的等斜褶皱 ，并且拼贴增生在古老的扬子板块东南侧 。此后碰撞带南侧

强烈隆升遭受风化剥蚀 ，无沉积 ；而北侧形成新元古代早期（１０ 亿 — ８ 亿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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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北前陆盆地 ，沉积了河上镇群等的陆相沉积 ，标志着该地区已形成稳定性

陆块 。其末期晋宁运动使江山 —绍兴碰撞带南北两侧陆块继续碰撞挤压 。震

旦纪（新元古代晚期） ，碰撞带北侧气候严寒曾形成稳定的冰碛层 ，震旦纪晚期

温暖条件下形成碳酸盐 、钙镁碳酸盐及铁锰氧化物的凝胶沉淀 ，震旦纪和早古

生代浙西北地区均处于陆表海环境 ，沉积了厚度相对较小的稳定性 、台地型碎

屑岩和碳酸盐岩 。

志留纪末 ，加里东运动（４亿年前）南北两陆块沿绍兴 —江山 —鹰潭拼合带 ，

北侧浙西北地区主要表现为上升隆起 ，仅伴随有微弱的水平挤压 ，形成宽缓的

背 、向斜构造 。晚古生代到中三叠世沉积了一套大致相似的稳定型沉积 ：以浅

海相碳酸盐岩建造（如黄龙组 、船山组 、栖霞组的灰岩 、白云质灰岩）和海陆交替

相泥沙质建造和泻湖沼泽相含煤建造 。

中三叠世末印支运动在整个华南地区表现为强烈的褶皱断裂活动 ，在浙西

北地区上古生代地层连同下伏震旦纪和下古生代地层一起形成北东向 —近东

西向褶皱 ，构成大型复背斜与复向斜 。两江一湖地区主要位于新登 —华埠复向

斜带中 ，此复向斜由 ５０多个大小不等的次级背斜与向斜组成 。呈北 ５０°东方向

展布 ，长约 ２５０km ，一般宽 ３０ ～ ４０km ，向南西扬起变窄 ，仅 ５km 。与褶皱伴生的

断层主要有三组北 ５０°东 、北 ３０°东和北西向 。

浙西北地区经历神功运动（１０ 亿年前） 、晋宁运动（８亿年前）后 ，已成为扬

子陆块东南缘的次级单元江南陆块的组成部分 。震旦纪至中三叠世（８ 亿 —

２亿年前）基本处于陆缘浅海沉积环境 ，但地壳时有升降 。因此沉积一套浅海陆

源碎屑岩（伴有间歇性火山活动） ，时而海侵扩大普遍沉积了碳酸盐岩或泥质灰

岩 。尤其在中上石炭世至二叠纪（３亿 — ２亿年前）沉积了一套质纯的石灰岩或

白云质灰岩 ，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石林 、溶洞群打下了物质基础 ，如淳安千岛湖

石林 、桐庐瑶琳洞 、建德灵栖洞 、兰溪地下长河 ，以及杭州西湖西南山区诸多石

林洞穴 。中三叠世（２亿年前）强烈的印支运动使地层发生强烈变形 ，产生一系

列复式褶皱和相伴生的断裂构造 ，这为地下溶洞与地表石林的形成创造了有利

条件 。

晚侏罗世（１ ．５亿年前）由于太平洋板块对欧亚板块俯冲速度加剧 ，东南沿

海地区构造运动表现以断块活动为主体 ，也导致岩浆活动达到全盛 ，形成了浙

江东南沿海地区北北东向展布的陆缘型火山岩浆建造 ，位于两江一湖地区的新

登 —华埠复向斜两侧复背斜位置堆积了巨厚的火山碎屑岩 。它们以多个中心

式喷发及局部裂隙式喷溢为主 ，形成大面积连续分布的泛陆式火山喷发堆积 ，

在火山喷发间歇期常形成一些正常河湖相碎屑沉积 。在火山岩地貌中 ，由于原

生和次生等地质地貌原因 ，发育了诸多奇特与象形山石 、岩壁与岩缝 、节理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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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旅游资源基本类型单体 。燕山期还有强烈的中酸性岩浆侵入 ，形成大明山 、

浮盖山 、天台山以及东部海岛区的普陀山 、南麂岛 、象山等地区的花岗岩类岩

石 ，经后期强烈断层抬升风化剥蚀形成了许多典型的花岗岩类地貌景观 。

３ ．３ 　地形地貌及其对旅游资源的影响

浙江省地势西南高 ，东北低 。西南山地高峻 ，谷地幽深 ，主要山峰海拔均在

１５００m 以上 ，龙泉县境内的黄茅尖 ，海拔 １９２９m ，是浙江省第一高峰 。中部多为

海拔 １００ ～ ５００m的丘陵盆地 ，错落于低山之间 ，地形显得低矮而破碎 。东北部

为堆积平原 ，海拔都在 １０m以下 ，地势低平 ，水网密布 ，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 。

地形以山地为主 ，平原次之 。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面积的十分之七强 ，而平原连

同水面（不包括海域）的面积约为十分之三弱 ，形成“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总体格

局 。山地地形复杂多变 ，小气候条件十分多样 ，生物资源丰富 ，水能蕴藏量丰

富 。浙江省海域广阔 ，海岸曲折 ，海岸线长约 ２２００多 km 。沿海岛屿星罗棋布 ，

共 ２１００多个 ，约占全国岛屿总数的三分之一 ，是我国岛屿最多的省份 ，面积在

５００m２ 以上的岛屿达 ３０６１个 。岛屿岸线长约 ４０００多 km 。

3 ．3 ．1 　地貌总体格局

１ ．浙北平原区

浙北平原区位于浙江省北部 ，包括杭嘉湖 、宁绍和浦阳江等沿海平原 。本

区界线容易划定 ：东边靠海 ，西 、南两边与山麓（即全新世最大海侵范围）为界 ，

北界太湖与江苏 、上海平原 。主要地形类型是大面积海拔低 、地面平坦的堆积

平原 ，但其中也有一些基岩孤丘和丘陵 ，这些孤丘和丘陵的坡度都较陡 ，与平原

接界非常清楚 ，有的孤丘还保存有古代的海蚀崖 。这些地貌现象说明本区山地

和谷地曾遭到海侵 ，山丘变成海中岛屿 ，谷地和谷底平原为海水所侵没而沦为

海湾 、溺谷 ，随着陆源物质的长期沉积 ，遂变成高出海面的平原 ，小的岛屿变为

突出于平原之上的孤丘 ，大的岛屿就成为平原上的丘陵 。因此 ，目前在孤丘之

间的平原上打钻 ，都发现有深厚的第四纪松散的沉积层分布 ，沉积层通常从西

部山地向海（东北）方向增厚 ，如嘉善北部可达约 ３００m 。下部沉积层以陆相的

沙砾层为主 ，上部沉积层则为夹有 ３个滨海相的淤泥层 。研究平原地区沉积层

的沉积环境 ，以复原平原第四纪时期的演变历史 。根据区内地貌形态和成因的

差异 ，又可分成 ３个次级区 ：嘉兴 —湖州水网平原区 、杭州湾两岸高亢平原区和

宁波 —绍兴水网平原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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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浙西中山丘陵区

浙西中山丘陵区位于浙江省西北部 ，大致分布在东苕溪和浦阳江干流以西

及金衢盆地以北 。本区地貌类型以丘陵山地为主 ，全区海拔 ５００m 以下的丘陵
遍及各地 ，海拔 ６００ ～ ８００m的低山镶嵌在丘陵边缘或中心部位 ，与丘陵界线比

较难分 。例如 ，长兴的黄茅岭低山丘陵 、安吉低山丘陵 、杭州 —梅城 —汤家湾低

山丘陵 、新安江水库周围 、寿昌盆地周围 ，以及开化 —华埠 、芳村（常山） 、浦江 —

戴村（萧山）等地即是 。这些丘陵低山区一般都有宽窄不一的河谷平原 、山麓坡

积裾和冲积扇发育 。岩溶丘陵和低山是本区独特的地貌现象 ，它对农业利用和

水库建设有不利影响 ，易发生旱情 。其次 ，石灰岩地区土质黏重 ，如没有植被保

护 ，土层极易冲刷殆尽 。海拔千米以上的中山在本区所占面积虽然不多 ，但在

地貌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 。著名的有天目山 、龙门山 、金华山 、千里岗 、金紫尖 、

百丈峰 、昱岭和白际山等 ，因此把本区命名为浙西中山丘陵区 。如进一步划分 ，

则可分出若干个次级地貌区 ———泗安低丘区 、天目山中山区 、临安丘陵区 。

３ ．浙东盆地低山区

浙东盆地低山区位于浦阳江干流以东 ，西南与东阳 、南马 、永康和壶镇等盆

地接界 ，南面以括苍山为界 ，习惯上称为浙东丘陵 ，实际上本区地貌类型以丘陵

低山为主 ，山地与盆地相间存在 。省内著名山地 ———会稽山 、四明山 、天台山和

大盘山均位于此区 ，新嵊 、天台和仙居诸盆地穿插其间 。本区山地海拔在 ８００ ～

９００m ，故多属低山 ，超过 １０００m 的山峰面积较小 ，没有构成本区地貌的显著特

征 。海拔 ４００ ～ ５００m的丘陵有广泛分布 ，其中以新嵊盆地与天台盆地之间一块

面积为最大 ，它包括东阳东南 、嵊州南部以及新昌东南大部分地区 。浙东丘陵

最大的特点是顶部盖有大面积平坦的玄武岩层 ，形成高度不同的玄武岩台地 。

如新昌回山区（海拔 ５００m） 、大市聚区（海拔 ２００m） 、东阳尖山区（海拔 ５００m） 、
嵊县三界（海拔 ８０m）等 ，玄武岩台地表面红土深厚 ，台面已冲刷成波状起伏 ，高

差大多不超过 １０m ，而周围则为陡峻的台坡 ，高差可达 ２００m以上 。其次是丘陵

或低山上缓坡地面积较大 ，如四明山 、天台山以及儒岙丘陵区都有较多坡地残

留 ，人类很早已经开发利用 。三大盆地内第四纪红土分布面积甚少 ，这是本区

地貌的特点之一 。本区丹霞地貌景观有所发育 ，天台赤城山 、新昌穿岩十九峰

等就是代表 。

４ ．浙中丘陵盆地区

浙中丘陵盆地区位于浙江省中部 ，是全省红色盆地所占面积最大的地区 ，

由金衢 、永康 、浦江 、南马 、江山 、常山和武义北部盆地等组成 ，盆地之间虽有丘

陵低山所隔 ，但各个盆地封闭性不好 。这些盆地地步海拔多在 １００m以下 ，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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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发育 。盆底还有大片红土低和红岩低丘 。本盆地区丹霞地貌发育 ，如金衢

盆地的江郎山 、烂柯山 ，永康盆地的方岩等 。

５ ．浙南中山区

浙南中山区位于浙中盆地区和仙居 、张家渡盆地以南 ，是省内山地面积最

大（３万多 km２
） 、海拔最高的地貌区 。括苍山 、北雁荡山 、仙霞岭 、洞宫山和南雁

荡山均绵亘于本区 ，海拔均在千米以上 ，其中 １５００m 以上的山峰多集中在浙西
南的龙泉 、遂昌 、庆元等县境 ，山高谷深坡陡 ，形成层峦叠峰 ，森林覆盖率高 ，生

态环境极佳 。此外 ，山地中仍残留着成片的缓坡地 ，现主要为农业用地 ，其中

１０００m左右的有庆元荷地 ，景宁大漈 、上标 ；６００ ～ ７００m 的以文成南田地区面积
最大（２０km２

） ，南田地区地形起伏和缓 ，土质肥沃 ，但四周是深切 ３００ ～ ４００m 的
峡谷 ，因此素有浙南小高原之称 。泰顺也是山上的一个红色盆地 。在南 、北雁

荡山还有海拔 ２５０ ～ ３５０m的缓坡地 。本区北部有较大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 ，

诸如丽水 、松古 、云和 、老竹 、湖山 、柳城 、碧湖 、龙泉等 ，人口集聚 ，具有浓郁的民

俗风情 ，留有较多的文化古迹 。

６ ．沿海半岛岛屿丘陵与平原区

沿海半岛岛屿丘陵与平原区位于浙东沿海的狭长地带 ，因集水面积小 ，缺

乏修建大型水库的条件 ，淡水资源比较缺乏 。这里的地貌形态主要是 ：大陆性 ，

目前半岛和岛屿的地质构造 、岩性和地貌形态 ，都是大陆的直接延伸部分 ；年轻

性 ，目前半岛和岛屿是在地质历史最年轻的时期 ———第四纪的全新世出现的 ；

基岩岛 ，除瓯江口的七都和灵昆两岛为冲积岛屿外 ，其他皆属于基岩岛 ；海岸以

淤泥质海滩为主 ，其次为基岩海岸 。砂质海岸不多 ，只是在花岗岩出露的地段

才能有典型发育 ，如普陀山的千步沙和百步沙 、朱家尖 、泗礁 、象山爵溪等地的

沙滩 。砾质海滩更少 ，仅葫芦岛 、普陀等地有小片砾石海滩 。半岛与岛屿以基

岩丘陵地形为主 ，海湾内镶嵌有堆积小平原 。岛屿中最高的是对峙山（５４０m） 、
舟山岛的黄阳尖（５０３m） ，其余则是海拔 ２００ ～ ３００m 、岗峦起伏的丘陵 。这些丘

陵大多是丘坡陡 、岗顶平 ，岗顶保留着相当大面积的缓坡地 。如玉环岛的古城 ，

顶平四周陡 ，在海拔 ２００ ～ ３００m高度上还有 ６km２ 的缓坡地 。

3 ．3 ．2 　山地丘陵与旅游资源

山地和丘陵在形态和成因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 ，其分布也紧密相连 ，结合

浙江省实际和习惯 ，把海拔 ５００m以下明显起伏的地形视为丘陵 ，与群众称谓的

半山区相当 。单个山丘称为孤山或孤丘 。海拔 ５００ ～ １０００m的起伏地形叫做低
山 ；海拔 １０００m以上的叫中山 。这种按绝对高度的划分标准 ，基本上与全国地

形划分相一致 。山地丘陵地区是山岳景观和休闲旅游资源分布最集中的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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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主要山地丘陵资源如下 。

１ ．黄茅岭低山丘陵

黄茅岭低山丘陵位于长兴县西北部 ，五通山 、方山 、三尖山的海拔都超过

５００m ，其中以黄塔顶为最高 ，海拔 ６１２m ，属低山类型 。黄茅岭 、凉帽山等海拔都

低于 ５００m ，山体小而破碎 ，是典型的丘陵形态 ，为求地貌区域的完整 ，故称黄茅

岭低山丘陵 。本区丘陵和低山都由沉积岩（砂岩 、粉砂岩 、泥岩）组成 ，山势分

散 ，个体不大 。丘陵低山所包围的中间部分 ，是著名的煤山盆地 ，盆内高丘主要

由石灰岩构成 ，发育着喀斯特地貌 ———漏斗和地下洞穴 ，地下水资源丰富 。

２ ．泗安低丘

泗安低丘此区北以长兴的大山和鸟占山山麓为界 ，海拔约 １００m ，南以安吉

的馒头山 、九龙山和笔架山山麓为界 ，海拔也在 １００m 左右 ，西接安徽省广德盆

地低丘区 ，东部低丘伸入湖州平原冲积层下面 ，所以本区南北两边高起 ，中间低

平 ，是浙北通往皖南的走廊 ，实际上本区与安徽广德同属一个红色盆地 。盆地

南 、北两边近山麓出口 ，都是连成一片的古冲积扇 ，由于冲沟侵蚀 ，已变成条带

状的红土低丘 。盆地中部是红色粉砂岩构成的波状起伏的低丘 ，低丘上有残积

的红土层 。由于红土土质黏厚 ，不易渗水 ，暴雨期间降水几乎全成地表径流 ，片

蚀和沟蚀都很强烈 ，山体景观一般 。

３ ．安吉低山丘陵

安吉低山丘陵位于天目山中山以北 ，杭嘉湖平原以西 ，主要在安吉境内 ，德

清 、长兴及湖州也有一部分 。区内为海拔 ３００ ～ ４００m 的丘陵为主 ，地形切割破

碎 ，切割深度为 １００ ～ ２００m ，杭圩 、西圩和孝丰一带丘陵即属此种情况 。组成丘

陵的岩性以砂岩 、粉砂岩和泥岩为主 。本区南部港口 、章村一带出露含杂质多

而层薄的石灰岩 。丘陵南缘靠天目山麓 ，界线清晰 ，而东西两侧分布着莫干山 、

五指山 、马鞍山和狮子山等低山景观 ，是当地重要的山岳观光和休闲旅游资源 。

４ ．天目山中山

天目山中山杭州西北部 ，西起浙皖边界的龙王山（１５８７m） ，东至临安 、余杭

交界的窑头山（１０９４m） ，长约 ４０km ，宽约 ２０km 。由岩浆岩组成的山地主体 ，海

拔大多在 １０００m以上 ，其中少数山峰在 １５００m 左右（西天目山 １５０７m ，东天目

山 １４７９m） 。高大巍峨的山体是造就天目山丰富多变的山岳景观的重要物质基
础 。天目山也是长江 、钱塘江的一些溪流发源地 ，山体四周都遭到这些山溪的

深切 ，相对高差在 ６００m以上 ，山势陡峭 ，峡谷幽深 ，如北坡的景溪坞 、深溪坞和

南坡的东关溪等 。然而在 ９００m以上的山地内部 ，山势就较为和缓 ，呈现了山上

的缓坡地和丘陵 ，地面波状起伏 、土层深厚 、低湿处的沟底中湿生植物丛生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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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发展为沼泽和泥炭地 ，其中保存得最好的是海拔 １３２０m的千亩田（东关 、西关

之间 ，位于西天目山东面） ，泥炭层厚达 １m以上 ，沼泽泥炭面积约 ７０００m２
，被当

地称为“火山口”地貌景观 。

５ ．白际山中山

白际山中山位于浙皖 、浙赣省界的临安 、淳安西部 。其北段为百丈峰 ，位于

昌化的北面及西北角 ，是一条北东向完整的山体 ，多座山峰的海拔超过 １５００m ，

并有浙西最高山峰清凉峰（１７８７m） ，是清凉峰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主要景观载体 。

中段主要在淳安县境 ，始于临安县的昱岭关 。昱岭是一条北东东向 、主要由花

岗岩组成的山体 ，海拔多在 １２００m 以上 ，最高山峰 １４８９m 。山体北陡南缓 。昱

岭以南山体中多由沉积岩组成 ，海拔比北段略低 ，如歙岭顶（１２６５m ） 、啸天龙

（１３９５m） 、老山（１２８７m） ，但山脊线和沟谷走向与基底构造线方向一致 ，如唐村 、

叶家和横双谷地的走向与当地褶皱轴向是一致的 。这里的石灰岩由于层薄和

杂质多 ，喀斯特地貌不甚发育 ，而风化土层质地黏重 ，由于遭到冲刷 ，有些地区

变为石骨嶙峋的山坡 ，有些在山顶形成陡峻的石壁 ，如屏门上西 、董家坪 ，并可

以向北延伸至临安马啸一带 ，是浙西一带山岳地貌景观较集中的区域 。南段则

深入到开化县境内 。

６ ．杭州 —开化山地

杭州 —开化山地为杭州至开化之间多条山岭的复式山地 ，构造上属北东 —

南西向的复向斜 ，内以线状紧闭褶皱为主 ，断裂也很发育 ，其中以北东 、北西方

向对地貌景观发育影响最大 。本带山地长 ２８０km ，宽约 ４０km ，山岭走向呈北

东 —南西向 ，斜贯浙西中部 。地貌形态类型有中山 、低山 、丘陵和盆地 ，成因类

型上除流水地貌外 ，还有以地下水喀斯特作用为主的喀斯特地貌 。

灰白色中至厚层石英砾岩 ，石英砂砾岩 ，含砾石英砂岩和粗粒石英砂岩岩

性坚硬 ，往往形成突起的山脊 ，如千里岗山北东 —南西走向延伸 ４０km ，形成

１０００m 以上的陡峻山脊（岭） ，其主峰磨心尖（１５２２m） 、白石尖（１４５３m）等都由坚
硬岩石组成 。 其次 ，如桐庐 、淳安两县县界上的紫高尖 （１０１８m ） —白兔尖

（９４３m） ，山岭延伸近 ４０km ；杭州西湖西南山区（丘陵）中的天竺山 、北高峰等都

由坚硬岩石构成 。

石灰岩岩石出露起自常山球川开始 ，经过淳安白马 、玳瑁岭 ，建德李家 、石

屏 、岭后 、淡祝 、郭村 、项山顶 ，桐庐毕浦 、下十管 、高山 ，富阳大山顶 ，到杭州南高

峰等 。由于流水的溶蚀和冲蚀作用强烈 ，喀斯特地貌各种形态几乎都有发育 ，

地表溶沟石芽石骨嶙峋 ，地下洞穴横生 ，泉水清澈 ；洞内钟乳丛生 ，形态奇异 。

如淳安白马乳洞 、建德灵栖三洞 、桐庐瑶琳洞和杭州周浦灵山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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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龙门山地

龙门山地位于千里岗山脉东南 ，金衢 、浦江 、诸暨盆地的西北 。山地也作北
东 —南西走向 ，主要由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构成 。主峰大头湾山位于桐庐县

境 ，海拔 １２４６m 。山巅部分地表往往呈波状起伏 ，坳沟源头多沼泽湿地 ，是山顶

夷平面的残遗 。山坡陡峻和河谷深切相当显著 ，如桐庐城关东南从凤岗到湾里

是一条明显的断崖陡坡 ；著名的七里泷峡谷 ，位于本山地中段北侧 ，也系河流下

切所致 。由于火山岩岩性坚硬 ，河流不易旁蚀 ，峡谷两侧悬崖峭壁得以保存 ，如

遇水平层状岩石 ，则谷坡上可以出现构造小平台 ，如严子陵钓台即因此造成 。

但在岩性软弱处（粉砂岩 、泥岩）河谷开阔 ，河流改道多变 ，如富春江出七里泷 ，

河谷豁然变宽 。龙门山地向西南越过兰江 ，山势变低 、宽度变窄 ，寿昌 、大同盆

地镶嵌其间 ，山体显得破碎 。龙门山地向东北延伸 ，高度也逐渐降低 ，西部以火

山岩为主 ，构成低山丘陵 ，直逼钱塘江边 ；东部主要由泥岩 、薄层的不纯灰岩组

成宽谷丘陵 ，越过浦阳江 ，成为绍兴与萧山分界的丘陵 。

８ ．会稽山地

会稽山地位于绍兴南部 ，嵊州西北部 ，诸暨东部和东南部及东阳北部 ，是浦
阳江与曹娥江的分水岭 。山地呈北东 —南西走向 ，长约 ９０km ，宽度为 ３０km 。

几个千米以上山峰都在山脉南部 ，如东白山（１１９４m） 、西白山（１０９５m） 、东立尖
（１０２８m） ，是会稽山山顶夷平面保存最好的地方 。东白山沿主脉向东北方向 ，山

势逐渐变低 ，最后没入萧绍平原 ，成为平原上的孤丘 。会稽山中段 ，还有新生代

玄武岩分布 ，在地貌上形成条带状台地 。如诸暨县西岩 —大林 —东和 —栎江一

条断续的带状玄武岩台地 ，海拔从 ４５０m逐渐降到 ４０m 。山地东部有封田岭（王

院）和岗头共两条玄武岩流 ，流入嵊县盆地 。绍兴平原上的孤丘地貌为绍兴增

添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如壁立千仞的东湖孤丘和吼山等均是其例 。

９ ．四明山地

四明山地位于嵊州 、新昌东北 ，鄞州 、奉化西北 ，系曹娥江与甬江的分水岭 ，

整个山体呈长方形 ，四周边界清晰 。主峰圆锥形 ，呈孤峰状 ，海拔 １０１２m ，山体

主要高度为 ６００ ～ ８００m ，因此四明山属低山 。山体主要由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

岩组成 。丁家畈 、芦田 、东岙一带有沉积岩（红色粉砂岩 、泥岩）出露 。新宅 、仗

锡 、大岚等处还有玄武岩覆盖 ，并可沿谷地延至山麓 ，如鄞江桥还残遗有玄武

岩 。四明山山顶部分地形比较平坦 ，属于 ７００ ～ ８００m海拔的四明山夷平面 。如

丁家畈 、夏家岭头 、东岱 、梨州等地 ，开发较早 。山 、体顶部起伏和缓 ，而山体边

缘陡峭 ，落差大 ，往往形成瀑布跌水等景观 。

１０ ．天台山地

天台山地位于天台东北部 ，沿北东方向延伸 ，经过新昌 、宁海 、奉化三县

84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市）界 ，折转至鄞州东南部到穿山半岛 ，入海便是舟山群岛 。天台山与四明山

之间以剡溪和沙溪为界 。主峰在天台县境 ，最高山峰苍山海拔 １１１３m ，另有几

个千米以上山峰集中在华顶峰（１０９８m）附近 。组成山体的岩石以火山岩为主 ，

但花岗岩出露面积较大 。例如 ，华顶以西报国 、石桥 、石慈 、集云一带出露直径

１８km的花岗岩体 ；新昌东部与奉化西部的长 ３０km 、宽 １２km 的大岩体 ，奉化田

央和下陈岩体 。花蚀成漏斗形集水盆 ，天台欢岙是一个完美的花岗岩集水盆 。

天台山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如石梁飞瀑 、铜壶滴漏 、琼台等 ，且皆发育于花岗岩

岩体所在 ，三组节理发育 ，在球状风化 、流水侵蚀等地貌作用下 ，形成奇特的地

貌景观 。

１１ ．大盘山地

大盘山地位于天台 、仙居 、临海 、东阳 、永康 、缙云诸县（市）之间 ，是钱塘江

与灵江的分水岭 。山脉可分两支 ：主要一支位于天台盆地之南和仙居盆地之

北 ，称为大雷山 ，主峰海拔 １２２９m ，向西南方向延伸 ，千米以上山峰 （高二山

１２２０m 、廿四尖 １２１８m）连绵不绝 ，若从括苍山北望 ，可见大雷山诸峰顶整齐划

一 。第二支又可分为两条支脉 ，西支 ：嵊州九九尖 —东阳大坞尖 —打铁坪 —大

坪地岗 ；东支 ：新昌与东阳界的鞍顶山 —仰瓦山 —直棚尖 ，还有棋架尖 、羊角尖

等 。两支脉之间为低一级玄武岩台地（尖山 、尚湖 、岭口）所分开 。大盘山脉最

高峰在是青梅尖 （１３１４m ） ，其东北会合大雷山和上述东支支脉于大前圲

（１１３０m） 、骑马岗（１１０２m）一带 ，从青梅尖向西南伸入仙居与缙云界 。缙云的马

鞍山（１００６m） 、白水山（１０００m） ，两山遥遥相对 ，其中马鞍山是古老的火山口 ，火

山口周围是火山角砾岩 ，还有岩浆漫流到目前仙都一带风景区 ，构成这一带火

山 —岩深地貌 ，石笋耸立 ，洞穴丛生 。

１２ ．括苍山地

括苍山地位于临海 、仙居 、缙云 、丽水 、青田 、永嘉 、黄岩诸县（市）之间 ，为灵

江与瓯江的分水岭 。山脉主干位于以上各县县界及其附近 。临海与仙居县界

上的括苍山峰 ，海拔 １３８２m ，耸立于张家渡盆地之南 ，为浙东第一高峰 。然后向

南延至仙居 —黄岩界 ，折向西为永嘉 —仙居界 ，此间主脉山峰多在千米以上 ，崇

山峻岭 ，层峦叠嶂 。从界坑向西便进入缙云大洋山区 ，大洋山尖海拔 １５００m ，是

括苍山脉的最高峰 。

另外 ，北雁荡山实属括苍山脉的南支 ，北起永嘉 —黄岩界的大寺尖

（１２５２m） ，向东南延至望海岗（１１２７m） ，急转向南沿永嘉 —乐清县界延伸没入瓯

江 ，海拔由 １０００m左右逐渐减低到 ５００m ，成为楠溪与向东独流入海诸小河的分

水岭 。而雁荡山又是从北雁荡山的山乔头一带向北东东方向伸长的一条狭长

山岭 ，长度 １０km ，宽度 １km ，主峰 １０５６m ，山岭脊部由石英正长斑岩组成 ，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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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由凝灰岩组成 。山脊顶部已遭夷平 ，雁湖可作证明 。雁荡山南北两侧凝灰

岩垂直节理发育 ，河谷幽深 ，岩块崩坍频繁 ，形成随处可见的悬崖峭壁和群峰峥

嵘现象 ，成为旅游胜地 。

１３ ．仙霞岭山地

金衢盆地以南 、好溪和龙泉溪以北的山岭按习惯属仙霞岭山地 ，它是钱塘

江和瓯江水系的分水岭 。由于流水切割厉害和盆地的分隔 ，山岭的走向复杂多

变且延伸不长 ，其中仅西部一条山脊延伸较长 ，达 ７５km ，走向南西 —北东 ，海拔

多在 １２００m 以上 。这片山地有不少海拔在 １５００以上的著名山峰 ，其中以遂昌

的九龙山（１７２４m）为最高 ，山势非常险峻 ，切割深度达 １０００m 以上 ，生物资源丰

富 。其次是天师山（披云山）（１６７５m） 、南尖岩（１６２６m ） 、白马山（１６２１m） 、箬寮
岘（１５０２m） 、大高山（１５５５m） 、大龙岗（１５００m）和浙闽省界上的一些山峰海拔都
超过 １５００m 。整个山地高度以九龙山和龙泉县西北部分为最高 ，向东北 、西北 、

北和东南各方逐渐降低 。

１４ ．洞宫山脉

洞宫山脉位于浙江南部的丽水地区 ，山脉主要由两大分支组成 。北支是龙

洋溪 、大溪和小溪的分水岭 ；南支是小溪（瓯江支流）与飞云江的分水岭 。北支

山脉西起龙泉凤阳山（１８４６m） ，向东到浙江省最高峰黄茅尖（１９２９m） ，再向南延

伸为浙江境内第二高峰百山祖 （１８５６m ） 。百山祖山岭均较和缓 ，海拔变化在

１４００ ～ １７００m ，连同凤阳山黄茅尖和大堂山 ，构成省境西南部最高的山顶夷平

面 。目前这一带山地虽然遭到瓯江和闽江上游支流的深切 ，但残遗缓坡地还明

显保留 。洞宫山脉南支山岭 ，西起庆元的塘源尖 ，沿浙闽交界的双苗尖 、白鹤仙

岩顶 、大林头 、飞龙岩 、山垟尖 ，再经白云尖 、湖岩尖 、上山头 、赤木山 、大仰湖 、石

竹栏头 ，到南田台地西侧和北侧山冈 ，再沿青田文成县界上的寮天岗 、四方山

尖 、山炮尖 ，又沿青田瑞安县界北上直至瓯江边 。

１５ ．南雁荡山

南雁荡山由一条山岭组成 ，是飞云江与鳌江的分水岭 ，西起文成县境的东

降尖 ，向东延伸有吴地山和仙岩尖 ，由此急转向北到仙乌岩尖 ，再往北到牛栏

湾 、朝天马 、黄罗山 ，又急转东沿文成 、瑞安县界到双尖山 、龙潭山止 。南雁荡群

山也是雁荡山国家级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岳景观十分丰富 。

3 ．3 ．3 　构造盆地与旅游资源

浙江省有大 、小盆地 ３０余处 ，遍布全省各地 ，其中分布最密集 、面积最大的

则在浙江中部 。这些山间盆地的大小 、形状的分布大多与地质构造有关 。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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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主要盆地分述如下 。

１ ．金衢盆地

金衢盆地是浙江省最大的走廊式盆地 ，面积约 ３５００km２
。盆地沿北东东方

向横贯于北浙江中部 ，西起衢州沟溪 ，东至东阳巍山 ，长约 ２００多 km ，南北宽度

变动在 １５ ～ ３０km 。盆地底部海拔 ５０m左右 ，盆地边界线海拔多在 １００ ～ ２００m
变动 ，盆地边缘与山地界线清晰 ，盆地四周被 ５００ ～ １０００m 的山地所包围 ，故河

流从四面八方向盆地中心汇聚 。盆地内部地形多样 ，随着从盆底到盆缘高度的

逐级提高 ，地形类型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丘陵是金衢盆地内的主要地貌类型 ，

根据高度分为高丘和低丘 ；又可依其组成岩性不同分出红土低丘 、红岩低丘 、红

岩高丘等 。

２ ．永康盆地

永康盆地位于永康县境 ，形状比较方整 ，呈东北 —西南走向 ，长约 ３４km ，宽

约 １４km 。北溪 、华溪纵贯盆地 ，在永康城南汇合南溪后称永康江 ，沿江 、溪两岩

有狭长的河谷平原 。但盆地内主要地貌类型是连片低丘 ，在植被未被破坏的地

段 ，残留红土层广泛发育 ，厚度多在 １m 以上 。这些红土由白垩系红色砂岩 、粉

砂砾岩组成的高丘 ，海拔多在 ３００m以上 ，这里石峰林立 ，平地拔起四壁峭立 ，赤

壁丹崖 ，蔚为壮观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方岩就位于其中 。这是浙江省丹霞地貌

发育最典型的地方 。丹霞地貌总的特点是顶平 、身陡 、麓缓 。峭壁上由于差异

风化和剥落 ，常有顺软弱岩发育的凹槽和洞穴 。如方岩的罗汉洞 ，深达 １０m 。

３ ．仙居盆地

仙居盆地主要位于仙居县境 。盆地东北角伸入临海县西部 。盆地狭长 ，呈

东北 —西南走向 ，直线长 ６３km ，盆底海拔由上游湫山的 １２０m ，降至下游白水洋

的 １０m ，永安溪纵贯其中 ，沿途沙砾质溪滩发育 。盆地宽度约 ６km ，南北有两山

夹峙 ，北为大雷山 ，南为括苍山 。盆地边界清晰 ，周边形态基本保持了白垩系红

色岩层形成时的轮廓 ，随着红层盆地的抬升 ，地层不断遭到侵蚀 ，目前盆地内部

红岩高丘和低丘发育 ，丹霞地貌也丰富多样 。如横溪的碧丹崖 、林下的小方岩 、

羊棚头的四十五洞等 。红岩高丘伸入盆底 ，把仙居盆地分隔成五片 ：横溪 、田

市 、仙居城关 、厦阁和白水洋 。 横溪片地貌类型以高丘 、谷底平原和冲积扇为

主 ；田市片以冲积扇为主 ；仙居城关以永安溪支流盂溪形成的冲积扇为主 ；厦阁

片地貌类型较多 ，有溪滩 、冲积扇 、低丘和堆积阶地 ；白水洋片属临海 ，地貌以低

丘和冲积扇为主 。

４ ．新嵊盆地

新嵊盆地形态呈“个”字形 ，白垩系上覆有新近系玄武岩层 。西边以会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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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 ，界线呈直线状延伸 ，长达 ２８km ，为清晰的断层三角面地貌 ，盆缘海拔在

１００m左右 。东北边与四明山接壤 ，界线呈直线状 ，延伸 ３０km ，盆缘山坡陡峻 ，

如四明山的最高峰 ，海拔 １０１２m ，在 ３km 内急落到盆缘 １００m 的高度 。盆地南

缘东段因与新昌丘陵 、台地接界 ，界线不明显 ，而西段与海拔约 ５００m 的南山为
界 ，南山山脊走向东北 ，山麓界线分明 ，山麓有小型冲积锥和坡积裙 ，盆缘高度

在 ９０m 左右 。发育有新昌穿岩十九峰等丹霞地貌 。

５ ．天台盆地

天台盆地位于天台县境 ，是一个封闭的三角形盆地 ，三角顶点北为白鹤殿 ，

东起坦头 ，西到街头 。盆缘界线清晰 ，海拔 １００m 左右 。西北边界是大盘山 ，边

长 ２２km ；东北是天台山 ，边长 ３０km ；南部是大雷山 ，边长 ３６km 。盆地内部地貌

类型较多 ，有始丰溪河谷平原 、红岩低丘 、高丘和玄武岩台地 。天台县城东的东

横山玄武岩台地 ，海拔 ２４０m ，长 ２km以上 ，横亘城关东侧 ，城北有赤城山高丘 ，

系水平红色岩层切割而成的峭壁丹崖 。城关西北义宅 、民主等地是流状起伏的

红岩低丘 。

６ ．诸暨盆地

诸暨盆地主要位于诸暨市境内 。浦阳江中游及其支流五汇溪 、大陈江 、枫

桥江贯穿其中 ，是一个近南北向的走廊 ，浙赣铁路（湄池 —大陈段）通过该盆地 ，

此盆地与金衢盆地在义乌苏溪附近相接 ，未见明显的分水岭 。盆地东南部仍属

红岩盆地性质 ，所以诸暨东的双槔 、陶湖一带发育着红岩低丘 。盆地西北部以

古生代的砂岩 、粉砂岩和页岩为主 ，岩性松软 ，易风化蚀低 ，如红门一带就成为

红土低丘 。五汇溪出龙门山在草塔到诸暨城西一段 ，有长 １０km的冲积平原 。

７ ．浦江盆地

浦江盆地形状方整 ，边界清晰 。东西长超过 １８km ，南北宽 １０km 。浦阳江

从西向东横贯盆地南半部 ，在黄宅急转 ９０°北流 ，沿盆地东缘入安华水库 。盆地

北部主要地貌类型有 ：红土低丘 、红岩低丘 、低丘之间的坳沟和冲积扇平原 。盆

地北缘山地与低丘分界线的海拔为 １００ ～ １４０m ，发源于北部山地的蜈蚣溪 ，前

溪出山口后 ，都有冲积扇平原与干流河谷平原相连 。盆地南半部主要是浦阳江

干流的河谷平原和冲积扇 。河谷平原主要由高河漫滩组成 ，土地肥沃 。冲积扇

的扇顶都在南缘山麓 ，如白源口 、大圲口和源口村 。扇体向北伸展 ，并与河谷平

原相连 。

８ ．南马盆地

南马盆地位于东阳市境 。东起林头 、上陈 ，西到南马 、大阳 ，呈一条东北 —

西南走向的狭长走廊 ，盆地长 ３４km ，宽 ５km ，由南江所纵贯 。沿江两岸是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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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平原两侧（主要在北侧）系红岩低丘 ，海拔多在 ２００m以下 。湖溪西面盆地

中有一新生代火山通道 ，名叫八面山 。该山近似锥状八面体 ，直径 ２km ，顶平而

周围陡 ，山麓部分坡度和缓 ，四面八方看去都相似 ，故称八面山 。

９ ．丽水盆地

丽水盆地位于丽水市莲都区境 。北界大块尖山 ，东西走向 ；东南与大梁山

为界 ，西北与一片低山接壤 ，所以整个盆地作东北 —西南走向 ，北宽（１２km）南
狭（大港头仅 ２km） 。盆缘界线清楚 。盆内地貌类型多样 。丽水莲都北部一片

红岩低丘 ，盆地北缘海拔 １２０m ，向大溪河岸低丘高度逐渐降到 ５０m ，低丘岗地

之间为冲沟所分割 ，沟底已充填沙砾层 。城南大梁山麓的富岭一带多属红岩低

丘 ，波状起伏 ，连绵一片 。 低丘上红土砾石屋比较罕见 ，这与水土流失严重有

关 。盆地中间是一条宽度约 ４km ，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红岩高丘 ，海拔 ２００ ～

３００m ，地面切割破碎 ，崎岖不平 。城南的南明山风景区也属红岩高丘 ，山坡陡

峻 ，红层中夹有凝灰岩（内有角砾） ，因陡坡上重力崩坍造成石梁胜景 。此外 ，碧

湖冲积平原的好溪下游平原亦在丽水盆地范围之内 。

丽水盆地附近还有 ２个小盆地 。一是位于莲都区西北部的老竹盆地 ，它是

一个以红岩高丘为主的小盆地 ，盆底有狭长的沿河冲积平原 。盆内有典型的丹

霞地貌 ，即东西岩风景区 。悬崖赤壁高 ２００m ，东西岩石柱高 ５０m ，还有清风峡 、

牛鼻洞等胜景 ，这都与当地红色盆地岩石性质有关 。二是位于青田县西北部的

石帆盆地 ，它与丽水盆地仅有大梁山一条山脊之隔 ，盆地走向东北 —西南 ，盆底

为瓯江所贯穿 ，盆内多红岩高丘 。

１０ ．松古盆地

松古盆地是浙江省典型的山间盆地 ，封闭性很好 ，西北和东南两个出口皆

为狭谷 。盆地走向西北 —东南 ，与其他盆地走向迥异 。盆地形状狭长完整 ，长

约 ２２km ，宽为 ８km ，两旁有两座上千米高的大山夹峙 ，呈直线状断层三角面与

盆缘接触 ，两侧盆缘海拔 ２００m ，中间盆底高度逐渐降低至 １５０m左右 ，松阳溪纵

贯其中 ，有较宽的松古平原发育 ，平原两侧红岩高丘 、低丘和冲积扇交错分布 。

１１ ．武义盆地

武义盆地位于武义县内 ，是一个东北 —西南走向的狭长盆地 ，长 ５７km ，宽

５ ～ １０km 。盆地以樊岭为界分为两部分 。北部属武义江（钱塘江水系）水系 ，地

形类型有红岩高丘 、红岩低丘 、红土低丘和河谷冲积平原 。南部属午溪（瓯江水

系）水系 ，盆内以红岩高丘和河谷平原为主 ，也可称为柳城盆地 。因南北盆地在

地质历史上属同一发生过程 ，加之两水系的分水岭不高（３００多 m） ，故合称武义

盆地 。发育有大红岩等典型丹霞地貌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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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常山盆地

常山盆地呈东北 —西南走向 ，从江西玉山延伸到浙江省常山县狮子口水库

以东 ，在浙江省境内长达 ２６km ，宽为 １３km 。盆地内部地貌与岩性多样 ，常山港

横穿盆地 ，造成宽约 ２km的冲积平原 ；盆内还有两条顺着盆地走向的小溪（虹桥

溪和钳口溪） ，也有狭窄平原 。盆地中部有一条狭长坡陡的高丘 ，把盆地分成两

部分 。西北部是红色盆地 ，有红岩低丘和红土低丘 。例如 ，同弓一带低丘上的

红土砾石层厚达 １０m 。胡村西还有一片海拔 ２００ ～ ３００m 的泥岩高丘 。东南部

（白石 、钳口 、二都）是石灰岩 、泥岩 、粉砂岩组成的高丘 ，海拔多在 ２００m以下 ，土

质黏重 ，其中常山城关东面一片高丘的水土流失较严重 ，坡陡壑密 ，基岩裸露 ，

缺乏草木保护 。

１３ ．江山盆地

江山盆地是指江山市境内的红色盆地 ，盆地中间有一条东北 —西南向的高

丘突起 ，把盆地分成两部分 。高丘岩性组成复杂 ，海拔多在 ２００ ～ ３００m ，其西北

部红色盆地以红岩低丘和江山港 、长台溪下游冲积平原两类地形为主 ，贺村一

带还有玄武岩低台地 。高丘东南的红色盆地平面形态呈三角形 ，盆地东侧是高

达千米之多的仙霞岭 。盆缘多为新老冲积扇组成的红土低丘 ；盆地西部也是红

岩低丘 ；盆地中间是江山港（峡口 —茅坂段）两岸的冲积平原 ，盆地东北部分 ，长

台溪切穿和睦一带的高丘 ，形成山前的红土低丘和冲积扇 。

１４ ．云和盆地

云和盆地为一个封闭性良好的梯形红色盆地 ，盆底海拔 １３０m ，四周山地环

绕 ，面积约 ２０km２
。十余条小溪从四周汇入盆底的浮云溪 ，然后从东北角经过

狭谷进入大溪 。盆内有冲积平原 、冲积扇和条带状高丘 、低丘 。有的高丘组成

单面山地形 ，形态非常别致 。

此外 ，本省还有其他一些盆地 ，如长兴煤山 、泗安 ，临安岛石 ，建德寿昌 、大

同 ，衢州上方 ，兰溪墩头 ，临海大田 、张家渡 ，缙云壶镇 、新建 、大园 、舒洪 、三溪 ，

逐昌湖山 ，云和赤石 ，龙泉安仁 ，苍南矾山等盆地 。

3 ．3 ．4 　平原河谷与旅游资源

浙江省平原海拔都很低 ，大部分都在 １０m 以下 ，相对高度也很小 ，大多在

１ ～ ２m以内 。根据平原成因不同 ，可分为沿海平原和河谷平原两类 。其中 ，杭嘉

湖 、宁绍 、椒黄 、温瑞等平原属于沿海平原 ，海拔都在 ７m以下 ，地形非常平坦 ，水

网密布 ，平原成陆时间都比较晚近 。全球性冰后期海侵 ，使浙江沿海大片陆地

逐渐遭到海水淹没 。距今约 ７０００ 年 ，海水直拍上述广大平原和山丘交界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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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 ，当时沿海变成一片浅海 、曲折多变的海湾和幽深的溺谷 。由于泥沙来源丰

富 ，溺谷淤浅不畅 ，浅海和海湾填高而变为坦荡的滨海湿地和湖沼洼地 。这可

从平原中的出土动物化石（四不像）和泥炭的存在得到证明 。滨海湿地 ，潮流温

溢 ，蚀积多变 ；湖泊洼地 ，山洪倾注 ，填低淤高 ，所以在滨海和微高地之间 ，出现

沟通海潮内侵和山水出没的网状汊道 。

河谷平原是指河流横向扫荡（侵蚀 —堆积）出来的谷底平原 。浙江河流的

中 、下游 ，都有或宽或窄的河谷平原 。河谷平原比沿海平原稍高 ，但大多数海拔

都未超过 ５０m 。地面起伏也比沿海平原大 ，一般在短距离内就有 １ ～ ２m 之差 。

河谷平原的地貌特征是 ：近河岸处有高起的自然堤 ，堤的组成物质一般较粗 ，由

粗沙和沙砾组成 ，不易蓄水 ，通常先垦为旱地 ，借客土造田塥后可改为水田 。自

然堤因地形高爽 ，所以许多滩边村落就建在这里 。有的大平原上有好多条高起

的堤 ，形成条带状波状起伏的地面 ，这种地面是河流经过几次大改道的结果 。

平原渐离河岸 ，高度则逐渐变低 ，组成物质也逐渐变细 ，由细沙 、粉沙或黏土组

成 ，这是河谷平原的主体部分 ，也是农业上精华用地 。平原靠近山麓（谷坡）地

段 ，多半有蛇形条带状洼地 ，它是古河道的遗迹 ，因冒冷水和土壤泥泞 。

浙江境内主要的平原河谷如下 。

１ ．杭嘉湖平原

杭嘉湖平原是浙江最大的堆积平原 ，面积约 ７６２０km２
，属长江三角洲的一

部分 。平原地势低平 ，海拔平均 ３m左右 。嘉兴和嘉善北部 ，德清和湖州四周多

湖泊 ，海拔多在 ２m上下 ；而钱塘江和杭州湾沿岸 ，桐乡周围 ，地面相形高爽 ，尤

其是临平以南 ，地面高达 ５ ～ ６m ；海盐和平湖沿海 ，水网变稀 ，地面高度多在 ３m
以上 。这样 ，平原地面就形成一个南 、东高起而向北 、西降低的以太湖为中心的

浅碟形洼地 。平原上水网稠密 ，河网密度平均高达 １２ ．７km／km２
，为全国平原之

冠 。平原表层沉积物以细颗粒泥沙（细粉沙 、黏土）为主 ，属河流湖泊堆积物 。

杭嘉湖平原的南缘属潮滩相沉积物 ，土质粗而疏松 ，以粗粉沙为主 ，地面缺少湖

泊 ，水系变稀 ，是一片地形相对高亢的平原 。

２ ．宁绍平原

宁绍平原是浙江第二大堆积平原 ，面积约 ４８２４km２
。它地处会稽山 、四明

山的北麓和钱塘江 、杭州湾南岸之间 ，作东西延伸达 １５０km ，海拔由西向东逐渐

降低 ，而滨海比内地略高 。例如绍兴一带水网平原的海拔为 ５m ，而高亢的南沙

半岛则为 ５ ．５ ～ ６m ；余姚一带地面为 ２ ．５m ，尤以罗江周围为最低 ，最低处海拔

仅 １m ，而滨杭州湾的三北平原一般海拔在 ３m 以上 ；最东面的宁波平原大多超

过 ２m 。所以宁绍平原也同样可分为滨海的高亢平原和内地的水网平原 。高亢

平原成陆年代晚 ，组成物质以粗粉沙为主 ，地面高爽 ，发育着平行的顺坡水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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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水网平原则以地势低平 ，土质黏重 ，水网密布 ，地下水位高为其特征 。平原上

的湖泊洼地 ，除历史上大量湮废之外 ，至今遗迹仍在 ，对研究水网平原的变迁有

重要意义 。

３ ．椒黄平原

椒黄平原分布在椒江两岸 。北岸杜桥镇一带 ，可称椒北平原 ，长约 ２０km ，

宽 ８km ，海拔 ３m多 ，水网稠密 ，滨海都有坚固海塘围绕 。椒江南岸平原从椒江

到松门 ，长 ３５km ，东西宽度也有 ３０km ，是浙江东南沿海面积最大的平原 ，也是

黄岩 、温岭的鱼米之乡 。平原地势平衍 ，海拔 ３m左右 ，近山麓内地（泽国一带） ，

容易洪涝成灾 ，平原有一条宽度上百米 ，高出地面 １m 多的沙堤 ，它是古海岸线

的遗迹 ，椒江到路桥镇的一段公路就造在沙堤上 。温岭城关 、温硚镇和院桥镇

都是古时海水内侵海湾的顶端 ，今天已远离大海 。

４ ．温州地区沿海平原

温州地区沿海平原包括 ：①乐清县的虹桥平原 、城东平原和柳市 —翁垟平

原 ，海拔都在 ５m左右 。 ②温瑞平原 。它是瓯江南岸和飞云江北岸之间几块平

原的总称 。其中包括温州市的海滨 、梧田 、潘桥以及瑞安县的仙岩 、莘塍等五块

平原 。梧田 、潘桥和仙岩三块属水网平原 ，温瑞塘河纵贯其中 。海滨和莘塍东

部平原 ，平行水系 ，顺坡入海 ，目前陆地还向海延伸 。平原上有古沙堤三条 ，依

次指示古海岸线的所在 。 ③仙降 —平阳平原 。位于飞云江南岸与平阳城关 、南

山以北的一片平原 ，除阁巷和宋埠以东的滨海平原外 ，水网稠密 ，水系以林垟为

中心向西成放射状 。 ④鳌江下游两岸平原 。北岸平原呈三角形 。南岸平原形

态完整 ，东西长为 ２０km ，南北宽约 １２km ，横阳支江横贯其中 ，因此 ，又有江南平

原之称 。 ⑤马站 —沿浦平原 。位于浙江省最南端 ，是一块面积不大（约 １２km２
）

的由泥沙充填海湾而成的小平原 。

５ ．苕溪中 、下游河谷平原

苕溪中 、下游河谷平原发源于天目山北坡的西苕溪 ，几条支流出山体后就

有宽度上千米的河谷平原发育 ，如下汤 、上市和山河三平原 。西苕溪的康山至

递铺段 ，接纳上游四条支流 ，流量急增 ，洪流泛滥 ，河道摆动频繁 ，形成宽为 ５km
的泛滥平原 。自递铺往北 ，广阔平原又延伸了 ２０km ，直到梅溪才逐渐过渡为水

网平原 。长兴的合溪 ，余杭的北苕溪（横湖 —双溪 —潘板） ，临安中苕溪（横畈 —

长乐）和南苕溪（杨岭 、青云到临安城关）都有宽窄不等的河谷小平原 。汇入东

苕溪的还有一些山区性支流（对河口 —千秋 ，莫干 —三桥 、乔溪 —埭溪）同样有

狭长的小平原 。其中临安锦城镇一片已大体发育成河漫滩平原 ，平原表层有

１ ～ ２m河漫滩相的沙层和壤土层 ，底层是 ５m 厚的河床相沙砾层 ，地下水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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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方便 。

６ ．钱塘江水系河谷平原

钱塘江水系河谷平原的发育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大面积的平原 ，分布在红

色盆地的盆底 ；一种是狭长的面积较小的平原 ，位于山地丘陵的谷底 。前者如

金衢盆地内的常山港平原 、江山港平原 、乌溪江平原 、杜泽江平原 、衢江平原 。

此外 ，还有沿河的成片平原 ，例如 ，衢江与金华江会合处 ，河漫滩平原宽为 ８km ，

而在其会合前的衢江（罗埠 、游埠 、上吴一带） ，河漫滩平原宽竟达 ９km ，兰江在

官塘下埠头进入山地 ，两岸受束 ，平原狭窄或者没有发育 。从桐庐到杭州转塘 ，

成片连贯的平原再复出现 。桐庐城关对岸的下杭埠 、上洋洲 、下洋洲就坐落在

自然堤上 ，在堤内有一条与堤平行的串沟 ，直到滩头埠 ，才流入富春江 。窄溪西

南对岸的孙家 、徐家 、罗家所在地也是一块典型的河漫滩 ，近富春江是高起的自

然堤 ，土质粗松 ，近山麓是一条串沟 ，它是古富春江的遗迹 。窄溪以下 ，江面骤

宽 ，出现大小桐洲和外涨沙 ，除大桐洲仍在江心 ，小桐洲和外涨沙都连沙并岸 ，

所以目前壶源江下游平原成片 。富阳附近上下河段 ，古时是强劲海潮出没的河

口地段 ，口门开阔 ，泥沙容易淤积 ，江心洲成群出现 ，今天除部分并岸沙洲之外 ，

还有东洲 、新沙 、三大沙 、洋浦沙夹于江中 。山地丘陵中的河谷平原见于天目

溪 、昌化溪 、分水江的两岸 ，它们或多或少分布着狭长的平原 ，其中以西天目 —

绍鲁 —于潜段 、龙岗 —昌化 —河桥 、印渚 —南堡 、分水 —东溪 、毕浦 —至南 、九

岭 —横村等几片较大 。新安江因修建水库 ，大多数谷底平原已没入水下 ，目前

在淳安县汾口还有一片狭长平原未淹 。

钱塘江支流曹娥江流域河谷平原也非常发育 。主要位于新嵊盆地底部 ，平

原西及长乐江的长乐 ，东至新昌江的新昌 ，在嵊州又汇合自南面是北的澄潭江

平原 ，以嵊州为中心 ，河漫滩宽度可达 ５km 。嵊州向北 ，又连接了从大明市 、后

岸起的黄泽江平原 ，使曹娥江从嵊县到屠家埠一段的河漫滩宽达 ４km以上 。曹

娥江泥沙来源丰富 ，洪水期间 ，河道多变 。该江洪水泛滥时形成的河漫滩相物

质 ，多为壤土 ，土质肥沃 。近山区的河漫滩则多沙砾 。例如 ，新昌城关几乎全建

在新昌江河谷平原上 ，平原表层沙层不厚 ，而底层河床相砾石层较厚 ，所以居民

挖井取水比较方便 。曹娥江的仙岩 —三界一段 ，两山夹峙 ，河谷狭窄 ，从龙浦 —

蒿坝 ，泛滥平原又继续延伸 。从蒿坝 —百官到河口 ，平原转为沿海平原性质 。

曹娥江支流水舜江和下管溪沿岸分别有些小平原 ，成为当地的产粮基地 。

７ ．甬江水系河谷平原

甬江水系河谷平原主要位于奉化市境内 ，从剡江的溪口到江口河段的两岸

平原 。溪口镇就是在河漫滩上兴建起来的 ，江口则已向沿海水网平原过渡 ；还

有是奉化江的尚田畈到城关一段 ，尚田畈连同周围平原面积达 ６km２
，这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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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江上游（横山溪）由尚田流入东江（奉化南山的东面）时期扫荡而成的平原 ，

所以尚田畈又与目前东江从双溪到尚桥的平原连成一片了 。源于四明山的鄞

江 ，从樟村到鄞江镇有一段狭长的河谷平原 ，樟村盛产的药材特产 ———浙贝 ，就

生长在沙质的河漫滩上 。

８ ．灵江水系河谷平原

灵江水系河谷平原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段 ：①位于天台红色盆地南部始丰溪

的谷底 ，沿途有街头 、平镇和天台城关三个城镇 ，整个狭长平原东西延伸达

１５km ，宽度不大（１ ～ １ ．５km） 。冲积物以沙砾为主 。 ②位于永安溪流经几个小

盆地的谷底 ，从上游向下游沿途有横溪 、田市 、仙居城关 、厦阁 、白水洋和张家渡

等小城镇 ，冲积物也以沙砾为主 。 ③临海大田以东两头门 、东塍等河谷小平原 。

大田以南城东平原和灵江南岸的筱溪平原也各有河口平原 。大田以南城东平

原和灵江南岸的筱溪平原已具有河口平原的性质 ，平原表层土质黏重 。此外 ，

黄岩长潭水库以上的支流中 ，如宁溪也有狭窄平原出现 。

９ ．瓯江水系河谷平原

瓯江水系流经浙南山地 ，河谷平原没有广泛发育 。干流流经丽水地区红色

盆地 ，扫荡出丽水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块冲积平原 —碧湖平原 ，面积约 ６０km２
，平

原平均海拔约为 ６０m 。瓯江支流松阴溪在松古盆地度部发育了古市 —西屏段

的冲积平原 。俗称松古平原 ，是当地的粮食基地 。好溪河谷平原主要分布在缙

云壶镇盆地 ，其次是胪膛和缙云城关附近的下名山 。瓯江下游的一条支流楠

溪 ，河谷平原主要分布在峙口以上的大楠溪 ，岩头 —港头一段较为开阔 。此外 ，

云和城关 、鹤溪与青田船寮 —大云寺河段也有小片平原 。

１０ ．飞云江水系河谷平原

飞云干流的平阳坑 —高楼河段 ，以及其上的各支流 ，略有山溪性河漫滩发

育 ，但面积狭小 ，多不成片 。如文成城关 、珊溪 、源口 、彭埠 。

１１ ．鳌江水系河谷平原

鳌江水系主要有三片山溪性河谷平原 ：一是三门街 —南雁 ；二是桥墩 —观

美 ，但到灵溪后 ，平原性质改变为水网平原 ；三是带溪 —腾蛟 ，到水头街平原性

质发生改变 。此外 ，苍南县藻溪也有一块平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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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总体评价

４ ．１ 　评价依据与标准

4 ．1 ．1 　资源评价依据

自 ２００３年起 ，笔者主持完成了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项目 ，２００４年又作为主

要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了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之后又在主持枟浙江省海

洋旅游发展规划枠和枟浙江省三带十区旅游建设规划枠项目中对全省的地文旅游

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踏勘和复核工作 ，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 ，本

书对地文旅游资源的评价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枟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

与评价枠（GB／T１８９７２ — ２００３）为技术支撑（以下简称为枟国标枠） ，以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的浙江省全省范围的旅游资源普查单体数据为依据 ，进行综合评价 。同时 ，

在旅游资源评价中引入旅游资源类型丰度和旅游资源储量丰度等关键概念 ，对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总体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

4 ．1 ．2 　相关标准与概念引入

１ ．枟国标枠旅游资源分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枟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枠 （GB／
T１８９７２ — ２００３） ，旅游资源的分类主要依据旅游资源的性状 ，即现存状况 、形态 、

特性 、特征划分 ，类型结构分为“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３个层次 ；具体包括

８个主类 、３１个亚类 、１５５个基本类型 。



其中 ，本书所指的地文旅游资源主要包括地文景观和水域风光两大主类 ，

涉及 AA 综合自然旅游地 、AB沉积与构造 、AC 地质地貌过程形迹 、AD 自然变
动遗迹 、AE岛礁 、BA 河段 、BB天然湖泊与池沼 、BC 瀑布 、BD泉 、BE河口与海
面等 １０个亚类以及部分 FG 水工建筑旅游资源 。

２ ．评价方法

（１）总体要求 ：按照本标准的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对旅游资源单体进行评价 ；

本标准采用打分评价方法 ；评价主要由调查组完成 。

（２）评价体系 ：本标准依据“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赋分 。本系

统设“评价项目”和“评价因子”两个档次 。评价项目为“资源要素价值” 、“资源

影响力” 、“附加值” 。其中 ，“资源要素价值”项目中含“观赏游憩使用价值” 、“历

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珍稀奇特程度” 、“规模 、丰度与几率” 、“完整性”等 ５项

评价因子 。 “资源影响力”项目中含“知名度和影响力”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等

２项评价因子 。 “附加值”含“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１项评价因子 。

（３）计分方法 ：资源要素价值和资源影响力总分值为 １００分 ，其中 ，“资源要

素价值”为 ８５分 ，分配如下 ：“观赏游憩使用价值”３０分 、“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

值”２５分 、“珍稀或奇特程度”１５ 分 、“规模 、丰度与几率”１０ 分 、“完整性”５ 分 。

“资源影响力”为 １５分 ，分配如下 ：“知名度和影响力”１０ 分 、“适游期或使用范

围”５分 。 “附加值”中“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分正分和负分 。每一评价因子分

为 ４个档次 ，其因子分值相应分为 ４档 ，如表 ４‐１所示 。

表 4‐1 　旅游资源评价赋分标准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 　值

资源要
素价值
（８５分）

观赏游憩
使用价值
（３０分）

全部或其中一项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游憩价值 、使用价值 ３０ ～ ２２ *
全部或其中一项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游憩价值 、使用价值 ２１ ～ １３ *
全部或其中一项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游憩价值 、使用价值 １２ ～ ６ 摀
全部或其中一项具有一般观赏价值 、游憩价值 、使用价值 ５ ～ １ |

历史文化
科学艺术
价值

（２５分）

同时或其中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科学价
值 、艺术价值

２５ ～ ２０ *
同时或其中一项具有全国意义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科学价
值 、艺术价值

１９ ～ １３ *
同时或其中一项具有省级意义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科学价
值 、艺术价值

１２ ～ ６ 摀
历史价值 、或文化价值 、或科学价值 ，或艺术价值具有地区
意义

５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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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 　值

资源要
素价值
（８５分）

珍稀奇
特程度
（１５分）

有大量珍稀物种 ，或景观异常奇特 ，或此类现象在其他地区
罕见

１５ ～ １３ *

有较多珍稀物种 ，或景观奇特 ，或此类现象在其他地区很少见 １２ ～ ９ 摀
有少量珍稀物种 ，或景观突出 ，或此类现象在其他地区少见 ８ ～ ４ |
有个别珍稀物种 ，或景观比较突出 ，或此类现象在其他地区较
多见

３ ～ １ |

规模 、丰度
与几率
（１０分）

独立型旅游资源单体规模 、体量巨大 ；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结
构完美 、疏密度优良级 ；自然景象和人文活动周期性发生或频
率极高

１０ ～ ８ 摀
独立型旅游资源单体规模 、体量较大 ；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结
构很和谐 、疏密度良好 ；自然景象和人文活动周期性发生或频
率很高

７ ～ ５ |
独立型旅游资源单体规模 、体量中等 ；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结
构和谐 、疏密度较好 ；自然景象和人文活动周期性发生或频率
较高

４ ～ ３ |
独立型旅游资源单体规模 、体量较小 ；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结
构较和谐 、疏密度一般 ；自然景象和人文活动周期性发生或频
率较小

２ ～ １ |

完整性
（５分）

形态与结构保持完整 ５ ～ ４ |
形态与结构有少量变化 ，但不明显 ３ 6
形态与结构有明显变化 ２ 6
形态与结构有重大变化 １ 6

资源
影响力
（１５分）

知名度和
影响力
（１０分）

在世界范围内知名 ，或构成世界承认的名牌 １０ ～ ８ 摀
在全国范围内知名 ，或构成全国性的名牌 ７ ～ ５ |
在本省范围内知名 ，或构成省内的名牌 ４ ～ ３ |
在本地区范围内知名 ，或构成本地区名牌 ２ ～ １ |

适游期或
使用范围
（５分）

适宜游览的日期每年超过 ３００ 天 ，或适宜于所有游客使用和
参与

５ ～ ４ |
适宜游览的日期每年超过 ２５０天 ，或适宜于 ８０％ 左右游客使
用和参与

３ 6
适宜游览的日期超过 １５０天 ，或适宜于 ６０％ 左右游客使用和
参与

２ 6
适宜游览的日期每年超过 １００天 ，或适宜于 ４０％ 左右游客使
用和参与

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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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 　值

附加值
环境保护
与环境安全

已受到严重污染 ，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 ２０ |
已受到中度污染 ，或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 １０ |
已受到轻度污染 ，或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 ３ e
已有工程保护措施 ，环境安全得到保证 ３ 6

（４）资源等级 ：依据旅游资源单体评价总分 ，将其分为五级 ，从高级到低

级为 ：

五级旅游资源 ，得分值域 ≥ ９０分 。

四级旅游资源 ，得分值域 ≥ ７５ ～ ８９分 。

三级旅游资源 ，得分值域 ≥ ６０ ～ ７４分 。

二级旅游资源 ，得分值域 ≥ ４５ ～ ５９分 。

一级旅游资源 ，得分值域 ≥ ３０ ～ ４４分 。

其中 ，五级旅游资源又被称为“特品级旅游资源” ；五级 、四级 、三级旅游资源被

通称为“优良级旅游资源” ；二级 、一级旅游资源被通称为“普通级旅游资源” 。

３ ．概念引入

在充分利用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资料的基础上 ，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浙江

省地文旅游资源的资源品位 、质量 、区域差异以及分布规律 ，结合枟国标枠对区域

旅游资源的评价理论与方法 ，本书尝试引入品位分 、资源丰度 、资源储量等关键

概念 。具体如下 ：

（１）品位分 ：是指每个旅游资源单体所对应的等级当量 ，主要反映旅游资源

单体的质量差别 。如五级旅游资源单体的品位分是 １０ ，四级旅游资源单体的品

位分是 ７ ，三级旅游资源单体的品位分是 ５ ，二级旅游资源单体的品位分是 ３ ，一

级旅游资源的品位分是 １ ，品位分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代表旅游资源单体的开发

能量和潜力 。

（２）旅游资源储量 ：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旅游资源单体的品位分之和 。

将各等级旅游资源的单体数量分别乘以品位分 ，其总和即为某一区域的旅游资

源储量 。表达公式如下 ：

　 　 S ＝ ∑ ai × １０ ＋ ∑ bi × ７ ＋ ∑ ci × ５ ＋ ∑ di × ３ ＋ ∑ ei × １

（３）旅游资源类型丰度 ：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旅游资源单体类型占总

类型的比例 ，或各等级旅游资源单体的所有基本类型占其相应类型总数的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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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旅游资源单体密度 ：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旅游资源单体的总数与

其所在区域的面积之比 。 如杭州市域旅游资源单体密度为 ０ ．１６ （个／平方千

米） 。

（５）旅游资源平均品质 ：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旅游资源总储量与其所在

区域旅游资源单体总数的比值 。

（６）高等级旅游资源 ：在枟国标枠中把五级 、四级 、三级旅游资源通称为“优良

级旅游资源” ；本书把旅游资源普查中的五级旅游资源和四级旅游资源称之为

高等级旅游资源 。

（７）综合品质优势度 ：是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在资源平均品质分 、优良级资

源平均品质分以及优良级资源储量差异等方面的综合比较优势程度 。

４ ．２ 　资源总体评价

根据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过程结果 ，旅游资源实地调查工作覆盖到了全省

１１个地市的 ３０个市辖区 、２２县级市和 ３６个县中的 １６１０个乡镇街道（包括 ５５３

个乡 、８２４个镇 、２３３ 个街道） ，全省范围内记录的旅游资源单体共 ２１１２６ 个 ，单

体密度为 ２０ ．７５个／百 km２
。其中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共 ６０２６ 个 ，占全省旅游

资源单体总数的 ２８ ．５２％ ，分布在全省的 ８６个区 、县（市） ，资源覆盖范围非常广

泛 ，成为各地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保障 ；同时 ，根据旅游资源普查成果显示 ，全

省共记录旅游资源集合区 ５０５个 ，其中 ３１８个资源集合区的主体资源类型属于

地文旅游资源 ，约占全省旅游资源集合区总数的 ６３％ ，可见地文旅游资源在浙

江省旅游资源的整体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4 ．2 ．1 　资源类型丰度

浙江省共有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６０２６个 ，涉及 １１亚类 ，包括 AA 综合自然
旅游地 、AB沉积与构造 、AC 地质地貌过程形迹 、AD 自然变动遗迹 、AE岛礁 、

BA 河段 、BB天然湖泊与池沼 、BC 瀑布 、BD 泉 、BE河口与海面等 １０ 个亚类以

及部分 FG水工建筑旅游资源 。如表 ４‐２所示 。

表 4‐2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统计情况

亚 　类 枟国标枠基本类型数量 浙江基本类型数量 实际单体总数

AA综合自然旅游地 ７ 憫７ )６５９ z
AB沉积与构造 ７ 憫７ )６８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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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亚 　类 枟国标枠基本类型数量 浙江基本类型数量 实际单体总数

AC地质地貌过程形迹 １４ è１３ @３０１０ 憫
AD自然变动遗迹 ７ 憫６ )５８ c

AE岛礁 ２ 憫２ )２３４ z
BA河段 ３ 憫３ )２６６ z

BB天然湖泊与池沼 ３ 憫３ )４８９ z
BC瀑布 ２ 憫２ )６５５ z
BD泉 ２ 憫２ )８９ c

BE河口与海面 ３ 憫３ )５３ c
FG水工建筑 ６ 憫１ )４４５ z
合 　计 ５６ è４９ @６０２６ 憫

从资源单体拥有量看 ，在地文旅游资源 ６０２６ 个基本单体中 ，AC 地质地貌
过程形迹类资源数量最多 ，达到 ３０１０个资源单体 ，占全部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

数的 ４９ ．９５％ ；依次为 AA综合自然旅游地 ６５９个 ，占 １０ ．９４％ ；BC瀑布 ６５５个 ，

占 １０ ．８７％ ；BB天然湖泊与池沼 ４８９个 ，占 ８ ．１１％ ；FG 水工建筑（主要是水库

观光游憩区）４４５个 ，占 ７ ．３８％ ；BA 河段 ２６６个 ，占 ４ ．４１％ ；AE岛礁 ２３４个 ，占

３ ．８８％ ；BD泉 ８９个 ，占 １ ．４８％ ；AB沉积与构造 ６８个 ，占 １ ．１３％ ；AD自然变动
遗迹 ５８个 ，占 ０ ．９６％ ；BE河口与海面 ５３个 ，占 ０ ．８８％ 。

在浙江省 １１ 个地市中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分布和单体类型分布上也是不

均衡的 。从单体基本类型分布上分析 ，基本类型数量最多的是温州 ，占浙江省

全部地文旅游资源单体类型总数的 ７７ ．６％ ；其次是台州 、丽水 、杭州 、衢州 、绍兴

等市 。从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所占的比例看 ，也是温州最高 ，地文旅游资源占到

全市单体总数的 ４７ ．７８％ ，其次是台州 、丽水 、舟山和衢州 ，分别占到其全市单体

总数的 ３８ ．５９％ 、３６ ．９９％ 、３１ ．３１％ 和 ３１ ．１９％ ，均超过全省品均水平 （２８ ．

５２％ ） 。如表 ４‐３所示 。丰富的地文景观类资源奠定了这些地市中旅游资源的

构架和地文旅游资源在旅游开发中的地位 。

表 4‐3 　各地市地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统计

地 　区
地文类
单体数量

地区
单体总数

所占比例（％ ）
基本类
型数量

占全省地文
基本类型比例（％ ）

杭州 ４８２ 篌２７０６ S１７ (．８１ ３５ 档７１ 5．４

宁波 ２９１ 篌１９００ S１５ (．３１ ３１ 档６３ 5．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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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地 　区
地文类
单体数量

地区
单体总数

所占比例（％ ）
基本类
型数量

占全省地文
基本类型比例（％ ）

温州 １５５７  ３２７９ S４７ (．４８ ３８ 档７７ 5．６

嘉兴 １０４ 篌１１５６ S８  ．９９ １８ 档３６ 5．７

湖州 ２９０ 篌１５２８ S１８ (．９８ ３２ 档６５ 5．３

绍兴 ３７７ 篌１８６３ S２０ (．２４ ３４ 档６９ 5．４

金华 ５５１ 篌１９５０ S２８ (．２６ ２８ 档５７ 5．１

衢州 ４９０ 篌１５７１ S３１ (．１９ ３４ 档６９ 5．４

舟山 ３２１ 篌１０２５ S３１ (．３１ ２８ 档５７ 5．１

台州 ６８８ 篌１７８３ S３８ (．５９ ３５ 档７１ 5．４

丽水 ８７５ 篌２３６５ S３６ (．９９ ３５ 档７１ 5．４

全省合计 ６０２６  ２１１２６ j２８ (．５２ ４９ 档／

4 ．2 ．2 　旅游资源储量丰度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不仅类型丰富多样 ，而且在资源储量上也占有明显的

优势 ，全省地文旅游资源的总储量为 １５４２０ ，占全省旅游资源单体总储量 ５２８２６

的 ２９ ．１９％ ，对全省旅游资源总量的贡献度达到近三成 。如表 ４‐４所示 。

表 4‐4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单体占全省旅游单体的数量及储量丰度比值

地 　区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所有类型资源单体 地文资源类占所有类型比例

单体数量 储量值 单体数量 储量值 单体数量 储量值

杭州 ４８２ 湝１３８６ 亮２７０７ 挝６６１７ 苘１７ H．８１％ ２０ e．７３％

宁波 ２９１ 湝７０６ *１９００ 挝４６５３ 苘１５ H．３２％ １５ e．１７％

温州 １５５７ 吵３９３２ 亮３２７９ 挝８２２２ 苘４７ H．４８％ ４７ e．８２％

嘉兴 １０４ 湝３３４ *１１５６ 挝３６４２ 苘８ 1．９９％ ９ N．１７％

湖州 ２９０ 湝７２７ *１５２８ 挝３７３４ 苘１８ H．９８％ １９ e．４７％

绍兴 ３７７ 湝９０５ *１８６３ 挝４５２８ 苘２０ H．２４％ １９ e．９９％

金华 ５５１ 湝１５３０ 亮１９５０ 挝５１３１ 苘２８ H．２６％ ２９ e．８２％

衢州 ４９０ 湝１０５７ 亮１５７０ 挝３３３６ 苘３１ H．２１％ ３１ e．６８％

舟山 ３２１ 湝８６５ *１０２５ 挝２８３０ 苘３１ H．３２％ ３０ e．５７％

台州 ６８８ 湝１７８９ 亮１７８３ 挝４６２１ 苘３８ H．５９％ ３８ e．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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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地 　区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所有类型资源单体 地文资源类占所有类型比例

单体数量 储量值 单体数量 储量值 单体数量 储量值

丽水 ８７５ 湝２１８９ 亮２３６５ 挝５５１２ 苘３６ H．９９％ ３９ e．７１％

全省 ６０２６ 吵１５４２０ 刎２１１２６ 邋５２８２６ 篌２８ H．５２％ ２９ e．１９％

　 　 倡全省旅游资源单体 ２１１２６个中有 ８５６个为等外级 ，研究的需要将其全部视为 １级资
源单体 。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数量占其所在区域全部单体数量比值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２８ ．５２％ ）的有温州市（４７ ．４８％ ） 、台州市（３８ ．５９％ ） 、丽水市（３６ ．９９％ ） 、舟山

市（３１ ．３２％ ） 、衢州市（３１ ．２１％ ） ；说明这些区域山水景观资源丰富 ，或者为海岛

海滨资源非常突出 。另外 ，从地文旅游资源单体储量占其所在区域资源总储量

的比值看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９ ．１９％ ）的依次为温州市（４７ ．８２％ ） 、丽水市

（３９ ．７１％ ） 、台州市 （３８ ．７１％ ） 、衢州市 （３１ ．６８％ ） 、舟山市 （３０ ．５７％ ） 、金华市

（２９ ．８２％ ） ，说明这些区域在地文旅游资源的储量上是占有比较优势的 。

从单体的数量地区分布情况看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是温州市

１５５７个 ，其次分别是丽水市 ８７５ 个 、台州市 ６８８个 、金华市 ５５１ 个 、衢州市 ４９０

个 、杭州市 ４８２个 、绍兴市 ３７７个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数量较少的分别是舟山市

３２１个 、宁波市 ２９１个 、湖州市 ２９０个 、嘉兴市 １０４个 。如表 ４‐５所示 。

表 4‐5 　各地地文旅游资源单体储量统计

地区／等级 五 　级 四 　级 三 　级 二 　级 一 　级 单体／资源储量

杭州市 ８ 屯８０ 腚２０ 蝌１４０  １０４  ５２０  １４８ $４４４ +２０２ 2２０２ 9４８２ @１３８６ {
湖州市 ５ 屯５０ 腚９ 圹６３ �３７ �１８５  ９５  ２８５ +１４４ 2１４４ 9２９０ @７２７ d
嘉兴市 ４ 屯４０ 腚５ 圹３５ �２３ �１１５  ３６  １０８ +３６  ３６ "１０４ @３３４ d
金华市 ７ 屯７０ 腚１４ 蝌９８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１６ $６４８ +２１４ 2２１４ 9５５１ @１５３０ {
丽水市 １０ 滗１００  ２８ 蝌１９６  １２２  ６１０  ２８４ $８５２ +４３１ 2４３１ 9８７５ @２１８９ {
宁波市 ３ 屯３０ 腚１０ 蝌７０ �５２ �２６０  ６０  １８０ +１６６ 2１６６ 9２９１ @７０６ d
衢州市 ７ 屯７０ 腚１４ 蝌９８ �４９ �２４５  １１２ $３３６ +３０８ 2３０８ 9４９０ @１０５７ {
绍兴市 ４ 屯４０ 腚１１ 蝌７７ �５９ �２９５  ９５  ２８５ +２０８ 2２０８ 9３７７ @９０５ d
台州市 ９ 屯９０ 腚１６ 蝌１１２  ９５ �４７５  ２７２ $８１６ +２９６ 2２９６ 9６８８ @１７８９ {
温州市 １５ 滗１５０  ５３ 蝌３７１  ２５１  １２５５ 4４５９ $１３７７ B７７９ 2７７９ 9１５５７ W３９３２ {
舟山市 ２ 屯２０ 腚１７ 蝌１１９  ５３ �２６５  １０６ $３１８ +１４３ 2１４３ 9３２１ @８６５ d
全省合计 ７４ 滗７４０  １９７  １３７９ &９４５  ４７２５ 4１８８３ ;５６４９ B２９２７ I２９２７ P６０２６ W１５４２０ 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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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游资源储量的分布情况来看 ，也是温州市最为丰富 ，地文旅游资源单

体储量为 ３９３２ ，其次分别为丽水市 ２１８９ 、台州市 １７８９ 、金华市 １５３０ 、杭州市

１３８６ 、衢州市 １０５７ ，地文旅游资源的储量都在 １０００以上 ，具有较明显的资源储

量优势 ；相对较少的是绍兴市 ９０５ 、舟山市 ８６５ 、湖州市 ７２７ 、宁波市 ７０６ 、嘉兴

市 ３３４ 。

4 ．2 ．3 　旅游资源品质差异

旅游资源的品质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区域范围内地文旅游资

源单体的平均品质差异 ；其二是各地地文旅游资源单体的等级构成差异 。

从全省各地市地文旅游资源的品质差异来看（见表 ４‐６） ，只有嘉兴市 、杭州

市 、金华市 、舟山市和台州市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 ．５５９） 。由于在普查过程中

各地所把握的标准尺度和对地文旅游资源的认知都有所差异 ，因此 ，这只能从

一个侧面反映地文旅游资源在各地的品质差异情况 ，然而更能反映各地地文旅

游资源质量水平差距的应该是优良级单体及其储量情况 。

表 4‐6 　各地地文旅游资源平均品质分

地区／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单体总数 平均品质

杭州市 ８ 殮２０ g１０４ 4１４８ 觋２０２ 牋４８２ V２ 憫．８７６

湖州市 ５ 殮９ g３７ 4９５ 觋１４４ 牋２９０ V２ 憫．５０７

嘉兴市 ４ 殮５ g２３ 4３６ 觋３６ 牋１０４ V３ 憫．２１２

金华市 ７ 殮１４ g１００ 4２１６ 觋２１４ 牋５５１ V２ 憫．７７７

丽水市 １０ 殮２８ g１２２ 4２８４ 觋４３１ 牋８７５ V２ 憫．５０２

宁波市 ３ 殮１０ g５２ 4６０ 觋１６６ 牋２９１ V２ 憫．４２６

衢州市 ７ 殮１４ g４９ 4１１２ 觋３０８ 牋４９０ V２ 憫．１５７

绍兴市 ４ 殮１１ g５９ 4９５ 觋２０８ 牋３７７ V２ 憫．４０１

台州市 ９ 殮１６ g９５ 4２７２ 觋２９６ 牋６８８ V２ 憫．６００

温州市 １５ 殮５３ g２５１ 4４５９ 觋７７９ 牋１５５７ V２ 憫．５２５

舟山市 ２ 殮１７ g５３ 4１０６ 觋１４３ 牋３２１ V２ 憫．６９５

合计 ７４ 殮１９７ g９４５ 4１８８３ 觋２９２７ 牋６０２６ V２ 憫．５５９

从表 ４‐７可以看出 ，温州市的优良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为突出 ，达到

３１９个 ，优良级单体储量为 １７７６ ，为全省之最 ；其次为丽水市优良级单体 １６０

个 、储量 ９０６ ，杭州市优良级单体 １３２个 ，储量 ７４０ ，金华市优良级单体 １２１个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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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６８８ ，台州市优良级单体 １２０个 、储量 ６７７ ；相比较绍兴市 、舟山市和衢州市处

于中游水平 ，宁波市 、湖州市和嘉兴市的优良级单体数量及储量相对较少 。结

合表 ４‐４和表 ４‐５的分析可以看出 ，全省地文旅游资源的优势区域主要是在温

州市 、丽水市 、杭州市 、台州市和金华市 ，这与这些地区现有的自然风景（区）资

源集聚情况比较一致 。

表 4‐7 　各地市优良级地文旅游资源结构及储量

地 　区 五 　级 四 　级 三 　级 优良级数量 优良级储量

温州市 １５ 寣５３ 栽２５１ 3３１９ {１７７６ 殚
丽水市 １０ 寣２８ 栽１２２ 3１６０ {９０６ 乙
杭州市 ８ u２０ 栽１０４ 3１３２ {７４０ 乙
金华市 ７ u１４ 栽１００ 3１２１ {６６８ 乙
台州市 ９ u１６ 栽９５  １２０ {６７７ 乙
绍兴市 ４ u１１ 栽５９  ７４ d４１２ 乙
舟山市 ２ u１７ 栽５３  ７２ d４０４ 乙
衢州市 ７ u１４ 栽４９  ７０ d４１３ 乙
宁波市 ３ u１０ 栽５２  ６５ d３６０ 乙
湖州市 ５ u９ 浇３７  ５１ d２９８ 乙
嘉兴市 ４ u５ 浇２３  ３２ d１９０ 乙
合 　计 ７４ 寣１９７ 腚９４５ 3１２１６ 拻６８４４ 殚

４ ．３ 　资源空间分布规律

4 ．3 ．1 　资源分布的基本特点

１ ．资源类型空间广布 、优势资源相对集中

由于受区域岩性 、构造 ，以及地貌动力作用的影响 ，单体类型的地域分布以

及单体数量的多寡 ，明显受自然环境的控制 。由于浙江省地质地貌条件复杂 ，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呈现出类型丰富多样 、空间分布广泛的特点 ，同时 ，一些优势

资源类型相对集中 ，如丹霞景观的高等级旅游资源单体主要分布在浙江的中部

地区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江山 —绍兴断裂带的两侧 。在全省的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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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中 ，优势类型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占到全部地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

６０％ 左右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旅游资源单体类型是奇特与象形山石 、岩石洞与

岩穴 、山丘型旅游地 、悬瀑 、潭池 、观光游憩河段 、岛区 、岩壁与岩缝 、峡谷段落 、

凸峰 、谷地型旅游地等 。当然 ，其他一些单体类型 ，虽然数量相对较少 ，但由于

景观的独特性 ，单体体量和单体等级都具有较大优势 ，以及与其他类型旅游单

体的组合 ，也同样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如丹霞 、岸滩 、节理景观 、地层剖面等旅

游资源基本类型 。

２ ．地文旅游资源的集聚与地质地貌特征关系密切

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几个地区 ，如温州市 、丽水市 、台州市 、金华

市 、杭州市 、衢州市等 ，都处在省内几个大的构造地貌单元上 ，其地理位置皆处

在浙南中山区 、浙西中山丘陵区 、浙中丘陵盆地区和浙东盆地低山区等 ，有南雁

荡山 、洞宫山脉 、仙霞岭山地 、括苍山地 、大盘山地 、天台山地 、龙门山地 、白际山

中山 、天目山中山 、杭州 —开化山地等山脉 ，在这些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文旅游

资源 ，而且不少由于交通等条件的制约 ，尚未进行开发利用 。而处在平原一带 ，

或者以平原地形为主的地市 ，如嘉兴市 、湖州市和宁波市等 ，则地文景观类资源

明显偏少 ，其中嘉兴市地形几乎完全由平原水乡所组成 ，因此地文旅游资源单

体相对较少 ，只有 １０４个 ，仅占全省地文旅游资源总量的 １ ．７３％ 。

３ ．地文旅游资源与其他人文旅游资源优势共生

地文旅游资源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外 ，通常还与其他的旅游资源相生相

伴 ，成为其他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 。如许多以地文旅游资源为主体的各级风景

名胜区都伴生有高等级的人文旅游资源单体 ，所谓智者乐山 、仁者乐水 ，山水资

源优美的地方通常会成为寺院 、宗教建筑的集中地 ，“自古名山僧占多”就是这

个道理 。在全省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分布的地方 ，就会有许多高等级的人文类

型旅游资源出现 ，如乐清雁荡山 、永康方岩 、仙居神仙居 、天台山国清寺等都有

知名的宗教寺院 ，并且都伴生有富有地方文化色彩的其他人文史迹 、典故等资

源 。这样的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客观上也为地文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

了很好的条件 ，为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

4 ．3 ．2 　资源类型的空间分布

从地文旅游资源各种基本类型的单体数量以及高等级资源单体在各地的

分布来看 ，除嘉兴 、湖州 、宁波等地资源相对较少以外 ，其他地区都有一些优势

地文资源类型的分布 ，形成各自的特色地文旅游资源优势 。地文旅游资源类型

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４‐８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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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各地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分布情况

亚类 代码 基本类型 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 全省

综
合
自
然
旅
游
地

AAA 山丘型旅游地 ３５ 　２５ m３８ :１２  ２３ 佑５５ 煙４３ l５０ 8２５  ５１ 蜒７０ 灋４２７ 悙
AAB 谷地型旅游地 ２１ 　８ V１２ :０ 镲１０ 佑１４ 煙２６ l１７ 8０ 铑２３ 蜒１７ 灋１４８ 悙
AAC 沙砾石旅游地 ０ 妸０ V０ #０ 镲０ 技０ 垐０ U０ !０ 铑２ 汉１ 噰３ b
AAD 滩地型旅游地 ３ 妸５ V８ #１ 镲１ 技１ 垐０ U３ !８ 铑５ 汉７ 噰４２ y
AAE 奇异自然现象 ０ 妸０ V１ #０ 镲１ 技１ 垐０ U３ !１ 铑２ 汉０ 噰９ b
AAF 自然标志地 ３ 妸２ V２ #０ 镲２ 技０ 垐０ U６ !０ 铑３ 汉２ 噰２０ y
AAG 垂直自然地带 ４ 妸０ V１ #０ 镲２ 技０ 垐０ U１ !０ 铑１ 汉１ 噰１０ y

沉
积
与
构
造

ABA 断层景观 ０ 妸２ V３ #０ 镲０ 技２ 垐０ U０ !０ 铑１ 汉２ 噰１０ y
ABB 褶曲景观 ２ 妸０ V０ #１ 镲２ 技１ 垐０ U０ !０ 铑０ 汉１ 噰７ b
ABC 节理景观 ２ 妸１ V１ #０ 镲２ 技２ 垐０ U２ !３ 铑０ 汉４ 噰１７ y
ABD 地层剖面 ４ 妸０ V０ #０ 镲３ 技１ 垐０ U２ !０ 铑０ 汉０ 噰１０ y
ABE 钙华与泉华 ０ 妸０ V０ #０ 镲０ 技０ 垐１ U０ !０ 铑０ 汉０ 噰１ b
ABF 矿点矿脉与矿

石积聚地
０ 妸０ V４ #０ 镲１ 技２ 垐０ U０ !０ 铑０ 汉１ 噰８ b

ABG 生物化石点 ３ 妸０ V０ #０ 镲０ 技４ 垐２ U２ !１ 铑２ 汉１ 噰１５ y

地
质
地
貌
过
程
形
迹

ACA 凸峰 １５ 　５ V５８ :８ 镲９ 技６ 垐２ U２２ 8４ 铑４ 汉２３ 灋１５６ 悙
ACB 独峰 ７ 妸３ V１３ :１０  ２ 技３ 垐１１ l２ !２ 铑５ 汉１１ 灋６９ y
ACC 峰丛 ６ 妸３ V１３ :０ 镲２ 技４ 垐５ U６ !０ 铑７ 汉１３ 灋５９ y
ACD 石（土）林 １０ 　１ V７ #０ 镲２ 技１ 垐１ U９ !１ 铑６ 汉２ 噰４０ y
ACE 奇特与象形山

石
４０ 　２７ m５８１ Q４ 镲４３ 佑９２ 煙１４４ 儍８３ 8６１  ２０６ 梃２７５ 档１５５６ Ё

ACF 岩壁与岩缝 １６ 　３ V３２ :０ 镲１２ 佑７ 垐３６ l１６ 8６ 铑１１ 蜒５０ 灋１８９ 悙
ACG 峡谷段落 ２０ 　６ V５５ :０ 镲６ 技４ 垐８ U１２ 8２ 铑２７ 蜒４７ 灋１８７ 悙
ACH 沟壑地 １ 妸１ V１ #０ 镲１ 技４ 垐１ U１ !３ 铑４ 汉０ 噰１７ y
ACI 丹霞 ２ 妸０ V０ #０ 镲１ 技２ 垐１１ l７ !０ 铑０ 汉３ 噰２６ y
ACK 堆石洞 ３ 妸１ V２８ :１ 镲０ 技３ 垐７ U４ !４ 铑１１ 蜒１７ 灋７９ y
ACL 岩石洞与岩穴 ５４ 　１９ m１４０ Q１ 镲１４ 佑１８ 煙５４ l７３ 8２０  ６３ 蜒６６ 灋５２２ 悙
ACM 沙丘地 ３ 妸０ V１ #０ 镲０ 技０ 垐０ U０ !０ 铑０ 汉０ 噰４ b
ACN 岸滩 １ 妸１１ m２１ :２ 镲０ 技０ 垐２ U５ !４７  １３ 蜒４ 噰１０６ 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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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亚类 代码 基本类型 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 全省

自
然
变
动
遗
迹

ADA 重力堆积体 ２ 妸０ V５ #０ 镲３ 技１ 垐３ U０ !０ 铑３ 汉２ 噰１９ y
ADB 泥石流堆积 ０ 妸０ V０ #０ 镲０ 技０ 垐０ U１ !０ 铑０ 汉１ 噰２ b
ADD 陷落地 ０ 妸０ V２ #０ 镲０ 技０ 垐０ U２ !０ 铑１ 汉０ 噰５ b
ADE 火山与熔岩 ０ 妸３ V４ #０ 镲０ 技２ 垐２ U０ !１ 铑１２ 蜒２ 噰２６ y
ADF 冰川堆积 ０ 妸０ V０ #０ 镲２ 技１ 垐０ U０ !０ 铑０ 汉０ 噰３ b
ADG 冰川侵蚀遗迹 ２ 妸０ V０ #０ 镲０ 技０ 垐０ U０ !１ 铑０ 汉０ 噰３ b

岛
礁

AEA 岛区 １９ 　１７ m４２ :１２  ２ 技２ 垐２ U４ !７４  ２２ 蜒６ 噰２０２ 悙
AEB 岩礁 ０ 妸１ V８ #０ 镲０ 技０ 垐０ U１ !９ 铑１３ 蜒０ 噰３２ y

河
段

BAA 观光游憩河段 ３２ 　１４ m５４ :１３  ２０ 佑３２ 煙１６ l３２ 8４ 铑１４ 蜒２８ 灋２５９ 悙
BAB 暗河河段 ０ 妸０ V０ #０ 镲０ 技０ 垐１ U０ !１ 铑０ 汉０ 噰２ b
BAC 古河道段落 ０ 妸０ V２ #１ 镲２ 技０ 垐０ U０ !０ 铑０ 汉０ 噰５ b

天然
湖泊
与
池沼

BBA 观光游憩湖区 １８ 　１０ m２１ :２２  ２４ 佑２５ 煙８ U３ !０ 铑１１ 蜒４ 噰１４６ 悙
BBB 沼泽与湿地 ５ 妸０ V５ #５ 镲７ 技０ 垐０ U１ !１ 铑１ 汉１５ 灋４０ y
BBC 潭池 １８ 　２０ m１２１ Q２ 镲１５ 佑１４ 煙２７ l３４ 8２ 铑２３ 蜒２７ 灋３０３ 悙

瀑
布

BCA 悬瀑 ４４ 　１６ m１８８ Q０ 镲１９ 佑２６ 煙３６ l３５ 8０ 铑６０ 蜒９５ 灋５１９ 悙
BCB 跌水 ９ 妸１９ m１９ :０ 镲８ 技８ 垐２４ l４ !０ 铑２５ 蜒２０ 灋１３６ 悙

泉
BDA 冷泉 ２３ 　３ V７ #４ 镲５ 技７ 垐７ U１６ 8１ 铑１ 汉５ 噰７９ y
BDB 地热与温泉 ２ 妸１ V２ #０ 镲０ 技１ 垐１ U２ !０ 铑０ 汉１ 噰１０ y

河
口
与
海
面

BEA 观光游憩海域 ０ 妸２ V２ #０ 镲０ 技０ 垐０ U０ !２４  １０ 蜒０ 噰３８ y
BEB 涌潮现象 １ 妸１ V０ #５ 镲０ 技１ 垐０ U０ !１ 铑１ 汉０ 噰１０ y
BEC 击浪现象 ０ 妸０ V１ #０ 镲０ 技０ 垐０ U０ !４ 铑０ 汉０ 噰５ b

水工
建筑

FGA 水 库 观 光 游
憩区

５２ 　６１ m５４ :０ 镲４４ 佑３０ 煙７０ l２９ 8１３  ４１ 蜒５１ 灋４４５ 悙
合 　计 ４８２ 父２９１ 剟１５５７ h１０４  ２９０ 觋３７７ 抖５５１ 儍４９０ O３２１  ６８８ 梃８７５ 档６０２６ Ё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 ，杭州市拥有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４８２ 个 ，其中

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２８ 个 ，在岩石洞与岩穴 、观光游憩河段 、观光游憩

湖区 、沼泽与湿地 、涌潮现象 、水库观光游憩区等资源类型上具有显著的

优势 。

湖州市拥有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２９０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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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１４个 ，主要在山丘型旅游地 、地层剖面 、观光游憩湖区 、沼泽与湿地等类型的

资源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

嘉兴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１０４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９

个 ，仅在观光游憩湖区 、涌潮现象等资源类型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

金华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５５１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有

２１个 ，在山丘型旅游地 、谷地型旅游地 、悬瀑 、丹霞景观 、岩石洞与岩穴 、暗河河

段 、地热与温泉等资源类型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

丽水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８７５ 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有 ３８个 ，在山丘型旅游地 、独峰 、岩石洞与岩穴 、悬瀑 、观光游憩河段等资源

类型上具有显著的优势 ，其中山丘型旅游地就有 １６ 个高等级资源单体 ，优势

十分突出 。另外 ，在奇特与象形山石 、峡谷段落 、丹霞景观等方面也有一定的

优势 。

宁波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２９１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有

１３个 ，主要在山丘型旅游地 、节理景观 、观光游憩湖区等类型的资源上具备一定

的优势 。

衢州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４９０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有

２１个 ，在山丘型旅游地 、节理景观 、地层剖面 、陷落地以及丹霞景观等资源类型

方面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另外 ，在岩石洞与岩穴 、悬瀑 、水库观光游憩区等

资源类型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

绍兴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３７７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有

１５个 ，主要在生物化石点 、峰丛 、奇特与象形山石 、悬瀑等资源类型上具有比较

明显的优势 。

台州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６８８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有

２５个 ，在山丘型旅游地 、谷地型旅游地 、火山与熔岩 、岛区 、悬瀑等资源类型方面

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

温州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１５５７个 ，是全省地文旅游资源最丰富的

地区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有 ６８ 个 。在山丘型旅游地 、滩地型旅游

地 、凸峰 、奇特与象形山石 、岩石洞与岩穴 、火山与熔岩 、岛区 、悬瀑 、沼泽与湿

地 、地热与温泉 、观光游憩河段等资源类型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 。

舟山市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 ３２１个 ，其中高等级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有

１９个 ，在山丘型旅游地 、滩地型旅游地 、奇特与象形山石 、岛区 、观光游憩海域等

资源类型上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其中岛区和观光游憩海域资源类型在全省范

围内具有显著优势 ，体现了海岛地区的旅游资源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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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资源类型优势特征

4 ．4 ．1 　类型储量比较优势

旅游资源的储量优势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该类型资源的总体丰富程度 ，而优

良级资源的数量及其储量决定了其开发利用的潜力大小 。

根据表 ４‐９的统计结果 ，在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各种基本类型中 ，奇特与

象形山石 、山丘型旅游地 、悬瀑 、岩石洞与岩穴 、水库观光游憩区 、岛区 、潭池 、峡

谷段落 、谷地型旅游地 、岩壁与岩缝 、观光游憩湖区 、凸峰 、跌水 、岸滩等资源类

型在数量上占有较大的优势 ，单体数量都在 １００个以上 ；同时 ，这些资源类型的

优良级单体储量也都在 １００以上 。

表 4‐9 　地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储量特点

代 　码 基本类型 单体总数 类型储量 优良级 优良级储量

ACE 奇特与象形山石 １５５６ 敂２９８３ ⅱ１３８ 櫃７４５ 乙
AAA 山丘型旅游地 ４２７ }１５３３ ⅱ１７７ 櫃１０３３ 殚
BCA 悬瀑 ５１９ }１５２３ ⅱ１４３ 櫃７８９ 乙
ACL 岩石洞与岩穴 ５２２ }１１８１ ⅱ７６ 倐４２３ 乙
FGA 水库观光游憩区 ４４５ }１０００ ⅱ５９ 倐３２２ 乙
BAA 观光游憩河段 ２５９ }７５４ 媼６９ 倐３９４ 乙
AEA 岛区 ２０２ }６５７ 媼６２ 倐３６５ 乙
BBC 潭池 ３０３ }６２７ 媼３５ 倐１７９ 乙
ACG 峡谷段落 １８７ }６２５ 媼６６ 倐３５４ 乙
AAB 谷地型旅游地 １４８ }５０５ 媼６１ 倐３２６ 乙
ACF 岩壁与岩缝 １８９ }４６９ 媼３２ 倐１７０ 乙
BBA 观光游憩湖区 １４６ }４６７ 媼４０ 倐２５１ 乙
ACA 凸峰 １５６ }３６９ 媼２３ 倐１２８ 乙
BCB 跌水 １３６ }３２２ 媼２１ 倐１０５ 乙
ACN 岸滩 １０６ }２７６ 媼２４ 倐１２６ 乙
ACB 独峰 ６９ f１８４ 媼１３ 倐７０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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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代 　码 基本类型 单体总数 类型储量 优良级 优良级储量

ACC 峰丛 ５９ f１７０ 媼１９ 倐１０８ 乙
AAD 滩地型旅游地 ４２ f１５９ 媼１９ 倐１１２ 乙
ACK 堆石洞 ７９ f１５１ 媼７ k３５ 换
BBB 沼泽与湿地 ４０ f１４３ 媼１６ 倐９９ 换
BDA 冷泉 ７９ f１３５ 媼６ k３２ 换
BEA 观光游憩海域 ３８ f１３４ 媼１４ 倐７６ 换
ACI 丹霞 ２６ f１１０ 媼１１ 倐７７ 换
ADE 火山与熔岩 ２６ f１０２ 媼１０ 倐６８ 换
ACD 石（土）林 ４０ f１００ 媼６ k３０ 换
AEB 岩礁 ３２ f８２ t６ k３２ 换
AAF 自然标志地 ２０ f６３ t６ k３７ 换
ABC 节理景观 １７ f６３ t４ k３２ 换
BDB 地热与温泉 １０ f５２ t６ k４４ 换
BEB 涌潮现象 １０ f５２ t７ k４５ 换
ACH 沟壑地 １７ f４９ t５ k２５ 换
ABG 生物化石点 １５ f４８ t４ k２７ 换
ADA 重力堆积体 １９ f４５ t４ k２０ 换
ABD 地层剖面 １０ f４２ t４ k３２ 换
AAG 垂直自然地带 １０ f３０ t４ k２０ 换
ABA 断层景观 １０ f２８ t２ k１０ 换
AAE 奇异自然现象 ９ O２７ t２ k１２ 换
ABF 矿点矿脉与矿石积聚地 ８ O２６ t２ k１２ 换
ADD 陷落地 ５ O２６ t４ k２５ 换
ABB 褶曲景观 ７ O１９ t１ k５ い
ADF 冰川堆积 ３ O１３ t２ k１２ 换
BAC 古河道段落 ５ O１３ t１ k５ い
BAB 暗河河段 ２ O１１ t１ k１０ 换
BEC 击浪现象 ５ O１１ t１ k５ 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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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代 　码 基本类型 单体总数 类型储量 优良级 优良级储量

ACM 沙丘地 ４ O１０ t０ k０ い
ADG 冰川侵蚀遗迹 ３ O９ ]１ k５ い
ADB 泥石流堆积 ２ O８ ]１ k５ い
AAC 沙砾石旅游地 ３ O７ ]０ k０ い
ABE 钙华与泉华 １ O７ ]１ k７ い

4 ．4 ．2 　类型品质比较优势

旅游资源各种基本类型的平均品质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类型资源的基

本品位 ，平均品质分的高低反映该类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所具有的独特品

质比较优势情况 。

从表 ４‐１０中可以看出 ，浙江省的地文旅游资源在基本类型品质优势上主要

表现为两大特点 ：一是单体数量虽少但平均品质很高的资源类型 ，如钙华与泉

华 、暗河河段 、地热与温泉 、涌潮现象 、丹霞 、地层剖面 、陷落地等基本类型 ，虽然

其资源单体总量不具有优势 ，但是其平均品质分远远高于全省地文旅游资源所

有类型的平均水平（２ ．５６） ；二是既有相当可观的资源总量同时又具有优良品质

的资源类型 ，如火山与熔岩 、滩地型旅游地 、山丘型旅游地 、谷地型旅游地 、峡谷

段落 、悬瀑 、峰丛 、独峰 、岸滩 、沼泽与湿地 、观光游憩海域 、岛区 、观光游憩湖区 、

观光游憩河段等 ，这些优势类型的资源也是浙江省重要的品牌旅游资源 。

表 4‐10 　地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品质特点

代 　码 基本类型 单体总数 平均品质 优良级 优良级品质

ABE 钙华与泉华 １ O７ ]１ k７ _．００

BAB 暗河河段 ２ O５ /．５ １ k１０ v．００

BDB 地热与温泉 １０ f５ /．２ ６ k７ _．３３

BEB 涌潮现象 １０ f５ /．２ ７ k６ _．４３

ADD 陷落地 ５ O５ /．２ ４ k６ _．２５

ADF 冰川堆积 ３ O４ /．３ ２ k６ _．００

ACI 丹霞 ２６ f４  ．２３ １１ 倐７ _．００

ABD 地层剖面 １０ f４ /．２ ４ k８ _．００

ADB 泥石流堆积 ２ O４ ]１ k５ _．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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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代 　码 基本类型 单体总数 平均品质 优良级 优良级品质

ADE 火山与熔岩 ２６ f３  ．９２ １０ 倐６ _．８０

AAD 滩地型旅游地 ４２ f３  ．７９ １９ 倐５ _．８９

ABC 节理景观 １７ f３  ．７１ ４ k８ _．００

AAA 山丘型旅游地 ４２７ }３  ．５９ １７７ 櫃５ _．８４

BBB 沼泽与湿地 ４０ f３  ．５８ １６ 倐６ _．１９

BEA 观光游憩海域 ３８ f３  ．５３ １４ 倐５ _．４３

AAB 谷地型旅游地 １４８ }３  ．４１ ６１ 倐５ _．３４

ACG 峡谷段落 １８７ }３  ．３４ ６６ 倐５ _．３６

ABF 矿点矿脉与矿石积聚地 ８ O３  ．２５ ２ k６ _．００

AEA 岛区 ２０２ }３  ．２５ ６２ 倐５ _．８９

BBA 观光游憩湖区 １４６ }３ /．２ ４０ 倐６ _．２８

ABG 生物化石点 １５ f３ /．２ ４ k６ _．２５

AAF 自然标志地 ２０ f３  ．１５ ６ k６ _．１７

AAE 奇异自然现象 ９ O３ ]２ k６ _．００

AAG 垂直自然地带 １０ f３ ]４ k５ _．００

ADG 冰川侵蚀遗迹 ３ O３ ]１ k５ _．００

BCA 悬瀑 ５１９ }２  ．９３ １４３ 櫃５ _．５２

BAA 观光游憩河段 ２５９ }２  ．９１ ６９ 倐５ _．７１

ACC 峰丛 ５９ f２  ．８８ １９ 倐５ _．６８

ACH 沟壑地 １７ f２  ．８８ ５ k５ _．００

ABA 断层景观 １０ f２ /．８ ２ k５ _．００

ABB 褶曲景观 ７ O２  ．７１ １ k５ _．００

ACB 独峰 ６９ f２  ．６７ １３ 倐５ _．３８

ACN 岸滩 １０６ }２ /．６ ２４ 倐５ _．２５

BAC 古河道段落 ５ O２ /．６ １ k５ _．００

AEB 岩礁 ３２ f２  ．５６ ６ k５ _．３３

ACD 石（土）林 ４０ f２ /．５ ６ k５ _．００

ACM 沙丘地 ４ O２ /．５ ０ k０ _．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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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代 　码 基本类型 单体总数 平均品质 优良级 优良级品质

ACF 岩壁与岩缝 １８９ }２  ．４８ ３２ 倐５ _．３１

ACA 凸峰 １５６ }２  ．３７ ２３ 倐５ _．５７

ADA 重力堆积体 １９ f２  ．３７ ４ k５ _．００

BCB 跌水 １３６ }２  ．３７ ２１ 倐５ _．００

AAC 沙砾石旅游地 ３ O２  ．３３ ０ k０ _．００

ACL 岩石洞与岩穴 ５２２ }２  ．２６ ７６ 倐５ _．５７

FGA 水库观光游憩区 ４４５ }２  ．２５ ５９ 倐５ _．４６

BEC 击浪现象 ５ O２ /．２ １ k５ _．００

BBC 潭池 ３０３ }２  ．０７ ３５ 倐５ _．１１

ACE 奇特与象形山石 １５５６ 敂１  ．９２ １３８ 櫃５ _．４０

ACK 堆石洞 ７９ f１  ．９１ ７ k５ _．００

BDA 冷泉 ７９ f１  ．７１ ６ k５ _．３３

4 ．4 ．3 　综合品质优势度

旅游资源的储量和品质是反映各种地文旅游资源类型优势的主要参考指

标 ，但仅靠这两者尚不足以全面反映真正的优势类型 。如前文所述 ，浙江省地

文旅游资源当中有一部分类型数量很少但品质极高 ，如果仅仅根据其品质特征

就判断为浙江省的优势地文资源类型是不科学的 ，因为这类资源毕竟在数量上

非常少 ，对全省的旅游资源开发而言其潜力是有限的 。因此 ，为了更准确地评

价地文旅游资源的优势类型 ，本书引入了综合品质优势度的概念 。这一概念的

核心观点是 ：一种资源类型是否具有优势主要由三个方面决定 ，一是这类资源

的平均品质分 ，这是反映资源优势的基本品位特征 ；二是这类资源优良级单体

的平均品质分 ，优良级资源的品质好坏更能体现其开发利用价值 ；三是这类资

源优良级单体的储量相对于所有类型优良级资源平均储量的优势度 ；与其他类

型资源的比较中 ，才能真正反映其旅游开发潜力 。

以下是判断地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综合品质优势度的经验公式 ：

　 　 QSi ＝ Q１ i × p１ ＋ Q２ i × p２ ＋ Q３ i × p３
式中 ：QSi为综合品质优势度 ；Q１ i为类型的平均品质分 ；Q２ i为类型的优良级平均

品质分 ；Q３ i为类型的优良级储量优势度 ；p１ 、 p２ 、 p３为权重系数 ，分别为０ ．３ 、０ ．４ 、

０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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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１ i ＝ （ ∑ ai × １０ ＋ ∑ bi × ７ ＋ ∑ ci × ５ ＋ ∑ di × ３ ＋

∑ ei × １）／Ni

　 　 Q２ i ＝ （ ∑ ai × １０ ＋ ∑ bi × ７ ＋ ∑ ci × ５）／N优 i

　 　 Q３ i ＝ （某类型优良级储量 －优良级平均储量）／类型总数

通过对地文旅游资源各种基本类型的综合评估测算 ，类型综合优势度在 ２ ．

５６（２ ．５６为所有地文资源单体的平均品质分）以上的有 ３１个基本类型（见表 ４‐

１１） ，其中 ，山丘型旅游地优势最为突出 ，数值为 ８ ．８８ ，其他依次为悬瀑 ７ ．０６ 、奇

特与象形山石 ６ ．４４ 、暗河河段 ４ ．８５４ 、观光游憩河段 ４ ．７１２ 、岛区 ４ ．７０８ 、岩石洞

与岩穴 ４ ．６３９ 、峡谷段落 ４ ．４５６ 、谷地型旅游地 ４ ．２９８ 、观光游憩湖区 ４ ．１５１ 、钙华

与泉华 ４ ．０８６ 、水库观光游憩区 ３ ．９７３ 、地热与温泉 ３ ．９０４ 、地层剖面 ３ ．７９９ 、丹霞

３ ．６８３ 、节理景观 ３ ．６５２ 、涌潮现象 ３ ．５５ 、火山与熔岩 ３ ．４５５ 、陷落地 ３ ．３５６ 、滩地

型旅游地 ３ ．３２２ 、沼泽与湿地 ３ ．２９９ 、岩壁与岩缝 ３ ．０５２ 、峰丛 ２ ．９４ 、冰川堆积 ２ ．

９０６ 、潭池 ２ ．９０４ 、凸峰 ２ ．８６６ 、观光游憩海域 ２ ．８３９ 、岸滩 ２ ．７９４ 、自然标志地 ２ ．

７８２ 、生物化石点 ２ ．７６８ 、矿点矿脉与矿石积聚地 ２ ．５９１ 。

表 4‐11 　地文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综合优势比较

代 　码 基本类型 权重 １ 贩权重 ２ 排权重 ３ 佑综合优势度

AAA 山丘型旅游地 １ 篌．０７７ ２  ．３３６ ５  ．４６７ ８ _．８８

BCA 悬瀑 ０ 篌．８７９ ２  ．２０８ ３  ．９７３ ７ _．０６

ACE 奇特与象形山石 ０ 篌．５７６ ２  ．１６ ３  ．７０４ ６ _．４４

BAB 暗河河段 １  ．６５ ４ ]－ ０ =．７９６ ４ H．８５４

BAA 观光游憩河段 ０ 篌．８７３ ２  ．２８４ １  ．５５５ ４ H．７１２

AEA 岛区 ０ 篌．９７５ ２  ．３５６ １  ．３７７ ４ H．７０８

ACL 岩石洞与岩穴 ０ 篌．６７８ ２  ．２２８ １  ．７３３ ４ H．６３９

ACG 峡谷段落 １ 篌．００２ ２  ．１４４ １ &．３１ ４ H．４５６

AAB 谷地型旅游地 １ 篌．０２３ ２  ．１３６ １  ．１３９ ４ H．２９８

BBA 观光游憩湖区 ０  ．９６ ２  ．５１２ ０  ．６７９ ４ H．１５１

ABE 钙华与泉华 ２ !．１ ２ /．８ － ０ =．８１４ ４ H．０８６

FGA 水库观光游憩区 ０ 篌．６７５ ２  ．１８４ １  ．１１４ ３ H．９７３

BDB 地热与温泉 １  ．５６ ２  ．９３２ － ０ =．５８８ ３ H．９０４

ABD 地层剖面 １  ．２６ ３ /．２ － ０ =．６６１ ３ H．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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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代 　码 基本类型 权重 １ 贩权重 ２ 排权重 ３ 佑综合优势度

ACI 丹霞 １ 篌．２６９ ２ /．８ － ０ =．３８６ ３ H．６８３

ABC 节理景观 １ 篌．１１３ ３ /．２ － ０ =．６６１ ３ H．６５２

BEB 涌潮现象 １  ．５６ ２  ．５７２ － ０ =．５８２ ３ _．５５

ADE 火山与熔岩 １ 篌．１７６ ２  ．７２ － ０ =．４４１ ３ H．４５５

ADD 陷落地 １  ．５６ ２ /．５ － ０ =．７０４ ３ H．３５６

AAD 滩地型旅游地 １ 篌．１３７ ２  ．３５６ － ０ =．１７１ ３ H．３２２

BBB 沼泽与湿地 １ 篌．０７４ ２  ．４７６ － ０ =．２５１ ３ H．２９９

ACF 岩壁与岩缝 ０ 篌．７４４ ２  ．１２４ ０  ．１８４ ３ H．０５２

ACC 峰丛 ０ 篌．８６４ ２  ．２７２ － ０ =．１９６ ２ _．９４

ADF 冰川堆积 １  ．２９ ２ /．４ － ０ =．７８４ ２ H．９０６

BBC 潭池 ０ 篌．６２１ ２  ．０４４ ０  ．２３９ ２ H．９０４

ACA 凸峰 ０ 篌．７１１ ２  ．２２８ － ０ =．０７３ ２ H．８６６

BEA 观光游憩海域 １ 篌．０５９ ２  ．１７２ － ０ =．３９２ ２ H．８３９

ACN 岸滩 ０  ．７８ ２ /．１ － ０ =．０８６ ２ H．７９４

AAF 自然标志地 ０ 篌．９４５ ２  ．４６８ － ０ =．６３１ ２ H．７８２

ABG 生物化石点 ０  ．９６ ２ /．５ － ０ =．６９２ ２ H．７６８

ABF 矿点矿脉与矿石积聚地 ０ 篌．９７５ ２ /．４ － ０ =．７８４ ２ H．５９１

ACB 独峰 ０ 篌．８０１ ２  ．１５２ － ０ =．４２９ ２ H．５２４

AAE 奇异自然现象 ０ !．９ ２ /．４ － ０ =．７８４ ２ H．５１６

BCB 跌水 ０ 篌．７１１ ２ ]－ ０ =．２１４ ２ H．４９７

ADB 泥石流堆积 １ !．２ ２ ]－ ０ =．８２７ ２ H．３７３

AEB 岩礁 ０ 篌．７６８ ２  ．１３２ － ０ =．６６１ ２ H．２３９

AAG 垂直自然地带 ０ !．９ ２ ]－ ０ =．７３５ ２ H．１６５

ACH 沟壑地 ０ 篌．８６４ ２ ]－ ０ =．７０４ ２ _．１６

ACD 石（土）林 ０  ．７５ ２ ]－ ０ =．６７３ ２ H．０７７

ADG 冰川侵蚀遗迹 ０ !．９ ２ ]－ ０ =．８２７ ２ H．０７３

ABA 断层景观 ０  ．８４ ２ ]－ ０ =．７９６ ２ H．０４４

ABB 褶曲景观 ０ 篌．８１３ ２ ]－ ０ =．８２７ １ H．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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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代 　码 基本类型 权重 １ 贩权重 ２ 排权重 ３ 佑综合优势度

BDA 冷泉 ０ 篌．５１３ ２  ．１３２ － ０ =．６６１ １ H．９８４

ADA 重力堆积体 ０ 篌．７１１ ２ ]－ ０ =．７３５ １ H．９７６

BAC 古河道段落 ０  ．７８ ２ ]－ ０ =．８２７ １ H．９５３

ACK 堆石洞 ０ 篌．５７３ ２ ]－ ０ =．６４３ １ _．９３

BEC 击浪现象 ０  ．５６ ２ ]－ ０ =．８７４ １ H．６８６

ACM 沙丘地 ０  ．７５ ０ ]－ ０ =．８５７ － ０ w．１０７

AAC 沙砾石旅游地 ０ 篌．６９９ ０ ]－ ０ =．８５７ － ０ w．１５８

另外 ，在评价资源类型综合优势时 ，高等级资源单体所起到的支撑作用是

不言而喻的 ，它们是打造知名景区和知名品牌的重要依托 。因此 ，将上述经综

合评估测算所得到的优势资源类型与高等级资源单体进行融合后 ，可得出浙江

省地文旅游资源的五大综合优势类型 ，即山岳景观旅游资源 、地层与矿山遗迹

旅游资源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和海岸海岛旅游资

源 。其中 ，山岳景观旅游资源根据岩性的差别又可以分为花岗岩类 、火山岩类

和丹霞景观类旅游资源 ，具体包含山丘型旅游地 、奇特与象形山石 、火山与熔

岩 、丹霞 、节理景观 、岩壁与岩缝 、峰丛 、凸峰等基本资源类型 ；地层与矿山遗迹

旅游资源中金钉子地层剖面和矿山遗迹旅游资源较为突出 ，包含地层剖面 、生

物化石点 、矿点矿脉与矿石积聚地等基本类型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可

分为峡谷 、江河 、湖泊 、湿地与温泉等旅游资源 ，包含观光游憩河段 、峡谷段落 、

谷地型旅游地 、观光游憩湖区 、水库观光游憩区 、地热与温泉 、沼泽与湿地等基

本资源类型 ；岩溶洞穴（喀斯特地貌）旅游资源主要包括地下溶洞和地表石林与

天坑 ，包含岩石洞与岩穴 、陷落地 、暗河河段等基本类型 ；海岸海岛旅游资源主

要是指海岛和滨海旅游资源 ，包含岛区 、岸滩 、观光游憩海域 、涌潮现象等基本

优势类型 。

４ ．５ 　资源组合与开发保护

4 ．5 ．1 　资源集合区基本情况

根据普查结果 ，全省记录的旅游资源集合区共有 ５０５个 。其中 ，杭州市 ２４

个（仅包括临安 、淳安 、桐庐 、建德） 、湖州市 ４６个 、嘉兴市 ２４ 个 、金华市 ５０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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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 ５４个 、宁波市 ６３ 个 、衢州市 ３５ 个 、绍兴市 ４２个 、台州市 ５６ 个 、温州市

６２个 、舟山市 ４９个 。以地文旅游资源为主体的集合区总共 ３１８个 ，占到全省旅

游资源集合区总数的约 ６３％ 。

杭州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１１个 ，包括东关 —西关探险营地 、屏门乡

上西峡谷 、龙川半岛休闲观光度假地 、“水上人家”渔乡风情区 、大溪峡谷 、瑶溪

（牛水坞）峡谷 、毛山鸡笼山探险地 、新安江“小之江”段 、三都沿江地带 、大同镇

石门庄造型地貌区 、莲花镇外薛村仙人洞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由于受区域岩

性 、构造及地貌动力作用的影响 ，属于浙西中山丘陵地貌的淳安县 、西湖区 、临

安市 、萧山区和建德市五地区地文旅游资源相对集中 。

湖州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２４个 ，包括湖州南郊风景区 、妙西镇霞幕

山风景区 、太湖旅游度假区 、杼山 、湖州毗山风景旅游区 、槐坎地质遗迹（全球二

叠／三叠系界线成形剖面）保护区 、长兴顾渚山风景区 、仙山旅游区 、龙王山自然

保护区 、芙蓉谷 、天荒坪景区 、小沿坑景区 、红石崖景区 、灵峰景区 、藏龙百瀑 、鄣

吴景区 、唐舍景区 、南车景区 、高坞岭景区 、清凉世界莫干山 、下渚湖 、莫干湖 、碧

坞龙潭 、蠡山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

嘉兴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１０个 ，包括南湖景区 、城中景区 、湘家荡

旅游度假区 、大云生态旅游区 、乍浦九龙山 、南北湖风景名胜区 、盐官观潮胜地

公园 、武原镇景区 、王江泾旅游资源集合区 、新塍旅游资源集合区等 。从集合区

的分布看 ，沿海山丘型旅游地与海域 、湖泊资源紧密结合 ，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

如九龙山 、南北湖 、盐官观潮景区等优势资源比较集中 ，与其他的人文旅游资源

组合理想 ，是嘉兴市旅游发展最重要的品牌资源 。

宁波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２９ 个 ，包括慈湖 、五龙潭 、伏龙山 、达蓬

山 、灵湖 、五磊山 、杜湖 、白洋湖 、卫山 、栲栳山 、滨海旅游资源集合区 、天河生态

风景区 、野鹤湫旅游风景区 、宁海温泉风景区 、雁苍风景区 、强蛟海上绿岛风景

区 、龙宫生态风景区 、盖苍山生态旅游区 、松兰山旅游度假区 、中国渔村 、檀头山

景区 、渔山列岛景区 、韭山列岛景区 、金沙湾 、红岩景区 、雪窦山景区 、悬山岛海

域观光区 、九峰山风景区 、九龙湖旅游资源集合区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由于受

本区域岩性 、构造的影响 ，宁波市的地文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匀 ，象山 、奉

化 、宁海的地文旅游资源比较丰富 ，开发潜力较大 。

绍兴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２４个 ，包括曹娥江景区 、柯岩景区 、越王

峥景区 、百丈飞瀑 、南山王渡溪村景区 、惆怅溪景区 、朱子洞景区 、沃洲湖风景

区 、大佛寺景区 、穿岩十九峰 、千丈幽谷 、巧英水库 、龙潭坑 、三井龙潭 、东湖景

区 、会稽山度假区 、吼山景区 、西岩风景区 、斗岩风景区 、东白山 、汤江岩风景区 、五

泄风景名胜区 、西源峡谷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从地域分布看 ，新昌和诸暨的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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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集中度高 ，而且品质优良 ，是整个绍兴市旅游品牌景区的重要支撑 。

舟山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３５个 ，包括佛顶山景区 、南天门景区 、梵

音洞景区 、洛迦山景区 、铜锣甩景区 、六横岛 、悬鹁鸪岛景区 、安旗峰景区 、大佛

岩景区 、桃花岛 、情人岛 、南沙 、里沙生态园 、乌石塘景区 、朱家尖风景区 、长春岭

景区 、长白生态岛 、磨心山景区 、鹿栏晴沙景区 、双合石壁景区 、燕窝石笋景区 、

观音山景区 、鼠浪岛景区 、基湖沙滩景区 、大悲山景区 、六井潭风景区 、嵊山 、东

崖绝壁海滨区段 、黄龙岛 、元宝山 、枸杞岛 、山海奇观海滨区段 、花鸟岛 、大洋山

岛 、小洋山岛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

金华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３４个 ，包括白云山风景区 、三都胜境 、九

宫潭风景区 、紫阳山景区 、八面山景区 、东白山景区 、虎峰山景区 、社姆山景区 、

落鹤山风景区 、九泄十八滩景区 、灵岩景区 、九峰山景区 、兰溪地下长河 、双龙风

景区 、仙华山风景区 、宝掌幽谷风景区 、通济湖风景区 、马岭风景区 、官岩山风景

区 、丹霞景区 、龙潭景区 、瓯源大峡谷 、大盘风景区 、花溪 —夹溪风景区 、五指岩 、

飞龙山 、白云风景区 、石苍岩风景区 、方岩风景区 、江东风景旅游区 、丹溪风景名

胜区 、双溪风景区 、德胜岩风景区 、齐庐山风景区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

衢州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２２个 ，包括九华（灵鹫山）风景区 、乌石山

风景区 、古埠十里江景集合区 、烂柯山 、九龙湖 、梯坑谷地型旅游地 、饭甑山风景

区 、峡川山岳风光地 、白塔洞风景区 、江郎山风景区 、仙霞关景区 、老虎山景区 、

钱江源风景区 、古田山自然保护区 、宋村十八洞名胜古迹区 、茹山 、龙游石窟 、南

华山生态旅游区 、三叠岩景区 、白佛岩景区 、真武山景区 、龙山景区等旅游资源

集合区 。

丽水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３６个 ，包括南明山 —观音岩风景区 、东西

岩风景区 、白云山 、巨溪三岩寺风景区 、大山峰风景区 、凤阳山自然保护区 、披云

山 、白云岩景区 、天平山风景区 、仙宫湖景区 、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箬寮原

始林景区 、双童积雪景区 、万寿山风景区 、香乳山景区 、标溪小三峡 、大际风景

区 、飞云峡原始生态区 、九龙湾地质公园 、龙门峡旅游区 、望东洋高山湿地 、九龙

山自然保护区 、白马山 、湖山 、南尖岩风景区 、石姆岩风景区 、仙都风景区 、岩门

风景区 、大洋山风景区 、黄龙风景区 、雪峰山风景区 、云和湖 、武岱峰 、石门洞风

景名胜区 、青田九门寨 —金坑湖旅游区 、青田北海旅游区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

温州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５１个 ，包括瑶溪风景区 、天柱风景区 、岷

岗风景区 、七瀑涧景区 、金坑峡景区 、泽雅湖景区 、崎云景区 、高山角景区 、西山

景区 、五凤洋景区 、吹台山风景区 、茶山风景名胜区 、仙岩风景名胜区 、三垟湿

地 、江心屿 、岩雅山风景名胜区 、大瞿岛 、大门岛 、海中湖 、大若岩景区 、陡门景

区 、金溪景区 、楠溪江景区 、石桅岩景区 、四海山景区 、水岩景区 、西溪景区 、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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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景区 、渔寮景区 、玉苍山 、百丈漈 、西湾 、南雁荡山 、南麂列岛 、南雁门 、赤岩

山 、承天氡泉省级自然保护区 、乌岩岭自然保护区 、九峰省级名胜风景区 、飞云

湖景区 、南浦溪风景区 、红岩景区 、寨寮溪 、桐溪 、圣井山 、铜盘岛 、中雁荡山 、雁

荡山 、乐清湾 、灵山 、白龙山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温州市的地文旅游资源表现出

明显的集聚性 。从行政区域来看 ，乐清市 、苍南县 、平阳县的地文旅游资源相对

集中 。从自然地形区域来看 ，主要集中在北 、中 、南雁荡山的流纹岩山石景观 ，

洞头列岛与平阳南麂列岛的海蚀 、海积地貌景观 ，苍南玉苍山的花岗岩山石地

貌景观 ，这些区域地文旅游资源相对富集 。

台州市涉及地文旅游资源集合区 ４２ 个 ，包括划岩山风景区 、九峰山风景

区 、上郑风景区 、松岩山风景区 、黄琅景区 、螺洋景区 、括苍景区 、临海国家地质

公园 、牛头山度假区 、长屿硐天景区 、方山 —南嵩岩景区 、寒坑龙潭景区 、红岩背

景区 、楼旗尖景区 、石塘景区 、松门滨海景区 、太湖山景区 、太平双溪景区 、五龙

山景区 、紫莲山景区 、大鹿岛景区 、峦岩山景区 、赤城景区 、石梁景区 、华顶景区 、

百丈桐柏景区 、寒山湖景区 、始丰溪景区 、九遮秀谷景区 、龙溪景区 、铜坑溪景

区 、清溪景区 、淡竹景区 、方岩景区 、景星岩景区 、神龙谷景区 、神仙居景区 、响石

山景区 、龙母山景区 、蛇蟠岛景区 、亭旁风景区 、大陈岛等旅游资源集合区 。地

文旅游资源集合区的分布相对均衡 ，各县都有特色资源类型 ，天台 、临海 、仙居 、

温岭等地的旅游资源相对富集 。

4 ．5 ．2 　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１ ．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

浙江省地质遗迹保护工作始于 １９８０年 。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２年浙江省人民政府

发文保护“长兴县二叠系长兴灰岩层型剖面” 、“常山 、江山寒武 —奥陶系层型剖

面” ，形成了地质遗迹保护雏形 。 ２０多年来 ，通过地质公园 、地质遗迹保护区 、矿

山公园的申报建设与管理 ，地质遗迹保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 ，初步形

成了世界级 、国家级 、省级 、县级地质遗迹保护区（地质公园）保护框架 。至今 ，

全省目前已建立世界地质公园 １处（雁荡山） 、国家地质公园 ３ 处（临海 、常山 、

新昌） 、国家矿山公园 １处（遂昌） 、省级地质公园 ２处（天台 、温岭） 、国家级地质

遗迹保护区 １处（长兴金钉子） 、省级地质遗迹保护区 １处（泰顺） ，并有多处地

质遗迹列入其他管理范围的保护（详见表 ４‐１２） 。全省保护面积达 ６１２ ．１９平方

公里 。在众多类型地质遗迹中 ，部分资源已成为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 、森林

公园的核心景观 ，部分在各级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内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并已

成为国内外 、省内外科研 、教育科普基地和游览观赏景点 。如雁荡山世界地质

公园 、常山国家地质公园 、临海桃渚国家地质公园 、新昌国家地质公园 、长兴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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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金钉子”地质遗迹保护区 、泰顺雅阳承天热矿泉地质遗迹保护区 、常山黄泥

塘“金钉子”自然保护区 、天台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及龙骨化石地质遗迹保护区 、

新昌硅化木化石自然保护区等 。

表 4‐12 　浙江省地质遗迹保护区和地质公园建设情况

保护区 、地质
公园名称

级别
行政
位置

面积
（km２

）

批准
时间

重点保护对象 保护工作导向

雁荡山世界
地质公园

世界级 乐清 ２９４ 後．６ ２００５ -

中生代复活型破火山地质遗
迹 ，溢流酸性熔岩及火山岩
颈构成的火山地貌 ，包括智
仁基底涌流相火山岩 、大龙
湫球泡流纹岩 、长屿硐天古
采矿遗址 、大龙湫瀑布等

完善地质博物馆
的火山类型展厅
建设 ，加强科考
设施建设

常山国家
地质公园

国家级 常山 ８２ �２００１ -
黄泥塘奥陶纪达瑞威尔阶界
线剖面 ，三衢山晚奥陶世生
物礁及地貌景观 ，青石构造
形迹和常山港两岸河流地貌
景观

完成地质公园总
规 ，进行建设详
规和建设科考

临海桃渚
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临海 １６６  ２００１ -上侏罗统火山构造和典型的
熔岩造型地貌 、翼龙化石

完成地质公园总
规 ，进行建设详
规和建设科考

新昌硅化木
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新昌 ６８ 吵．７６ ２００３ -硅化木及产地 、丹霞地貌 、火
山岩地貌

完成硅化木地质
公园建设详规

遂昌金矿
国家矿山公园

国家级 遂昌 ３３ 适．６ ２００５ -
金矿矿脉 、矿道遗址 ，“烧爆
法” 、“灰吹法”冶炼工艺场景
遗迹等 。

深化规划 ，加快
金矿地质博物馆
建设

长兴煤山
“金钉子”地质
遗迹保护区

国家级 长兴 ２ 湝．４７ １９８０ -
古生代二叠系长兴组与中生
代三叠系殷坑组国际标准
剖面

完成申报国家自
然保护区科考及
总规

泰顺雅阳承天
热矿泉地质
遗迹保护区

省级 泰顺 ２２ 吵．４９ １９９７ -含氡硅氟复合型热矿泉及
地貌

完善省级自然保
护区建设

常山黄泥塘
“金钉子”

自然保护区
省级 常山 ２０ 吵．１２ ２００２ -奥陶纪达瑞威尔阶全球界线

剖面
完成省级自然保
护区总规

天台白垩纪
恐龙蛋化石及
龙骨化石地质
遗迹保护区

县级 天台 １０ 适．５ ２００１ -恐龙蛋化石 、恐龙骨骼化石
及产地

进行省级自然保
护区科考与总规

新昌硅化木
化石自然保护区

县级 新昌 ７ 吵．９ ２００１ -硅化木化石及产地
制定保护区总体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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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风景区与保护区建设

丰富多样的地文旅游资源往往是各地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 ，成为各地市打

造旅游知名品牌的资源保障 。地文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 ，往往与其他自然

类旅游资源和人文类旅游资源相互紧密融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旅游地 ，进而

成为各级风景名胜区 、旅游度假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要资源依托 。

到目前为止 ，浙江省已经建设形成 １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１５个省级旅游

度假区 、１７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４４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 ８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在这些风景区 、保护区和度假区的建设中 ，地文旅游

资源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资源核心作用 。 如杭州之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萧山

湘湖 、淳安千岛湖 、温州瓯江 、兰溪 、嘉兴湘家荡 、金华仙源湖 、临海牛头山 、湖州

太湖 、宁波东钱湖等省级旅游度假区主要依托的是江河湖泊旅游资源 ；绍兴会

稽山 、临海牛头山 、仙居神仙居等旅游度假区主要以优异的山岳景观旅游资源

为主要资源载体 ；平湖九龙山和宁波松兰山旅游度假区则是以海岸海岛旅游资

源为载体 ；武义温泉旅游度假区和龙游石窟旅游度假区所依托的资源也是浙江

省的特色地文旅游资源 。

在 １７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 ，西湖 、富春江 —新安江 、楠溪江 、五泄风景区

等以江河湖泊峡谷地貌类旅游资源为主 ，雁荡山 、雪窦山 、仙都 、仙居 、百丈漈 —

飞云湖 、方山 —长屿洞天等以火山岩地貌景观为主 ，天台山 、莫干山以花岗岩类

地貌旅游资源为主 ，江郎山 、方岩属于丹霞景观地貌旅游资源 ，普陀山 、嵊泗列

岛以海岛旅游资源为主 ，双龙洞风景区以岩溶洞穴地文旅游资源为主 。

４４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中 ，以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为主的有东钱湖 、

南北湖 、瑶溪 、鉴湖 、曹娥江 、沃洲湖 、花溪夹溪 、钱江源 、天童 —五龙潭 、下渚湖 、

鸣鹤 —上林湖等风景区 ；以火山岩类地文旅游资源为主的有桃渚 、仙华山 、南明

山 —东西岩 、石门洞 、泽雅 、大佛寺等风景区 ；以花岗岩类地文旅游资源为主的

有仙岩 、大明山风景区 ；以丹霞景观类地文旅游资源为主体的有穿岩十九峰 、三

都 —屏岩 、烂柯山风景区等 ；以海岛海滨类地文旅游资源为主的有滨海玉苍山 、

洞头 、岱山 、桃花岛 、南麂列岛 、大鹿岛等风景区 ；以岩溶洞穴地文类旅游资源为

主体的是六洞山风景区和三衢石林风景区 。

另外 ，在天目山 、清凉峰 、乌岩岭 、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凤阳山 、古田

山 、大盘山 、遂昌九龙山 、长兴二迭 —三叠系界线成形剖面地质遗迹等 ９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以及龙王山 、寒武奥陶系石灰岩地质剖面自然保护区 、承天氡泉

姿态保护区 、韭山列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 、东白山自然保护区 、景宁望东洋高

山湿地等省级自然保护区中 ，地文旅游资源同样是重要的资源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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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3 　地文旅游资源利用的主要问题

尽管地文旅游资源在浙江省旅游产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从

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 、开发和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利用的科学性 、结构等方面仍

存在许多问题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１ ．对地文旅游资源科学内涵认识上的不足

各地在旅游资源开发中普遍存在对地文旅游资源认识上的偏差 ，通常把地

文旅游资源等同于一般的地质遗迹旅游资源 ，认为地文旅游资源只是旅游资源

整体格局中的一小部分 ，只能适合开发成为少数的地质公园 ；没有深入理解地

文旅游资源的重要地位 ；或者在资源开发中忽视地文旅游资源的科学内涵 ，在

绝大多数景区（点）的建设中 ，只注重资源的表面文章 ，以拟人状物或神化故事

对地文旅游资源加以简单介绍和利用 ，很少挖掘地文旅游资源自身的科学内

涵 ，譬如资源的成因 、属性 、科学规律方面的内容极其缺乏 ，导致在旅游产品开

发中品位不高 ，难以形成深度开发利用 ，也不利于旅游资源品牌的确立 。

２ ．对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缺少空间整合

地文旅游资源在全省的分布十分广泛 ，由于各级行政区相对独立的利益关

系的客观存在 ，各县市区之间甚至同一个县市的不同乡镇之间 ，在旅游资源开

发与保护上往往都倾向于各自为政 、分头运作 。这种以行政区界限为壁垒 、分

割经营的做法 ，已经成为浙江省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再上新台阶的重大障碍 。

例如富春江流经建德市和桐庐县 ，严子陵钓台属于桐庐 ，而葫芦瀑布 、梅城双塔

属于建德 ，由于各自为政 ，两者就无法统一形成一个更具竞争力的品牌景区 。

另外 ，各地对旅游开发的热情普遍较高 ，不少地方普遍存在盲目开发 、无序开发

的问题 。只顾景点数量 ，不顾景点质量 ，往往导致景点重复建设 ，景点之间恶性

竞争和自相残杀 ，同时也必然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 。因此 ，如何加强地文旅游

资源的整合开发 ，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 ，优化旅游开发的空间布局已经成

为促进浙江旅游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

３ ．对地文旅游资源开发产品结构上的不合理

浙江省的地文旅游资源不仅储量十分丰富 ，而且类型非常多样 ，不少优势

资源类型都有很大的旅游开发潜力 ；但是从目前的开发利用现状来看 ，大多数

地文旅游资源都被开发成为一般的观光旅游产品或者只是就资源本身进行“粗

加工” ，缺少对新产品的创新开发 。从全省的旅游资源开发格局来看 ，很少从资

源的分类优势上加以总结和科学利用 ，导致地文旅游资源开发的产品结构不合

理 ，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十分普遍 ，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明显不足 ，对当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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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发展起支撑作用的拳头旅游项目和产品仍然稀缺 ，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

分的发挥 ，使得旅游经济效益不突出 。

４ ．对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形式缺乏创新

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形式看 ，目前 ，大多数地文旅游资源被作为地质公

园或风景区以及保护区的核心资源加以利用 ；但通常只是就资源本身加以开

发 ，没有根据资源依存的环境特点加以综合利用 ，开发方式依旧以传统观光旅

游产品为主 ，缺少亮点 ，缺乏对旅游资源利用方式的创新 。譬如 ，地文旅游资源

如何结合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特色开发合适的旅游产品 ，如休闲观光农

业 、休闲渔业 、生态旅游等产品 ；如何利用旅游资源开发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经

济发展 ，等等 。

５ ．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矛盾依然突出

尽管浙江省已通过地质公园 、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等载体对地文旅游

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由于资源保护意识 、保护资金 、开发方式

等多方面的原因 ，导致地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依然突出 ，仍需要开

展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

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是世界各国各地区旅游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

题 ，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矛盾的表现形式和产生的原因并不完全一致 。就

浙江省而言 ，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三种不同的原因引起的 ：其一是由于对旅游资

源的保护意识不强而引起的 ，其结果是许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未能得到及

时有效的保护 ，反而遭到人为的破坏 ；其二是由于忽视旅游开发规划或不尊重

旅游规划 ，盲目开发旅游资源 ，对资源开发的生态后效缺乏科学的预见而引起

的 ，其结果往往是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或破坏性开发 ；其三是由于片面理解

资源保护的内涵 ，把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置于对立地位而引起的 ，其结果是许

多优质的旅游资源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开发利用 ，而资源保护也因缺乏足够的资

金来源而变成一句空话 。目前 ，上述三种形式的矛盾在全省各地都还不同程度

地存在着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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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战略设计

５ ．１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开发的总体思路

5 ．1 ．1 　发挥资源综合优势 ，提升整体利用水平

尽管浙江的地文旅游资源在单个体量 、等级规模 、影响力等方面缺少世界

级的资源 ，但是浙江地文旅游资源具有类型多样 、区域富集 、品位优越的综合优

势 。千山万水之间孕育着丰富的旅游资源类型 ，海陆兼备赋予了更加广阔的资

源利用空间 。此外 ，历史文化积淀 、现代建设成就和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共同

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 。根据旅游资源普查结果 ，浙江省共

有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６０２６个 ，其中五级单体 ７４个 、四级单体 １９７个 、三级单体

９４５个 ，这些优良旅游资源单体大部分集中在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 、旅游度

假区等资源富集区内 。同时 ，根据前述分析 ，浙江境内拥有五大综合优势资源

类型 ，即山岳景观旅游资源 、地层与矿山遗迹旅游资源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

资源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和海岸海岛旅游资源 。这些综合优势资源和高等级资

源单体已经成为浙江旅游发展再上台阶的基本物质保障 ，既为各地因地制宜地

发展旅游产业提供了先决条件 ，又为打造重大旅游品牌奠定了基础 。

因此 ，在全省及各地市旅游开发与建设中 ，要高度重视以五大优势地文旅

游资源为核心的资源利用战略 ，充分发挥各类优势资源在旅游品牌及旅游目的

地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尤其是在调整旅游产品功能结构 、优化旅游发展空



间布局 、开发旅游新产品 、探索资源利用新途径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应积极开拓

旅游发展新思路 ，创新旅游资源利用方式 ，提升地文旅游资源的整体利用水平 ，

实现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进而带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

5 ．1 ．2 　优化旅游空间布局 ，完善旅游产品结构

依托旅游资源普查信息数据库 ，在旅游资源与产品开发方面应逐步树立全

省一盘棋的观念 ，加强旅游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与指导 ，以有利于打造浙江旅

游重大品牌为出发点 ，突破行政区域界限 ，加强各地优势资源的整合利用 ，尽力

避免各自为政 、分割经营的现象 。同时 ，要依托地文旅游资源的综合优势 ，整合

其他类型旅游资源 ，以强化旅游目的地建设为导向 ，进一步优化旅游开发空间

布局 ，以打造旅游精品线路为目标 ，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合理布局旅游产品的点

线面结合 ，强化旅游休闲综合体及旅游产品集群的建设 ，尽快在全省范围内构

建旅游发展的新格局 。

针对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产品单一 、功能简单的现状 ，在全省旅游产

品体系的开发中 ，应根据各地地文旅游资源特色和旅游市场需求特点 ，围绕“诗

画江南 ，山水浙江”的旅游主题形象的建设 ，在巩固山水观光 、海滩休闲 、生态旅

游等传统产品的基础上 ，整合其他资源类型 ，加强文化旅游 、商贸旅游 、红色旅

游 、农业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 ；深度开发温泉休闲 、海洋湖泊休闲 、山地

休闲 、森林休闲 、乡村休闲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系列 ；积极探索开发游艇休闲体

验 、邮轮巡游 、观光飞机空中体验 ，以及海滨景观度假 、海钓休闲 、荒岛狩猎 、山

地康疗健身等高端品牌旅游产品 ，逐步形成功能结构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 。

5 ．1 ．3 　创新资源利用方式 ，加强资源保护力度

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根据开发功能以及开发程度的差异有多种方式

和途径 。根据开发目的及功能的差异可分为建设性利用和保护性利用 。一类

是建设性利用为主 ，如将优势资源开发成为各级风景名胜区 、旅游度假区 、地质

公园等 ，主要供旅游者观光游览 、休闲娱乐等 ；另一类是保护性利用为主 ，依托

地文旅游资源开辟为各级自然保护区 、遗迹保护区等 ，以加强对资源的保护为

主要目的 ，以科研考察 、科普教育为主要功能 ，同时也兼顾一定的观光游览功

能 。另外 ，根据对资源内涵开发利用的程度可分为简单利用和深度利用 。其

中 ，简单利用以基础设施及必要的旅游功能建设为核心 ，这在各级旅游景区

（点）的开发建设初期十分普遍 ；深度利用则强调以品质建设为核心 ，以科学利

用为原则 ，以科学文化内涵提升为特征 ，如国家旅游局所提出的 ５A 级旅游景区
的建设标准即有深度利用的导向 ，所倡导的是重大旅游品牌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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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普遍存在的简单利用 、分割利用和重形

式不重内涵等弊病 ，应大力加强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及途径的创新 ，根据

不同的资源类型提出更加科学的利用方式 ，切实起到有效保护资源的作用 。这

样既有利于旅游品牌的创建 ，又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坚持“在保护

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的基本原则下 ，对山岳景观 、地层与矿山遗迹 、江河湖泊

峡谷地貌 、岩溶洞穴和海岸海岛等不同类型优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加以区

别对待 。如对山岳景观旅游资源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和海岸海岛旅游

资源 ，应在强调建设性利用的基础上 ，重点加强资源的深度利用 ，以打造重大旅

游品牌为主要目标 ；而对地层与矿山遗迹旅游资源和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则应重

点突出保护性利用 ，不过分强调旅游功能的建设 ，着力加强资源科学内涵的挖

掘 ，提高科学利用水平 。

５ ．２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结构优化

5 ．2 ．1 　依托优势地文旅游资源 ，构建“三带十区”旅游格局

充分发挥地文旅游资源在全省旅游开发格局中的核心骨架作用 ，围绕把浙

江省真正建设成为国际知名 、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和全国领先的旅游经济强

省的总体目标 ，以三大产业带规划和全省旅游发展规划为依据 ，按照区域联动 、

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原则 ，以市场为导向 ，以城市为中心 ，以资源为依托 ，以项

目为支撑 ，整合全省旅游资源 ；突出“诗画江南 、山水浙江”的主题 ，全面打响科

普旅游 、文化旅游 、海洋旅游 、生态旅游 、会展旅游 、休闲旅游六大品牌 ，把环杭

州湾地区 、浙东沿海地区和金衢丽地区建设成为功能完善 、特色鲜明 、品牌响亮

的三大旅游经济带 ，重点打造杭州国际休闲 、宁波港城商埠 、绍兴水城越都 、浙

北运河古镇 、舟山海天佛国 、温州山水商都 、台州山海天仙 、浙中商贸文化 、浙西

四省边际 、丽水绿谷风情等十大旅游区 ，使全省旅游产业形成区域之间分工合

作 、产业之间协调互动的“三带十区”旅游新格局 。

１ ．杭州湾文化休闲旅游经济带

要充分依托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都市圈 ，充分利用吴越文化 、山水名城 、

运河古镇 、港城商埠 、钱江奇潮等旅游资源优势 ，充分发挥杭州 、宁波旅游中心

城市和绍兴 、嘉兴 、湖州 、舟山等旅游目的地城市的作用 ，以沪杭甬高速 、东海大

桥 、杭州湾大桥 、绍嘉高速 、沪杭城际高速铁路为基本构架 ，以旅游产品国际化 、

网络化 、集群化为发展目标 ，重点构建国际休闲 、港城商埠 、水城越都 、运河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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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具特色的四大旅游区块 。

２ ．浙东沿海海洋旅游经济带

要充分依托背靠长三角腹地 、面向东海海洋的区位优势以及海陆一体的交

通便利条件 ，充分利用海滨海岛旅游资源 、山水休闲旅游资源 、港口资源 、滩涂

资源和跨海大桥等大型工程建设所创造的综合资源条件 ，充分发挥宁波 、温州

两大中心城市和台州 、舟山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关键作用 ，以沪杭甬高速 、甬台温

高速 、沿海高速铁路 、东海大桥 、杭州湾大桥 、舟山连岛工程等为基本构架 ，以旅

游产品创新与旅游品牌提升为主要内涵 ，重点构建山水商都 、山海天仙 、海天佛

国三大特色旅游区块 。

３ ．浙西南山水生态旅游经济带

要充分依托四省通衢 、四省边际的有利区位条件 ，充分利用生态环境资源 、

山水旅游资源 、民俗文化资源和绿色特长资源等综合优势 ，充分发挥金华 、衢

州 、丽水等浙西南城市群的重要作用 ，以杭金衢高速 、金丽温高速 、缙永高速 、台

金高速 、杭新景高速 、黄衢南高速 、龙丽 、丽龙高速交通体系以及浙赣铁路 、金温

铁路 、衢景九铁路等为基本架构 ，着力构建商贸文化 、四省边际 、绿谷风情三大

特色旅游区块 。

5 ．2 ．2 　利用海洋旅游资源潜力 ，建设十大海洋旅游板块

充分利用海岸海岛类旅游资源的优势 ，以旅游目的地建设为总目标 ，以有

利于空间集聚和深度开发利用为原则导向 ，在全省范围内重点打造特色鲜明 、

品牌效应突出的十大海洋旅游板块 ，即普陀山“金三角”旅游板块 、宁波滨海 —

定海 —岱山连岛旅游板块 、嵊泗 —洋山 —东海大桥港岛旅游板块 、石浦 —象山

港旅游板块 、温州 —洞头 —南麂列岛旅游板块 、苍南 —平阳滨海旅游板块 、雁荡

山 —乐清湾旅游板块 、台州滨海 —大陈岛旅游板块 、三门湾 —东矶列岛旅游板

块和杭州湾大桥 —钱江潮旅游板块 。具体构想如下 ：

普陀山“金三角”旅游板块 ：以海天佛国 、海岛度假 、渔都美食 、渔村家园为

主要特色 。重点完善旅游产品结构 ，丰富度假产品内涵 ，提高环境品位和接待

服务水平 ，进一步提升品牌魅力 ，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品旅游区 。依据旅游

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区位条件 ，以现有“金三角”旅游区为基础 ，以桃花岛 、六

横岛为重点开发对象 ，以蚂蚁岛 、登步岛和虾峙岛等为辅助开发 ，带动该区块海

岛旅游的整体发展 。

宁波滨海 —定海 —岱山连岛旅游板块 ：依托杭州湾大桥建设带来的空间区

位大转换及舟山连岛工程带来的整合契机 ，充分挖掘海防历史文化 、现代港城

文化与海洋渔情文化 ，以高端娱乐 、商务度假 、陆岛风光 、海滩休闲为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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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重点建设镇海 —北仑 —大榭城市沿海开发带 、定海古城及东海蓬莱岱山

岛 ，以金塘岛与秀山岛为连接点 ，以现代国际港口建设为推动力 ，形成一条独具

特色的 、陆海联动的海洋旅游休闲经济带 。

嵊泗 —洋山 —东海大桥港岛旅游板块 ：根据嵊泗列岛的空间布局与资源特

色 ，依托其临近上海的优势 ，以东海大桥为桥梁 ，以洋山深水港建设为机遇 ，充

分挖掘渔乡文化与海岛海礁资源 ，以海港购物 、海空漫游 、外岛观光 、海钓休闲

为主要产品特色 ，重点建设泗礁 、洋山 、花鸟与枸杞四个岛群（旅游区） ，进一步

树立和明确“南方北戴河” 、“天然海滨浴场 、海鲜美食风情” 、“山海奇观”等主题

形象 ，使之成为连接上海与浙江的一颗“海上明珠” 。

石浦 —象山港旅游板块 ：充分利用象山港至石浦一带丰富的海滨 、海岛 、渔

港等观光度假旅游资源 ，整合奉化莼湖 、宁海强蛟 、大佳何镇的滨海区及岛屿群

等海滨休闲旅游资源 ，重点对松兰山海滨旅游度假区 、石浦渔港风情游览区 、中

国渔村 、红岩 、花岙岛等系列项目进行改造提升 ，重点打造“百里黄金海岸旅游

带” 、“中国象山海鲜美食城” 、“石浦渔港风情旅游镇”以及“宁静海湾 · 蔚蓝家

园”等海洋旅游品牌 ，形成以海滨度假 、海鲜美食 、海陆观光为主要特色的 ，独具

东方海洋魅力的综合性滨海度假旅游板块 ，成为宁波海洋旅游的重要支撑 。

温州 —洞头 —南麂列岛旅游板块 ：依托壮观的岛桥工程和丰富的海洋旅游

资源 ，将灵昆岛 、跨海大桥 、洞头列岛 、大北列岛 、北麂列岛和南麂列岛联合开

发 ，通过一系列优先项目开发 ，重点发展国际游轮旅游 、海洋康乐 、海洋运动 、海

洋度假 、海洋文化 、海洋军事 、渔家风情体验等品牌旅游产品 ，优化旅游产品体

系和产业结构 ，全面提升旅游竞争力 ，将该区块建设成为以商务休闲 、邮轮旅

游 、海岛观光为主要特色的国际游轮泊港和著名的海上娱乐游憩区 ，打造中国

最大的岛桥海洋旅游板块 。

苍南 —平阳滨海旅游板块 ：主要依托苍南的沙滩与岸滩旅游资源 ，围绕以

渔寮和炎亭的海滨休闲度假区建设为核心 ，重点开发海滩娱乐 、渔村风情 、海鲜

美食 、海山观光等优势产品 ，有机整合南雁荡山 、玉苍山 、玉龙湖等各大旅游区

的山水旅游资源 ，并借助乐清苍南滨海风景带的建设 ，串连并盘活龙港中国礼

品城 、蒲壮所城 、玉龙湖 、会乡卫城 、玉苍山 、苍南水上城等旅游区 ，建设形成以

海滨休闲 、渔乡风情为特色的海洋旅游板块 ，力争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南端的综

合休闲度假胜地 。

雁荡山 —乐清湾旅游板块 ：该区块包括雁荡山 —七里港区 、乐清湾 —玉环

岛区与大鹿岛海岛旅游区三大区块 ，结合乐清湾大桥建设带来的区位改善条

件 ，以现有旅游区为基本格局 ，充分利用区域雄厚的民营经济实力 ，深度挖掘海

洋海岛文化 、休闲渔业文化与民营经济文化 ，以情景度假 、海空观光 、渔村休闲

29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为主要产品特色 ，进一步树立与明确“中国休闲渔都 、快乐玉环” 、“海韵渔情 、休

闲渔都” 、“海上人家” 、“东海文化明珠 ———乐清” 、“东海第一山” 、“中国民间艺

术之乡”等旅游主题形象 ，全力打造浙东南黄金旅游海湾 。

台州滨海 —大陈岛旅游板块 ：依据该区的总体资源特征与空间分布 ，以台

州新城建设与沿海大通道工程的实施为契机 ，依托区域发达 、成熟的旅游网络

体系 ，充分挖掘地区商贸文化与渔业文化 、红色文化 ，利用沿海优势与海岛资

源 ，以海岛体验 、海上游钓 、海滨观光为主要产品特色 ，进一步树立和明确“世纪

曙光” 、“海上红色旅游基地”等主题形象 ，使之成为长三角地区著名的海洋海岛

休闲度假旅游区 、浙江省的特色旅游区块 。

三门湾 —东矶列岛旅游板块 ：利用沿海大通道与甬台温铁路的建设机遇 ，

努力挖掘海岛渔业文化 、红色旅游文化 、藏传佛教文化与古城历史文化内涵 ，以

海岸观光 、海滨古城 、海岛渔村为主要产品特色 ，重点加强各旅游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 ，改善区域环境与开发条件 ，加快旅游区建设与产品开发的步伐 ，形成比较

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 ，进一步树立和明确“海蚀地貌博物馆” 、“海滨古城” 、“海

上仙子国”等旅游主题形象 ，全力打造“百里黄金海岸旅游休闲带” 。

杭州湾大桥 —钱江潮旅游板块 ：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丰富 、经济实力雄厚 、区

位条件优越和立体交通发达的综合优势 ，以杭州湾三通道的建设为契机 ，加速

区域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完善食住行游购娱配套的旅游休闲服务体系 ，营

造更加宜人的旅游休闲环境 ，努力打造长江三角洲黄金旅游圈的核心区 ；以杭

州 、慈溪与嘉兴为龙头 ，深度挖掘跨杭州湾各大城市的特色与优势 ，加快形成以

钱江观潮 、海滨度假 、岛桥观光为主要特色产品 ，形成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和会

展商务三大功能相互协调 、彼此促进的格局 ，进一步提高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

力和对全省旅游的带动力 。

5 ．2 ．3 　发挥山水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

旅游综合体是最近才提出的旅游发展概念 ，它实际上是从地域生产综合体

的概念得到启发而被引用到旅游业发展思路上来的 ，应该说它在国内旅游发展

历程中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国际上许多旅游综合体的成功经验 ，如美国大西洋

城 ，尤其是迪拜这样的成功例子 ，为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探寻了一条新的思路 。

实际上深圳华侨城的许多项目运作就是一个旅游综合体的概念 。

旅游综合体即旅游地域综合体（tourist territorial complex ）是指在一定地
域范围内 ，由专门的旅游经营部门和与其协作配合的其他辅助部门（包括交通 、

通信 、娱乐 、文化创意等）组成的地域经济组织 ，是旅游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

逐步形成的 。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 ，旅游活动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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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进行 ，故要求各部门间密切配合 ，分工协作 ，发挥区域综合优势 ，形成合理

的旅游经济系统 。从产业特征来看 ，旅游综合体至少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

旅游产业集聚化 、相关产业复合化 、旅游功能多元化 、土地利用规模化 。通过旅

游综合体的运作 ，可以充分发挥各地的综合资源优势 ，共享旅游基础设施 ，减少

重复投资和建设 ，节约用地 ，有利于旅游业各部门同步协调发展 ，提升旅游经济

综合效益 ，也有利于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 、旅游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保护 。

最近杭州市提出了大力加强旅游综合体建设的发展新思路 ，如杭州西溪湿

地要打造西溪天堂旅游综合体 ，以及钱江新城旅游综合体 、超山旅游综合体等 。

通过一系列旅游综合体的开发建设 ，不仅使旅游产业部门得到高效发展 ，也必

将带动整个现代服务业的质量提升 ，进一步改善杭州城市的产业结构 、优化城

市内部的空间结构 ，进而促进城市发展空间格局的良性循环 。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中山岳景观旅游资源十分突出 ，是储量最丰富 、综合

品质最优良的优势资源类型 ，而且山水景观和人文旅游资源优势互补 、组合理

想 ，具备发展山水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的诸多有利条件 。因此 ，在全省新一轮

旅游开发格局中 ，应充分利用山水旅游资源的综合优势 ，强化区域旅游资源及

环境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 ，形成一大批具有综

合品牌效应的旅游产品新亮点 ，为浙江省旅游业的跨越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 。

5 ．2 ．4 　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打造省域经典旅游线路

在区域旅游格局的重构中 ，旅游线路的整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旅

游线路的打造 ，可将一些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旅游板块 、旅游综合体以及其他旅

游节点进行有效的串联 ，充分发挥知名旅游品牌的集群效应 ，对于提升各地旅

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关系重大 。因此 ，在全省新一轮旅游发展格局中 ，

应加强各地优势资源的整合利用 ，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 ，尤其是要通过省

域经典旅游路线的打造来带动全省旅游的大发展 。

在原有的浙东风情旅游线 、浙西山水旅游线 、浙北运河古镇旅游线 、浙中南

生态文化旅游线和滨海海洋旅游线五条黄金旅游线的基础上 ，要积极开发各类

专题旅游线和休闲度假旅游专线 ，包括主要面向东亚市场的浙东佛教文化旅游

线 ，主要面向国内外青少年市场的科普修学旅游线 ，面向海内外商务市场的市

场经济探秘旅游线 ，面向女性市场的购物旅游线 ；大力开发具有浙江特色的畲

族文化旅游线 、浙江民居民风民俗旅游线 、三国文化遗迹旅游线以及杭州 —千

岛湖旅游专线 、杭州 —朱家尖旅游专线 、宁波 —普陀旅游专线 、温州 —洞头旅游

专线等各种休闲度假旅游专线 ；同时 ，加强与周边省市的旅游线路整合 ，逐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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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省际旅游干线 、省域旅游干线和省域旅游专线构成的旅游线路构架 ，形成

覆盖全省 、沟通邻省 、交通便捷的环状旅游网络 。并且 ，根据市场需求动态 ，鼓

励各地联合构建多种形式的旅游线路组合 ，适时开发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旅游专

线 ，积极探索旅游线路的柔性供给方式 ，逐步形成批发型与零售型相结合的旅

游线路供给体系 ，充分满足大众旅游市场和各类细分旅游市场的不同需求 ，进

一步提升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 。

５ ．３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功能结构优化

在全省新一轮旅游发展中 ，要充分利用以地文旅游资源为基本构架的各种

优势旅游资源 ，以“质量提升 、规模集聚 、品牌创新”为基本导向 ，积极开发适应

市场需求的各种旅游产品 ；应逐步提升传统旅游产品 ，创新发展高端旅游产品 ，

大力开发专项旅游产品 ，不断优化旅游产品的功能结构 ，形成完善的旅游产品

供给体系 。

5 ．3 ．1 　稳步提升传统旅游产品

浙江历史文化悠久 、山岳风貌独特 、生态环境优越 、地方风情浓郁 、乡村特

色鲜明 ，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多样 ，同时也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产品 。各级风景

名胜区 、旅游度假区 、森林公园等数量都位于全国前列 。到 ２００７年末 ，全省共

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１７处 ，省级风景名胜区 ４４处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１处 ，省

级旅游度假区 １５处 ；世界地质公园 １ 处 ，国家地质公园 ３处 ，省级地质公园 ２

处 ；国家级森林公园 ３３ 处 ，省级森林公园 ６６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９处 ，省级

自然保护区 ８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５ 处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１２ 处 ，省级历

史文化保护区 ４３处 ；还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９处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１２９处 。这些以生态观光 、文化观光及休闲度假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旅游产品在

全省旅游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从整体开发建设水平而言仍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总体上应根据国家旅游局关于枟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

定标准枠进行产品升级 ，按照“产品国际化 、设施标准化 、服务人性化”的原则逐

步完善和深化 。如对于风景名胜区要深入挖掘科学文化题材 ，增加娱乐性 ，丰

富游览方式 ，增强游客体验性 ；对于文化旅游产品 ，特别是博物馆 、名人故居 、科

技馆等要深化主题 ，注重展示方式 ，增强旅游参与功能 ；对于文化古镇等特色产

品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 ，对古镇整体风貌与环境氛围 、历史文化 、重点

街区与重要节点 、重点院落 、建筑单体与文物 、古镇民俗传统等加强科学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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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对于自然保护区等旅游产品应加强科技展示场馆等旅游专项设施的建

设 ，增强科学性和可游性 ；对于以海洋 、湖泊及山地景观为依托的各类休闲度假

旅游产品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应重点加强旅游综合服务设施的建设 ，以

国际化 、品牌化为主要目标 ，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5 ．3 ．2 　创新发展高端旅游产品

在旅游产品发展思路上 ，要突破单纯的资源加工型发展道路 ，力求通过创

新促进旅游产品的突破和结构优化 ，走出一条符合浙江省情的资源加工 、资本

投入与技术推动相结合的旅游发展道路 。同时 ，应充分利用浙江走在改革前

列 、经济实力雄厚 、民营经济强大和市场机制发达的有利条件 ，抓住机遇抢占市

场制高点 ，通过率先开发高端产品促进产品体系的优化 ，通过开发高端市场引

导和开拓大众旅游市场 。具体在产品开发上 ，应充分借鉴旅游发达国家的先进

经验 ，因地制宜地探索各具特色的高端旅游产品系列开发 ，特别是要高度重视

资本与技术匹配的 、与国际市场接轨而国内尚属稀缺的高端海洋旅游产品的开

发 ，借此占领市场制高点 ，形成浙江旅游的新亮点 。 具体高端旅游产品系列

包括 ：

邮轮及豪华游艇系列 ：利用海洋 、海岛 、港口和湖泊旅游资源优势 ，优先开

发邮轮度假体验 、豪华游艇观光 、大型水上娱乐等旅游产品 。

海岛度假高端产品系列 ：利用浙江海岛资源众多 ，尤其是利用无人岛旅游

资源开发海滨景观度假 、海钓休闲 、荒岛体验 、私人度假岛等高端旅游产品 。

海陆空观光一体化产品 ：依托城市及知名景区 ，着力加强海上交通和海空

交通 ，通过多样化的海洋船舶 、水上直升机和地面直升机 ，开发海陆空一体化的

旅游产品 ，进一步拓展观光旅游产品的内涵 。

山地休闲高端旅游产品 ：利用山地休闲旅游资源优势 ，开发以山地高尔夫

为核心的集山地休闲运动 、山地康疗健身 、景观度假于一体的高端旅游产品 ，适

应旅游国际化需求 。

大型主题游乐旅游产品 ：以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依托 ，借鉴国内外成功

经验 ，尝试开发集商务活动 、旅游节事活动 、地方文化活动 、游艺活动 、特色购物

等于一体的大型主题游乐旅游产品 ，适于补充旅游淡季的产品不足 ，完善旅游

产品结构 ，形成新的旅游增长点 。

5 ．3 ．3 　大力开发专项旅游产品

除了提升传统旅游产品和创新开发高端旅游产品之外 ，还应充分利用各地

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类型多样的专项旅游产品 ，以适应不同旅游市场群体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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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丰富旅游产品体系 ，提升旅游经济综合效益 。具体专项旅游产品包括 ：

文化旅游 ：依托浙江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和发达的科技教育资源 ，开发

历史名城（镇） 、丝茶文化 、宗教文化 、民俗文化 、饮食文化 、名人文化 、科技教育

等系列旅游产品 。

商贸旅游 ：根据浙江省商贸经济的特点 ，依托城市 ，开发商贸考察 、会展旅

游 、经济探秘 、庆典节事等系列旅游产品 。

乡村旅游 ：利用浙江各地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以及富有特色的农业生态 、

田园风光 、民风民俗 、乡村风貌等 ，大力发展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乡村休闲 、休

闲农业 、休闲渔业等系列产品 ，带动地方乡村经济的发展 。

红色旅游 ：以党的历史（中共一大旧址嘉兴市南湖等） 、革命历史人物（绍兴

市鲁迅故居及纪念馆等） 、革命根据地（温州市浙南平阳抗日根据地旧址 、宁波

市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址等）为主题 ，开发红色旅游系列产品 。

科考旅游 ：充分利用浙江丰富的地质地貌 ，众多的动植物种类 ，多样的江河

湖泊 、海岸湿地 ，鼓励发展徒步 、野营 、高山探险 、江河漂流 、洞穴探秘等多种形

式的探索自然科考旅游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规范活动的组织和服务 ，使其

健康有序发展 。

５ ．４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方法与途径创新

5 ．4 ．1 　挖掘资源科学内涵 ，大力提倡科学旅游

目前大多数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普遍存在着简单利用以及只注重形

式而不注重科学内涵的现象 ，其根源在于对旅游资源的科学内涵认识不足 ，重

视不够 ，在开发理念上存在偏差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 ，提高地文旅游

资源的科学利用水平 ，真正实现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必须切实加强对

资源科学内涵的挖掘 ，大力提倡科学旅游 ，创新资源利用方法 。具体可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 ：

一是从对待资源开发利用的观念上加强对地文旅游资源的重视 。应始终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科学利用 、科学发展的基本理念 ，应逐步从开发

体制上体现科学旅游的思想 ，应根据旅游资源所赋有的科学内涵和客观规律来

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 。

二是切实加强科学旅游的辅助设施建设 。提倡科学旅游不仅要从基本观

念入手 ，更要从硬件设施的建设上切实加大投入 ，而不是空喊口号 。就譬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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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内各地到处都在喊加强生态旅游的建设 ，而实际行动上却很少有符合生态

旅游理念的各种设施和手段 ；而国外的各种度假酒店却是很自觉地在限制一次

性用品的投入 ，真正地把生态旅游思想落到实处 ，这就是我们与旅游发达国家

的差距 。因此 ，提倡科学旅游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 ，需要重点加强对风景名胜

区 、自然保护区以及地质公园的科学展示场馆 、科学标识等硬件设施建设 ，多利

用科学的方法来加强对游客的引导 ，以使科学旅游思想深入人心 。

三是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思想的宣传 。目前 ，绝大多数的旅游景

区在介绍景点时 ，总是喜好用拟人状物的东西或神化传说对景物加以杜撰 ，以

吸引游客的好奇心 ，甚至有导游再进行添油加醋一番以博取游客一笑 。这在旅

游业发展初期为吸引游客尚也无可指责 ，而今已进入 ２１世纪 ，我国的旅游业已

逐步进入成熟发展轨道 ，崇尚科学旅游 ，进行资源的深度利用和科学利用才是

发展之道 。因此 ，要倡导科学旅游除了进行科学的规划之外 ，当务之急应是加

强对旅游景区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的旅游资源专业知识的培训 ，广泛进行

旅游开发科学思想的宣传 ，以期促进旅游开发科学理念上的提升 ，实现旅游资

源科学利用的创新 ，真正推动科学旅游的大发展 。

5 ．4 ．2 　加强地质遗迹保护 ，探索资源利用新途径

地质遗迹是人类揭示地球环境演化规律的重要窗口 ，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构成旅游景观的资源基础 。 保护地质遗迹对于实现资源可持续利

用 、促进科研科普 、推进生态建设 、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地质遗迹是地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山岳景观 、地层与矿山 、江河

湖泊峡谷地貌 、岩溶洞穴 、海岸海岛等五大优势旅游资源中均有分布 。据浙江

省国土资源部门的统计 ，目前已登录的地质遗迹共有 ８９５ 处 ，其中国家级地质

遗迹 ５６处 ，省级 ２１５处 ，市县级 ６２４处 。这些地质遗迹景观地貌是构成浙江 １７

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主要风景旅游资源 ，展示了浙江山川海洋之雄伟 、峰

林峡谷之幽奇 、岩溶洞穴之变幻 、丹崖赤壁之神秀 ，使浙江省成为著名的风景之

乡 、旅游胜地 。同时依托这些地质遗迹 ，全省目前已建立世界地质公园 １处 、国

家地质公园 ３处 、国家矿山公园 １处 、省级地质公园 ２处 、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

区 １处 、省级地质遗迹保护区 １ 处 ，并有多处地质遗迹列入其他管理范围的

保护 。

尽管在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 ，但是从地文旅游

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现状来看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已登录的地质遗迹中 ，仅

有 ３％ 被作为地质遗迹受到正式保护 ，有 ８％ 处于不同类型的保护单位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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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被作为旅游资源利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约 ７１％ 的地质遗迹未受任何形

式的保护与标示 。因此 ，从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来说 ，仍需要加强对

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力度 ，进一步探索地质遗迹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新途径 。

一方面 ，由于地质遗迹资源类型丰富 、数量众多 、分布广泛 ，给资源保护带

来许多压力 ，而浙江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对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力度有

增无减 ，这些未被正式保护及尚未发现的地质遗迹正面临工程建设 、采矿和环

境覆绿等人类活动的破坏 。如不加大保护资金的投入 ，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

这些地质遗迹就会遭受很大的生存威胁 。管理部门应切实从设施建设 、科技投

入 、管理制度 、信息管理 、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入手加强对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力

度 ，以期实现地质遗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另一方面 ，从地质遗迹资源的利用类型和途径来看 ，目前普遍的利用类型

就是建设地质公园 、地质遗迹保护区和矿山公园 ，而实际上由于这些利用类型

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而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动力 ，很少实际投入保

护资金 。因此 ，从长远利益考虑 ，对地质遗迹资源的利用应逐步革新途径 ，创新

利用方式 ，应紧密结合各地的实际 ，特事特办 ，一地一案 ，以经济实用与有效管

理为基本原则推行资源利用的新途径 。 如杭州西溪湿地和绍兴镜湖湿地建设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就是一个有益的创举 ，既有效保护了资源 ，又兼顾了地方经

济发展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 ，应积极创造条件在国内率先进行资源利用的创新

试验 ，如推进国家地质博物馆 、地质遗迹旅游试验区 、科考旅游区等多种形式的

资源利用途径 ，进一步加强对地质遗迹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利用 。

5 ．4 ．3 　加强区域资源联合 ，拓展资源利用新方式

针对目前浙江缺少世界级旅游资源及产品 ，应重点加强地文旅游资源的区

域整合利用 ，拓展资源利用新方式 。浙江的地文旅游资源绝大多数主要停留在

单个利用或局部利用的阶段 ，很少从整体类型的优势上加以整合利用 ；而实际

上浙江的地文旅游资源中 ，山岳景观 、江河湖泊 、峡谷地貌 、岩溶洞穴等旅游资

源都具有类型上的整体优势 ，如浙西北的喀斯特岩溶景观 、浙中的丹霞地貌景

观和浙东南的流纹岩地貌景观等都有显著的整体类型优势 ，如果加以整合利

用 ，可发挥综合优势 ，取得资源利用水平的重大突破 。如雁荡山国家地质公园

通过由温州乐清市的雁荡山主园区 、永嘉县的楠溪江（西园区）和温岭市的方

山 —长屿洞天（东园区）的有机整合 ，以中生代火山地质地貌景观为主要特色 ，

成功申报世界地质公园 ，于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１２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进入世

界地质公园网络 。

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成功申报为地文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利用拓展了

99第 ５ 章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设计



新的思路 ，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其他类型的地文旅游资源应积极尝试 ，通过加

强区域联合来提升资源利用的整体品位 。目前 ，江郎山作为丹霞地貌景观的典

型代表之一 ，作为中国南方丹霞地貌景观群的组成部分 ，已经取得申遗成功 ，列

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 ，成为浙江省在世界遗产申报项目上的首个突破 。浙

江境内与此类似的地文旅游资源还有浙西北的喀斯特溶洞群 ，包括建德的灵栖

洞 ，桐庐的瑶琳仙境 、通天河 ，杭州的灵山洞等 ，可利用整体类型优势 ，加强与广

西桂林的芦笛岩 、广东肇庆山七星洞等资源的联合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

通过同类资源的区域联合 ，可大大强化其整体资源优势 ，无论从景观价值 、

资源规模还是典型类型等都会有质的飞越 ，有望提升整体的品位 ，使资源的利

用方式获得新的突破 ，赋予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新的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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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浙江省优势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根据前述旅游资源的综合分析和评价结果 ，山岳景观旅游资源 、地层与矿

山遗迹旅游资源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和海岸海岛

旅游资源是浙江地文旅游资源中优势最为显著的五大资源类型 ，无论是旅游资

源的数量 ，还是旅游资源单体的等级和优良级资源的平均品质等都有明显的优

势 。同时 ，这些优势资源类型也是浙江省各级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和旅游

度假区的主要资源依托 ，在各地旅游开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 ，如何科学

合理地利用好这些优势旅游资源 ，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优势 ，结合不同资源类

型的特点提出合理的开发利用导向 ，将是浙江省新一轮旅游开发的关键所在 。

６ ．１ 　山岳景观旅游资源

山岳景观旅游资源是五大优势资源中数量最多的旅游资源 ，也是浙江省资

源品位最高的资源类型 。根据不同的地质作用和岩性的差别 ，山岳景观旅游资

源又可以分为花岗岩类 、火山岩类和丹霞景观类旅游资源 。由于不同岩性旅游

资源各自依存的地质环境有显著差异 ，因此在资源分布 、景观特色上也表现出

不同的特点 。



6 ．1 ．1 　花岗岩类旅游资源

１ ．旅游资源的分布及典型景观

根据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结果显示 ，花岗岩类的高等级旅游资源单体的分

布主要集中在浙西北 、浙东南和浙南三个区域（参见图 ６ ．１） 。浙西北以大明山

和莫干山为代表 ，大明山是省级风景名胜区 ，莫干山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浙东

南以天台山和普陀山为代表 ，两处均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另外包括临海的括

苍山 、乐清的天门 、洞头的仙叠岩等 ；浙南以浮盖山为代表 ，还有遂昌的南尖岩 ，

龙泉的披云山 、昴山 ，青田的仙鹤山 ，瑞安的仙岩 ，苍南的玉苍山等都属于花岗

岩地貌景观 。

图 ６ ．１ 　花岗岩类旅游资源的分布

花岗岩类岩石经日晒雨淋 、热胀冷缩 ，容易产生球状风化 ，因此 ，花岗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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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景观一般比较平圆雄浑 。但由于多组断裂切割 ，尤其是垂直裂隙的发育 ，并

经流水侵蚀与风化 ，常形成峭壁耸立 、危崖入云 、状如芙蓉的山岳景观 。具有代

表性的典型花岗岩景观有大明山 、天台山 、莫干山 、浮盖山等山岳景观 。

其中 ，大明山的景观形成是由于燕山期岩浆活动形成大片的花岗岩 ，它们

是大明山的岩石主体 。构造隆升作用 ，使大明山 、昌化 、临安乃至整个浙江西北

部大幅度抬升 。后来的构造作用 ，又使花岗岩体发生破碎 。断裂 、切割 、风化 、

剥蚀 ，最终形成了陡峭的花岗岩峰林景观 。大明山除了花岗岩峰林地貌景观十

分壮观之外 ，千亩草甸可称大明山一绝 。在海拔 １０００ 多米的山巅 ，有一马平

川 、广袤千亩之草甸 ，又称“千亩田” 。草深林茂 ，野花遍地 ，尤当春夏之交 ，幽兰

吐馨 ，杜鹃盛开 ，色彩缤纷 ，宛如凝霞 。有 ２５００余种植物在此繁衍生息 ，更为珍

贵的是这里拥有国家珍稀濒危的二级保护植物夏腊梅 。据研究 ，中国夏腊梅仅

此一种 ，产于浙江 ，而浙江 ９９％ 的夏腊梅则集中在大明山 。因此 ，大明山又成为

中国夏腊梅的保护基地 。

天台山包括国清寺景区 、赤城景区 、石梁铜壶景区 、华顶景区 、寒岩明岩景

区等十大景区 ，其中石梁铜壶景区以奇山秀水名闻天下 ，属典型花岗岩地貌 ，是

天台山最著名的景点 。 “石梁”是由三组垂直节理切割花岗岩 ，特别是一组水平

节理切割岩石 ，在梁体间形成较大的裂缝 ，经风化剥蚀和水流冲刷而成 。 “铜壶

滴漏”发育了近东西向压扭性断裂构造 ，切割花岗岩体 ，形成近东西走向巨大的

悬崖峭壁 ，同时伴生南北走向的节理 ，局部还产生小型环状节理 。在南北向节

理与环状节理交会处 ，岩石比较破碎 ，再经水流侵蚀而形成“铜壶” 。

莫干山的花岗岩和火山岩 ———含角砾凝灰岩或熔结凝灰岩 ，其实是同源异

相 ，都是中酸性的岩浆活动形成 。这些岩浆先喷出地表 ，形成大片的火山岩 ，尔

后 ，火山喷发停止 ，岩浆转而侵入到地表以下 ，就形成了花岗岩 。 在靠近围

岩 ———火山岩的部位 ，由于温度下降很快 ，它们的结晶很细 ，形成边缘相细粒花

岗岩 ，这在塔山 、旭光台以及景区入口公路旁都可以见到 ，而在岩浆体的中心部

位 ，温度下降缓慢 ，岩浆慢慢结晶 ，结晶的颗粒就粗 ，如剑池附近所见 。后来的

地壳升降运动 ，使山体抬升 、断裂 、切割 ，再加之风畋 、日晒 、雨淋 、冰冻等侵蚀风

化作用 ，终于形成剑池 、怪石角等自然景观 。因此 ，莫干山的秀丽多姿 ，也是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之杰作 。此外 ，莫干山茂林修竹 、气候垂直变化显著 ，素有“清

凉世界”之美誉 ，与北戴河 、庐山 、鸡公山并列为我国四大避暑胜地 。

浮盖山位于浙闽两省交界处江山市廿八都镇 ，距江山市区约 ６８ 千米 。浮

盖山山体呈东西走向 ，由燕山晚期粗粒黑云母花岗岩组成 ，属花岗岩地貌 。风

景区总面积约 ５０平方千米 ，分六大景区 ，即莲花洞 、三叠石 、浮盖 、观音岩 、纱帽

岩和龙洞景区 。各景区特色各异 。浮盖 、纱帽岩和龙洞景区的石景雄伟壮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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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数里 ，气势磅礴 ；而莲花洞 、三叠石 、观音岩景区 ，石景酷似人物或动物 ，形

神皆备 ，妙趣横生 。浮盖山风景区是江郎 —浮盖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普陀山的花岗岩地貌和海蚀海积景观十分典型 ，既有内生的构造及岩性因

素 ，也是风化与海蚀等外在作用的结果 。在距今 １ ．５ 亿年的燕山早期 ，火山活

动强烈而频繁 ，到 １ ．２亿年的燕山晚期 ，又有大规模岩浆侵入活动 ，形成了分布

于风景区的火山岩和钾长花岗岩 ，它们构成了各类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 。同

时 ，区域性构造运动 ，又形成了区内山岳 、沟谷的基本格局 ，使各种自然景点的

形成有了内在因素 。另外 ，由于普陀山 、朱家尖两岛突出于舟山列岛的东端 ，濒

临东海 ，风化与海蚀作用分外强烈 ，使各种自然景点的形成又有了外在因素 。

广泛分布的钾长花岗岩体和酸性火山碎屑岩 ，其矿物组分与物理性质相似 ，原

生及次生节理 、裂隙发育 ，因而 ，砂（砾）滩 、岸礁 、岩洞和奇特石景等多沿两岛东

岸展布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导向

天台山雄浑奇秀的花岗岩地貌是全国少见的奇特的地貌景观 ，与赤城山丹

霞地貌 、寒岩明岩的火山岩地貌 ，以及丰富的佛教 、道教文化相融 ，形成了独特

的天台山文化 。另外 ，天台恐龙蛋化石 、骨骼化石及产地属于国家级地质遗迹 ，

石梁飞瀑 、天台“人字形”断陷盆地 、鼻下许锥火山 、百丈坑 、磨石山群剖面 、天台

群剖面属于省级地质遗迹 ，均属于重要的地质遗迹保护对象 ，可利用天台山典

型的花岗岩地貌景观和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 ，开发成为国家级花岗岩地质公

园 ，增强景区科学内涵 。

大明山与黄山都属于花岗岩地貌景观 ，而且地质条件及气候条件都与黄山

类似 ，人称“浙江小黄山” 。大明山堪称山水浙江之缩影 ，浙西净土之一 。它以

“一泓碧湖 ，十里幽谷 ，百米飞瀑 ，千亩草甸 ，万米隧洞 ，群峰啸天 ，林海无边”而

著称 。大明山旅游资源的独特性 ，自然风光的异美性 ，明文化的传奇性 ，已成为

理想的旅游 、探秘 、科普教育的基地 。另外 ，在大明山周边地区还有众多珍贵的

地质遗迹资源 ，瑞晶洞碳酸盐岩地貌和昌化鸡血石是国家级地质遗迹 ，浙西天

池 、湍口温泉 、浙西大峡谷 、马啸石长城 、马啸加里东运动面 、大明山花岗岩地貌

等属于省级地质遗迹 。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可建设成为一个景观类型丰富的

国家地质公园或提升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莫干山不仅花岗岩地貌景观独特 ，而且其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得益彰 。

自然景观有著名的竹 、云 、泉“三胜”和绿 、清 、凉 、静“四优” ；人文景观方面由于

其 １０００多年的开发历史 ，使莫干山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景观 ，众多的历史名人 ，

为莫干山留下了大量的诗文 、石刻 、事迹和 ２００ 多幢珍贵的名人别墅群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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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群 ，依山势展开 ，高低错落有致 ，遍布于风景区各个山头 ，掩映于茂林修竹

之中 ，有中国古典式建筑 ，也有欧洲中世纪城堡式 、庄园式等建筑 ，而且每一幢

别墅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与庐山的名人别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

具有很高的景观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因此莫干山又有“世界近代建筑博物馆”

之称 。这类旅游资源在国内十分罕见 ，也符合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宗

旨 ，应积极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品位 ，提升品牌

效应 。

普陀山四面环海 ，冬暖夏凉 ，岛上风光秀丽 ，金沙绵亘 ，古刹林立 ，森林覆盖

率达 ７５％ 。它以优美的山海景观和悠久的佛教文化蜚声海内外 ，集山海胜景和

人文景观于一体 ，不仅是佛教文化圣地 ，同时也是著名的海岛风景旅游胜地 。

岛上林木葱茏 ，洞壑幽深 ，奇石嶙峋 ，潮音不绝 ，景观十分丰富 。同时 ，普陀山也

是一个地质遗迹集中区 。周边区域内共有国家级遗迹 ２处（普陀山花岗岩地貌

及海蚀景观 、普陀桃花岛晶洞花岗岩） ；省级遗迹 ５处（朱家尖海蚀海积地貌 ，白

山 —月岙花岗岩地貌 ，百步沙 、千步沙 、海蚀沙 ，潮音洞海蚀洞穴 ，飞沙岙海岸地

貌） ，以奇特的花岗岩地貌和优美的海蚀海积景观闻名于世 。因此 ，普陀山的旅

游开发应在现有国家级风景区的基础上 ，加强周边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 ，积极

申报国家海岛地质公园 ，并可建立国家海蚀地貌博物馆 ，以进一步丰富风景区

的旅游资源科学内涵 ，加强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 。

6 ．1 ．2 　火山岩类旅游资源

１ ．旅游资源的分布及典型景观

火山岩类高等级旅游资源单体的分布相对比较广泛 ，在浙江西部 、中部以

及东南部都有分布 ，但比较集中的分布区域是在东南部 ，尤其是在江山 —绍兴

大断裂的东南面 。具体如图 ６ ．２所示 。

浙江的火山岩地貌类型多样 ，各具特色 。典型景观有天下奇秀雁荡山 、江

南奇山天目山 、火山熔岩桃渚 、奇峰异石仙都 、峰林奇景仙华山 、奇雄巍美神仙

居 、火山凝灰岩石窟大佛寺等 。

雁荡山是非常典型的火山流纹岩地貌 ，具有典型的破火山构造 。其奇异的

景观 ，雄险的地貌 ，皆与火山活动有关 ，是世界地质公园的主要内容 。雁荡山自

然景观形成受以下三个条件所决定 。一是有巨厚的火山岩岩层 ，它们是丰富的

造景“原料” 。早在中生代白垩纪早期（１ ．２８亿年前） ，雁荡山发生了四期火山喷

发 。不同期次的火山喷发 ，岩层岩石性质上有明显的差异 ，特别是岩石内部结

构的不同 ，包含角砾的数量 ，后期火山作用等 ，成为不同的奇岩景观的物质基

础 。二是断裂构造作用影响 。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发育形成了直径几十千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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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 　火山岩类旅游资源的分布

破火山口 ，它从总体上控制了火山活动的范围和断裂构造呈环状分布的特征 。

三是流水侵蚀 、风化剥蚀 、重力 、温差等外营力作用 ，雕塑了雁荡山水盆景奇观 。

雁荡山记录保存着晚中生代陆地火山爆发 、塌陷 、复活隆起的完整的火山演化

过程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属罕见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火山地质博物馆 ，

是进行古火山地质研究和普及地学知识的理想场所 。

天目山包括西天目山和东天目山 ，主要由寒武 、奥陶纪沉积岩和晚侏罗世

火山岩构成 。这一地区先前为一片广阔的海域 ，期间接受了大量的沉积物 ，大

约在 ４ ．３８亿年的古生代奥陶纪末 ，地壳隆起 ，海水退出 。以后经历了地壳运动

的影响 ，使沉积地层发生褶皱 、断裂 ，并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经受着大自然的侵

蚀风化 。到了距今 １ ．４亿年的中生代侏罗纪末 ，在燕山运动的作用下 ，天目山

地区火山活动十分强烈 ，喷发出大量的酸性和中酸性岩浆 。火山喷发经历了两

个阶段 ：早期火山作用 ，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爆发伴随有岩浆喷溢 ，沿火山口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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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了巨厚的火山碎屑物和熔岩 ；晚期火山作用 ，表现较为平静 ，以中酸性 、酸

性岩浆喷溢为主 ，熔岩向四周缓慢溢流 ，形成流纹岩台地 ，熔岩厚度达 １２００米

以上 ，构成了今日天目山的主体 。由于流纹斑岩垂直节理发育 ，因此在流水的

侵蚀切割作用下 ，形成了悬崖壁立 、深谷万丈 、陡峻奇特 ，从而构成了天目山最

具特色的山崖景观 。

桃渚是火山熔岩喷溢区 ，以火山熔岩地貌为主 ，又兼海岛风光 。景区内以

“峰 、石 、瀑 、洞 、滩”为主要特色 ，其军岩 、南天一柱 、七仙女 、亚运火炬等景观造

型奇特逼真 ，令人拍案称绝 。火山构造景观完美备至 ，火山管道 、火山颈 、火山

锥和火山弹 、火山石球 、熔岩流动构造等十分典型 。熔岩石柱 ，漫山遍野 ，密密

麻麻 ，构成“万柱峰” 、“千柱崖” 、“巨人道”等神奇怪诞的景观 ，雄伟壮观 ，令人叹

为观止 。还有我国独有的翼龙化石和雁荡鸟化石 ，为桃渚景区增添了奇异的色

彩 ，是理想的火山岩地质地貌科研与教学基地 。

仙华山则以峰林景观著称 。大约 １ ．２亿年前的白垩纪初期 ，仙华山一带火

山喷发形成了一套上百米厚的流纹岩 。 正是这层流纹岩被切割分离成仙华山

的峰林地貌 ，可以说 ，流纹岩有多厚 ，仙华峰林就有多高 。构造运动产生的多组

垂向破裂带是形成仙华山峰林的另一个控制因素 ，崩塌作用沿着多组破裂带同

时发生 ，最终把这套流纹岩分割成峰林 。

神仙居的景观以奇雄 、巍美 、多变著称 。五个景区各具特色 ，神仙居之奇 、

景星之雄 、公孟之巍 、十三都之清 、淡竹之幽 ，可谓相辅相成 ，各有千秋 。神仙居

主要由熔结凝灰岩和流纹岩组成 。它们的形成时代 ，都是 １ 亿多年前的白垩

纪 。熔结凝灰岩是早阶段火山喷溢的产物 ，流纹岩是晚阶段岩浆流溢的产物 。

这两类岩石构成两级明显的地貌面 ：一级海拔 ４５０ ～ ５００米 ，为熔结凝灰岩 ，面

积较大 ；二级海拔 ７００米左右 ，为流纹岩地貌面 ，面积较小 ，覆盖于熔结凝灰岩

之上 。

新昌大佛寺景区是新昌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凝灰岩地貌景

观发育过程完整而且典型 ，它经历了凝灰岩平台 、峰墙 、陡崖 、峰丛 、造型山体 、

象形石等阶段 。它不同于以流纹岩为主的雁荡山 、仙居神仙居和临海桃渚地

貌 ，而具有其自身特色和美学价值 。此外 ，其石窟 、佛雕为我国南方早期艺术杰

作 ，具有很高的历史 、文化 、宗教 、艺术等价值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导向

火山岩地貌景观在浙江省内分布较广 ，其开发利用程度也较深 ，目前已经

形成 １处世界级地质公园即雁荡山 ，７处国家级风景区包括雁荡山 、雪窦山 、仙

都 、仙居 、百丈漈 —飞云湖 、方山 —长屿洞天等 ，３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即天目

山 、清凉峰和凤阳山 ，７个省级风景区包括桃渚 、仙华山 、南明山 —东西岩 、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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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泽雅 、大佛寺等 。 这些地文旅游资源虽然都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和利用 ，但

是 ，从旅游资源的品位和开发潜力而言 ，不少资源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重点

应把握以下几个努力方向 ：

一是以世界知名品牌为开发导向 。如雁荡山和天目山 ，已经具备了成为世

界知名旅游品牌的基础 。雁荡山是浙江省唯一的世界地质公园 ，天目山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自然生物圈的成员 ，它们在浙江省的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

用中堪称典范 。但是 ，从旅游资源的利用效能以及所处的经济区位条件而言 ，

其开发利用水平和综合影响力 ，与黄山 、九寨沟 、张家界等世界级的名山仍有不

小的差距 。因此 ，要真正发挥世界级旅游产品的效能 ，除了加强旅游基础设施

和专项设施的建设之外 ，重点应加强与周边旅游资源的整合工作和市场营销开

拓工作 ，尤其要以不断提高国际知名度为目标 ，力争把景区做强做大 ，并加强景

区软件服务水平 ，提升旅游品牌内涵 ；同时 ，要积极开展申报世界遗产的各项工

作 ，真正将其打造成为国际一流水准的旅游景区 。

二是以加强区域联合为开发导向 。如仙居的神仙居景区和新昌的大佛寺

景区等 ，自身建设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但不具备成为世界级旅游品牌的潜

质 ，应充分利用它们相互之间地缘的接近性 ，形成旅游路线的重新整合 ，不仅可

以丰富区域旅游产品 ，还可以从整体上增强区域旅游市场的竞争力 ，达到互利

共赢的目的 。如前几年新昌 、天台 、仙居 、临海和温岭等地旅游部门组织的“新

天仙配”旅游产品组合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三是以整合提升为开发导向 。如桃渚 、仙华山景区等 ，自身建设已经初具

规模 ，但从景观的独特性和稀缺性而言 ，仍具有提升品质的空间 ，具备成为国家

级风景区的潜力 。所以 ，应重点加强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利用 ，丰富旅游产品类

型 ，提高建设品位 ，力争再上台阶 ，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桃渚景区是

国家级火山岩地质公园 ，景观特色鲜明 ，有“天然火山博物馆”之称 。目前 ，其旅

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无论从景区基础建设和品牌形象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首先应加强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游览设施建设 ，包括地质博物馆等

科学展示场所的建设 ，提高景区的科学内涵 ；其次应加强与桃渚古城的整合利

用 ，将科学旅游与文化旅游有机结合 ，打造景区独特的品牌形象 ，以建设国家级

风景区为主要目标 ，力争成为台州市的重点品牌景区 。

6 ．1 ．3 　丹霞景观类旅游资源

１ ．旅游资源的分布及典型景观

丹霞景观类高等级旅游资源单体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 ，主要分布在靠近江

山 —绍兴大断裂带的浙江中部地区 。具体如图 ６ ．３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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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３ 　丹霞景观类旅游资源的分布

据旅游资源普查资料 ，浙江省境内的丹霞地貌旅游资源单体为 ２６ 个 ，虽

然旅游资源总量相对较少 ，但其景观各具特色 ，资源品质相对较高 ，旅游资源

单体的平均品质分达到 ４ ．２３ ，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的平均品质分达到 ７ ．０ ，

与其他地文旅游资源相比具有较明显的品质优势 。 其典型景观有三峰奇石

江郎山 、浙中丹霞第一山方岩 、新昌穿岩十九峰 、岩崖洞府三都屏岩 、围棋圣

地烂柯山等 。

江郎山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是浙江首个自然遗产地 ，位于浙闽赣三省

交界处的浙江江山市江郎乡境内 ，距江山市区 ２５ 千米 。 江郎山为典型的丹

霞地貌 ，具有丹崖 、险峰 、岩洞和幽谷等地貌景观 。 江郎山山体浑憨纯厚 ，色

丹如霞 ，具有丹霞地貌“顶平 、身陡 、麓缓”的基本特征 ，其发育历史 ，可追溯到

１亿多年前的早白垩世 。当时构造运动使地壳拉张 ，在江郎山一带形成一个

山间盆地 ，称为峡口盆地 。 在该盆地中沉积了一套内陆湖盆相碎屑岩地层 。

这套地层的下部是湖相砂岩和泥岩 ，岩性较为软弱 ，易于风化 ；而上部是厚层

的含火山岩砾石的砂砾岩和砾岩 ，较为坚硬而不易风化 ，它们是江郎山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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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峰形成的物质基础 。 至晚白垩世末及古近纪初 ，峡口盆地发生了较大规模

的构造运动 ，使盆地内的红色地层产生了破裂 ，同时也使峡口盆地由堆积的洼

地转变成遭受剥蚀的山地 。经过长期的剥蚀之后 ，早期沉积的湖相泥岩易于风

化形成了峡口盆地中大面积的丘陵与平原地貌 ，而不易风化的砂砾岩则突起成

山峰 。而大弄 、小弄的密集节理带则因岩石破碎而迅速被剥蚀 ，终成两条细长

的峡谷 ，将江郎山丹峰一分为三 ，并按“川”字形相峙而立 ，形成了“三峰列汉”的

奇景 。

方岩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位于浙中金衢盆地东缘的永康市石柱镇 ，离永

康市区 ２０千米处 ，风景区总面积为 ９２平方千米 。包括方岩山 、五峰 、南岩 、石

鼓寮 、灵山湖 、状元湖等八大景区 。方岩景区拥有奇异的丹霞地貌 ，被称为浙中

丹霞第一山 。白垩纪后 ，浙江中部的大构造带 、江山 —绍兴断裂带又复活运动 ，

方岩在近东西向与南北向二组断裂构造影响下 ，被切断成格子状方形岩块 ，同

时 ，受差异升降作用 ，方岩山突起 ，格子状构造带中物质被风化 、剥蚀 、流失 ，形

成山方顶平 、悬崖峭壁 、危岩突起 、势若城堡的丹霞地貌 。

穿岩十九峰 ，位于新昌县城西南 ２２千米的镜岭镇 ，这里有 １９ 座山峰南北

走向鱼贯排列 ，又因其中马鞍峰的千丈中腰有一岩洞东西相通 ，故名“穿岩十九

峰” 。穿岩十九峰的山体地层属早白垩世朝川方岩组 ，是红色近水平的砂砾岩

沉积岩 。千姿百态的峰林 、石洞 、怪石 ，通常是丹霞地貌最突出的景观特征 。穿

岩十九峰的物质组成及形成过程基本类同广东丹霞山 ，但岩峰的切割还不深 ，

尚未形成典型的峰林景观 ，因此穿岩十九峰属于丹霞地貌发展初期或初期向中

期过渡的阶段 ，这在全国比较罕见 ，具有很好的科学研究价值 。

烂柯山是省级风景名胜区 ，位于衢州市南面 ２８千米的石室乡 ，属仙霞岭余

脉 ，面积约 １６０平方千米 。烂柯山虽不高 ，但水秀山明 ，风景秀丽 ，人文景观丰

富多彩 。烂柯山又为古时道教圣地 ，遂成为天下名山 ，也是传说中的中国围棋

的发源地和世界围棋界人士眼中的围棋圣地 。烂柯山最典型的景观属天然“石

梁” ，也称“天生桥” ，悬空而架 。关于“石梁”的形成 ，主要是受风化剥蚀等综合

作用所致 。在白垩纪 ，衢州地区沉积了一套紫红色细砂岩与砂砾岩互层岩石 。

后来 ，受构造作用影响 ，地块抬升 ，岩体破碎 ，“石梁”成为一道两面悬空的陡崖 。

其中 ，紫红色粗粒砂砾岩由铁锰质胶结 ，岩性坚硬 ，虽经千百万年的风化侵蚀 ，

岩石表面形成千疮百孔 、凹凸不平的现象 ，但仍能抗风化 ，常呈突起的岩体而不

被剥蚀 。而细砂岩层中含有较多的钙质胶结物 ，岩性相对较软 ，又经长年累月

的日晒雨淋 ，风化剥蚀 ，细砂和钙质流失 ，成为洞穴 ，因此 ，烂柯山也是经典的丹

霞地貌 。后来人类在此居住又经挖掘开拓 ，不断扩大而成 。 “石梁”中的“一线

天”景点 ，其形成机理也属同一成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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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导向

丹霞景观类的旅游资源在浙江省内虽然总量较少 ，但资源品质优异 ，在全

省的旅游资源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 。目前 ，已经建成江郎山和永康方岩 ２个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 ，烂柯山 、三都 —屏岩和穿岩十九峰 ３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旅

游资源得到了良好的开发利用 。今后 ，这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向重点是提

升品位和进行资源的深度利用 ，主要应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依靠类型优势 ，提高整体品位与知名度 。浙江境内的丹霞地貌特征十

分典型 ，景观独特 ，类型丰富 。如江郎山的三片石形成陡峻的“三峰列汉”奇景 ，

堪称一绝 ；而永康方岩的丹霞地貌包括方岩山 、五峰 、南岩 、石鼓寮等景区 ，以雄

奇险峻著称 ，景观形态丰富 ，是丹霞地貌特征最明显 、发育最完全的区域 。今后

应充分利用该资源类型整体的优势 ，加强跨区域的联合 ，积极申报世界自然遗

产 ，力争有所突破 ，为浙江省世界级旅游产品的打造再添新的亮点 ，争取成为浙

江西部的拳头旅游产品 ，发挥区域龙头作用 。

二是要加强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 。如永康方岩景区既是风景优美的国家

级风景区 ，同时又是浙江省内重要的地质遗迹资源 ，应充分发挥资源的综合优

势 ，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 。因此 ，可在现有景区的基础上 ，申报建设国家地质公

园 ，提高景区的科学文化内涵 ，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结构 ，发挥旅游资源的综合

效能 。

三是要加强旅游景区的精品化建设 。烂柯山 、三都 —屏岩和穿岩十九峰 ３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在建设品位上还有待于提升 ，包括景区内部的游览系统 、标

示引导系统 、景物展示等方面都处于初级阶段 ，应该按照景区精品化的要求加

强基础设施和游览辅助设施的建设 ，提高景区的环境品位 ，力争成为区域旅游

的精品 。

６ ．２ 　地层与矿山遗迹旅游资源

6 ．2 ．1 　 “金钉子”地层剖面

１ ．旅游资源及典型景观

地层剖面作为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 ，尽管在浙江境内数量极少 ，但具有典

型意义 ，尤其是“金钉子”地层剖面更是十分稀有 ，是科学考察和修学旅游的重

要旅游资源载体 。

浙江省地质构造复杂 ，地层出露齐全 ，自元古界至新生界分布均广 。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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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殊标志的“金钉子”地层剖面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和科学价值 。地质学界

把国际标准地层剖面称之为“金钉子” 。世界上已批准的“金钉子”共计 ４７ 个 ，

我国仅有的两个“金钉子”都在浙江省境内 ，即常山金钉子和长兴金钉子 。常山

黄泥塘的中奥陶世（４ ．９亿 ～ ４ ．３５亿年前）地层以及笔石 、牙形刺动物化石发育

良好 ，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确认为奥陶系达瑞威尔阶全球界线层型标准剖

面 ——— “金钉子”剖面 。长兴煤山的“金钉子”反映的是古生代末期（二叠纪）与

中生代早期（三叠纪）交界时期海洋沉积物及化石的变迁 ，因为它完整性好且连

续性强 ，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确认为二叠系 —三叠系全球界线层型标准

剖面 。

长兴煤山的“金钉子”既是二叠纪与三叠纪界线的标志 ，又是中生代与古生

代之间的标志 ，被认为是地质历史上三个最大的断代“金钉子”之一 。大量生物

绝灭作为“代”与“代”之间的界线 ，因此“代”与“代”之间的界线“金钉子”级别最

高 ，学术价值最大 。见证地球历史代与代之间变迁的“金钉子” ，全世界只有三

枚 ，长兴“金钉子”为其中之一 ，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是当之无愧的瑰宝 。

常山县黄泥塘“金钉子”剖面 ，１９９８年 １月获得了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通

过和批准 ，是我国第一个“金钉子” 。黄泥塘“金钉子”剖面是阶与阶之间的标

志 ，为奥陶纪达瑞威尔阶全球界线层型剖面 。全球达瑞威尔阶的划分 ，都以此

为标准 。在地球历史上 ，从 ４ ．９亿至 ４ ．３５ 亿年间的 ５５００ 万年为奥陶纪 ，这是

地球上第一个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 。作为奥陶纪年代地层单元的

主要化石门类 ———笔石和牙形刺 ，在常山黄泥塘剖面得到最好的发育和保存 ，

因而具有非常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目前 ，常山金钉子和长兴金钉子均已建立剖面保护区 ，并且都兴建了国家

地质公园 ，成了知名的地质旅游景点 。金钉子地层剖面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旅

游资源 ，虽然其科学考察与科学研究价值极高 ，但是普通大众很难对其有足够

的了解和重视 ，也很难有比较大的旅游兴趣 。因此 ，如何利用好这类特殊的旅

游资源也是一个难题 。笔者认为 ，首先 ，应加强地质博物馆 、科学展厅等基本硬

件的建设 ，通过高品位的建设 ，力争把室外的实物形态与室内的展示有机结合

起来 ，把野外难以理解的深奥知识通过室内展馆的展示进行有效的弥补 ；其次 ，

展示形式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大众的思维和审美习惯 ，应尽可能通过生动活泼的

形式如多媒体 、动漫 、实物与图片的结合等多种技术手段向游客展示科学原理 ，

深入浅出 ，寓教于乐 ，使大众能乐于接受科普知识 ；第三 ，应加强对科学 、科普旅

游等知识性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力度 ，应特别强调该类产品的稀缺性和珍贵

性 ，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要加以合理引导 ，广泛宣传崇尚科学的旅游理念 ，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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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类独特的旅游产品打造成为浙江旅游的精品 ，在国内地质旅游景点中独树

一帜 ，成为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典范 。

6 ．2 ．2 　矿山遗迹旅游资源

１ ．旅游资源及典型景观

矿山遗迹旅游资源在浙江境内数量不多 ，但颇具特色 。这些资源主要包括

矿山遗迹和采石场遗迹 ，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采掘和加工 ，所遗留下来的

痕迹现已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旅游资源 。

由于长期复杂的地质作用 ，造就了浙江丰富的矿产资源 。浙江的非金属矿

产储量巨大 ，在全国占有比较优势 ，其中叶蜡石 、明矾石 、萤石 、硅藻土 、沸石 、伊

利石 、膨润土 、硅灰石等矿产资源储量名列全国前茅 。省域内已发现的金属矿

产有 ２３种 ，矿产地 ２８２处 ，其中遂昌金矿为大型金矿 。浙江的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历史悠久 ，早在新石器时期浙江先民就对各类岩石 、玉石 、黏土 、陶土以及制

造彩陶用的赤铁矿 、锰矿等进行原始采集和应用 ；先秦到秦汉至明清时期对铜 、

铁进行采冶和铸造 。如遂昌金矿早在宋代就开始采冶金银 ，现留有许多原始采

矿遗迹 ，加上当地自然和人文景观 ，成了一个新兴的“黄金之旅”景点 ，并成为国

内第一个国家矿山公园 。

另外 ，在浙江广为分布的火山岩 ，特别是侏罗系 、白垩系的凝灰岩 、凝灰角

砾岩等 ，一般呈块状构造 ，岩块大 、岩层厚 ，岩石节理少 ，抗风化能力强 ，抗压强

度大 ，耐酸碱性能良好 ，硬度中等 ，易于刻凿加工 ，是优质的建筑石料 。浙江采

石历史悠久 ，公元前 ４９０年 ，绍兴就开始采凿石材筑城 、修路 、造桥 。到了宋代 ，

浙江已形成规模宏大的采石产业 ，明 、清代更盛 ，绍兴 、新昌 、温岭 、三门等地成

了当时著名的石材产地 ，龙游 、德清 、黄岩 、宁海等地也开采石材 。历经千百年

的采石 ，采石场遗址形成了独特的硐窟景观 ，也催生了独特的石文化 。如绍兴

柯岩 、吼山 、东湖 ，新昌大佛寺 ，温岭长屿硐天 ，三门蛇幡岛 ，龙游石窟 ，黄岩朱砂

堆 ，宁海伍山等采石遗址各具特色 ，并且与当地自然 、人文景观和园林建筑相互

融合 ，构成了独特的旅游风景线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浙江的矿山遗迹旅游资源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以原始采石洞窟遗

迹为主的旅游资源 ，如龙游石窟 、温岭长屿硐天等 ，以洞窟探秘为主要特色 ；第

二种为废弃矿山遗迹经修复 、改造 、提升建设成为新的旅游景区景点 ，结合当地

的自然和人文特色 ，大多以遗迹 、山水 、文化为主题 ，如绍兴柯岩 、吼山 、东湖 ，新

昌大佛寺 ，三门蛇蟠岛等 ；第三种以矿山遗迹为基础 ，融入现代旅游元素 ，拓展

到现代矿山旅游 ，如遂昌金矿颇具特色的“黄金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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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各具特色的矿山遗迹旅游资源是打造浙江省特色旅游产品的一个重

要方面 ，应从浙江旅游发展全局的高度加以重视 ，在以保护遗迹为前提下合理

地加以利用 ，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目前 ，这些资源大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

的开发利用 ，但从精益求精的要求来说 ，在今后的旅游开发中还需注重以下几

个问题 ：一是要注重科学内涵的提升 ，特别在旅游景点的介绍中要把旅游资源

科学的成因 、内在机理和景观特色加以客观的表述和适当的展示 ，向游客传递

矿山遗迹旅游的科学内涵 ；二是要注重文化品位的提升 ，在旅游景点建设中应

把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与特色景观的内在联系进行有机的结合 ，使自然

景观 、历史文化沉淀与先人的聪明才智有机融合 ，赋予景点以灵魂 ，使生硬的

“石头”焕发活力 ；三是要注重现代旅游元素的融入 ，应根据现代旅游消费的心

理需求 ，力求把可参与性的旅游项目融入其中 。如遂昌金矿的“黄金之旅” ，让

游客了解金矿的开采 、冶炼 、加工等各个环节 ，并可参与淘金等娱乐项目 ，进一

步丰富旅游活动内容 ，使旅游景点更具生命力 ，更能适应现代旅游市场的需求

特点 。

６ ．３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在浙江省五大优势地文旅游资源中排名第二 ，

是仅次于山岳景观的重要地文旅游资源 。据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资料显示 ，全

省的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主要包括峡谷段落 、观光游憩湖区 、瀑布跌水

景观以及水库 、古河道等资源单体类型 ，资源单体总数超过 １５００ 个 。其中 ，有

峡谷段落 １８７个旅游资源单体 ，谷地型旅游地 １４８个资源单体 ，观光游憩湖区

１４６个资源单体 ，悬瀑 ５１９个资源单体 ，跌水 １３６个资源单体 ，古河道段落 ５个

资源单体 ，水库观光游憩区 ４４５个资源单体 。目前 ，已经建有西湖 、富春江 —新

安江 、南溪江等 ５个国家级风景区 ，有东钱湖 、南北湖 、瑶溪 、鉴湖 、曹娥江 、天荒

坪等 １３个省级风景区 。可见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不仅资源数量众多 ，

而且类型丰富 ，品质优良 ，也是浙江旅游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资源载体 ，对于浙

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6 ．3 ．1 　峡谷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１ ．旅游资源及典型景观

浙江具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总体地貌格局 ，山岳占了土地面积的 ７０％ 左

右 ，加上山系庞大 、山高陡峻 ，年降水量丰富 ，造成河流的上游和山区河流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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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大 ，流速大 ，河水向下侵蚀河谷的能力较强 ，常常形成众多的“V”形峡谷 。因

此 ，在浙江境内拥有十分丰富的峡谷地貌景观 ，在全省各地都有广泛分布 。在

峡谷类地文旅游资源中最具盛名的有富春江七里泷“小三峡” 、新安江铜官峡 、

临安昌化浙西大峡谷 、太湖源龙须峡谷 、黄浦江源龙王山谷 、宁海白溪浙东大峡

谷 、泰顺雅阳浙南大峡谷 、磐安浙中大峡谷等 。

富春江七里泷“小三峡”自建德梅城古镇乌石关起 ，至桐庐七里泷富春江水

电站 ，全长 ２３千米 。七里泷一带 ，水仄山险 ，流曲滩多 ，两岸峰石突兀峥嵘 ，向

有“小三峡”之称 。历史上 ，这里滩多流急 ，舟楫难行 ，下水如飞 ，上行维艰 ，有

“有风七里 ，无风七十里”之谓 ，并形成“七里扬帆”名景 。 “小三峡”由乌石关 、乌

龙峡 、子胥峡 、葫芦峡组成 ，为富春江 —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区的精华地段 。

浙西大峡谷位于浙皖接壤的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又因地处浙江西

北部 ，故名为“浙西” 。浙西大峡谷属“V”字形峡谷地貌 ，峡谷自龙岗地塔至马啸

路口村 ，全长约 ７４ 千米 ，以自然生态为特色的旅游区 ，主要包括鸬鹚潭 、吊水

岩 、柘林瀑 、剑门关 、嬉水滩 、梅鹿苑 、狮象湾 、八仙潭等景点 。浙西大峡谷一经

发现 ，就得到旅游界的首肯 ，旅游专家在考察浙西大峡谷后 ，称之为“华东第一

旅游峡谷” 。这里的自然资源优势可概括为“五个之最” ，即在华东地区内 ，浙西

大峡谷是“峡谷最长 ，植被保护最好 ，山水风光最佳 ，峡谷区内居住人口最少和

距离沪杭大都市最近” 。

浙中大峡谷地处磐安县东北部尖山 、胡宅和万苍一带的夹溪地区 ，是磐安

花溪 —夹溪省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夹溪景区称得上是真正典型的

峡谷地貌 。其具有峡谷地貌特征的景点非常丰富 ，如尚湖玄武岩台地 、夹溪十

八涡高山峡谷 、千丈岩陡崖飞瀑 、五丈岩高峡平湖等 。此外 ，还有鞍顶山破火山

口和大兴国皇城 、夹溪寨 、苍松古道等遗址遗迹资源 。这些不仅具有很高的观

赏价值 ，也具有较高的科考价值 。

浙南大峡谷位于泰顺县境内会甲溪谷中 ，是浙江众多峡谷中最为壮观 、气

势磅礴的一峡 ，素有“华东第一大峡谷”之美称 。峡谷为断层裂谷 ，北东走向 ，长

约 １３km ，高差多在 ３００米以上 ，最高的地方如团鱼石高可达 ５００余米 。这是由

于构造运动中北西向压扭性断裂的作用 ，基岩露头中次级断层 、裂隙等极为发

育 ，呈近直立状 ，后期在大自然的风化剥蚀作用下成现在一景 。区内峡谷深切 ，

山溪蜿蜒 ，峰峦逶迤 ，崖壁峻峭 ，尤其是春暖花开绵绵细雨的季节 ，两岸小溪谷

集水汇流 ，顺着崖壁而下 ，形成“百瀑归川”之势 ，景象十分壮观 。除了峡谷景观

之外 ，这里还有号称浙江四大温泉之首的“承天氡泉” ，因含氡量高 、水温高而著

名 ，目前是省级自然保护区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浙江境内峡谷类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旅游资源开发也比较充分 ，甚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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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峡谷类旅游资源是各地进行旅游开发的重头戏之一 。但由于各地资源条件

不一 ，区域差异明显 ，各种不符合长远利益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 。如争抢资源

现象 ，开发过热现象 ，品牌效益不佳等 。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 ，笔者认为今后在

峡谷类旅游资源开发中要注重以下三方面 ：

一是要防止过度开发 。由于早期峡谷旅游开发效益显著 ，导致众多开发商

一哄而上 ，盲目开发 ，重复建设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的现象 。如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末临安县的峡谷旅游热 ，全县境内开发了大大小小的峡谷类景区

达 ２０多处 ，小范围内同类景点重复建设 ，造成恶性价格竞争的局面 ，既破坏了

资源 ，又不能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 ，从全省旅游资源开发的整

体格局出发 ，对此类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避免类似情况继续发生 ，以确保

峡谷类旅游资源得到可持续的 、科学合理的利用 。

二是要打造若干峡谷旅游精品 。浙江的峡谷旅游资源虽然数量众多 ，但真

正能称得上精品的极少 。因此 ，必须在对峡谷类资源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 ，

着力打造能代表浙江山水旅游主题形象的精品品牌 。如富春江七里泷“小三

峡” 、临安昌化浙西大峡谷 、泰顺雅阳浙南大峡谷 、磐安浙中大峡谷等 。提高景

区的建设品位 、优化景区服务环境 ，将其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峡谷景区 。

三是要突破行政界限 ，实现资源共享 。如七里泷“小三峡”地跨桐庐县和建

德市 ，前几年各自为了自身利益割断了峡谷的整体性 ，使品牌效益不能得到最

大化 。因此 ，对于一些横跨两地的知名的峡谷旅游资源 ，应尽可能采取区域联

合开发的方式 ，以达到资源共享 、品牌共建 、利益均得 ，使精品旅游资源真正发

挥其应有的价值 。

6 ．3 ．2 　江河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１ ．旅游资源及典型景观

浙江山地多 ，水系也相对比较发达 ，江河资源非常丰富 。浙江河流大多与

山脉走向平行 ，也有的切割山地 ，呈格子状 。主要河流有钱塘江 、瓯江 、灵江 、甬

江 、曹娥江 、苕溪 、飞云江 、鳌江等水系 ，以及人工开挖的江南运河 。山为大地之

轮廓 ，水为大地之灵气 。因此 ，有了众多的江河资源 ，自然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

山水风景名胜资源 。浙江的主要水系上都有十分著名的风景名胜资源分布 。

浙江的第一大江钱塘江上游就有著名的富春江 —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 、七里泷峡谷等 ，其下游入海口则有“钱江潮”天下奇观 。

瓯江为浙江省第二大江 ，沿岸风景秀丽 ，有北雁荡山 、中雁荡山 、仙岩 、石门

洞 、南明山 、东西岩 、泽雅 、仙都 、楠溪江等著名风景区 。

甬江与灵江是浙江省通海的重要航道 ，沿甬江分布的有东钱湖 、溪口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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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山风景名胜区 ，沿灵江分布的有天台山 、神仙居风景名胜区 。

曹娥江为钱塘江下游最大支流 ，全长 １９２km ，源出磐安大寒尖齐公岭 。其

中嵊州北至三界间称剡溪 ，沿江两岸风景秀丽 ，名胜古迹众多 ，索有“东南山水

越为最 ，越地风光剡领先”之誉 ，历代诗人取道剡溪上天台山访古探幽 ，使其成

为古代一条黄金旅游线 ———唐诗之路 。沿江两岸有曹娥江 、沃洲湖 、南山湖 、穿

岩十九峰 、新昌大佛寺等风景名胜区 。

飞云江与鳌江是浙南两条独流入海的河流 。飞云江全长 １７６km ，鳌江全长

仅 ８０km ，是浙江省最小的水系 。沿江两岸火山岩峰林地貌 、奇崖怪石 、清溪秀

谷 、人文景观众多 ，有南雁荡山 、寨寮溪 、百丈涤 、玉苍山等风景名胜区 。

苕溪分布于浙江省北部 ，全长 １６５km ，分东 、西苕溪 ，两溪在湖州西汇合注

入太湖 。因它经长江出海 ，成为长江水系的一部分 。苕溪上游流经浙西北丘陵

山地 ，坡陡水急 ，风景秀丽 ，分布有莫干山 、大明山 、天荒坪等风景名胜区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从总体上来说 ，浙江境内以江河类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景区数量众多 ，而且

开发也比较成熟 ，进一步开发的空间不大 ；但是个别旅游资源由于景观独特 ，具

有显著的稀缺性和区域垄断性 ，可以尝试申报更高一级的荣誉 ，以进一步提升

品牌效应 。如钱江涌潮旅游资源 ，在世界上十分罕见 ，仅巴西的亚马逊河口有

与此类似的奇观 ，可以尝试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另外 ，古运河资源也具有垄断

性 ，而且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端点 ，更有条件申报世界遗产 。目前 ，已经组织成

立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官方联合体 ，尝试联合申报世界遗产 ，如获成功对于浙江

旅游的发展也是一大提升动力 。

从旅游产品的结构来看 ，多数以江河为依托的旅游景区基本上以观光旅游

为主 ，旅游活动也以静态游览为主 ，富有挑战性的动态参与项目较少 ，旅游功能

相对比较单一 。因此 ，可以在旅游产品层面进行适当的创新 ，针对不同的市场

需求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类型 ，如利用江河开展专业性的探险漂流 、

空中立体观光 、江潮冲浪 、游艇巡游 、浪漫夜游等更具现代色彩或更富有挑战性

的旅游活动 ，进一步激发江河旅游的魅力 ，使景区的品牌形象得到进一步的

提升 。

6 ．3 ．3 　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１ ．旅游资源及典型景观

浙江湖泊众多 ，共有 １００多个 ，是中国湖泊分布最稠密的省份之一 ，尤以杭

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为多 。其成因大多属于浅海湾演变而来的泻湖及修筑水

库形成的人工湖 。其中以风景名胜著称的五大泻湖湖泊 ：杭州西湖 ，面积约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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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km２
；宁波东钱湖 ，面积约 ２０km２

，是浙江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海盐南北湖 ，

面积约 １ ．０６km２
；绍兴鉴湖 ，面积约 ２ ．４km２

；嘉兴南湖 ，面积约 ０ ．４３km２
。另外 ，

由修筑人工水库成为著名旅游湖泊的也不少 ，如由于建设新安江水库而成的千

岛湖 ，面积约 ５７３km２
，因湖中有大小岛屿 １０００ 多个而得名 ；还有新昌沃洲湖 、

嵊州南山湖 、余姚四明湖和浦江通济湖等 。

杭州西湖 ，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

杭州西湖除了以秀丽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 ，更是在于它和城市的亲近 ，因悠久

灿烂的城市文明与自然美景相互交融而称绝 ，因此有“天下西湖三十六 ，杭州为

最”的赞誉 。

宁波东钱湖是一个以湖面为骨架 、山水交融的湖泊型风景区 ，素有“西子风

韵 ，太湖气魄”之誉 ，湖中碧水清澈 、烟波浩渺 ，湖岸曲折多弯 、旷幽有序 ，四周青

山环抱 、群峰展屏 ，处处湖山辉映 、洲屿染翠 ，呈现出山清水秀的江南景色 。

南北湖位于杭州湾北岸海盐县澉浦 ，历史悠久 ，古名永安湖 ，早在南宋就有

“春时游人竞渡行乐 ，号为小西湖” 。景区总面积 ３０km２
，分湖塘 、山林 、滨海三

大景区 。湖区湖水明静 ，岸线曲折 ；山区峰峦秀美 ，山岚微茫 ，山径迂回 ，溪涧蜿

蜒 ；滨海潮起潮落 ，海天一色 。以湖光 、山色 、涛声浑然一体为特色 ，环境独特 ，

景色宜人 。

千岛湖既是省级旅游度假区 ，又是富春江 —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 ，总面积约 ５７３ 平方千米 ，包括中心湖区 、东南湖区 、西北湖区 、西南湖

区 、东北湖区等六大湖区 。湖内有大小岛屿 １０７８ 个 ，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岛之

湖 。千岛湖水面辽阔 ，水质洁净 ，岛屿满目皆绿 ，港汊迷离 ，群山叠翠 ，间有奇峰

异石 、飞瀑留泉 、名胜古迹和粉墙黛瓦的村庄错落有致 ，构成一派秀美的山川景

色 ，被世人誉为“西湖 —黄山”黄金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千岛湖水色澄

碧 ，平均水深 ３４米 ，透明度 １０米以上 ，酸碱值 ６ ．９ ～ ７ ．９ ，含沙量每立方米 ７克

以下 ，细菌含量每毫升少于 １００ 个 ，水质达国家 Ⅰ类地表水标准 ，誉为“天下第

一秀水” 。一流的生态环境 ，也使千岛湖成为中国最大的有机鱼生产基地 、饮用

水生产基地和水上运动基地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浙江的湖泊旅游资源数量较多 ，建成的旅游景区也较多 。目前 ，在 １５个省

级旅游度假区当中有一半左右就是依托湖泊旅游资源 ，如萧山湘湖 、淳安千岛

湖 、嘉兴湘家荡 、金华仙源湖 、临海牛头山 、湖州太湖 、宁波东钱湖等 。另外 ，还

有许多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区也是以湖泊旅游资源为主要载体 。

尽管大量的湖泊旅游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利用 ，但真正能够形成国内外

知名品牌和规模效应的旅游精品不多 ，除了杭州西湖和千岛湖之外 ，其他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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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区尚达不到旅游精品的要求 。从中也可以看出 ，对于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普

遍存在粗放经营 、投入不足 、旅游功能不完善 、旅游要素不聚集等问题 。

因此 ，要想在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有大的突破 ，就必须要更新观念 ，

不能有小富即安的思想 ，要有大品牌 、大投入 、大集聚的开发理念 。要以打造大

型旅游综合体的思路去开发湖泊旅游资源 。因为湖泊类旅游资源通常具有水

面浩大 、空间广阔 、建设用地理想的特征 ，具有打造大型旅游综合体的先天优势

条件 。要充分发挥湖泊旅游资源的先天优势 ，结合各地实际实行规模开发 ，使

各项产业要素在空间上形成集聚效应 ，并可依托品牌优势带动周边地区乡村旅

游及其他综合服务业的发展 ，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一批旅游功能完善 ，要素配置

高效 ，产业结构合理 ，生态环境优越的度假旅游综合体 、休闲旅游基地或休闲旅

游产业集群 ，使湖泊旅游资源的开发真正成为浙江旅游实现跨越发展的有力

保障 。

6 ．3 ．4 　湿地与温泉旅游资源

１ ．湿地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浙江省自然生态环境良好 ，湿地资源丰富 ，列入“中国湿地名录”的有淳安

千岛湖湿地 、慈溪庵东沼泽区 、温州灵昆岛东滩湿地 、南麂列岛自然保护区湿地

等 。另外 ，杭州西溪湿地 、绍兴镜湖湿地 ，均已建成国家湿地公园 ；德清下渚湖

湿地 、温州三垟湿地 ，亦是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兼优的城市湿地 。

西溪湿地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古荡 、留下 、蒋村 、五常等乡镇境内 ，东起紫金

港路西侧 ，西至绕城公路东侧 ，南起天目山路 ，北至文二路延伸段 ，呈轴向近南

北的长圆形 ，总面积约 １０ ．０８km２
。湿地内生态资源丰富 ，自然景观优美 ，文化

积淀深厚 ，于 ２００５年 ４ 月被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 ，成为我国第一个集城市湿

地 、农耕湿地 、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 。西溪湿地地形平坦 ，河港 、池

塘 、湖漾 、沼泽 、滩涂 、洲渚遍布 ，港汊纵横 ，水波荡漾 ，水域面积 ４平方千米 ，约

占湿地总面积的 ４０％ 。其中河港总长 １１０多千米 ，主要有西溪河 、严家港 、蒋家

港 、紫金港 、顾家桥港和五常港等 ，６条主要河港纵横交汇 ，其间散布着众多的港

汊和 ２７７３个大小不一的鱼塘 ，形成了水道如巷 、河汊如网 、塘池密集 、洲渚棋布

的独特湿地景观 。大水面多池塘的水体铸成了西溪湿地的灵魂 ，是一处特征典

型的海岸泻湖型城市湿地 。

绍兴市镜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绍兴市越城 、柯桥 、袍江三大城市组团

中心的镜湖新区 。镜湖湿地是国家建设部 ２００５年批准设立的九处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之一 ，也是浙江省首个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 ，公园总面积 １５ ．６ 平方千

米 ，其中水域面积约 ５ ．３ 平方千米 。湿地公园总体呈南北向的椭圆形 ，南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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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以鉴湖和浙东运河为主体相互交织的密集水网 ，东侧为鸟类天堂的梅山 ，

北面紧靠钱塘江水系及曹娥江 。湿地公园内水网密集 ，地下水位高 ，众多的土

丘形成其独特的荷叶状地形 ，充分展示了镜湖地区丰富的湿地景观 。镜湖湿地

以桥梁多 、河流港汊多 、名人古迹多而闻名 ，湿地公园堪称绍兴水乡 、酒乡 、桥

乡 、名士之乡的一个缩影 。

下渚湖湿地 ，位于德清县城东南约 ９千米的三合乡二都村附近 ，湿地总面

积约 １０平方千米 ，其中水域面积 ３ ．４平方千米 ，是浙江省第五大内陆湖 。这里

因传为“防风氏所居” ，古称防风湖 ，又名风渚湖 、封渚湖 、九里湖 、巽湖 。湖面或

开阔如漾 ，水天一色 ，或狭窄如巷 ，汊道曲折 ；遍布湖荡的岛屿 、沙渚 、土墩形态

各异 。下渚湖湿地 ，位于太湖渴湖湖沼平原区内 ，整个湿地水域中隐伏的岛屿

台墩就有 ６００余座 ，如同一座规模宏大的水上迷宫 ；湖中的道观山 、和尚山 、扁

担山 、豸山等 ，风光秀丽 ，景色宜人 。目前 ，尚处于初步开发阶段 。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 ，可见其对生态环境调节的重要性 。因此 ，对于湿

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笔者认为首先应强调保护优先 ，尤其要严格保护其原

生态的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态平衡 。湿地作为一种特色旅游资源 ，对

于丰富浙江的旅游产品类型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不能过分强调开发 。近

几年 ，由于杭州西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成功运作 ，使得西溪湿地周边的土地

大幅度升值 ，房地产价格飞涨 ，城市综合效益显著 ，使得浙江各地出现湿地热的

迹象 ，各地争相申报城市湿地公园 。这种现象对湿地资源的保护无疑将起到较

好的促进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 ，各地政府也普遍存在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初

始利益驱动 ，真正以生态效益为最大追求的较少 。因此 ，对湿地旅游资源的开

发利用 ，应坚持保护优先的基本原则 。

另外 ，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 ，浙江省人民政府有必要出台关于加强

湿地资源保护的政策措施 ，对浙江境内的各类湿地资源进行系统的考察调查 ，

划定专门的保护区域 ，切实加强对湿地资源的保护 ，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 。

２ ．温泉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通常把泉水温度高于当地平均气温 ，或水温大于 ２０ ℃的泉称为温泉 。浙江

从 １９５９年开始地热资源调查至今 ，共查明 ＞ ２５ ℃的温泉有 ２８处 、地热异常点

５３处（温度在 ２０ ～ ２５ ℃ ３１处） 。其中 ，泰顺承天氡泉 、宁海南溪（天明山）温泉 、

武义塔山温泉（省级旅游度假区） 、昌化湍口温泉被称为浙江四大温泉 。

武义 ，素以“萤石之乡”而著称于世 。随着地热资源的开发 ，又被誉为“温泉

之城” ，１９９８年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首批优先发展项目之一 。武义温泉主要

包括塔山温泉和溪里温泉两大区域 ，以出水量大闻名 ，日均涌水量在 ５０００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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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温泉 。 其中 ，溪里温泉水温 ４２ ．５ ℃ ，涌水量 ４０００ ～

６７００m３
／d ；塔山温泉水温 ３８ ～ ４１ ．２ ℃ ，涌水量 ４８５m３

／d 。目前 ，武义温泉已经

建成为省级旅游度假区 ，成为集旅游 、休闲 、养生及商贸 、会议于一体的理想场

所 ，２００４年 ５月被评为浙江省最佳休养度假胜地之一 。

泰顺承天氡泉位于泰顺县雅阳镇承天村北 ，流入福建福鼎沙埕港的会甲溪

谷中 。温泉属断裂构造型热水资源 ，沿会甲溪北西向断裂与北东向断裂及岩脉

交汇处在河床内呈泉群溢出 ，在 １５米宽 、１０米长的范围内有十余个泉点 ，蒸腾

喷涌 ，真是名副其实的火热溪 。测得中心泉点最高温度为 ６２ ℃ ，属高温热水温

泉 ，也是浙江省天然温泉水温最高的温泉 。承天温泉主要因含放射性元素氡含

量高而著名 ，１９７３年 ，浙江省水文地质队首次进行了调查 ，命名为“氡泉” 。经测

定承天温泉氡浓度达到 ７９ ．３３Bq／L 。根据枟医疗矿泉水水质标准枠 ，氡含量超过

４７ ．１４Bq／L时 ，即是具有医疗价值的含氡矿水 。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半衰期

短 ，每过 ３ ．８２ 天 ，含量衰减一半 。 所以 ，氡泉浴疗必须在产地才有医疗效果 。

而且 ，承天温泉中的偏硅酸和氟含量很高 ，已达到医疗矿水浓度 ，对皮肤病 、关

节炎等有显著的疗效 。目前 ，承天氡泉已经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 。

南溪温泉位于宁海县西北深圳镇南 ６千米的南溪河谷中 ，是浙江省开发最

早的温泉 。 １９６０年 ９月在温泉南约 ４００米建成浙江省第一口热水井 ，并兴建了

浙江第一个温泉疗养院 。 １９６４年郭沫若先生视察宁波下榻于此 ，当得知温泉出

于天台 、四明两山之间 ，灵感顿悟 ，题名为“天明山南溪温泉” ，并欣然挥毫题匾 。

南溪温泉中的氟（F） 、偏硅酸（HSiO３ ）以及放射性气体氡（Rn）含量出现异常 ，按

照枟医疗矿泉水标准枠可命名为含氡的氟 、硅热矿水 。天明山南溪温泉特殊的水

质 ，具有珍贵的医疗价值 ，对治疗慢性风湿病 、神经痛 、慢性皮肤病 、慢性妇科

病 、失眠症等有显著效果 ，目前已成为休闲度假疗养胜地 。

浙江的温泉旅游资源虽然数量有限 ，但品质优良 。在所有地文旅游资源中

温泉旅游资源的品质属于上乘 ，资源单体的平均品质分列第 ３ 位 ，综合优势度

列第 １３位 。温泉旅游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其旅游产品更是稀缺产品 ，

在华东地区更是数量极少 ，有些已经接近枯竭 ，如南京的汤山温泉 。因此 ，温泉

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于浙江旅游的发展意义重大 。目前 ，泰顺承天氡泉 、宁海南

溪温泉 、武义温泉 、昌化湍口温泉都已经得到开发 ，其中 ，武义温泉已经成为省

级旅游度假区 。省内其他地方如嵊州 、遂昌等地也在陆续发掘资源 ，加快温泉

资源的开发规划和利用 。从现有的温泉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来看 ，浙江的温泉旅

游普遍存在规模较小 、档次不高 、产品单一的现象 ，与国内著名的温泉旅游地广

东从化 、海南兴隆 、江西庐山等地相比尚有差距 。笔者认为 ，要使浙江的温泉产

品再上一个台阶须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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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要有超前的规划指导 。应把握现代旅游消费的动态和未来市场发展趋

势 ，以打造温泉精品品牌为出发点 ，进行高起点 、高品位的规划 ，设计符合大众

旅游消费趋势的温泉旅游产品 。如温泉冲浪 、温泉桑拿 、温泉料理等 。

（２）要做到旅游产品的系列化 。要充分利用温泉资源 ，做足温泉文章 ，形成

系列化的产品和服务 。如温泉游乐产品 、温泉理疗产品 、温泉饮食产品等 。

（３）要做到旅游产品的精细化 。温泉本身就是一种高享受 、高消费的旅游

产品 。因此 ，必须要对各种产品提供精细化的服务设计 。

（４）与其他旅游产品组合形成规模化 。除了温泉产品以外 ，可与特色农家

乐 、休闲运动等其他旅游产品组合形成区域规模优势 ，发挥整体品牌优势 ，增强

市场竞争力 。

６ ．４ 　岩溶洞穴（喀斯特地貌）旅游资源

6 ．4 ．1 　地下溶洞的开发

１ ．旅游资源及典型景观

岩溶洞穴是浙江的一大特色旅游资源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品质一流 ，在国

内喀斯特地貌景观中占有重要一席 。根据旅游资源普查资料 ，浙江境内拥有岩

石洞与岩穴旅游资源单体 ５２２ 个以及地下暗河河段 ２ 处 。这些岩溶洞穴旅游

资源在分布上也呈现相对集中的特点 ，它们主要分布在浙赣线之北西地区 ，包

括常山 、江山 、兰溪 、金华 、建德 、淳安 、桐庐 、临安 、寓阳 、西湖区 、长兴等地区 。

其构造部位在江山 —绍兴断裂带（板块碰撞带）之北西侧 ，扬子陆块东南缘钱塘

复向斜之中 。总体分布方向受区域北东 、北北东向构造线控制 ，具体位于由石

灰岩组成的次级或更次级向斜核部或翼部 ，岩溶洞穴的延伸方向常与当地的断

裂方向密切相关 。

另外 ，从岩溶洞穴旅游资源的形成背景和景观组成特点来看 ，拥有以下几

个基本特征 ：

（１）受构造控制特别明显 ，沿断裂带岩溶洞穴常成群出现 ，如北山作为一个

整体从金华双龙洞至兰溪六洞山是一条 ２５ 千米长的石灰岩岩溶洞穴群 ，现已

探明大小溶洞达 ５０ 多个 ，著名的有金华的双龙洞 、朝真洞 、冰壶洞 、桃源洞 、仙

瀑洞 、讲堂洞 、紫云洞 、白云洞 ，兰溪的涌雪洞 、玉露洞（紫霞洞） 、白云洞 、无底

洞 、呵呵洞和漏斗洞等 。建德灵栖洞景区 ，发育于铁帽山中 、晚石炭世石灰岩中

的溶洞群 ，已勘查的有 ９ 个 ，现在已开发的主要有灵泉洞 、清风洞和霭云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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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杭州灵山村附近有大小溶洞 ２０多个 ，已经开发的有灵山洞和锦绣风水洞 。

（２）地下溶洞与地表石林经常相伴发育 。建德灵栖洞景区既发育了灵泉

洞 、清风洞和霭云洞为主体的地下溶洞群 ，也有迷宫般的灵栖石林 ；垂云洞源头

有白峒山石林 ，而千岛湖石林景区内也有琴音洞 、仙姑洞等溶洞相伴 。

（３）溶洞类型众多 。有水平厅堂式为主（如金华双龙洞 、富阳碧云洞等） 、水

平管道式为主（如兰溪涌雪洞 、桐庐垂云洞等） 、地下峡谷式为主（如金华朝真

洞） 、竖井式为主（如富阳葛仙洞 ，金华冰壶洞 、仙瀑洞等） 。更有多种类型复合

式溶洞 ，如桐庐瑶琳仙境的一 、三 、五厅为水平厅堂式 ，二厅为地下峡谷式 ，四 、

六厅为水平管道式 ；临安瑞晶洞整个洞穴高差 １２４ 米 ，其间又叠加了几层水平

殿堂式洞厅 。

（４）水平溶洞内常发育有地下暗河 。如桐庐垂云洞 ，地下暗河全长达 ４ ．５

千米 ，主要受两组裂隙控制 ，河道曲折幽深 ，变幻无穷 ；兰溪六洞山涌雪洞地下

长河受一组断裂控制 ，长达 １０００米以上 。

（５）竖井式溶洞中常发育有洞中飞瀑 ，有的落差很大 ，气势夺人 。如富阳葛

仙洞中通天飞瀑 ，瀑布一层高于一层 ，双龙海和珠帘瀑构成洞内奇景“通天飞

瀑” 。金华北山仙瀑洞二号洞厅为竖井式洞穴 ，瀑布直下 ７２米 ，气势雄伟 ；冰壶

洞的冰壶泻玉落差虽只有 ２３米 ，但景观十分壮丽 。

（６）溶洞中 ，碳酸钙的次生沉积物十分发育 ，形成种类繁多 、形态各异的钙

板 、钙华和钟乳石 。有各种形态的石钟乳 、石笋和石柱 ，有各种各样的石帘 、石

旗 、石幔和石瀑布 ，还有形形色色的云盆 、边石坝和石梯田 ，以及晶莹剔透的石

花 、曲卷石和鹅管石 。

此外 ，浙江众多的岩溶洞穴景观除了有其共性的一面之外 ，更有它们各自

独特个性的一面 。如瑞晶洞的石花世界 ，葛仙洞 １２０ 米的多级通天飞瀑 ，垂云

洞 ２ ．３３万平方米的亚太第一水平大洞厅 ，垂云洞的带人升船机和暗河探险 ，朝

真洞的地下峡谷等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景观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在浙江的开发历史较早 ，开发利用程度也较深 。 １９７９年

桐庐县的瑶琳仙境开始进行大规模开发 ，因其景观独特 ，沉积物形态丰富 ，洞厅

富于变化 ，以及洞穴旅游特有的神秘特征受到当时大众旅游的青睐 ，其美誉度

可与桂林的芦笛岩相媲美 。随后灵栖洞 、双龙洞 、灵山洞 、兰溪地下长河等旅游

资源都得到了开发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和 ９０年代初 ，洞穴旅游产品一时成

为浙江旅游的一大亮点 ，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方

面浙江的旅游产品日益丰富 ，游客对旅游地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洞

穴旅游产品本身由于景观的逐渐老化（洁白的碳酸钙结晶随着大量游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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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逐渐氧化变色） ，产品本身也无法实现更新 ，再加上很少有回头客光顾 ，从而

使洞穴旅游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 ，慢慢走入市场低谷 。如瑶琳仙境从高峰时期

的年接待约 １５０万人次下降到目前的年接待 ４５万人次左右 。

因此 ，对于这类颇具浙江特色的旅游资源 ，如何进行适度的“二次”开发利

用 ，使其再现往日光彩 ，也是一个业界的难题 。笔者认为 ，由于洞穴旅游资源本

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旅游产品基本属于观光旅游产品 ，较难有重复消费的

可能 ，所以其旅游市场的拓展 ，只能通过产品的组合创新来不断吸引新的旅游

客源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１）通过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提升来再造凝聚力 。如借鉴中国南方丹霞地貌

的整体优势申报世界遗产的形式进行品牌提升 。浙江的喀斯特地貌类型多样 ，

品质优良 ，具有比较明显的资源类型优势 ，可与广西桂林芦笛岩 、贵州织金洞等

著名的洞穴旅游资源进行联合 ，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如获成功将能显著提升旅

游品牌 ，而且申报世界遗产这项工作的过程也会相应提升品牌知名度 。

（２）在知识经济时代 ，要充分利用地球科学知识普及的机遇和各种途径大

力培育新的客源群体 ，尤其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市场的开拓 。青少年市场具有崇

尚科学探求知识的特点 ，如果能通过地学旅游知识的传播而达到吸引他们进行

科考修学旅游的目的 ，将来还会有二次游历的可能 ，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３）应充分利用周边的其他旅游资源 ，进行适当的产品开发 ，与洞穴旅游产

品形成有机的空间组合 ，达到旅游产品形态创新的目的 ，从而使洞穴旅游再度

焕发“青春” ，进入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

6 ．4 ．2 　地表石林与天坑

１ ．旅游资源及典型景观

石林与天坑属于地上喀斯特地貌景观 ，这类地文旅游资源在浙江境内数量

极少 ，与发育较完全的地下喀斯特地貌相比 ，地表喀斯特地貌景观发育也不甚

完全 。虽然与云南路南石林高大宏伟的景观形象相比稍有逊色 ，但是浙江的地

表石林与天坑景观也有其独特之处 ，如常山的三衢翡翠石林 ，地表石林与粗大

广布的藤蔓相生相伴 ，翠林白石 ，别具一番生动景象 ，具有很好的可观赏性 。浙

江境内最具代表性的石林与天坑景观当属于淳安县的千岛湖石林和常山县的

三衢石林 。目前 ，千岛湖石林是富春江 —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区的一个景区 ，三

衢石林是省级风景名胜区 。

千岛湖石林位于淳安县赋溪乡境内 ，旧称“赋溪石林” ，为录入枟中国名胜词

典枠的我国四大石林之一 。千岛湖石林景区主要包括蓝玉坪石林 、玳瑁岭石林

和西山坪石林 ，分布在一条狭长的山间谷地之中 ，总体呈北东 —南西方向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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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亘长达 １０余千米 。石林发育在石炭纪（距今约 ３ ．５ 亿年前）石灰岩之中 ，两

侧山地为志留纪 —泥盆纪（距今 ４ ．５ 亿 ～ ４亿年前）砂页岩 ，所以千岛湖石林位

于一个近乎封闭的向斜谷地之中 ，而且高出千岛湖水面 ３００ ～ ４００米 。其中 ，蓝

玉坪石林位于封闭向斜谷地之东北端 ，最突出的景观是一条气贯长虹的“石城

墙” ，宽 ２米 ，高约 １０ 米 ，长达百余米 。玳瑁岭石林位于封闭向斜谷地的中东

部 ，这是一条长亘状石灰岩台地丘冈 ，地势平坦 。由于这一带石灰岩岩溶裂隙

水中含较高量的氧化铁 ，岩石表面常被染成赤红色 ，也称玳瑁色 ，玳瑁岭石林由

此得名 。这片石林的最大特点是各式象形怪石数不胜数 ，尤其是动物造型更是

惟妙惟肖 ，堪称“动物造型艺术博物馆” 。西山坪石林位于封闭向斜谷地的西南

端 ，由于受几条溪流深深切割 ，西山坪石林成了三面被峭壁围限 ，仅东南与千里

岗遥岭相连 ，成为耸立在深谷之上的高台 。它是整个山谷中规模最大 、石景最

丰富的石林景区 。西山坪石林的灰岩石柱明显比蓝玉坪 、玳瑁岭的高大 ，一般

在 ５ ～ １０米以上 ，个别可达 １５米以上 ，因此形成的石林显得更为雄伟壮观 。这

里不仅有惟妙惟肖的象形石 ，如“玉兔迎宾” 、“贝多芬头橡” 、“八戒卧岩” 、“猛虎

回首”等 ；也有沟壑纵横 ，道路众多 ，高低错落 ，疏密有致 ，若坐若卧 ，如跌如飞 ，

宛如一座真正的石林迷宫 ，景观十分奇特 。

常山三衢山石林 ，又称天坑石林 ，由于石林发育有巨大凹陷地貌而著称 。

主要包括常山天坑 、三衢石林迷宫 、翡翠石林 、大古山石林 、小古山石林等景观 。

其中 ，常山天坑是喀斯特洞穴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发生洞穴顶板塌陷而形成的

凹陷地貌 ，深度 １０８ ．６ 米 ，面积 ４６０００ 平方米 。天坑周围地势陡峻 ，石林密布 ，

具有较好的景观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 其岩石是晚奥陶系时期形成的生物礁

石灰岩 ，形成于 ４ ．５ 亿年前 。天坑内石林地貌发育完全 ，主要形态有峰林 、峡

谷 、石峰 、石芽 、谷地 、漏斗 、溶洞 、天生桥等 ，具有极高的地质科考价值 。景区内

植被丰富 ，植被覆盖率达 ９０％ 。 种类繁多 ，主要有紫藤 、桂花 、樟树 、黄连木等

６０余种 。石林层峦叠嶂 ，四周古藤缠绕 ，景观独特 ，景观中以“玉如意” 、“花果

山”等石林群最为壮观 ，尽现大自然的巧夺天工和无穷变幻 。山上除石林 、腾蔓

外 ，大量分布有各种珍贵的草本 、木本植物和各种名贵中药 ，如称为九大仙草的

铁皮石斛 、野山灵芝 、何首乌等 ，为景区增添了无限灵气 。

三衢石林迷宫 ，面积约 ３０００平方米 ，古腾蔓延 、绿阴遮蔽的石林群 ，给人一

种深不可测的神秘和灵气 。通过腾蔓灌木构成的绿色通道 ，来到两边岩石峭

立 、石笋遍布的天景门 ，可看到被人称为深天井的石林迷宫全景 ，展现在眼前的

是层层叠叠 、高高低低 、各具神韵的石林群和石笋石牙群 。据考查 ，在迷宫古藤

遮蔽的石林群当中 ，有许多相互连通的暗洞 ，所以称为石林迷宫 。

２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地表石林和天坑旅游资源虽然数量极少 ，但具有典型意义 ，也是浙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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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特色资源 ，应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加以合理利用 ，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

根据目前的开发利用现状 ，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

（１）要充分利用资源的稀缺性 ，大力打造知名旅游品牌 。无论是千岛湖石

林还是三衢石林都是华东地区十分稀有的旅游资源 ，占有区域垄断优势 ，应该

引起足够的重视 ，要力求将其打造成为浙江旅游的特色品牌 。

（２）要加强与周边旅游资源的整合利用 ，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从单一资源

来看 ，由于景区规模 、体量和知名度都无法达到成为单一的旅游目的地的要求 ，

所以应从区域整合的思路出发 ，加强旅游线路的整合创新 ，力争在区域共享中

实现效益提升 。

（３）要加强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石林既是特色旅游资源 ，同时也

是石灰的生产原料 。如常山三衢石林周围就曾经有大量的小石灰场存在 ，严重

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又影响景观质量和品位 。地方政府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原则 ，切实做好石林资源的保护 ，严格禁止乱采乱开发现象 ，为子孙后代留下

珍贵的石林景观和资源财富 。

６ ．５ 　海岸海岛旅游资源

浙江省是海洋资源大省 ，全省拥有 １８４０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 ，约占我国大

陆海岸线的 １０％ ，且位居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 ，区位条件十分优越 。浙江省

也是全国岛屿数量最多的省份 ，面积 ５００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数量达 ３０６１个（包

括玉环岛和灵昆岛） 。其中 ，１９０个岛屿上有常住居民 ，具有深厚的渔盐业文化

底蕴 ，其余均为无人岛屿 ，旅游开发潜力巨大 。从全省旅游资源普查数据看 ，包

括岛区 、岩礁和岸滩的旅游资源单体数量达到 ３４０个 ，而且平均品质也较高 ，如

岛区的综合优势度为 ４ ．７０８ ，排在全部地文旅游资源的第 ６位 。另外 ，在浙江的

海岛旅游资源中 ，目前已经拥有普陀山和嵊泗列岛 ２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洞

头 、岱山 、桃花岛 、南麂列岛（同时也是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大鹿岛等 ５ 个

省级风景名胜区 ，还有五峙山和韭山列岛 ２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因此 ，浙江省

的海岸海岛旅游资源不仅总量丰富 、类型多样 ，而且品位较高 ，在全省旅游资源

总体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也是浙江省海洋旅游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建设

海洋经济强省的重要资源保障 。

浙江海岛数量众多 ，交通区位条件差异较大 ，基础设施条件各不相同 ，旅游

产品的开发方向和建设的难易程度也有显著的差异 。根据岛屿离大陆岸线的

远近将其划分为远岸岛屿和近岸岛屿及滨海两种类型 。远岸岛屿通常是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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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理想 、适合旅游活动 ，但是远离大陆补给 ；而近岸岛屿及滨海通常是交通条

件相对较好 ，但海域水环境较差 。两者各有长短 ，因此在旅游产品开发上要采

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 。

6 ．5 ．1 　远岸岛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１ ．远岸岛屿基本情况

浙江的远岸岛屿主要包括 ９大列岛或岛群 ，它们分别是 ：

马鞍列岛 ：主要包括枸杞岛 、嵊山岛 、绿华岛 、花鸟山 、壁下岛及其周围小岛

和嵊泗列岛东部（包括泗礁山 、大黄龙岛及其周围啸小岛） 。其中 ，嵊泗列岛岛

屿总数为 ４０４个 ，面积为 ６７ ．９５平方公里 ，皆为小岛 ，最大的嵊泗县县城菜园镇

所在岛屿泗礁山面积也仅 ２１ ．３５平方公里 ，其他岛屿皆在 １０平方公里以下 。

衢山岛 ：属岱山县 ，包括衢山岛 、小衢山岛 、鼠浪湖岛及其周围小岛 。距舟

山本岛三江码头 ４０公里 ，距小洋山 ３８公里 。

中街山列岛 ：包括属于普陀区的东极岛 、青滨岛 、西福山 、东福山 、黄兴岛 、

庙子胡岛 ，属于岱山县的小板岛 、大西寨岛 、东西寨岛及其周围小岛 。大小长涂

距舟山本岛三江码头 ３０公里 ，东极岛距三江码头 ５０公里 。其中东极岛自然景

观别具特色 ，是不可多得的度假胜地 。

韭山列岛 ：属象山县海域 ，包括南韭山 、大青山 、官船岙 、积谷山及其周边小

岛 。南韭山岛距石浦港 ３８ 公里 。常住人岛屿仅为南韭山 ，面积 ４ ．０８ 平方公

里 ，其周围的岛屿皆为无人岛屿 。

渔山列岛 ：属象山县海域 ，包括南渔山 、北渔山及其周边小岛 。北渔山距石

浦港 ５０公里 。常住人岛屿仅为北渔山 ，面积 ０ ．４４平方公里 ，其周围的岛屿皆

为无人岛屿 。

东矶列岛 ：包括东矶岛 、田岙岛 、长屿 、头门岛 、石坦岛 、雀儿岙岛 、小鹅冠岛

及其周围小岛 。属临海市海域 ，总计 １３８ 个岛屿 ，面积 １８ ．５３ 平方公里 。其中

东矶岛距椒江港 ４５公里 。

台州列岛 ：包括下大陈岛 、上大陈岛 、蛇山岛 、一江山岛 、白夹山 、上屿及其

周边小岛 。总岛屿数量为 ９７个 ，面积 １４ ．９７平方公里 。其中 ，下大陈距椒江港

５０公里 ，一江山岛距椒江 ３５公里 。

大北列岛和北麂山列岛 ：大北列岛包括北龙岛 、头山齿 、葡萄岛 、上干岛 、铜

盘岛 、长大山 、大仓山及其周围小岛 ；北麂山列岛包括北麂岛 、关帝山 、小明甫岛

及其周围小岛 。北龙岛距瑞安港 ３８公里 ，北麂岛距瑞安 ５５公里 。大北列岛和

北麂山列岛皆在瑞安市海域内 ，海域岛屿总数量为 ９１ 个 ，总面积 １１ ．５４ 平方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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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麂山列岛 ：包括南麂岛 、大擂山 、竹屿 、后麂山 、柴屿及其周围小岛 。南麂

山岛距平阳鳌江码头和瑞安码头约 ４５公里 。总计 ６４个岛屿 ，面积 １１ ．５０平方

公里 。

２ ．远岸岛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上述这些远岸岛屿的主要特征是 ：①海水环境条件理想 ，自然景观各具特

色 ，如绿华岛 、花鸟岛 、枸杞岛 、韭山列岛 、渔山岛 、东矶岛 、头门岛 、大陈岛 、一江

山岛 、北麂岛 、南麂岛等都拥有良好的自然景观 ；② 常住人岛屿数量少 ，无人居

住岛屿多 ，为旅游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③远离大陆或主要近岸岛屿 ，海上交

通制约比较明显 ；④岛屿面积通常较小 ，水资源相对缺乏 ，物资补给困难 ，给旅

游开发带来一定的难度 。

根据远岸岛屿的资源和环境特征 ，其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的主要开发

方向 ：

一是要大力发展海上交通和立体交通 。争取在海空交通政策上有所突破 ，

发展岛际交通快线 ，并可结合海空联动性 ，利用小型直升机将远岸各岛屿之间

以及远岸岛屿与陆地之间相互连接 ，既可以解决旅游的可进入性问题 ，又可以

因地制宜开发海空观光体验高端旅游产品 。

二是要大力发展海岛度假旅游产品 。选取部分海水或海滩环境优越 、景观

具有特色 、建设条件理想的岛屿 ，开发一系列新的海岛旅游度假地 ，为浙江的海

洋旅游产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

三是要根据岛屿的自然环境和渔业资源条件适当发展海钓 、海洋牧场体

验 、海岛狩猎等高端特色旅游产品 。如渔山岛即是一个理想的海钓场所 ，２００８

年已经举办了首次国际海钓节 ，树立了海钓旅游基地品牌 ，为浙江海洋旅游的

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 。

四是要加强无人岛的保护和适度利用 。对大量的无人岛屿要采取宏观规

划控制 ，加强旅游资源的勘察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防止无序开发和破坏 ；对部分

建设条件较理想的无人岛屿可效仿国外的成功经验进行单一业主的高端化开

发 ，力求建设成为海岛旅游精品 。

6 ．5 ．2 　近岸岛屿及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１ ．近岸岛屿及滨海旅游资源概况

浙江的近岸岛屿主要包括 １０大列岛或岛群 ，它们分别是 ：

嵊泗列岛 ：以洋山港为辐射中心 ，包括大洋山 、小洋山 、马鞍山 、沈家湾 、薄

刀咀 、大山塘及其周围小岛 ，作为上海至舟山群岛的跳板 ，由上海经东海跨海大

桥至洋山港 ，并可进一步辐射至嵊泗 、衢山 、岱山和舟山本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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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山岛群 ：以岱山县城高亭镇为核心辐射 ，包括岱山岛 、秀山岛 、小长涂山 、

大长涂山 、楝子山 、大鱼山 、小鱼山及其周围小岛 。

舟山本岛及其周围岛屿 ：包括舟山本岛 、朱家尖岛 、普陀山 、蚂蚁岛 、桃花

岛 、虾峙山 、六横岛 、佛渡岛 、金塘岛 、册子岛 、长白岛及其周围小岛 ，以及宁波的

梅山岛和大榭岛及其周围小岛等 。

象山岛群 ：包括象山南部的南田岛 、高塘岛 、花岙岛 、檀头山 、大佛岛及其周

围小岛和象山东部沿岸的零星岛屿 （包括东屿山 、太平岗岛 、大漠山 、屏风山

等） ，象山县海域大小岛屿总数 ４１９个 ，面积 １８２ ．３９平方公里 。

三门湾岛群 ：包括花鼓岛 、蛇蟠岛 、田湾岛 、龙山岛 、五峙岛 、三门岛 、扩塘

岛 、泽山岛及其附近岛屿 ，总共有 １２２个大小岛屿 ，面积 ３０ ．０７平方公里 。

路桥及温岭沿岸岛屿 ：包括路桥的三山岛 、西廊岛 、东廊岛 、白果山 、黄礁 、

道士冠岛 ，温岭的北港山 、南港山 、九铜门岛 、龙门岛 、真大山岛 、北沙镬岛 、南沙

镬岛 、隔海山岛 、腊头山 、牛山岛 、内钓浜岛 、外钓浜岛 、洛屿 、三蒜岛 、落星岛等

岛屿 ，岛屿总数 １９４个（温岭 １６９个 ，路桥 ２５个） ，总面积 ２０ ．５３平方公里（温岭

１４ ．７２平方公里 ，路桥 ５ ．８１平方公里） 。

玉环岛及其周围岛屿 ：包括玉环岛 、披山岛 、中鹿岛 、大鹿岛 、鸡山岛 、南排

山 、黄门山 、横趾山等岛屿 。以及乐清湾内的江岩岛 、茅埏岛 、茅坦岛 、横床岛 、

大青山 、小青山等岛屿 。共计岛屿 １３６个 ，总面积 １８７ ．４０平方公里 。

乐清湾内岛屿 ：仅包括乐清的大乌山岛 、小横床岛 、西门岛 、白沙岛等岛屿 。

共计岛屿 ９个 ，共计面积 ８ ．６４平方公里 。

洞头列岛 ：包括洞头岛 、霓屿岛 、大门岛 、鹿西岛 、小门岛 、状元岙岛 、青山

岛 、三盘岛 、大衢岛 、中衢岛 、小衢岛 、半屏岛 、南策岛 、大竹屿岛及其周围小岛 。

岛屿总面积 ９６ ．０８平方公里 。洞头岛已建陆岛公路与大陆相连接 。

苍南沿岸岛屿 ：包括交杯岛 、官山岛 、顶草屿 、北关岛 、南关岛等 ，共计岛屿

８４个 ，面积 １０ ．１１平方公里 。

除了海岛旅游资源之外 ，浙江省还有大量的优质海滩旅游资源 。根据旅游

资源普查结果 ，全省共有岸滩类资源单体 １０６ 处 ，资源储量和资源品质都具有

相对的比较优势 。这些优质的海滩资源主要分布在舟山群岛包括泗礁 、普陀

山 、朱家尖 、桃花岛 、岱山岛 、秀山岛 、衢山岛等地 ；此外 ，在洞头的半屏山 、东岙 ，

平阳的南麂岛 ，以及宁波市象山沿海 、台州沿海 、温州市苍南沿海等地均有优质

沙滩分布 。其中嵊泗基湖沙滩 、岱山鹿栏晴沙 、普陀山千步沙沙滩 、桃花岛塔湾

金沙沙滩 、朱家尖南沙沙滩 、象山松兰山沙滩 、石浦皇城沙滩 、坎门后沙沙滩 、洞

头大沙岙 、南麂列岛大沙岙沙滩 、苍南渔寮沙滩等最负盛名 ，目前都建有大小不

等的海滨浴场 。其中 ，基湖沙滩有“南方北戴河”的美誉 ，沙滩长 ２２００米 ，宽约

921第 ６ 章 　 浙江省优势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２５０米 ，点缀两座暗红色小屿 ；鹿栏晴沙全长 ３６００米 ，沙滩呈南北走向 ，东西宽

１５０米 ，后滨部分纵宽 ２００米以上 ，是江浙沿海最长的一条沙滩 ；渔寮大沙滩长

２０００米 ，宽 ８００米 ，呈新月形 ，是我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最大的沙滩 ；另外 ，皇城

海滩位于我国东南沿海著名渔港 、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石浦镇北端 ，全长 １８００

米 ，沙平如纸 ，以小于 １５°的斜度向大海缓缓延伸 ，沙质细腻 ，柔如丝绸 ，完全能

与青岛海滨相媲美 。

这些环境优越的近岸海岛和大量优质的海滩资源是浙江省发展海洋旅游

极其宝贵的资源 ，对于浙江海洋旅游的跨越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２ ．近岸岛屿及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相比较于远岸岛屿 ，近岸岛屿及滨海旅游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诸多优势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与大陆相连或靠近大陆岸线 ，交通条件比较理想 ，

便于旅游活动的组织 ；游客来去自由 ，交通保障与物质补给渠道基本畅通无阻 。

②岛屿与岸滩资源具有比较明显的数量和质量优势 ，开发空间广阔 ，提升潜力

巨大 ，对浙江海洋旅游的后续发展更具资源保障 。 ③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许

多大陆连岛工程（包括宁波镇海 —定海 —岱山连岛工程 、温州 —洞头连岛工程 、

东海大桥 —大洋山连岛工程等）将为海岛旅游开发提供陆岛联动的绝佳契机 ，

为近岸岛屿及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

因此 ，对于近岸岛屿及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 ，总体上应紧密结合浙江省社

会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 ，根据各地交通与经济区位的未来发展变化趋势以及旅

游资源的特色及利用现状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开发利用策略 。今后一个时期

在旅游资源及产品开发方向上重点应突出以下几方面 ：

一是要围绕海洋旅游目的地建设做强做大海岛度假基地 。充分利用现有

旅游品牌 ，以普陀山 、岱山岛 、南麂岛 、大陈岛 、大鹿岛 、松兰山 、苍南渔寮等具有

一定知名度的岛屿及滨海资源为核心 ，围绕核心品牌整合带动周边相邻区域的

旅游开发 ，形成综合性 、多功能的组团式海岛度假基地 ，力争成为长三角区域首

选的海上度假基地 。

二是要积极开发海岛生活体验旅游产品 。围绕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目

标 ，充分利用海岛文化旅游资源以及近岸岛屿交通便捷的优势 ，以渔家乐 、休闲

渔业 、文艺采风 、海岛修学等形式 ，开发海岛生活体验旅游产品 ，为浙江海洋旅

游的发展开拓新的发展模式 。

三是要顺应市场发展趋势 ，探索开发海洋邮轮高端旅游产品 。目前 ，地中

海 、加勒比和东南亚等世界上成熟的海洋旅游目的地 ，都拥有豪华邮轮产品 。

浙江应充分利用民营经济发达 、民间投资需求旺盛的优势 ，依托宁波 、温州 、台

州沿海为主要基地 ，开发高中低档结合的邮轮产品体系 ，抢占国内海洋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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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开发的制高点 ，为浙江海洋旅游的发展探寻新的亮点 。

四是要进一步完善海陆一体的海岛交通体系 。尽管近岸岛屿拥有相对较

好的海上交通条件 ，但是与现代旅游需求所期待的舒适 、便捷 、快速 、无障碍衔

接等要求还相去甚远 。要使海岛旅游再上一个台阶 ，就必须加强海港码头 、游

船设施等基础条件的建设与完善 。通过航线航班的加密进一步加强海陆交通

联动 ，提高岛际互通能力 ，才能使海岛旅游真正实现大放光彩 ，成为浙江旅游新

的经济增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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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案例研究

——— 以雁荡山为例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总体评价表明 ，山岳景观旅游资源是浙江省地文旅

游资源的五大综合优势类型之一 ，因此 ，加强对山岳景观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

研究对于促进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雁荡山（本

书中的雁荡山特指北雁荡山 ，下同）以其雄奇秀险的山地景观特色和丰富的地

质遗迹资源成为浙江省山岳景观旅游资源的典型 ，但由于雁荡山前期缺乏科学

合理的规划指导 ，目标定位比较模糊 ，导致目前的旅游市场规模不够大 ，与国内

同类景区相比发展相对滞后 ，可以说 ，至今仍处于旅游开发建设的逐步完善阶

段 ，有待进一步深度挖掘利用 。因此 ，以雁荡山为例进行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开

发的探究 ，不仅有利于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也将为浙江省

其他地文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

７ ．１ 　基本概况

7 ．1 ．1 　自然地理概况

雁荡山位于浙江省温州地区东北部的乐清市 ，东经 １２１°００′ — １２１°０９′ ，北纬

２８°１７′ — ２８°３０′ ，如图 ７‐１所示 。雁荡山为括苍山的一支余脉 ，山势呈北东 —南

西走向 ，西高东低 ，平均高程 ６００ — ８００m ，主峰百岗尖 ，海拔 １０５７m 。

雁荡山所处区域气候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温湿多雨 ，四季分明 。年



图 ７‐１ 　雁荡山地理位置

资料来源 ：枟拟建浙江雁荡山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枠 ，乐清市人

民政府 ，２００３年

平均气温 １６ ℃ ，七月平均温度 ２７ ℃ ，一月平均温度 ５ ～ ７ ℃ ，多年平均湿度为

７７％ ，平均无霜期 ２６９天 ；年平均降雨量 １９３５ ．６mm ，暴雨中心地多年平均降雨

量高达 ２１２７mm ，降雨年内分配季节明显 ，主要集中在梅雨期和夏秋季 ，其中受

台风影响尤其显著 。雁荡山的水系属山区水系 ，河流多为源短流量小的溪坑 ，

受大气降水的影响大 ，瀑 、潭为雁荡山水景的一大特色 。

雁荡山所处的植物区系为华东区系与华南区系的过渡地带 ，自然植被主要

为亚热带次生常绿阔叶林 ，其次为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 。有种子植物 １４００ 余

种 ，其中雁荡润楠 、雁荡三角槭为园区特有 。野生动物猕猴 、黄麂 、野山羊 、獐 、

大灵猫 、穿山甲 、鸟类等 ，仅鸟类就有 １４０多种 。

7 ．1 ．2 　地质概况

雁荡山所处的地质构造位置为环太平洋大陆边缘构造岩浆带中的中国东

南沿海中生代火山岩带 。 该带北自江苏 、上海 ，经浙江省 、福建省东部到广东

省 、海南省 ，长约 １３００km ，浙江省东部是这一火山岩带中火山岩出露最广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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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在东南沿海火山岩带中 ，经研究证实或推测有 １０２座破火山 ，而雁荡山是

该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复活型古破火山 。根据余明刚（２００５）的研究 ，雁荡山

火山先后经历了四期喷发 ，由下而上形成四个岩石地层单元 。

第一 ，岩石地层单元（K１ y１ ）为火山第一期猛烈爆发的产物 ，代表性岩石为

低硅流纹质熔结凝灰岩 。总体上呈环状分布于火山的外缘带 ，西自普明寺至白

溪街 、白箬岙山 ，至东部田岙 、王家岙 、双峰 ，向北转至湖口 、智仁 、大岩头 、福溪

水库等地 。火山内部由于断裂切割抬升 ，于溪流谷底亦有部分出露 。岩层总体

产状呈围斜内倾 。

第二 ，岩石地层单元（K１ y２ ）为火山第二期喷发物 ，岩浆平静溢流和侵出形

成流纹岩层和流纹岩穹 。该岩石单元叠置在第一岩石地层单元之上 ，分布于火

山内环 ，西自大龙湫 ，经灵岩 、灵峰 ，转向东部五峰山下 、七星洞 、云霞洞 ，在转向

北部仙桥 、仙姑洞 。岩层产状近于平行 ，略向火山内部倾斜 。雁荡山的嶂 、洞 、

瀑等景观主要分布在这一岩石地层单元之中 。

第三 ，岩石地层单元（K１ y３ ）即火山第三期喷发 ，局部性的火山喷发并间有

少量岩浆的溢流 ，其代表性岩石有凝灰岩 、熔结凝灰岩并夹有流纹岩 。这一岩

石地层单元叠置在第二岩石地层单元之上 ，局限分布于火山南部 ，观音峰底座 、

方洞 ，至纱帽峰与仰天斗下部 。典型岩石出露于方洞外公路的两侧 ，上灵岩村

之北 ，观音峰之东 ，形成小型的峰丛景观 。

第四 ，岩石地层单元（K１ y４ ）即火山第四期喷发的产物 ，为雁荡山又一次火

山猛烈爆发 ，形成岩石主要为流纹质熔结凝灰岩 ，局部为凝灰熔岩 。这一岩石

单元分布于火山内圈 ，并处于最高层位 ，主要分布于观音峰（上部主体） 、纱帽

峰 、仰天斗 、五峰山顶 、马家岙以及北部的福溪水电站 、石碧岩 、小坑和更北的和

家坪 、五色坑长朗尖等地 。

岩浆侵入单元（Ky） ，火山经历了上述四期的喷发后岩浆失去喷发的能力 ，

地下岩浆沿裂隙侵入于地下一定的深度冷凝结晶成为侵入岩 ，其岩石名称为斑

状石英正长岩 ，主要分布于火山中部 ，又称中央侵入体 。经抬升 、剥蚀后 ，现出

露为六个大小不等的岩体 。岩体与第四岩石地层单元的侵入接触关系标志着

雁荡山破火山岩浆活动的结束 。

雁荡山是亚洲大陆边缘巨型火山（岩）带中白垩纪火山的典型代表 ，涵盖了

流纹质火山作用的各类产物 ，是研究流文质火山岩的天然博物馆 ，而雁荡山地

质遗迹堪称中生代晚期亚欧大陆边缘复活型破火山形成与演化模式的典型范

例 ，它记录了火山爆发 、塌陷 、复活隆起的完整地质演化过程 ，为人类留下了研

究中生代破火山的一部永久性文献 ，同时 ，雁荡山地处西太平洋的中国滨太平

洋构造域 ，形成于具全球构造意义的燕山运动晚期 ，因而又是研究亚洲大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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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中生代构造与岩浆作用的天然窗口 。因此 ，多年以来 ，地质学等学科的研究

者针对雁荡山地质成因 、演变过程等问题做了大量研究 ，形成如下结论 ：①雁荡

山一山一石记录了距今 １ ．２８亿 ～ １ ．０８亿年间一座复活型破火山演化的历史 。

火山喷发年代为 １２８ ～ １０８Ma ，属早白垩纪 ；②火山经历四个时期 ，数十次喷发 ，

喷发各类岩石叠置成巨厚的火山岩层 ，构成四个岩石单元（K１ y１ 、K１ y２ 、K１ y３ 、
K１ y４ ） ；③岩层呈层圈环状分布 ，产状围斜 、内倾 ，层次清楚 ，完整地记录了破火

山形成的历史 ；④火山岩石化学成分类型属流纹岩类 ；⑤ 从破火山形成期熔结

凝灰岩到破火山复活期流纹岩岩层和岩穹 ，发育完整 ；⑥ 破火山喷发古地理环

境为陆上喷发 ，陆上堆积 ；⑦环状与放射状断裂以及充填其间岩脉虽经流水侵

蚀 ，但仍保留基本格架 ；⑧ 破火山地表地质与反映深部的重力 、航磁异常相

吻合 。

７ ．２ 　开发历程

7 ．2 ．1 　开发历史

雁荡山史称“东南第一山” ，因“山顶有湖 ，芦苇丛生 ，秋雁宿之”得名 。根据

历史记载 ，雁荡山的开发始于南北朝而兴盛于唐宋 ，东晋 、南宋曾是历史上两次

重大发展时期 。梁代昭明太子曾肇基建寺于今芙蓉 ，唐代是雁荡山的开创时

期 ，相传西域僧诺讵那驻锡龙湫 ，僧贯休有“雁荡经行云漠漠”之赞 ，一行有“南

界尽于雁荡”之语其名始著 ；山中有雪洞 ，唐人题刻 ；后有僧善孜于灵峰洞（又称

观音洞 、罗汉洞）中颂枟法华经枠 ；宋室南渡后 ，贵游辐辏 ，山径改辟 ，焚刹增新 ，雁

荡之游始盛 ，诗文 、题刻渐多 ，这一时期 ，雁荡山形成了著名的“十八古刹” ；明清

时期为继续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雁荡山留下了大量诗文 、游记 、山志 、摩崖石刻 ；

民国后 ，先是 １９２３年公路修至白溪 ，内通雁荡 ，继而 ３０年代成立专门的建设管

理机构 ，开发了一些新的景点 。 雁荡山中心南移 ，有能仁寺转向灵岩 、净名寺

一带 。

在雁荡山上千年的开发过程中 ，历代许多文士名流 ，如南宋的谢灵运 ，唐代

的杜审言 ，北宋的沈括 、叶适 ，明代的徐霞客 、汤显祖 、戚继光 ，清代的袁枚 、邓石

如 ，近代和现代的康有为 、蔡元培 、叶圣陶 、郁达夫 、郭沫若 、邓拓 、张大千 、黄宾

虹 、潘天寿 、陆俨少等名人 ，都曾在北雁荡山的浏览和考察中留下了诸多名篇佳

作 ，景区内摩崖碑刻多达 ３００ 余处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雁荡山重要的旅

游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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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2 　开发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 ，雁荡山的开发 、建设与保护从未停止过 ，但雁荡山的风景 、

旅游事业真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近 ２０多年来 ，雁

荡山旅游资源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 。 １９８２年雁荡山被国务院列为首

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１９８８年批准建立楠溪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１９９０年

批准建立雁荡山国家森林公园 ，２００２ 年通过国家和省 ４A 级旅游景区验收 ，

２００４年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１１日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 。

７ ．３ 　旅游资源评价

根据本书建立的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并结合雁

荡山地文旅游资源单体的实际情况 ，本章主要从地质景观的特色特点 、旅游资

源储量情况 、平均品质情况 、优良级（指 ５ 、４ 、３级）资源单体的比例等五个方面

对雁荡山的地文旅游资源单体情况进行评价 。

7 ．3 ．1 　景观特色评价

雁荡山最突出的景观特色是山体“奇秀” ，不类他山 。根据浙江省旅游资源

普查的相关数据 ，雁荡山风景区 ２０３km２ 内共有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１６８处 ，其中

奇特与象形山石 ９０ 处 ，所占比例为 ５３ ．５７％ ；峡谷段落 １８处 ，所占比例为 １０ ．

７１％ ，另有悬瀑 、潭池等 １５处 ，所占比例为 ８ ．９２％ 。由于雁荡山景区内的奇特

与象形山石主要为叠嶂 、锐峰 、奇岩 、门阙 、岗尖 ，奇秀与险峻并存 ，幽奥 、旷远兼

蓄 ，再加上飞瀑 、涧溪 、湖潭的点缀 ，使整个景区呈现出结构独特 、气势磅礴 、神

奇灵秀的景观特征 ，无疑是流纹岩滨海山岳景观中杰出的典范 。

7 ．3 ．2 　旅游资源储量评价

雁荡山风景区地文旅游资源单体分别占乐清市和温州市旅游资源单体总

量的 ５３ ．３３％ 和 １０ ．７８％ 。根据本书的定义 ，雁荡山风景区内各等级旅游资源

的单体数量分别乘以品质分 ，即为雁荡山旅游资源储量 。按照这一方法进行计

算 ，雁荡山所有旅游资源单体的品位分之和为 ５０３ ，占乐清市旅游资源储量的比

例为 ５３ ．３３％ ，占温州市的比例为 １２ ．７９％ 。上述数据表明 ，雁荡山旅游储量对

乐清市全市旅游资源总量的贡献度超过五成 ，对温州全市的贡献度也在一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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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可以说 ，雁荡山旅游资源的资源储量不仅占据乐清市的半壁江山 ，而且在

温州市域范围内也具有明显的数量优势 。

7 ．3 ．3 　旅游资源品质评价

雁荡山的地文旅游资源不仅类型丰富多样 ，而且品质很高 。利用本书建立的

旅游资源品质评价指标对雁荡山的旅游资源的品质进行了评价 ，结果表明 ，雁荡

山的平均品质接近 ３ ，高于温州市和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平均品质 ，如

表 ７‐１所示 。

表 7‐1 　雁荡山及地文旅游资源平均品质分

地区／等级 五 　级 四 　级 三 　级 二 　级 一 　级 单体总数 平均品质

雁荡山 ５ |６ 3３９ ４９ 抖６９ l１６８ 9２ 櫃．９９

乐清市 ６ |１４ J７２ １０８ 屯１１６ 儍３１６ 9２ 櫃．９８

温州市 １５ 摀５３ J２５１  ４５９ 屯７７９ 儍１５５７ P２ 櫃．５３

浙江省 ７４ 摀１９７ a９４５  １８８３ 滗２９２７ 殮６０２６ P２ 櫃．５６

而从 ５ 、４ 、３级以上优良级资源单体的比例看 ，雁荡山的优良级以上资源单

体的数量达到 ５０个 ，储量达到 ３８８ ，分别占乐清市优良级资源单体数量和储量

的 ５４ ．３４％ 和 ４６ ．９１％ ，占温州市优良级资源单体数量和储量的 １５ ．６７％ 和 ２１ ．

８４％ ，如表 ７‐２所示 。这表明 ，雁荡山是乐清市和温州优良资源的富集之地 ，具

有极高的旅游开发价值 。

表 7‐2 　各地市优良级地文旅游资源结构及储量

地 　区 五 　级 四 　级 三 　级 优良级数量 优良级储量

雁荡山 ５ u６ 浇３９  ５０ d３８８ 乙
乐清市 ６ u１４ 栽７２  ９２ d８２７ 乙
温州市 １５ 寣５３ 栽２５１ 3３１９ {１７７６ 殚
全省 ７４ 寣１９７ 腚９４５ 3１２１６ 拻６８４４ 殚

７ ．４ 　深度开发思路与导向

上述分析表明 ，无论是从景观特征 ，还是从地文旅游资源的储量和品质来

看 ，雁荡山都应在温州市乃至浙江省旅游发展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事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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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 。雁荡山风景名胜区一年接待的游客数量也不过 １００多万 ，而张家界一

个黄金周接待的游客数量就接近百万 。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 ，主要原因

在于雁荡山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不少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 。为此 ，有必要在对

雁荡山地文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进一步

开发的思路 。

7 ．4 ．1 　地文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雁荡山融极高的科学价值 、独特的美学价值于一体 ，在我国山岳景观资源

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但是 ，从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角度看 ，雁荡山仍

存在诸多问题 。

（１）与雁荡山自身具有的资源价值相比 ，在全国山岳旅游市场中缺少应有

的地位 。尽管雁荡山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和中国首批 ５A 级旅游景区 ，但在国内

同类旅游景区中 ，人们认可和接受华山 、张家界 、黄山 、九寨沟等旅游景区 ，而不

是雁荡山 。在国际市场上 ，雁荡山更没有什么影响力 ，目前每年接待国际游客

数量不足 ２０００人 。因此 ，与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旅游业相比 ，雁荡山在

全国旅游市场中无一席之地 ，这与它本身所具有的资源价值不相称 。

（２）旅游产品过度依赖传统项目 ，产品单一 ，旅游资源开发的深度不够 。根

据雁荡山风景管理区的一项调查 ，目前游客对雁荡山传统观光游览等老产品的

评价总体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对极具特色的灵峰夜景满意度较高 。但是 ，雁

荡山旅游业发展仍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如长期以来对传统地单一山水型观光

旅游产品的过分依赖 ，新项目较少 、旅游项目单一等 ，这是导致雁荡山难以吸引

和留住游客的重要原因 。

（３）对雁荡山的旅游开发仅限于“点状”开发 ，未能有效整合区域内的旅游

资源 。雁荡山所处的乐清市和温州市具有丰富的滨海 、山岳 、水域风光以及人

文旅游资源 ，但雁荡山作为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与周边的旅游资源缺少有

机联系 。目前乐清市和温州市对雁荡山的旅游资源开发多限于点状空间内 ，忽

视了从区域尺度对雁荡山及其周边景观的有效整合和整体营销 。这种局面不

仅制约了雁荡山自身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也不利于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开

发和利用 。因此 ，需要从更高层面 、更宽视野重新审视雁荡山旅游的开发与

利用 。

（４）管理体制不顺制约了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雁荡山的旅游业之所以

不能健康 、有效地发展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 ，管理体制问题也是不能不提的 。

尽管雁荡山的管理体制已经做了多次的调整与改革 ，但目前仍存在不少问题 。

目前雁荡山的管理机构仅为副县（处）级的事业单位 ，同时受温州 、乐清两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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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双重管理 ，但管理机构并没有明文授权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综合执法职能 ，使

得管理措施难以有效实施 ，各部门之间存在相互扯皮 、推诿现象 ，景区规划 、保

护 、管理难以到位 ，开发 、建设难以协调 。雁荡山当前的管理体制问题很大程度

上制约和限制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

7 ．4 ．2 　资源深度开发的思路

上述分析表明 ，雁荡山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不少根本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事

实上都可以归结为地文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够的范畴 。因此 ，要推动雁荡山旅

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必须加强对雁荡山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 。针对目前存在的

问题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

（１）加强对旅游目的地营销 。由于雁荡山的开发历史较早 ，而且历代的文

人墨客也留下了不少诗文 、游记 、山志 ，因此 ，单纯从知名度来看 ，雁荡山对大多

数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但问题的关键是 ，高知名度并不能等同于市场的认

知度 。改革开放后 ，在中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 ，雁荡山并没有很好地抓

住机遇 ，充分利用已有的知名度通过多种营销手段将自身具有的资源价值转化

为游客的旅游冲动 ，激发游客的兴趣 。这是导致目前雁荡山在全国山岳旅游市

场中缺少应有的地位的关键原因 。 因此 ，雁荡山的深度开发 ，关键要做好旅游

目的地营销 。目前 ，雁荡山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不鲜明 ，市场认同

度偏低 ，这极大地影响了雁荡山旅游知名度的提高和在国内外旅游市场的整体

促销 。因此 ，应紧紧抓住旅游市场需求的特点 ，创新思路 ，整合资源 ，确立多角

度宣传思路 ，利用旅游展览 、媒体推广 、重大节事活动等复合营销手段 ，进行全

方位 、多层次 、宽领域的旅游促销活动 。

（２）形成旅游产品线 。雁荡山地文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必须改变目前过度

依赖传统资源优势所形成的旅游产品 ，应以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为导向 ，加快

新产品开发 ，按照低端 —中端 —高端 —终端的产品升级路径 ，形成产品线 。因

此 ，雁荡山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必须在老产品升级和新产品开发方面大做

文章 ，以顺应市场和时代发展的需求 ，如自然观光 、休闲度假 、户外运动与娱乐

产品开发就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几个旅游产品 。应按照“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的

原则 ，吸引社会资金投资雁荡山 ，促进旅游开发由“山”向“海”延伸 ，由传统观光

型产品向休闲度假型转变 ，推进雁荡山旅游从单一观光型向集“休闲度假 、购物

娱乐 、科普教育 、文化寻踪”为一体的综合型转变 。

（３）扩容发展空间 。不论雁荡山的旅游资源有多么珍贵 ，开发价值有多么

高 ，但在区域旅游开发格局中 ，都只是一个“点状”空间 。在旅游业发展日益趋

于“区域化”的背景下 ，仅靠一个景点必然难以支撑和推动整个区域旅游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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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壮大 ，而且最终可能导致优势景点的衰落 。因此 ，应进一步转变发展思路 ，

扩容发展空间 ，充分利用温州市有大山 、大河 、大海等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的特

征 ，从温州市域层面有机整合中雁荡山 、南雁荡山 、玉苍山 、玉龙湖等各大景区

的山水旅游资源 ，推动温州市域内部各景区景点的分工与协作 ，形成多条观山

看海的以山水旅游为特色的黄金旅游线路 ；还应根据旅游产业发展的一般趋

势 ，结合乐清市和雁荡山周边地区的资源条件 、旅游产业基础 ，重点打造和延伸

产业链 ，通过产业链的打造和延伸 ，带动雁荡山周边乡镇依托雁荡山发展相关

特色旅游产业 ，实现繁荣一方经济 ，富裕一方百姓 。

7 ．4 ．3 　开发利用原则导向

根据雁荡山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基本思路 ，在具体的规划 、建设和管

理实践中 ，应坚持保护与利用兼顾 、综合利用 、尊重科学等基本原则 。

（１）保护与利用兼顾原则 。雁荡山的地质遗迹由于涵盖了流纹质火山作用

的各类产物而被称为是流纹质火山岩的天然博物馆 ，是中国东部巨型中生代火

山岩带中白垩纪火山的典型代表 ，因此雁荡山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值得

大力保护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 ，地质遗迹的保护必须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的方

向 。因此 ，雁荡山地文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应以保护与利用兼顾为基本原则 ，

对于那些不会破坏地质遗迹的旅游开发项目 ，要及早上马 ，大力开发建设 ；对于

有可能对地质遗迹资源产生不利影响的旅游开发项目 ，则应多方论证 ，谨慎对

待 ，在不破坏资源的前提下 ，有限度地 、科学地开发利用 。

（２）综合利用的原则 。针对雁荡山旅游发展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旅游资源

开发的基本规律 ，必须坚持综合旅游的原则 ，即围绕重点项目 ，通过挖掘潜力 ，

逐步形成雁荡山旅游的系列产品和配套服务 ，在大力开发科普考察 、观光类旅

游产品的同时 ，通过与周边乡村的互动发展 ，进一步开发生态体验 、乡村体验等

休闲类的旅游产品 ，逐步推动雁荡山旅游开发从单纯地利用景观资源开展观光

旅游走向综合利用方向转变 。

（３）尊重科学的原则 。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雁荡山 ，为了切实有效地保护

和利用珍贵的地质遗迹资源 ，在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过程中 ，必须坚持尊

重科学的基本原则 。这就要求在景区进一步开发建设过程中不仅要科学合理

布局旅游项目 ，适度利用地质遗迹资源 ，而且在景点景区深度开发过程中注重

科学和文化内涵的挖掘 ，绝不能流于讲故事 、说野史 。

（４）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 。旅游资源开发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不

同层次 、不同群体旅游者的各种需求 ，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 。因此 ，雁荡山旅游

资源开发必须面向市场 ，研究市场 ，针对不同区域 、不同层次 、不同消费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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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需求 ，设计 、加工组合满足旅游市场需要的旅游产品 。

（５）经济效益原则 。旅游资源开发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 ，而获得经济效益的保证是要能吸引一定规模的旅游者 。因此 ，雁荡山旅游

资源的深度开发仍要运用经济原则 ，加强对客源市场的分析 ，根据市场变化来

调整开发利用的方向 、内容和形式 。在大力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下 ，统筹规划 、

综合开发 ，避免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盲目性 。

7 ．4 ．4 　深度利用提升策略

根据雁荡山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思路和基本原则 ，针对雁荡山旅游开发中

存在的问题 ，应从市场营销 、周边景区整合等四个方面推进 。

（１）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市场营销 。利用新媒体进行营销 。应高度重视新媒

体的传播能力 ，加强与搜狐网 、新浪网 、旅游网以及分众传媒等楼宇媒体 ，土豆 、

优酷等视频网站 ，天涯等各大 BBS以及手机平台等新媒体的合作 ，面向大城市 、

面向年轻受众 、面向白领阶层强力推介遗迹遗址公园 ；利用传统强势媒体进行

营销 ，充分利用 CCTV 、凤凰卫视以及湖南卫视的强势平面媒体的传播功能 ，播

放品牌形象宣传片 、风光片等多种宣传片 ，进一步扩大雁荡山在国内山岳旅游

市场的知名度 ，激发游客的旅游冲动与旅游兴趣 ；针对重要客源市场 ，主要采用

旅游推广与展览 、户外媒体等方式进行促销和推广活动 。

（２）进一步强化与周边景区的有机整合 。雁荡山要想在目前既有的国内山

岳旅游格局内扩大自己的市场规模 ，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强化与周边景区的有

机整合 ，形成富有特色的 、组合式的山水 、山海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 ，以此来吸

引游客 。一是与中雁荡 、南雁荡及温岭的长屿洞天等相关的山岳类景区互动 ，

形成浙江山岳景观精品旅游线路 ；二是与楠溪江等联合 ，打造浙江山水精品旅

游线路 ；三是与南麂列岛的滨海海岛景区等整合发展 ，形成以“品山赏海”的山

海精品旅游线路 。

（３）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雁荡山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不仅是对景区自身而

言 ，也意味着雁荡山要进一步加强与所在区域的经济联系 ，带动周边区域的发

展 。根据旅游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 ，结合乐清市的资源条件 、旅游产业基础 ，重

点打造和延伸以下三大产业链 ，即雁荡山景区景点观光旅游 →住宿业 →旅行社

业 →旅游交通业 →旅游餐饮业及购物 ；鱼翅 、鱼鲞 、虾干等海鲜制品和茶叶 、石

斛等特色农产品生产 → 农产品深加工业 → 餐饮购物业 → 乡村旅游业 ；黄杨木

雕 、细纹刻纸等传统手工艺品生产 →餐饮 、旅游商店 →旅游装备工业 ，通过产业

链的打造和延伸 ，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实现繁荣一方经济 ，富裕一方百姓 。

（４）积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雁荡山旅游开发应坚持“国际化 、一体化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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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化 、精致化”的战略 ，依托现有世界地质公园的基础 ，深度挖掘科学内涵 ，通过

实施雁荡山水资源恢复工程 ，重现雁荡水韵 ，进一步提升雁荡山景区的环境品

位和品牌形象 。在此基础上 ，开展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 ，并以此为契机加快

雁荡山世界级旅游景观区建设 ，努力把雁荡山建设成世界级旅游景观区 。

７ ．５ 　资源与环境保护

雁荡山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自然遗产 ，旅游开发必须以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为前提 ，应在地质遗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 。

7 ．5 ．1 　资源保护

１ ．资源保护原则

分级保护原则 ：为确保雁荡山的地质遗迹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 ，同时又可

以进行适度的旅游开发 ，应采取分级保护原则 ，即保护级别不同的区域 ，应采取

不同的保护措施 、不同的保护标准和不同的保护方式 。

分类保护原则 ：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内拥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地质遗迹 ，对

于不同类型的遗迹应自愿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

重点保护原则 ：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内不同类型的地质遗迹资源各自具有

不同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对于重要的地质遗迹应予以重点保护 。

统筹兼顾原则 ：在对雁荡山地质遗迹资源进行长期保护的同时 ，必须兼顾

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应通过合理的开发 ，适当安排旅游项目 ，发展当地经济 ，

促进当地农民就业 ，使得保护与开发得到统筹兼顾 。

２ ．地质遗迹资源分区保护要点

结合地质遗迹分布及其价值特征等情况 ，结合雁荡山相关的各类规划 ，对

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按四级进行保护 ，即地质遗迹核心保护区（一

级保护区） 、地质遗迹重点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地质遗迹基本保护区（三级保

护区）和控制发展区 。

（１） Ⅰ级保护区 。 Ⅰ级保护区的面积为 １ ．９km２
，主要分布在灵峰 、三折瀑 、

灵岩 、大龙湫等 ７个景区 ，具体见表 ７‐３ 。

Ⅰ级保护区内应严格保护景区内地质遗迹内的自然景观 ，严禁对地形地物

人为改变或破坏 ；区内不得进行任何人工设施建设 ，有碍景观视觉审美的已有

建筑物应全部拆除 ，并禁止采挖土石方 ；尽量不使用消耗石油的交通工具（车 、

船）在区内行驶 ，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后 ，交通工具改为燃气车或绿色环保型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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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对该区内的居民远期内实施全部外迁 ，短期内迁移不了的应控制其规模 ，

调整其风格与环境相协调 。

（２） Ⅱ级保护区 。 Ⅱ 级保护区的面积为 １７ ．５km２
，主要分布在灵峰 、筋竹

涧 、显胜门 、龙湖仙姑洞等 １２个景区 ，具体见表 ７‐３ 。

Ⅱ级保护区内严禁开山采石 、开荒 、建坟 ；可以在不破坏景观 、不污染环境

的前提下 ，设置必要的旅游设施 ，但要控制其体量与风格 ；严格控制区内乡村居

民点的数量和规模 ，不得新建扩建农村居民点 ；维护区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

国家 Ⅰ级标准 ，水源达到国家饮用水 Ⅱ级标准 。

（３） Ⅲ级保护区 。 Ⅲ 级保护区的面积为 ４７ ．３km２
，主要分布在灵峰 、大龙

湫 、显胜门 、龙湖仙姑洞等 ９个景区 ，具体见表 ７‐３ 。

Ⅲ级保护区内应加强绿化 ，区内林木不分权属都应得到保护 ，对荒山坡地

进行生态复育 ；加强村落民舍的环境 、卫生等的综合治理 ，区内村落 、民舍建设

必须与环境协调 ；从整体上保护自然资源 ，维护生态平衡 ，确保 Ⅰ 、Ⅱ 级保护区

得到有效保护 。

（４）控制发展区 。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内 Ⅰ级 、Ⅱ级 、Ⅲ级保护区之外的其

他地区为外围控制区 ，面积 １３６ ．２km２
。控制发展区内应限制建设污染大气和

水体的各类项目 ；区内限制采石活动 。

表 7‐3 　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三级保护区面积一览表

保护区名称
保护级别与面积（km２

）

Ⅰ Ⅱ Ⅲ

灵峰 ０ �．４ １ i．６ ８ 滗．２

三折瀑 ０ �．２ ０ i．５ １ 滗．６

灵岩 ０ �．２ ０ i．６ １ 滗．６

方洞 ０ �．１ １ i．３ ２ 滗．４

大龙湫 ０ �．２ １ i．０ ３ 滗．３

雁湖西石梁 ０ �．６ １ i．１ ４ 滗．１

筋竹涧 ０ �．２ ４ i．０ －

显胜门 － １ i．８ １２ �．５

仙桥 － ０ i．９ ２ 滗．３

龙湖仙姑洞 － ２ i．７ １１ �．３

智仁 － １ i．１ －

王家岙 —五峰山 － ０ i．９ －

　 　资料来源 ：枟拟建浙江雁荡山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枠 ，乐清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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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2 　生态环境保护

１ ．基本原则

重点保护原则 ：经过长期的植被保育 ，雁荡山地质公园内森林植被良好 ，景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８５％ 以上 ，带动了整个环境的提高 ，增强了公园内大气 、地表

水的自净能力 。此外 ，良好的水质是雁荡山的一大特点 ，公园内的湖 、溪 、潭 、

瀑 ，水色清丽 ，视觉效果和美感俱佳 ，应给予大力保护 。因此 ，生态环境保护应

坚持重点保护的原则 ，对事关雁荡山长远发展的植被 、水体 、大气等主要生态环

境要素进行重点保护 。

科学原则 ：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式对雁荡山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一方面

要宜草则草 ，宜树则树 ，加强生态保护 ，另一方面应处理好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负担 ，将生态压力控制在生态平衡允许的范围内 ，不仅要控制园区内的

居民数量 ，也应根据需要适度控制游客数量 ，不得超过规划规定的数值 。

２ ．主要措施

严禁一切不合理的 、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行为 。风景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不

仅破坏景观 ，而且影响环境质量 。因此 ，公园景区内必须禁止一切不合理的开

发项目的建设 ，严格按照已经编制完成的各类规划进行建设和管理 ，严格执行

分区分级管理的目标和措施 。

继续进行植被保育 。公园内的植被保育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应在此基

础上继续加大投入 。 在生态保育区内 ，下一步应着力恢复植被的地带性 、多

样性 。

积极采取新的技术措施 。利用微型生物处理设施处理居民点和服务点的

生活垃圾有利于实现污染物的生态化 ，避免污水进入景区内的水体 。应在居民

点和服务点建立微型生物处理设施 ，新建或改建生活污废水净化沼气池 ，游览

区内设置生态厕所 ，处理达标后集中按统一规划排放 ；应积极探寻新的固体垃

圾处理方式 ，逐步改变仅仅依靠垃圾填埋的处理方式 ，以适应填埋场地少的情

况 ，建议寻求境外的垃圾焚烧处理 。

进一步做好容量控制工作 。应根据资源承载能力和自然地质灾害避让的

要求 ，限制景区内已有村庄新增各类建设用地 ，Ⅰ级 、Ⅱ级 、Ⅲ 级保护区内的人

口应进一步向外搬迁 ，应逐步降低发展区内的人口密度 ，引导人口向其他乡镇

转移 ，为地质公园营造更加优越的外部环境 ，提升景区的整体环境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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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与 展 望

本书以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研究对象 ，以地质学 、旅游学 、

旅游地学等交叉学科相关理论为指导 ，收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资料和数

据 ，通过实地调查与综合比较分析相结合 ，对地文旅游资源的形成背景 、类型特

征 、空间分布和资源优势类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与成果 ：

（１）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形成的地质环境背景首次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

理 ，从影响地文旅游资源形成的地层环境 、地质构造和地貌总体格局等方面分

析旅游资源的形成环境及特点 ，为浙江省不同区域地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２）以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数据资料为基础 ，借鉴区域旅游资源的定量评

价方法 ，创新性地引入资源储量 、丰度 、品质分等概念指标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

源的类型结构 、储量特征 、类型品质等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综合品质优势度的比

较得出浙江地文旅游资源单体类型的综合优势度排序 ，确定 ３１ 种基本单体类

型为资源优势类型 ；进而将其归纳为浙江地文旅游资源的五大综合优势类型 ，

即山岳景观旅游资源 、地层与矿山遗迹旅游资源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 、

岩溶洞穴旅游资源和海岸海岛旅游资源 。

（３）基于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优势类型 、空间分布特征等进行系统分

析的基础上 ，提出以五大优势地文旅游资源为主要载体的浙江省旅游产品提升

和整合开发的战略构想 ，提出浙江省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结构优化和功能结构

优化策略 ，对浙江省旅游业实现跨越发展以及“三带十区”旅游总体格局的构建

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

（４）基于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及典型景观的分析 ，提出地文旅游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方法和途径创新 ；同时对山岳景观 、江河湖泊峡谷 、海岸海岛 、岩溶

洞穴 、地层与矿山遗迹等五大优势地文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导向进行了有

益的创新探索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浙江地文旅游资源的整体利用水平 ，为浙江

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指导依据 。

（５）以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为研究案例 ，对地文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

进行深入探索研究 ，提出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利用的思路 、品牌效应的提升策略

以及资源保护的措施 ；不仅有利于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也

将为其他地文旅游资源的科学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

另外 ，由于本书研究所涉及的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数量巨大 ，资源类型多

样 ，与其他人文旅游资源的组合关系十分复杂 。因此 ，在探讨地文旅游资源与

其他旅游资源的关联特征以及整合开发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由于本书

研究重点的限制 ，今后在这方面可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

在旅游资源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的构建方面 ，国内尚处于初步

探索阶段 ，在评价层的构架 、评价因子的选取 、指标赋值等方面还不成熟 ，具体

到旅游资源开发应用领域的成功案例更是少之又少 ，这也是本书应深化探索的

目标之一 ，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旅游地学边缘交叉学科今后发展的方向 。

本书所探讨的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地质地貌学与旅游学的交叉研

究在国内尚处于逐步累积阶段 。 相信随着 GIS 、遥感技术等科技手段的应用 ，

该研究领域将会有更大的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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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浙江省 5 级地文资源单体简介

一 、龙王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湖州市安吉县章村镇龙王山

性质与特征 ：龙王山地属天目山山脉中心地区北部 ，山脉多呈西南 —东北

走向 ，海拔为 １９６ ．３ ～ １５８７ ．４m ，其中海拔 １５００m 以上的山峰有 ５ 座 ，最高峰为

龙王峰 ，海拔为 １５８７ ．４m ，为浙北第一峰 。相传龙生九子就发生在这片山野林

莽之中 ，故此得名 ———龙王山 。

龙王山出露地层岩性为中生代上侏罗纪劳村组火山岩及奥陶系堰口组砂

岩夹粉砂质泥岩 。山体外露岩质主要由凝灰岩 、流纹岩组成 ，山势险峻 。最低

点为章村镇长潭村 ，海拔仅 １９６ ．３m ，海拔 ６００ 以下的山体大部分为山地红壤 ，

６００ ～ １２００m多为山地黄壤 ，在 １２００m以上山地可见山地棕黄壤 。土层以中层 、

薄层居多 ，其中山坡上部平缓处和山坡下部冲击处土壤较深厚 ，土质疏松 ，以

中 、轻壤质为主 ，有机质含量较高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考察龙王山后 ，将

其确认为第四纪冰川运动的产物 。 龙王山上富有科学价值的冰川 、石浪 、火山

口 、高山沼泽 、地层 、峡谷等地质旅游资源 ，有“地质博物馆”之称 。

龙王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雨量充沛 ，气候宜人 ，年平均温差 １５ ．５ ℃ ，年平

均降雨量 １４０５mm ，有雾凇和雨凇现象发生 。森林植被呈明显垂直地带分布 ，依

次分布为常绿阔叶林 、常绿落叶混交林 、落叶阔叶林 、芒草灌丛和高山沼泽地 、

针叶林区及针阔混交林 。

龙王山历史悠久又地处偏僻 ，还保留着浓厚的山村风景 ，拥有着大量的历

史遗址和众多的神话传说 。近现代有多位文人墨客到此游历题字 ，为龙王山增



添了不少文化内涵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龙王山地处安吉县西南角 ，东南与天目山区的临安

市西天目乡接壤 ，西南与安徽省宁国县相邻 ，北连安吉县章村镇河干 、郎村等

村 。龙王山至递铺镇交通便利 ，仅 ５０km ，有乡级公路相通 ，路宽 ８m ，沥青路面 。

递铺镇南至杭州 ５０km ，东北至湖州 ５８km 、上海 ２３２km ，北至长兴 ６９km 、安徽广

德 ６９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８５年批准建立龙王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对山上的生物

物种资源和生态环境加以保护 ，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形成了可进入条件

及自然风光较好的龙王山景区 。

二 、平湖九龙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嘉兴平湖市乍浦镇

性质与特征 ：九龙山位于平湖乍浦镇杭州湾沿岸 ，自汤山至益山 ，连绵 ７０００

米 ，形成天然屏障 ，俗称“九龙山” ，为天目山余脉 。自西向东有汤山 、灯光山 、西

常山 、陈山 、黄山 、晕顶山 、东常山 、高公山等 ，海拔 ４０ ～ １６１m ，其中以陈山为最

高 ，属低丘地貌 。西片靠近乍浦镇 ，主要景点有国家森林公园 、天妃宫炮台 、南

湾炮台和海红亭 ；东片主要有海滨浴场 、金海洋度假村等 。景区内物产丰富 ，著

名土特产有松花蕈 、孱鱼 、沙虎 、秋鸟等 。

九龙山的岩性为中生界侏罗系上统黄尖组喷出岩 ，有含砾凝灰熔岩 、熔凝

灰岩 、流纹岩及少量花岗岩 。由于岩性坚硬 ，又面临杭州湾 ，受风蚀 、海蚀作用 ，

有海蚀崖 、海蚀平台等地貌发育 。

历来是旅游胜地 ，旧时有“乍浦八景” 、“雅山十景”之说 。明清以来 ，吸引许

多画家和诗人来此游览 ，董其昌 、朱彝尊 、阮元等都留下踪迹 。民国时期两度以

“黄山风景区”命名 ，开发九龙山海滨浴场 。九龙山开发历史悠久 ，留下了众多

的文物古迹 ，如葫芦城 、天妃宫古炮台 、南湾古炮台 、独山巡检司等 ，现存“将军

墩”一座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九龙山得到重新发展 ，

１９８７年 ８月乍浦城市总体规划通过 ，九龙山风景区的开发正式启动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九龙山位于平湖市乍浦镇东 ，杭州湾北岸 ，东距上海

９５km ，西去杭州 １１９km ，北离苏州 １１３km 。九龙山是嘉兴南郊沿海黄金旅游线

的一个著名景区 ，与平湖莫氏庄园 、九龙山海滨浴场 、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乍

浦港等景区相串联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现已开发为九龙山旅游度假区 ，又名九龙山庄园 ，主要项目

有威斯汀酒店 、游艇俱乐部 、高尔夫 、马球等 ，它融旅游体育 、商业住宅 、佛教文化 、

主题公园等为一体 ，具备了良好的区内交通结构和完善的旅游文化娱乐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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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仙华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金华市浦江县仙华山风景区

性质与特征 ：仙华山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位于浙江省中部的浦江县 ，

被人称为“江南蓬莱 ———浦江仙境” 。相传黄帝之女玄修在此得道升天 ，故又名

仙姑山 。仙华山西线幽静 ，东线雄伟 ，古有浦阳山水“秀甲吴越”之说 。

仙华山位于浦江县城北 ９km 处 ，总面积 １８km２
。主峰少女峰 ，海拔 ７２８m ，

景区分为四个部分 ，即仙华峰林 、梅坞香雪 、宝掌幽谷 、仙湖碧水 。仙华山以奇 、

秀 、险的山巅峰林为胜 ，称誉江南 。在仙华山海拔 ６００m 以上的山巅约 １km２ 的

范围内 ，聚集着高约 ５０ ～ １００m的耸峭石峰 ２１座 ，它们千姿百态 ，每一座山峰都

有它的特色 ，玉圭峰的挺拔 ，情侣峰的缱绻 ，玉尺峰的秀峻 ，嫘祖峰的专注 ，大钟

峰的壮硕 ，少女峰的险峻与雄奇 ，每座峰各自浑然一柱 。

仙华山不仅峰奇而且石奇 ，岩石不仅奇秀而且艳丽 ，如巨硕的昭灵宫 。另

外玉尺峰陡峭的岩崖上有一个天然的反向太极图 ，阴阳分明 ，清晰生动 ，这就是

由于彩岩的渗透而造就的一处大自然的杰作 。仙华山峰多狭长 ，峰壁似剑削 ，

对峙的玉尺峰和玉圭峰如两把利刃直刺天穹 ，峡道越往上越窄 ，最窄处仅 １m
余 ，薄如菜刀 ，俗称“薄刀弄” ，成“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 。

仙华山崛起于 １ ．５亿年前的中生代 ，属丘陵地貌 ，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雨热同步 ，光温互补 ，四季分明 ，气温适中 ，景区气温比县城低 ５ ℃左右 ，山地植

被良好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仙华山风景区西与国家级风景区“两江一湖”（新安

江 、富春江 、千岛湖）相毗邻 ，南与国家级风景区“双龙”邻近 ；浙赣铁路和省道杭

金 、蒋义公路经过县境 ，义乌民航机场在浦义交界处 ，区位和交通优势明显 。

保护与开发现状 ：仙华山总体开发非常成熟 ，每年游客及香客络绎不绝 ，山

体形态与景观保存完好 ，周围环境未受到污染和破坏 ，区内环境保护措施较好 。

四 、凤阳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丽水市龙泉市凤阳山自然保护区

性质与特征 ：凤阳山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闽浙丘陵区 ，由华夏古陆华南台

地闽浙地质演变而成 ，地史古老 。山体属洞宫山系 ，由福建武夷山脉向东伸展

而成 。基岩为侏罗纪火成岩 ，由流纹岩 、凝灰岩及少量的石灰岩组成 。矗立在

凤阳山保护区核心地段的江浙最高峰黄茅尖 ，海拔 １９２９m 。

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地带 ，受海洋气候和季风的影响大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

气候 。年平均气温 １２ ．３ ℃ ，年降水量 ２４３８ ．２mm ，气候特点是温暖湿润 ，雨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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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 ，蒸发量少 。随着海拔的升高 ，地形雨亦增加 ，终年云雾弥漫 ，大气及土壤湿

度增加 ，自然植被保存好 ，植被覆盖率达 ９０％ 。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亚

地带 ，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又因海拔高度的变化 ，在相应的气候垂

直分布带上形成森林植被的垂直带谱系列 。景区内除了丰富的植物资源外 ，还

有 ５３种野生动物 ，包括金钱豹 、云豹 、黄腹角雉等一级保护动物 ，二级保护动物

有小灵猫 、大灵猫 、短尾猕猴 、苏门羚 、水獭等 ４５种 。

黄茅尖景区总面积 １９３１亩 ，主要有千年古树群 、黄茅尖 、乌龟岩 、佛光观望

台 、高山草甸及矮林 、杜鹃林等 ，景区恢弘博大 ，美不胜收 。凤阳山盛夏季节凉

爽宜人 ，是理想的避暑和旅游胜地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距离龙泉市城南 ５０km ，旅游班车可以直达景区入口

处 。景区内路口及分叉口设置有旅游线路标牌 、景点解说牌等 ，自山脚有游步

道 ８km直通最高峰 ，有 ４km环形游步道将其主要景点千年古树群 、黄茅尖 、乌

龟岩（佛光观望台）相连 ，交通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由于处在自然保护区内 ，旅游资源及自然环境保护良好 ，

并设置有栏杆 、扶手 、台阶等安全措施 。同时 ，对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和野生动

物的保护措施比较到位 ，旅游环境容量控制比较合理 。

五 、百山祖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丽水市庆元县百山祖乡

性质与特征 ：百山祖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闽浙丘陵区 ，境内峰峦叠嶂 ，地形

复杂 ，千米以上的山峰星罗棋布 ，其中百山祖主峰海拔 １８５６ ．７m ，为浙江省第二

高峰 ，与浙江省第一高峰黄茅尖隔谷相望 。境内地貌类型为切割程度不同的中

山 ，以侵蚀地貌为主 。山体坡度多在 ３０ ℃以上 ，山峰 、峡谷 、悬岩频见 。

境内沟谷众多 ，水系发达 ，水资源丰富 ，溪流呈放射状 ，分属瓯江水系和闽

江水系 。百山祖西南坡为闽江支流松源溪的源头 ，东北坡为瓯江主流的发源

地 。百山祖地区山高林密 ，沟谷纵深 ，狭窄而弯曲 ，水流时而平缓时而湍急 ，有

些地段比降较大 ，形成多级瀑布 ，蔚为壮观 。如百瀑沟 、三井溪等 。

百山祖气候为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由于境内地势高低悬殊 ，形成较

为明显的气候垂直分布带谱 。山体自下而上可分为中亚热带 、北亚热带 、南温

带和中温带四个气候类型 。

百山祖的森林动植物资源极为突出 。百山祖森林覆盖率为 ９１ ．６％ ，以天然

林为主 ，生长繁茂 。自然植被主要有常绿阔叶林 、针阔叶混交林 、常绿落叶阔叶

混交林 、针叶林 、山顶矮曲林 、灌草丛等 ；人工植被有针叶林 、竹林 、茶园等 。其

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百山祖冷杉 、南方红豆杉 、钟萼木 ３种 ，二级保护植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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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柏 、香果树等 １８种 。 幸运地逃过第四纪冰川浩劫而保存下来的百山祖冷

杉是百山祖特有的古老孑遗树种 ，全球仅存此三棵 ，有“植物大熊猫”之称 ，１９８７

年被国际物种保护委员会列为世界最濒危的 １２种植物之一 ，是研究古地理 、气

候的发生与变化的“活化石” 。

百山祖地形复杂 ，森林植被保存完好 ，为各种动物生存 、繁衍 、栖息 、活动提

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华南虎 、黄腹角雉 、白颈 、长尾

雉 、云豹等 ８ 种 ，二级保护动物有短尾猴 、猕猴 、穿山甲 、苍鹰 、大鲵 、虎纹蛙 、拉

步甲等 ４７种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百山祖赢得了“华东古老植物的摇篮” 、“昆

虫的世界” 、“生物模式标本的产地”的美誉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百山祖西北与龙泉市凤阳山相连 ，北临龙泉市的屏

南乡和龙南乡 ，东接庆元县的合湖乡 、贤良镇 ，南连庆元县五大堡乡 ，西面毗邻

庆元县四山乡 。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设于庆元县百山祖乡车根村 ，

距庆元县城 ３８km ，离丽水市 ２６１km 。均为四级公路 ，沥青路面 ，弯道多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８５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原万里林场和五岭坑林场

基础上成立百山祖省级自然保护区 。 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经国务院批准 ，将凤阳山和

百山祖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合并扩建 ，升级为“浙江凤阳山 —百山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

六 、缙云仙都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丽水市缙云县五云镇

性质与特征 ：缙云仙都地处缙云 —青田火山喷发带的活动地段 ，大量火山

岩构成其独特的奇峰异石地貌 。九曲练溪自东北向西南流经仙都景区 ，是一条

山水如画的风景长廊 。它始于上章村芙蓉峡 ，止于周村姑妇岩 ，它有九曲 、九

潭 、九桥 、九堰 、九滩 、九渡 ，自古就有“九曲练溪 ，十里画廊”之称 。自然景观以

奇峰异岩 、洞壑峡谷 、溪涧流泉等为特色 。鼎湖峰 ，高 １７０ ．８m ，享有“天下第一

峰”之美誉 。孔雀浴溪 、仙掌岩 、三奇岩等象形山石 ，拟人状物 ，形态逼真 。景区

内奇异洞穴众多 ，有火山口凌虚洞 ，石刻环壁 、三洞相连的倪翁洞 ，内蓄仙水的

仙水洞 ，冷气四溢的马鞍山冷气洞 ，巨石相依 、曲折通幽的青芝洞 ，悬崖绝壁 、人

迹罕至的天堂洞群等 。峡谷有芙蓉峡 ，三面围抱 ，一谷出口 ，山顶似万朵芙蓉盛

开 ，山壁像铜墙铁壁 ，谷底长近 ５００m ，一道通天 ，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 。

缙云仙都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的寻访之地 。 摩崖题记数量甚多 ，共计 １０８

处 ，主要分布在初阳山 、鼎湖峰 、仙水洞 、小赤壁 、铁城诸景点 。仙都摩崖题记始

于唐代 ，历经宋 、明 、清 、民国至当代 ，行 、楷 、隶 、篆齐全 ，琳琅满目 ，其中最珍贵

的是唐代小篆书法家李阳冰题的“倪翁洞”石刻 ；仙都诗文数量颇巨 ，难以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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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其中著名者有谢灵运 、陆龟蒙 、皮日休 、朱熹 、沈括 、王十朋 、汤显祖 、袁

枚 、潘天寿等 。

仙都 ，古称缙云山 ，与黄山 、庐山并列为轩辕黄帝的三大行宫 ———三天子

都 。仙都道教兴盛 、佛教发达 ，其中“黄帝祠宇”规模最大 。黄帝祠宇前身为缙

云堂 ，始建于东晋成帝时期 ，开始时是缙云氏后裔祭祀先祖轩辕黄帝的场所 ，后

来影响渐大 ，成为江南人民朝圣问祖之所 ，与陕西黄帝陵并称“北陵南祠” 。每

年均举行祭祀活动 ，清明为民祭 ，重阳公祭 ，其中尤以重阳公祭最为隆重 ，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 ，一年一度的公祭均有各界知名人士及省政府代表到场 ，甚为庄严

隆重 ，已成为缙云仙都旅游文化节的核心内容之一 。

同时 ，仙都景区的秀丽自然风光吸引了我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众多影视媒

体光临 ，已成为多部影视片的外景拍摄基地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缙云县城五云镇东北边 ，从县城沿磐缙省道北

行至倪翁洞东折入仙 （仙都）上 （上章）景区公路 ，可直达景区入口 ，全程约

１１km ，均为水泥路面 ，进出条件良好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旅游资源单体自然状态保存完好 ，未受人为破坏 。现由

缙云仙都风景旅游管理局保护开发 。

七 、遂昌九龙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丽水市遂昌县黄沙腰镇

性质与特征 ：九龙山地处绍兴 ———江山断裂带以东区域 ，地层以侏罗纪火

山岩最为发育 ，基岩以中生代鹅岭湖组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的熔凝灰岩 、流

纹斑岩 、花冈斑岩等组成 。九龙山地貌属中山山地 ，整个山体呈南西 —北东走

向 ，平均海拔 １０００m以上 ，九龙山主峰为最高峰 ，海拔 １７２４m ，为浙江省第四高

峰 。九龙山地处浙 、闽 、赣三省交界地带 ，属我国东部武夷山仙霞岭山脉的一个

分支 ，同时也是浙江省钱塘江 、瓯江两大水系的源头 。

九龙山气候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 ，四季分明 ，冬暖夏凉 ，雨量充沛 ，年

降水量 １５００ ～ ２０００mm ，光照适宜 。由于总体海拔高 ，保护区气候呈现出明显的

垂直地带性特征 ，相对湿度大 ，南北坡气候有较大差异 ，形成丰富多样的有利于

各种动植物生长的小气候环境 。九龙山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区内

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垂直带谱系系列 ，具有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特征 ，

是浙江省 、华东地区乃至整个中亚热带一个不可多得的天然基因库 ，保存着我

国东部最完整的最具代表性的原生状态的标准青冈林群落 ，是我国东部中亚热

带森林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 。

九龙山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多种野生动植物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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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种 ，一级保护动物有黑麂 、豹 、云豹 、黄腹角雉 、白颈长尾雉等 ５种 ，二级保护

动物有 ４０种 。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１７个关键区域之一 ，是我国特

有的物种黑麂最重要的分布中心和最集中的种群分布区 ，同时也是另一世界性

受胁物种黄腹角雉最重要的栖息地和最集中的分布地之一 。被称为“野生动物

的乐园 ，珍稀植物的天堂” ，素有“生物基因宝库”之美誉 ，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遂昌县黄沙腰镇 ，浙 、闽 、赣三省毗邻的偏僻地

带 ，山区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黄沙腰镇距离遂昌县城 １１０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８３ 年浙江省政府批准建立九龙山自然保护区 。 １９９５

年和 １９９７年遂昌县政府曾向浙江省林业厅提出晋升国家级保护区 ，２００３年被

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目前保护区实行管理处 、保护站二级管理 。自成立

保护区以来 ，已接待了国内外多批教学 、科研部门的专家 、学者 、研究生和实行

生考察 、研究和学习 ，成为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科研 、科普和教学基地 。

八 、遂昌国家森林公园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丽水市遂昌县

性质与特征 ：遂昌国家森林公园以国有白马林场 、湖山林场 、桂洋林木经营

场的山林为主体 ，还包括一些集体山林 ，涉及 ９ 个乡镇 、２６ 个行政村 ，总面积

３９５３ ．４７公顷 ，分白马山 、湖山 、神龙谷三大区域 。

地质构造属浙东华夏褶皱带中陈蔡 —遂昌隆起地区 ，表壳岩石具双层结构

模式 ，即基底为元古界变质岩 ，盖层以燕山期陆相中酸性 ～酸性火山岩为立 ，不

同方向断裂发育 ，地层以侏罗系上统为主 ，岩性以各种流纹质火山碎屑岩为主 。

为中山地貌 ，地形切割强烈 ，山峰连绵 、陡壁奇岩 、深谷幽洞 、险壑飞瀑 、山峡长

湖 、中山平台为其地貌特征 。

白马山旅游区海拔 ３８６ ～ １６２１ ．４m ，主峰白马山海拔 １６２１ ．４m ，为遂昌县第

四高峰 。湖山旅游区海拔 ２３０ ～ １３１０m ，最高点为金坑源头 ，乌溪江水库两岸悬

崖峭壁众多 。神龙谷旅游区海拔 ５００ ～ １５１６ ．３m ，最高峰为头梳岩 ，有头梳岩险

壑 、神龙飞瀑等景点 。

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空气湿润 、雨量充沛 。以白马山林场和桂洋

林场场部为代表的高海拔地区的气候特点是 ：常年云雾 ，夏季无夏 ，冬季丰雪 ，

春花迟发 。低海拔地区气候特点是 ：冬冷夏热 ，四季分明 。

水系属钱塘江水系和瓯江水系 ，公园内白马山 、头梳岩为钱塘江 、瓯江两大

水系之分水点 。白马山旅游区的汀溪 、新溪为龙游灵山港上游 ，湖山旅游区的

乌溪江为遂昌县的最大河流 ，神龙谷旅游区的高埠头 、小马泉 、沿坑均属钱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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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 。白马山旅游区的百丈坑 、溪源以及神龙谷旅游区的翠仙谷溪 、神龙飞瀑 、

岩下溪 ，则属瓯江水系 。

属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北部亚地带 ，阔叶混交林的组成相当复杂 ，

具有多优势树种组成的亚热带地带性特点 。公园内森林植被具有较明显的垂

直分布规律 ，从低海拔到高海拔梯次变化为次生暖性针叶林 、常绿阔叶林 、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 、温性针叶林 、高山矮林和灌丛等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有

南方红豆杉 、钟萼木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有鹅掌楸 、珠网萼 、香果树 、厚朴 、

凹叶厚林 、榧树 、榉树 、樟树 、花榈木 、长叶榧等 ；此外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黄腹角雉 、云豹 、金钱豹 、黑麂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穿山甲 、金猫 、黑熊 、猕

猴 、短尾猴 、獐 、白鹇 、鸰鸺鹠 、草鸮 、长耳鸮 、雕鸮 、褐林鸮 、大鲵等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遂昌国家森林公园分三大区域遍布遂昌县北 、西 、南

三方 ，白马山大平殿向北经乡道汀（溪）白（马山）公路接县道北（界）金（竹）公路

后 ，向东达北界镇经龙丽一级公路可至县城 ，而向西达湖山 ；也可经三井村至新

路湾公路接龙丽一级公路至遂昌县城 。湖山旅游区向东南经县道峡（口门）金

（竹）公路到峡口门后 ，再向南经县道焦（滩）王（村口）公路 、桂（义岭）王（村口）

公路达神龙谷旅游区 ，而向东经遂湖公路达遂昌县城 ；也可通过水路达乌溪江

水库大坝至衢州 。神龙谷旅游区经桂王公路接省道金龙二级公路达遂昌县城 ，

距县城约 ５０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建立遂昌国家森林公园 ，２００３编制完成枟浙

江省遂昌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枠 ，保护机构和保护措施已经到位 。现由林场

投资对场部接待设施进行了投资改造 ，吸引了大量来自本县和周边县市以及长

三角地区的观光休闲会务游客 。

九 、雪窦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宁波市奉化市溪口镇

性质与特征 ：雪窦山景系作为国家 ４A 级风景名胜区溪口旅游区的主要景
点之一 ，地处四明山麓东缘 ，以雪窦古刹 、千丈岩 、徐凫岩为中心点 ，四周群山环

抱 ，中间横亘数十里 ，素有“四明第一山”之誉 ，古称“第九洞天第五十七福地” 。

雪窦山历史悠久 ，早在晋代就有“尼结庐山顶 ，名瀑布院”之誉 。汉代文人

孙绰曾以“陆上天台 ，海上蓬莱”赞誉雪窦山风光 。宋代仁宗皇帝曾梦游此山 ，

故有“应梦名山”之说 ，并将其中心的雪窦资圣禅寺列入“五山十刹” 。蒋介石曾

想在此修建“第二庐山” ，供旅游避暑之用 。建于汉末晋初的弥勒道场雪窦寺古

刹在明朝被称为“天下禅宗十刹之一” ，在佛教界享有一定的声誉 。避暑胜地商

量岗 ，终年平均气温只有 １６ ℃ ，有“六月无夏”之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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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中心景区雪窦寺离溪口镇仅 ７ ．５km ，有盘山公路通

往各景点 ，交通便捷 。雪窦山以“山”为本 ，周边有以“人”为主的溪口镇上蒋氏

故居景区和以“水”见长的亭下湖景区 ，资源组合度极佳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溪口早在民国 ２０年就被列为全国 ２６个重点风景名胜区

之一 。 １９３４年 ，上海中国旅行社在雪窦山设立分部 ，对雪窦山进行开发 。如今

雪窦山作为国家首批 ４A 旅游景区 ，由溪口旅游集团进行经营 ，并有专门的管理

条例进行保护 。

十 、烂柯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衢州市柯城区石室乡

性质与特征 ：烂柯山位于衢州市城南 １０km处的石室村东 。主峰天生石梁 ，

海拔 １６４m 。景区面积 ３ ．９７km２
（规划面积为 ６ ．９８km２

） 。

烂柯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 ，原名石室山 ，又名悬室山 、石桥山 ，是晋代王

质“遇仙对弈 ，观棋烂柯”神话故事的诞生地 ，至今已有 １６００余年 ，其名盛传不

衰 。景区以我国东南丹霞地貌第一天生石梁和世界最大围棋盘为主景 ，是一处

集自然风貌 、人文景观于一体 ，溶山光水色于一炉的仙山琼阁 ，被道家誉为“青

霞第八洞天” 。远眺烂柯山 ，如一座巨大石桥 ，故有“天生石梁”之称 ，鬼斧神工 ，

蔚为壮观 。

烂柯山历来为我国著名旅游胜地 ，历代无数骚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和

墨宝（包括摩崖石刻 、诗刻和碑文） ，如谢灵运 、刘禹锡 、孟郊 、陆游 、朱熹 、徐文

长 、郁达夫等 。烂柯山风景区在枟中国名胜词典枠 、枟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枠 、枟辞

海枠 、枟辞源枠 、枟宗教词典枠 、枟中国地名大词典枠 、枟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词典枠等名

典中都有详尽记述 ，因此声名远播 。棋圣聂卫平 、棋王马晓春及李昌镐 、俞斌等

世界顶尖高手均来此游览 、对弈 。 １９９３年国家级围棋锦标赛 ，１９９５年第六届中

国围棋棋王赛 ，２００２年“江铃”杯围甲联赛都在此举行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烂柯山风景区位于衢州市区南面 ，景区道路完善 ，列

入城市公交网络 ，从衢州火车站乘 １８ 路公交车可直达烂柯山下 。景区距杭州

西湖风景区 、上海 、黄山风景区 、武夷山风景区均在 ４小时路程以内 。

保护与开发现状 ：从 １９９３ 年起正式开发烂柯山以来 ，先后复建了石梁景

区 、梅岩景区 、忠壮陵园等景区 ，１９９６年成立了烂柯山风景区管理处 ，专门对风

景区进行保护和开发 ，此后又进行了西线建设 ，正式列入城市建城区规划和衢

州市旅游经济发展规划 ，１９９６年被评为浙江省省级风景名胜区 。

十一 、江郎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衢州江山市江郎乡江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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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特征 ：江郎山是 ２００２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景区总面

积 ６７km２
。该景区位于江山市城南 ２５km 处 ，主峰海拔高度为 ８１９ ．１m 。江郎山

主体是三爿石 ，三爿石是三座岩墙式的巨大石峰 ，突起于 ５００m 左右的山顶之
上 ，自北东东向南西西的顺序为郎峰 （８１９ ．１m ） 、亚峰 （７３７ ．４m ） 、灵峰 （７６５ ．

０m） ，而郎峰与灵峰之间的峡谷称大弄峡 ，亚峰与灵峰之间的峡谷称为小弄峡 ，

又称一线天 。

江郎山 ，属典型的丹霞地貌 ，成形至今已有 １亿年历史 。因长期地质作用 ，

岩层倾斜与褶皱断裂 ，加上水流侵蚀和溶解 、崩塌 ，形成红砂岩山石的奇峰秀

谷 、悬崖陡壁 、岩柱怪石等山石景 。据专家考察 ，三爿石比仙都峰更壮观 、更耐

读 ，更引人入胜 ，因江郎山南侧还有一个意境幽深的直垄水库 ，孕育江郎之

灵气 。

江郎山除三爿石 、一线天 、神州丹霞第一峰等景点外 ，还有著名的十八曲 、

会仙岩 、开明禅寺 、登天坪 、钟鼓洞 、郎峰天游 、烟霞亭 、百步峡 、东山草堂遗址 、

江郎书院 、北斗溪 、三峰奇观 、“伟人笑”等景点 。尤其是 ，三峰之巅虽为红砂岩 ，

却各有原始林木生长 ，如最大的郎峰顶上 ，有面积达千余平方米的古树芳草 、名

贵草药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县城可经 ４６省道到清湖镇 ，再转入县乡公路至江郎

山 ，全长约 ２５km ，交通方便 ，路况较好 。周边还有仙霞关景区 、峡里湖景区和廿

八都景区相互关联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江郎山景区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 ４A 级景
区 。 ２００９年被张纪中选为张纪中版枟西游记枠六大拍摄景区之一 ，并由网易举办

征选江郎山景区代言人活动 。 ２０１０ 年 ８月作为“中国丹霞”的系列提名地之一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措施正逐步得到加强 。

十二 、天台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台州市天台县

性质与特征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中东部的台州市天台县境内 ，是以“佛宗道

源 、山水神秀”为特色 ，以宗教朝觐 、观光游览 、休闲避暑 、康复疗养为主要功能

的国家级山岳风景名胜区 ，总面积 １８７ ．１km２
。

天台山历来以名闻中外的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韩 、日佛教天台宗祖庭）和

石梁飞瀑而著称 ，境内峰峦叠翠 ，奇岩异洞 ，飞瀑流泉 ，景观极为丰富 。自然景

观有华顶 、琼台 、赤城山等奇峰 ，明岩 、寒岩 、开岩等怪岩 ，石梁飞瀑 、铜壶滴漏 、

水珠帘等秀水 ，赤城山洞 、圆通洞 、桃源洞 、黄经洞等幽洞 ，柳杉 、银杏 、竹柏等古

树 ，隋梅 、云锦杜鹃等名花 ，这些山 、石 、岩 、洞 、水 、瀑 、泉 、花 ，加上清风 、明月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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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日出等自然景象 ，汇成了雄伟奇特 、幽深神秀 、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 。

人文景观有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 ———国清寺 ，道教南宗的发源地 ———桐柏

宫 ，“活佛”济公故里 ———赤城山济公院 ；隋塔 、梁妃塔 、智者肉身塔等古塔 ；祖师

显彰碑 、唐碑 、独笔鹅碑等名碑 ；铜佛 、贝叶经 、舍利塔等传世文物 ；书圣王羲之

在天台山拜师学书法留下黄经洞 、墨池 、鹅字碑等古迹 ；诗仙李白登华顶观日出

写下千古名章枟天台晓望枠 ；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枟游天台山日记枠赫然冠于

枟徐霞客游记枠之首 ，为千古力作 ；以及名人足迹与诗赋碑记题刻等 ，构成了天台

山历史悠久 、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天台山距天台县城 ２５km ，距离杭州约 ２ 小时车程 。

它与铜壶构成著名的石梁铜壶景区 、国清寺景区紧密相邻 。通向天台山各景点

的盘山公路与市区相接 ，与 １０４国道相连 ，交通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８８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１９９２年又

被列为“浙江省十大旅游胜地” ，２０００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 ４A 级旅游
景区 。

十三 、赤城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台州市天台县赤城街道

性质与特征 ：赤城山为白垩纪系下流岩组成 ，属于丹霞地貌 ，为河湖相紫红

色沙砾岩夹火山碎屑岩沉积 ，以紫红色中厚层至块状砾岩 、沙砾岩为主 。赤城

山高 ３３８ ．８m ，历来被视为天台山的南门和标志 。

山的东南方向 ，分布着 １８ 个洞穴 ，其中玉京 、紫云 、餐霞 、华阳 、瑞霞诸洞

天 ，自唐宋以来就有建筑 。紫云洞位于山腰 ，俗称下岩 。赤城山中层为济公院 ，

分为东西两院 。东院为纪念活佛济公而建造 ，正殿供奉济公 ，后堂为济公百态

堂 ，现共有大小佛像共 ７９尊 ，代表着喜 、怒 、哀 、乐 、悲 、欢 、离 、合等形态 。西院

由八盖阁 、葫芦斋 、袈裟门等组成 ，分别是济公的僧衣 、僧帽 、僧鞋的象征 。济公

西院上方为悟月楼 ，为济公悟道之处 。赤城山上层为玉京洞 ，岩上刻有“玉京”

二字 。此洞为道教第六洞天 ，意义非凡 。 山顶有梁妃塔 ，为南朝梁大同四年

（５３８）岳阳王为纪念其妃子所建 ，因而得名 。赤城山上有赤城栖霞这一光环景

象 ，为天台八大景之一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赤城山位于天台县赤城景区 ，距县城为 ２km ，距国清

景区 １ ．５km ，有公交车可直达 。景区与大城市交通便捷 ，至上海需 ３ ．５小时 ，至

杭州 ２小时 ，至宁波 １ ．５小时 。景区内部为单线台阶 ，拾级而上 ，可直达山顶 。

保护与开发现状 ：赤城山已开发为旅游景区 ，每年吸引众多我国港澳台地

区以及日 、韩等地游客 ，景区内建筑与自然景观保存完好 ，现为省级重点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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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十四 、方山 —南嵩岩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台州温岭市

性质与特征 ：方山 —南嵩岩位于温岭市域西北部的大溪镇境内 ，地处浙东

南沿海 ，西依雁荡 ，东连温岭城关 ，北为台州平原 ，南靠东海 ，总面积 ９ ．８８km２
。

景区可概括为“一龙一狮方岩 ，四洞四瀑四古刹” 。可分为方山 、南嵩岩 、狮峰三

大块 。

风景区为一典型的复活破火山口构造 ，主要岩性为酸性及流纹质凝灰岩等

岩石组成 ，这些火山岩体深厚 ，岩性单一 ，蚀度不明显 。该景区所在地 ，人类活

动历史悠久 ，据考古资料证明 ，早在新石器时期已有先民在此从事生产劳动 ，后

历经夏 、商 、周 、秦 、汉 、唐 、宋 、明等各朝代 ，屡有变迁 。景区融危崖绝壁 、奇峰深

谷 、飞瀑溪涧 、田园风光于一体 ，其内部大多为海拔 １００ ～ ２００m 的低山丘陵 ，其

中方岩为深厚的火成岩系覆盖 ，海拔 ４６２m ，周围峭壁在 １００m 以上 ，山顶平阔 ，

面积约 ７００亩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１０４国道从方山脚下经过 ，甬台温高速公路在大溪有

一出口 ，并连通太平 —大溪间的一级公路 ，距杭州 ３２０km ，温州 ２０km ，台州

３０km ，雁荡山 ３０km ，海门港 ３７km ，黄岩机场 ２３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景区于 １９９６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被评为国家森林公园 。在 ２００５年作为中国雁荡山地质公园东园

区被列为世界地质公园 。 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１９日 ，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温岭方山 —

长屿硐天（东园区）揭碑开园 。

十五 、括苍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台州市临海市括苍镇

性质与特征 ：括苍山是中国大陆 ２１世纪第一缕阳光的首照之地 。米筛浪

峰是括苍山的主峰 ，海拔 １３８２ ．４m ，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

整座山峰山势险峻 ，西北临仙居县下各镇 ，其余三面均属于括苍镇 。山上

植被覆盖良好 ，有括苍松分布 ，树枝造型奇特 ，弯曲度较大 ，树干的分支较多 ，松

针较密 ，每棵树都很像盆景 ，在冬季的时候 ，松树上可以到处看到雾凇现象 ，景

观奇特 ，观赏价值极高 。最高处山顶有世纪曙光园 ，站在山顶可观看括苍日出 。

括苍山山顶建有全国“四大风电场”之一的括苍山风电场 ，因相对海拔高度居世

界各风电场之首而闻名 。括苍山上有云海 、日出 、佛光 、雨凇 、雾凇等奇特景观 。

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确认 ，中国大陆第一缕曙光首照在临海境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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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１３８２ ．４m的括苍山顶 ，日出时间为 ２００１年 １月 １日凌晨 ６时 ４３分 ，这比曾

举办过“中国千年曙光节”的温岭石塘早 ３分钟 。 “登江南长城 、迎世纪曙光”成

为临海旅游的一项重要主题活动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括苍山位于括苍镇境内 ，距镇区 ２０km ，距临海市区

４８km ，交通较为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括苍山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发 。

十六 、南雁荡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温州市平阳县南雁镇

性质与特征 ：南雁荡山地处浙南中山区 ，新华夏构造一级隆起带 ，多为海拔

５００m以上的南雁荡山脉所蟠回 ，总体走向为北东至南西 。由浙闽边界的洞官

山脉延伸而来 ，西南部高峰为白云山 ，海拔 １１７１m ，北部高峰为明王峰 ，海拔

１０７７ ．７m ，地形西高东低 ，整个山岳风景区处于鳌江上游中贯溪滩 。主体东起蒲

潭洋 ，西至白云山 ，南始白岩山 ，北到双尖山 。分东西洞 、顺溪 、明王峰 、碧海天

城 、赤岩山五大景区 ，总面积 １６９ ．２７km２
。南雁荡山共有 ３６７ 峰 、２８ 岩 、２１ 洞 、

１３潭 、８瀑 ，整体自然景观突出 ，表现为“南雁六胜” ，即秀溪 、幽洞 、奇峰 、石堑 、

银瀑 、景岩 。

南雁荡山的地质年代起于 １ ．３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 ，以断裂构造为主 ，

处于一个火山活动强烈的内陆河湖盆地中 ，在近 ２０００ 万年的地质历史里由内

水流沉积作用及多次火山爆发 、喷溢作用在盆地里堆积构成了南雁地质地貌景

观的一套基础岩石 ，它厚达 １３００ 多 m ，这套岩石就一直遭受着水流 、风沙等自

然风化的侵蚀剥蚀作用 。

山水胜地自古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 ，古今社会 ，经济文化活动沉积了浓

厚的地方文化 ，民居古建 ，旧街老村 ，民俗风情颇具特色 ，是一个文景交融的风

景胜地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南雁荡山位于浙江平阳县西南部 ，离县城 ３２km ，距

温州市区 ８７km ，离甬台温高速公路萧江出口 １０km ，５７ 省道贯穿全境 ，交通比

较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南雁荡山的风景名胜资源保护良好 ，在 １９８２年被国家建

设部批准成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溪流 、山体 、植被等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基本上未被人为破坏和污染 。目前 ，南雁荡山开发建设尚处于初始阶段 ，基

本建成的景区有东西洞景区 、顺溪景区的知音涧等景点 ，其他各景区和景点仍

然处于自发的开发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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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乌岩岭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温州市泰顺县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性质与特征 ：乌岩岭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泰顺北部

边界 ，北接丽水市的景宁县 ，西连福建省寿宁县 ，东界文成县 ，总面积约

１８８ ．６２km２
。

乌岩岭构造以断裂为主 ，褶皱不发育 ，地表未发现古生代以前的地层 ，多为

上侏罗纪熔结凝灰岩 、流纹岩及部分砂岩 。在地形上属于浙江南部的洞宫山

脉 ，山峦起伏 ，切割强烈 ，断崖峡谷 ，地形复杂 ，总体呈西南 —东北走向 ，主峰白

云尖海拔 １６１１ ．３m 。

乌岩岭地处浙南沿海山地 ，属于“南岭闽瓯中亚热带气候” ，气候温暖湿润 ，

热量充足 ，雨水充沛 ，年降水量为 ２１９５m ，且有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特征 。

乌岩岭保护区物种多样 ，森林资源丰富 。由于它特殊的地理条件 ，使它保存有

大面积原始常绿阔叶林 ，植被保存完整 ，具有中亚常绿阔叶林的代表性 ，生物种

类具有多样性 、地带性和珍稀性的特点 ，为一个不可多得的珍稀动植物避难所

和天然生物基因库 ，称为“浙南绿宝石”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乌岩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境内 ，由于海拔高 ，进出

交通不便 ，需登山数时方可到达 。距泰顺县城 ５０ 余 km ，东距 １０４ 国道分水关

１４０km ，东北距温州市区约 ２００km ，距宁泰公路的司前镇约 ３８km ，三插溪从溪

上通过飞云江主流线而下至文成珊溪镇约 ８０km ，距周边南浦溪景区相隔 ６０余

km ，氡泉度假村 １３０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单体保存良好 ，由乌岩岭管理局进行保护和开发 。

十八 、雁荡山 ，5级 ，AAA山丘型旅游地

地址 ：温州乐清市雁荡镇

性质与特征 ：雁荡山为全国十大名山之一 ，境内群峰峥嵘 、怪石嶙峋 、洞壁

幽深 、泉瀑雄奇 、梵宇壮观 、古木参天 ，自古就有“寰中绝胜”之誉 。雁荡胜景可

分为灵峰 、灵岩 、大龙湫 、显圣门 、雁湖 ５ 个景区 ，景点多达 ３８０ 余处 ，计有 １０２

峰 、６４岩 、２６石 、４６洞 、１４嶂 、１８瀑 、２８潭 、１３坑 、１３岭 、１０ 泉 、２水 、８门 、４阙 、７

溪 １涧 、８桥 ２湖 、５ 尖 ２峡等 ，其中尤以峰 、洞 、瀑 、石取胜 。雁荡奇峰林立 ，较

为著名的有卓笔峰 、独秀峰 、玉女峰 、双鸾峰 、金鸡峰 、双笋峰 、展旗峰 、巨柱峰 、

剪刀峰等 。这些奇峰或拟兽或拟物 ，形状栩栩如生 。如果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时间去观赏 ，则有一峰多态之神妙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雁荡山地处浙江省东南沿海 ，踞浙南海岸线之中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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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区的国家级 、省级风景名胜区繁多 ，甬台温高速公路和 １０４ 国道从雁荡山

外口通过 ，可与杭州西湖 、宁波溪口 、天台国清寺等组成省内旅游热线 ；同时 ，雁

荡山与楠溪江毗邻 ，更易构成江南山水景观的经典组合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８２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１９９９年

荣获“国家文明风景名胜区”称号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１２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

世界地质公园 。因“古火山立体模型”著称的雁荡山成功跻身世界地质公园行

列 ，使浙江从此结束了没有“世界名山”的历史 。雁荡山旅游开发非常成熟 ，每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在 １００万人次以上 ，已经成为浙江的名牌景区 。

十九 、神仙居 ，5级 ，AAB谷地型旅游地

地址 ：台州市仙居县白塔镇

性质与特征 ：神仙居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是仙居五大景区的典型代

表 ，景区总面积 １５ ．８km２
。景区以奇峰异石 、瀑布群和原始森林为主要特色 ，有

四大天门 、五指峰 、双恋架日 、西罨寺遗址 、观音洞 、将军岩 、睡美人 、雄鹰展翅 、

挂榜岩 、天柱峰 、鸡冠岩 、神笔画天 、天马行空 、通天栈道 、百丈瀑 、天池飞瀑 、十

一泄瀑布 、摩天峡谷等 １００多个景点 。

神仙居的地质基础是中生代火山碎屑岩系 ，其中主要为流纹岩和熔结凝灰

岩 ，两者组成的陡壁 、缓坡组合形态和层间岩洞成为景区的主要地貌景观 。

枟天龙八部枠剧组在仙居神仙居等景区进行为期一个多月共 ３０ 多场戏的

拍摄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景区距白塔镇 ７km ，离县城约 ２５km ，区内有旅游专

用道路与 ３５省道临石线相连 ，可进入性较强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神仙居于 ２００２年 ５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 ，建有专门的景区管委会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设施建设有序进行 ，自然资源

保护状况良好 。

二十 、渔寮沙滩 ，5级 ，AAD滩地型旅游地

地址 ：温州市苍南县渔寮乡

性质与特征 ：渔寮沙滩是一处集避暑 、度假 、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具有极高

观赏价值和游憩价值的海滩旅游景区 ，总面积约 ２３km２
。素有“东方夏威夷”之

美誉的渔寮风景区 ，地处浙江省南部温州市苍南县境内 ，系“滨海 —玉苍山”省

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景观以金沙碧海 、奇礁怪石 、异峰雅洞为特色 。

渔寮滨海风光以宽大平坦硬实的“黄金沙滩”为主体 ，沙滩平坦如镜 ，拥有世界

一流的沙质 ，海水平均最高温度在浙江省名列第一 ，具有非常优越的海滨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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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条件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渔寮沙滩目前已有滨海旅游交通线与县城相连 ，并

通过 １０４国道 、甬台温高速和温福铁路等与外部交通相连接 。交通部门和当地

政府已计划投资建设直通渔寮景区的高速公路连接线以及一级避风港 ，使其对

外交通更为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国家级 ３A 旅游区 。 ２００５年渔寮景区被评为“温州人最

愿意去度假的胜地” 。 ２００７年渔寮景区被评为“２００７温州十大避暑胜地” ，还被

评为“浙江省最值得去的 ５０ 个景区”之一 。现已开设了如度假 、疗养 、尝海鲜 、

玩海水等旅游项目 ，旅游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 ，自然环境保护状态

良好 。

二十一 、钱江源 ，5级 ，AAF自然标志地

地址 ：衢州市开化县齐溪镇

性质与特征 ：钱江源风景旅游区位于开化县北部 ，西起莲花尖 ，东至齐溪水

库大坝 ，总面积 ４５km２
，建有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 著名山峰莲花尖 ，海拔

１１４５m ，是钱塘江的发源地 。

钱江源 ，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 。钱塘江 ，旧称浙江 ，古已有之 。据史

记枟项羽本纪枠有“秦始皇游会稽 ，渡浙江”的记载 。公元前 ２１０ 年（秦始皇三十

七年） ，始皇巡行东南 ，上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祭大禹 ，望于南海 ，立石

刻歌颂秦德 。古往今来 ，多少迁客骚人慕名游历钱塘江 ，歌颂钱塘江 ，对那汹涌

澎湃的涌潮兴叹 ，为山清水秀的景色倾倒 。但是钱塘江的源头在哪里 ，却有一

番争议 。自后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肯定枟汉书 ·地理志枠浙江“水出丹阳黟县南蛮

中”说法以来 ，人们一直把新安江的上游作为钱塘江的源头 。直到现代（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 ，才修正了这一论断 ，认为钱塘江发源于浙皖赣三省交界的开化县齐

溪镇的莲花尖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钱江源地处浙 、皖 、赣三省七县结合部 ，区位优越 。

２０５国道穿境而过 ，旅游道路直达景区 。风景旅游区距开化县城 ５０km ，距黄山

１００km ，距千岛湖 ４０km ，距三清山 ９０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区域内植被保护完好 ，森林覆盖率高达 ９０％ ，周围环境

优美 。

二十二 、花岙海上石林 ，5级 ，ABC节理景观

地址 ：宁波市象山县高塘乡

性质与特征 ：花岙石林是我国唯一 ，也是世界罕见的海上石林 ，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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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 。

花岙石林由 １ ．６亿年前火山岩浆形成的四边或六边形石柱群构成 ，总面积

达 １５０００m２
，位于象山县高塘岛西南的花岙岛的东南角 。石林是花岙岛的主

景 ，直插云霄的摩天石林气势雄伟壮观 ，景观奇特 。布列岸线的石林大小 、长短

不一 ，高者达 ３５m ，或似倚天长剑 ，或似临海之鹤 ，人称“仙人锯岩” ；粗者两人合

抱 ，细者似方形廊柱 ；另有矮小圆端方柱 ，柱顶部被海水侵蚀成不规则的蜂窝

状 ，酷如一柱柱的石珊瑚 。由于石柱的粗细 、长短 、色彩 、趋向和所处的位置差

异 ，构成一幅幅极具个性的景观 。

专家考证认为 ：花岙石林形成于侏罗纪晚期（１ ．６亿年前） ，火山喷发后形成

中心式火山通道 ，来自地幔的玄武岩浆侵入火山通道 ，在均匀冷却和缓慢收缩

的条件下 ，半固结的岩浆产生垂直节理 ，形成四边或六边形的黑色细粒玄武岩

的石柱群 ，是玄武岩最典型的原生构造 ，从而形成罕见的“海上石林”的景观 ，吸

引众多海内外地质学家来此考察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象山县高塘岛西南的花岙岛的东南角 ，清水岙

海湾与天作塘海湾之间 ，距离石浦镇 ２０km ，有渡船从高塘岛抵达花岙岛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目前正在旅游开发之中 ，已修筑了通往石林的小路 ，岛上

有花岙山庄可提供食宿 。

二十三 、衢州节理石柱 ，5级 ，ABC节理景观

地址 ：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

性质与特征 ：湖南镇原生柱状节理石柱 ，位于乌溪江流域的下游 ，覆盖面积

３０km２
，经地质专家推算 ，分布着 ５０００万根各种形状的柱状节理石柱 。

该地节理石柱发育于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高坞期火山构造之流质碎斑

熔岩中 ，距今约 １ ．３亿年前 ，当时 ，我国东部为一广阔的陆地 ，有含煤的陆相沉

积 ，且有火山喷发和岩浆活动 。在地壳运动剧烈 、火山活跃时 ，一股股岩石熔流

从裂隙的地壳涌出 ，随着灼热的熔岩逐渐冷却 、收缩 、结晶形成平面呈六边形 、

五边形的柱状节理石柱 。常见的火山岩节理石柱分流纹岩 、安山岩 、玄武岩等 ，

世界上的节理石柱以玄武岩居多 ，而湖南镇节理石属于流纹岩 ，为世界罕见 。

而数量之多 ，保存之完好 ，规模之大 ，大大超过了英国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北海

岸的“巨人之路”和“巨人之路海岸” ，后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自然

和文化遗产 ，并被列入枟世界遗产名录枠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湖南镇节理石主要景点在华家村鹅头颈山脚 ，还有

破石 、湖南和项家大坝等处 。离华家电站水库下游 ５００m 。廿项线从晚田后分

道 ，至江山塘岭乡 ，此路为县乡道 ，砂石路面 ，通往岭头乡的中巴车经过节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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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从晚田后到节理石区为 ６ ．２km 。景区与仙霞度假山庄相距 ７ ．２km ，与仙霞

湖水上乐园（湖南镇大坝）相距 １３km 。相近的湖南镇有明清时期建造的古廊桥

和文昌阁 ，与湖南八景 、破石四景隔江相望 。从水路和陆路均可进出 。

保护与开发现状 ：该节理石由于长期被植被覆盖 ，所以保存十分完整 。经

旅游资源普查发现后 ，当地政府给予高度重视 ，成立了“湖南镇地质遗产保护领

导小组” ，在节理石区设立了严禁开采 、加强保护的告示牌 。并已制订了开发项

目书 ，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

二十四 、长兴金钉子剖面 ，5级 ，ABD地层剖面

地址 ：湖州市长兴县槐坎乡葆青村

性质与特征 ：全球二叠 －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是地球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

断代界线之一 ，位于浙江省长兴县槐坎乡葆青村 ，现属煤山镇管辖 。该剖面自

西向东分为六个剖面 。其中 D 剖面为核心剖面 。全球二叠 －三叠系界线层型

剖面有 ２个层岩石组成 ，其中第 ２个层还分为 ABCD四个层位 。根据不同的研

究成果 ，全球二叠系 －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长兴灰岩顶界可分为三条界线 ：生

物地层界线 、层序地层界线和岩石地层界线 。金钉子所确定的生物地层界线 ，

是长兴灰岩 D剖面的 ２个 C底界 。

全球二叠 －三叠系界线的研究工作已有 ７８年历史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长兴石灰岩创名到长兴组建立（１９２３ — １９６６） ，长兴 －煤山地区地质

调查和研究工作始于 ２１世纪初 ，１９３１年葛利普（Grabau）创立的长兴石灰岩 ，地

点在长兴县煤山镇 ；１９３２年黄汲清确认该灰岩为我国二叠系最上部的一个地层

单位 。五通组合长兴组早已成为中外闻名的地层单位 。第二阶段 ，长兴组动物

群及俄热叠 、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研究阶段（１９６６ — １９９３） ，赵金科 、盛金章等中

国地质学家对此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８６年殷洪福提出了以牙形石替代菊石作为二

叠 －三叠划分标志 。第三阶段 ，候选和确定阶段 ，自 １９９３年被国际工作组选定

为候选剖面后 ，该剖面研究更加细致 ，其后 ，中俄美德等七国科学家在国际刊物

上联合发言 ，推荐长兴煤山的牙形石作为划分二叠 －三叠的标志化石 。 ２００１

年 ，二叠 －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最后被确定在长兴槐坎乡葆青村 。它将为再现

古生代生物的演化和消亡提供直接的科考证据 ，也将为人类探索地球的演变和

人类本身的生存 、消亡的自然生态环境提供有益的科研资料 ，对于促进长兴旅

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和推动作用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该剖面处于长兴灰岩剖面 D 剖面金钉子地质公园
内 ，煤山镇西南 ３km 处 ，其距县城约 ２８km ，沿 ０１ 省道长牛线直达 。东距上海

１８０km ，南距杭州 １４０km ，西抵芜湖 １９０km ，北达南京 ２４０km ，位于上海 、无锡 、

461 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苏州 、南京 、杭州黄金旅游圈之内 ，具有较好的区位条件 ，区内交通极为便利 ，宣

杭和长牛铁路呈东西向横贯全境 ，新长铁路南接宣杭 ，北通大连 ，３１８ 、１０４国道 、

杭宁高速以及鹿塘 、长牛省道穿境而过 ，形成了直达上海 、杭州 、南京 、合肥等大

中城市的辐射网 。金钉子地质公园距槐坎新四军江浙军区司令部约 ８km ，距泗

安仙山旅游度假区约 ３２km ，距白岘乡约 ８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金钉子地质剖面作为国家级地质遗迹进行保护 ，部分露

头采用拉网保护 ，现已开发为金钉子地质公园 ，作为科普教育的基地 ，并将对其

进行更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和利用 ，划出了长兴灰岩标准剖面的保护区 ，以金钉

子为龙头 ，促进整合长兴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二十五 、黄泥塘村金钉子 ，5级 ，ABD地层剖面

地址 ：衢州市常山县天马镇

性质与特征 ：黄泥塘“金钉子”剖面是国际地科联组织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在中国

确立的第一枚“金钉子” 。它位于常山县城南 ３ ．５km处 ，是地球奥陶系发育最完

美 、最典型的地区 ，也是全球罕见的标准地层剖面 ，被誉为“地质史上的活教

材” ，具有极高的科考旅游价值 。目前 ，景区已成为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

实习教育基地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距今 ４ ．６ 亿年前 ，黄泥塘“金钉子”

剖面是一片海洋 。随着地球运动 、地壳演变 、河床逐渐抬高形成陆地 。海洋里

的许多生物慢慢形成了化石 ，其中笔石化石 、牙形刺生物化石 、腕足类生物化

石 、三叶虫生物化石为最主要的四种化石 ，还有少量的腹足类生物化石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金钉子”剖面位于常山县黄泥塘距县城南 ３ ．５km ，

该剖面北至周塘村 ，南至水库南端 ，东西至山脚下止 。面积约 ０ ．３km２
，紧邻 ３２０

和 ２０５国道 。保护区入口道路 ６００m长 ，４ ．５m宽 ，连接 ３２０国道 ，是常山县国家

地质公园核心园区之一 。距离衢州机场 ４０km左右 。

保护与开发现状 ：自 １９９４ 年国际地科联组织批准设立达瑞威尔阶全球层

型剖面点后 ，常山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 ，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在注重保护

的同时 ，进行适度开发 ，已建设如古生物博物馆以及各类配套设施 ，修建了通往

核心区的道路 、大门以及“金钉子”保护长廊 ，并对剖面周边的水库进行了清理 、

包装 ，使之成为地质科普教育和地质考察基地 ，成为集科考 、探险 、休闲 、教学等

功能为一体的旅游区 。

二十六 、新昌硅化木群 ，5级 ，ABG生物化石点

地址 ：绍兴市新昌县澄潭镇王家坪和镜岭镇安溪村交界处的东坑湾

性质与特征 ：木化石原名是“硅化木” ，是地质时期中保存的植物茎干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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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石化了的“木材” ，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和典型的古植物地质遗迹 。新

昌木化石地质遗迹是我国硅化木群中的杰出代表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观赏

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 。

它是地层中的矽化木之一 。论其年龄均在 ２亿至 １ ．５亿年前 ，它们原是由

金钱松 、落叶松 、水杉 、红杉 、银杏 、桦树等组成的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 。与冀

龙 、蛇颈龙 、剑龙 、霸龙等恐龙同时代 。随着地质运动 ，它们被深埋地下 。随着

时光推移 ，受二氧化硅溶液的作用 ，植物组成被沉淀氧化硅填充或取代 ，形成具

有原始树木结构的硅质岩石 ，后来又受到构造作用的影响 ，地层被抬升 ，深埋 。

这些木化石 ，栩栩如生 ，再现了当年的身躯和纹理 。现新昌大佛寺内采集了新

昌本地奇异独特的木化石七大品种 ３０多棵 ，最高一棵高达 １４m ，它们和大佛寺

景区内的奇崖怪石 、山塘水泉 、花卉草坪 ，错落有致地合在一起 ，形成了天然大

盆景模样 ，这一景点 ，已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 。

新昌木化石密集成群地出露于梅渚镇的苏秦 、澄潭镇王家坪 、镜岭镇安

溪 —王家坪 、镜屏镇殿前和回山镇下山等四个地区 。现新昌镜岭镇安溪 、王家

坪一带不仅在地表保存了较多硅化木 ，而且地下仍然蕴藏着丰富的硅化木 ，具

有建立硅化木群地质公园得天独厚的潜力和基础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新昌镜岭镇安溪 —王家坪一带有西坑公路可以到

达 ，进出比较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２００３年 ，新昌实施“旅游西进”战略 ，全面推进十九峰景区

和国家地质公园的规划建设 。 ２００６年 ４月 ２９日新昌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揭碑

开园 ，形成安溪王家坪 、千丈幽谷 、十里潜溪等五大景区 ，总面积 ６０ ．２６km２
，有

地质遗迹 １６处 。 ２０１１年着手枟新昌国家地质公园总体规划枠的编制工作 。

二十七 、玉甑峰（中雁荡） ，5级 ，ACA凸峰

地址 ：温州乐清市白石镇中雁村

性质与特征 ：玉甑峰是一座天然演变形成的凸峰 ，初名白石岩 ，又名道士

岩 、大狮峰 、玉楼峰 ，是浙江乐清中雁荡山的主峰 ，海拔 ５９７m 。清高僧德立诗

云 ：“雁荡南立峥联蝉 ，此峰独居群山颠” ，道出了它的秀奇 。

玉甑峰高耸云天 ，一峰独出 ，万峰伏首 ，唯这种孤高峰才使高临者产生“目

空一切”的震撼 ，玉甑峰当之无愧地成为中雁荡山的主心骨 ，是中雁荡山的标

志 。中雁荡最早的山志就叫枟玉甑峰志枠 ，可见玉甑峰在中雁荡景区中的地位

之重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玉甑峰位于中雁荡山玉甑景区 。中雁荡山风景区位

于南 、北雁荡之间 ，处于乐清市西南 １０km ，距温州市约 ３５km ，南靠瓯江七里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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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北邻北雁荡山景区 ，西接永嘉楠溪江景区 。地理条件优越 ，交通十分便利 ，

有 １０４国道和沿线高速公路经过 。

保护与开发现状 ：中雁荡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雁荡山的组成部分 ，设有

专门的风景区管理保护机构 ，景区内景观现状和植被生态保护良好 。

二十八 、鼎湖峰 ，5级 ，ACB独峰

地址 ：丽水市缙云县五云镇

性质与特征 ：鼎湖峰是一立于步虚山西坡山麓 、好溪东岸的独立峰岩 。峰

高 １７０ ．８m（海拔 ３６４m） ，峰顶面积 ７１０m２
，底部面积 ２４６８m２

。因峰顶有湖 ，相传

是轩辕黄帝在此炼丹时被鼎压塌而成 ，故称鼎湖峰 。鼎湖峰自古以来有黄帝岩

岳 、石笋 、玉柱山 、孤石 、方石 、轩辕氏炼丹山 、丹峰山 、仙都石 、朋峰山等美名 。

因拔地而起 ，直刺云天 ，故享有“天下第一峰” 、“天下第一石”之美誉 。又因状如

春笋 ，当地人俗称石笋 。观看鼎湖峰 ，远近高低 、晨昏阴晴各不同 。或如擎天玉

柱 ，雄奇壮观 ；或如带露春笋 ，纤巧秀丽 。丹峰蒙雾 ，仿佛泼墨长卷 ，犹如重彩油

画 。鼎湖峰岩壁上共有摩崖石刻 ３ 处 ：宋毛维瞻题记 、明常居敬题字“鼎湖胜

迹”以及当代陈从周题字“拔地千仞”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鼎湖峰景区位于缙云县城五云镇东北边 ，从县城沿

磐缙省道北行至倪翁洞东折入仙（仙都）上（上章）景区公路 ，可直达景区入口 ，

全程约 １１km ，均为水泥路面 ，进出条件良好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旅游资源单体自然状态保存完好 ，未受人为破坏 。现由

缙云仙都风景旅游管理局保护开发 。

二十九 、穿岩十九峰 ，5级 ，ACC峰丛

地址 ：绍兴市新昌县镜岭镇

性质与特征 ：穿岩十九峰位于新昌城关西南约 ２２km处的镜岭镇境内 ，总面

积 ３０ ．６５km２
，有 １９ 峰 ，峰峰相连 ，横亘 ２ ．５km 。山上林木青翠 ，山下溪涧碧澄

见底 。因中峰上有圆窍 ，东西相通 ，故名穿岩十九峰 。

穿岩分老穿岩和新穿岩 。老穿岩包括棋盘峰 、文殊峰 、普贤峰 、摆旗峰 、狮

子峰 、鹅鼻峰等景观 ，系峰 、洞 、台地为主的自然景观群辅之以部分人文景观 。

新穿岩包括香炉峰 、揽船峰 、马鞍峰 、新妇峰 、棋盘峰 、卓剑峰 、覆钟峰 、望海峰等

景观 ，系峰 、洞为主的自然景观群 。而阳岫峰 、笔架峰 、泗洲峰 、磬峰 、蒸饼峰 、幞

头诸峰及其周围景观 ，系峰 、栈道为主的自然景观群 。穿岩十九峰属青年 —壮

年期丹霞地貌景观 ，其中老穿岩一带为青年期 、新穿岩为壮年期 ，是由紫红色砾

岩组成的丹霞峰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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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景区位于镜岭镇雅庄村至大岙村东南 ，离县城

２２km 。十九峰位于千丈幽谷西侧 ，有山间小道相接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目前已经开发成为较成熟的旅游景区 ，设有专门的景区

管理机构 ，区内生态资源和景观保护良好 。

三十 、柯岩云骨石魂 ，5级 ，ACE奇特与象形山石

地址 ：绍兴市绍兴县柯岩街道

性质与特征 ：“云骨”景点 ，位于石佛景点之东首 ，与石佛东西相对 。高 ３０

余米 ，底围 ４米 ，可由 ３ 人合抱 。底部扁形直立最薄处不足 １m 。奇石之中 、上

部形丰而凹凸险峻 。远远望去 ，宛如一炷烟霭 ，袅袅升腾 。故文人墨客赐它一

个雅号“炉柱睛烟” 。

云骨至今依然屹立与它的特殊造型有关 ，云骨自下而上呈螺旋状 ，螺旋状

就意味受风面积较小 ，不易倒 。 在距地面 ２０ 余 m 处 ，刻有两个隶书大字“云

骨” ，系清光绪年间所刻 。岩顶有一棵古柏 ，生命力之强令人惊叹 。据当代一位

专家测定 ，其寿命已逾千年 。相传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访越至此 ，见此奇石 ，欣

喜若狂 ，绕石三日 ，搭棚观赏 ，不忍离去 。后人便在其搭棚拜石处筑亭纪念 ，亭

曰“拜石亭” ，奇石与亭之间的一座小石桥则名为“绕石桥” 。 拜石亭有一抱对 ：

“万匠削不尽 ，一柱空中全 。”与“石魂” 、“绝胜” 、“天下第一石”一样 ，表达了观者

对“云骨”的赞美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柯岩风景区位于柯岩街道 ，北面与 １０４国道相连接 ，

其南面为柯南公路 ，鉴湖河道贯穿景区 ，交通条件相当便利 。景区离柯桥镇中

心大约 ２km ，离绍兴市中心大约 ６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已作为旅游资源开发 。保护措施良好 。

三十一 、合掌峰 ，5级 ，ACE奇特与象形山石

地址 ：温州市乐清市雁荡镇

性质与特征 ：合掌峰是灵峰和倚天峰自然合成的一座象形岩峰 。岩体为火

山岩 ，呈灰白色 ，间杂暗红色 ，石质坚硬 ，壁面凹凸不平 ，双峰高达 ２７０m ，宽度约

８０m ，厚度约 ３０m 。此峰有三奇 ：一是两峰相依其形酷如一双巨大的手掌合拢 ，

上部紧密相连 ，下部分离 ；二是两峰分离处形成一天然的垂立洞穴 ，名观音洞 ，

依洞建有九层木制楼阁 ，无梁无顶 ，建筑风格罕有 ，为雁荡山佛教活动圣地 ；三

是合掌峰为灵峰夜景中的主要景点 ，在晚上凭借自然夜色 ，不需任何人工光线

的修饰 ，只需在特定方位找准最佳角度 ，白天的合掌峰便会在半径 ５０m 的半圆
圈范围内 ，形成多个拟人似物的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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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合掌峰位于雁荡山灵峰景区灵峰饭店后西南上首 ，

卷云谷外口 ，距离 １０４ 国道 ２０分钟行程 ，至乐清市区 １小时车程 ，有高速公路

直达雁荡山 。景区设有专线旅游中巴 ，随时发车 ，交通便捷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单体资源开发较为充分 ，是风景区内重点保护景点 。

三十二 、显胜门 ，5级 ，ACE奇特与象形山石

地址 ：温州市乐清市龙西乡

性质与特征 ：显胜门 ，又称“显圣门” ，素有“天下第一门”之称 。是由两侧嶂

壁对峙而形成的巨大石门 ，高达 ２００m ，两壁陡立 ，直插云霄 。门形上窄下宽 ，气

势奇险 ，雄伟磅礴 。门顶两壁相对凸拢 ，相隔约 １０m ，门脚两壁相距 １４m 。站立

门脚仰望 ，仅见一线蓝天 。壁面石色斑斑 ，有黄 、红 、褐 、黑 、灰色 ，以不同形状的

板块分布在高大宽广的两侧嶂壁上 。通往山下的步游道与溪涧并列穿门而过 ，

石块平铺的步游道依靠西侧崖脚 ，而溪涧相依东侧崖脚 。

显胜门不仅景色奇观 ，并且具有典型性的地质构造价值 ，是雁荡山整座流

纹质火山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结构上部是层状流纹岩 ，下部为角砾熔岩 ，中

部球泡发育 ，并有节理发育形成与山体相连的巨嶂门阙 ，是地质学家科学考察

点之一 。

显胜门脚下的溪涧中有“鲤鱼跳龙门” ，入口西侧门壁腰部有“将军守门” ，

门内西侧壁顶上有状如珍珠洒落的瀑布 ，门内东侧壁腰部有“石佛洞”等景观 ，

门外山坡上毛竹成片 ，竹影婆娑 ，门内绝壁回合 ，森然环侍 。稍上有一块平整的

天然石岩观景台 ，名称“礼佛坛” 。站在坛上 ，前可观门壁上的“石佛洞” ，往左可

见三折三态的含羞瀑 ，往右侧则是洞洞相连的“钻天十八洞”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仙人村 ，从仙人村新桥头进去约 ２km许 ，即见显

胜门 。从显胜门景区入口处步行约半个小时可到达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旅游资源单体基本处于原始保护状态 ，未受人为破坏 ，周

围环境氛围良好 。

三十三 、永康方岩 ，5级 ，ACI丹霞

地址 ：金华永康市方岩风景区

性质与特征 ：方岩是永康市方岩风景区内一座具有典型丹霞地貌特征的低

丘 ，是丹霞地貌特征最明显 、发育最完全的区域 ，山体岩层结构独特 ，色彩丰富 ，

有灰白 、紫红 、粉红 、黄褐等各种颜色 ，海拔高度 ３８４m ，相对高度 ２００m ，方圆约

３km ，平地突兀 ，气势雄伟 ，酷似擎天方柱 ，以岩壁如削 ，层层皱叠的大石面独特

自然景观而闻名 ，被誉为“浙东名山之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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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层由中生界晚侏罗系的酸性喷出岩及早白垩系的红层砾岩 、砂岩组

成 。晚侏罗系的地层为磨石山群 ，风景区内分布于五指岩 、九泄潭一带 。早白

垩系地层下部是馆头组 （Klg ） ，上覆朝川组（Klc） ，再上覆方岩组（Klf ） ，风景区

内分布于方岩 、灵山湖一带 。河流沿岸主要是第四系的松散沉积物 。晚侏罗纪

时 ，发生了以压性结构面为主的北东 ４０° ～ ６０°方向的华夏式断裂 ，控制了整个

永康盆地的格局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方岩山位处方岩风景区的中心 ，其南侧为方岩招待

所和岩下村 ，北侧为灵岩景区和石鼓寮景区 ，西侧为南岩景区 ，东北侧为五峰景

区 ，东侧为刘英烈士陵园 ，距永康市区 ２３km ，距义乌机场 ７０km ，可通过连接方

岩风景区和市区的公路到达 。 ３３０国道 、东永省道从风景区旁通过 ，东永二线省

道穿过北部的五指岩景区 ，东永三线将经杏桐园 、前山杨与岩后连接 。金温铁

路在永康设有三级站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方岩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目前景区基本处于较好的保

护状态 ，未见到任何明显的人为破坏痕迹和环境污染 。

三十四 、　三爿石 ，5级 ，ACI丹霞

地址 ：江郎乡江郎村

性质与特征 ：三爿石是江郎山三座岩墙式的巨大石峰 ，突起于 ５００m左右的
山顶之上 ，自北东东向南西西顺序为郎峰（８１９ ．１m） 、亚峰（７３７ ．４m） 、灵峰（７６５ ．

０m） 。而郎峰与灵峰之间的峡谷称为大弄峡 ，亚峰与灵峰之间的峡谷称为小弄

峡 ，又称一线天 。郎峰是三峰中最高大的一座石峰 ，长 ４２０m 、宽 ２４０m 、为椭圆

状 ，峰顶宽约 １０m ，被称为“神州丹霞第一峰” 。灵峰也是一座丹霞奇峰 ，是三爿

石西南缘的一堵石墙式的巨大岩峰 ，长达 ３５０m 左右 ，厚度 １０ ～ ３５m ，其东南端

上部因岩层差异风化 ，突兀奇特 ，西北端则陡直如削 ，峰顶平缓 。三爿石 ，丹霞

地貌成形至今已有 １亿年历史 。因长期地质作用 ，岩层倾斜与褶皱断裂 ，加上

漫长的水流倾蚀和溶蚀 、崩塌 ，形成红砂岩山石的奇峰秀谷 、悬崖陡壁 、岩柱怪

石等壮丽景观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县城经 ４６ 省道到清湖镇 ，再转入县乡公路至江郎

山 ，全长约 ２５km 。交通方便 ，路况较好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旅游资源单体保存完好 ，并无人为的破坏 。景点现由江

郎山风景管理处开发并管理 。

三十五 、瑶琳洞 ，5级 ，ACL岩石洞与岩穴

地址 ：杭州市桐庐县瑶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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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特征 ：瑶琳洞位于桐庐县瑶琳镇洞前村西山脚下 ，距杭州约 ８０km 。

背倚千里岗 ，前临分水江 ，是浙江洞穴面积最大 、景色最瑰丽的溶洞之一 。整个

溶洞由 ６个洞厅组成 ，面积广达 ２００００m２
，洞道长约 １km 。洞中石笋 、石柱 、石

钟乳 、石瀑 、地下河等岩溶地貌应有尽有 。彩灯之下琳琅满目的岩溶景观变幻

莫测 ，宛如一座地下宫殿 ，民间传说神仙曾在此驻足游玩 ，故称之为“瑶琳仙

境” 。

瑶琳洞为浅埋型石灰岩溶洞 ，形成于 １０万年前 ，主体发育于石炭纪船山灰

岩中 ，为我国东部沿海亚热带地区喀斯特溶洞的典型代表 。瑶琳洞按洞体结构

共分为 ６个洞厅 ，厅厅相通 ，计有 ３０多个景组 ２００余处景点 ，游览路线 １km ，总

面积 ２８０００m２
，洞穴容积达 ３５ ．６万 m３

。洞内钟乳累累 ，石笋林立 ，气温宜人 ，常

年保持在 １８ ℃ 左右 ，湿度在 ９５％ ～ ９８％ 。第一洞厅长 １３５m ，宽 ２０至 ４０m ，是

整个瑶琳仙境中景观最丰富 、最集中的地方 。第三洞厅是瑶琳仙境最大的洞

厅 ，长 １７０m ，宽 ４０至 ７０m ，洞内有一地下河 ，常年流量约 ０ ．２ ～ ０ ．７m３
／s ，实测流

速为 ２９ ～ ４９cm／s ，洞内尚有多处古代题刻 、遗物遗迹 ，是一处较好的考古 、观

光 、科研场所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桐庐县境内 ，距杭州 ８０km ，距垂云洞景区约

２km ，千岛湖 ７０km ，黄山 １５０km ，附近有红灯笼外婆家 、天目溪竹筏漂流 、天峒

山等景点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瑶琳洞于 １９７９年初探 ，１９８１年正式对外开放 ，１９９１年 １２

月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 ，也是“浙江省十佳旅游胜地” 。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 ，

第四届国际风景溶洞会议在瑶琳仙境举行 ，瑶琳仙境进入国际名洞之列 。

三十六 、金华双龙洞 ，5级 ，ACL岩石洞与岩穴

地址 ：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洞前村

性质与特征 ：金华双龙洞位于金华山南坡上 ，为大型石灰岩溶洞 ，海拔约

３８０m ，洞口朝西 ，由内洞 、外洞及耳洞组成 。外洞宽敞 ，面积约 １２００m２
，常年洞

温维持在约 １５ ℃ 。内洞比外洞略大 ，面积约为 ２２００m２
。其中已经开发的象形

石有青蛙盗仙草 、仙人帐 、海龟探海 、龟蛇大战等 。内外洞有巨大石屏相隔 ，仅

留长 １０m ，宽 ３m左右的水道 。 欲入内洞 ，必须平卧小舟 ，仰面擦岩逆水而入 。

外洞口两侧分悬青黄二色钟乳石 ，形如龙头 ，非常逼真 ，双龙洞因此得名 ，龙身

位于内洞 。洞内泉水清澈 ，此水终年不涸 。洞中河长 ３７５m ，水来自冰壶洞 。洞

口周围植被为针阔混交林和落叶阔叶林 ，山体植被覆盖率在 ８５％ 以上 。

双龙洞处于灰岩和砂页岩断层接触带 ，由流水溶蚀而成 ，约形成于 １亿年

前 ，有文字记载的开发历史近 １７００年 。到宋哲宗元祠六年 ，婺州太守张寿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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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北山 ，定名双龙洞 。南朝的沈约 ，唐代的袁吉 、孟浩然 ，宋代的王安石 、苏东

坡 、陆游 ，明代徐霞客 ，现代的郁达夫 、郭沫若 、叶圣陶等文豪名家及毛泽东 、朱

德 、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来此游览 ，或留下题词笔墨 ，或写下游记 。

故有“石胜太湖 ，水比三泉”（金山 、惠山 、虎跑）之赞 。洞壁摩崖石刻“双龙洞”三

个大字 ，相传唐人手笔 。洞中壁“洞天”两字为宋代书法家吴琳手书 。洞顶崖壁

上一排横字“三十六洞天”五个大字系近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双龙洞距离金华市区约 １６km ，距离杭州约 ２００km ，

距离上海约 ４００km 。现有景区专线道路通达市区 ，并有公交车可直达景区 ，交

通便捷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双龙洞主体保存完好 ，现由双龙洞景区管理处管理 。金

华双龙风景区正式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当年游客规模上升至 ２０万人次 。此后 ，风

景区面积扩展为 １３ ．２km２
，历经 １０年发展 ，１９９４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 。

三十七 、冰壶洞 ，5级 ，ACL岩石洞与岩穴

地址 ：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洞前村

性质与特征 ：冰壶洞位于金华山南坡上 ，为大型竖井状石灰岩溶洞 ，海拔约

４４５m ，与双龙洞相通 。洞口朝西 ，洞口较小 ，肚大 ，身长 ，形似冰壶 ，因此得名 。

冰壶洞全长 １４０m ，支洞长 ５５m ，现有面积大于 ２０００m２
，新发现的支洞有效面

积 １２００m２
。

溶洞景观丰富 ，有瀑布落差 ８m 左右 。由于水流直下 ，形成烟雨蒙蒙 ，寒气

袭人 ，水珠四溅 ，气势磅礴的洞中奇景 。洞内地下河长度近 １０００m ，现已开发约

３５０m 。冰壶洞水源主要来自降雨和附近的鹿田水库入渗水 。

冰壶洞处于灰岩和砂页岩断层接触带 ，由流水溶蚀而成 ，约形成于 １亿年

前 ，有文字记载的开发历史近 １７００年 。到宋哲宗元祠六年 ，婺州太守张寿祈雨

金华北山 ，定名冰壶洞 。冰壶洞口有郭沫若的亲笔题词 ：“银河倒泻入冰壶 ，道

是龙宫信是巫 。满壁珠玑飞作雨 ，一天星斗化为无 。瞬看新月轮轮饱 ，长有惊

雷阵阵呼 。压倒双龙何足异 ，钦奇此景域中孤 。”洞口的石碑也是他的手迹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冰壶洞位于双龙风景区的中心 ，处于整个双龙风景

区的门户位置 ，在双龙洞北约 ２００m 处 ，和黄大仙 、尖峰山 、大盘天等景区相邻 。

冰壶洞距离金华市区约 １６km ，市区有公交车可直达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冰壶洞主体保存完好 ，现由双龙洞景区管理处管理 。

三十八 、凌虚洞火山口 ，5级 ，ACL岩石洞与岩穴

地址 ：丽水市缙云县五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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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特征 ：凌虚洞为一火山口 ，远眺岩洞如蚁巢 ，近看如蛋窝 ，球状表面

大小不一 ，大者直径足有二三十尺 ，小者不足一寸 ，个个坚硬似铁 ，油黑发亮 ，其

重异常 ，在大大小小的石蛋之间 ，组成了许多形态各异的洞穴 。其中主洞口呈

圆形 ，深不足 ５m ，高约 ２m ，洞内空间较大 ，内壁由大小石蛋构成 ，岩隙间小洞穴

甚多 ，深浅莫测 ，人难进入 。由于岩洞地处高居云空的峭壁之上 ，且无藤蔓可

攀 ，是蝙蝠栖息之地 ，故称蝙蝠洞 。游人至此 ，可望而不可即 ，疑是登天之处 ，故

又称凌虚洞 。

凌虚洞所在的步虚山原为一火山口 ，当火山喷发结束前夕 ，洞口被岩浆封

闭 ，管道内高速运动的灼热岩浆 ，裹着沙石 ，纷纷滚动变成球形 ，当火山停喷骤

然冷却时 ，形成了大小不一的火熔岩球 、球泡和石泡 。后经一亿多年的流水侵

蚀和自然风化 ，火山口通道内壁逐渐破裂塌落 ，形成现在所看到的凌虚洞 。

凌虚洞因位于步虚山的近山巅 ，海拔 ３４０m ，近可观鼎湖峰 ，俯瞰猴王迎宾 、

八戒背媳 、鱼跃龙门 、凌虚亭 、九曲练溪等景点 。远可眺倪翁洞 、东门岩 、五老峰

等景点 。相传唐代道士许蜡曾居凌虚洞十余年 ，石洞中至今留有“许蜡自峨眉

山寻偃月子到此”１２个小字 。后来天台山道士刘处静也曾隐居此洞 ，故也叫隐

真洞 。如今 ，这人迹罕至的古洞已有栈道可上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凌虚洞位于仙都风景区鼎湖峰景区内 ，步虚山南坡

近山顶 ，西距鼎湖峰 １００余 m 。周边还有倪翁洞景区 、铁城景区 、小赤壁景区及

马鞍山景区 。鼎湖峰景区位于县城五云镇东北边 ，从县城沿磐缙省道北行至倪

翁洞景区东折入仙上景区公路可直达景区入口 ，全程约 １１k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单体自然保存状态完好 ，没有受到人为影响 。现由缙云

仙都风景旅游管理局保护开发 。

三十九 、南雁云关 ，5级 ，ACL岩石洞与岩穴

地址 ：温州市平阳县南雁镇南雁村

性质与特征 ：云关又称“天门” 、“西天门”和“玉楼门” ，它是温州十佳景点之

一 ，由两爿悬崖夹峙而形成 。东边孤岩危立 ，西面石岩连山 ，架成一条天然大石

梁 ，下面形成一个高 ３０多 m ，宽 ４０m的拱门 。地势险要 、雄伟 ，有“一夫当关 ，万

夫莫开”的气势 。

云关的岩石千姿百态 ，各有特色 。如从东面看云关 ，云关像一头张牙舞爪 、

扑向青天的仰天狮 。从北面看云关 ，云关右侧突出的岩石就像一位具有道骨仙

风的拱手作揖的老道长 ，云关顶上的怪石 ，有像小松鼠 、绵羊 、骆驼等种种小动

物 。在云关脚下看 ，云关的顶头右首后方 ，有一巨岩 ，俨然像一只庞大的海龟在

努力的登顶 ，并在焦急地寻找什么 。而前方朝下的岩石就像往下爬的墨鱼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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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那块岩石就像一只小海龟 ，惟妙惟肖 ，生动异常 。远看云关 ，其旁边山坳

里的一块岩石就像戴着头盔 ，穿着战袍忠诚地守护着自己岗位的将军 。

云关在唐时已吸引各地游人 ，历代文人题咏了很多诗句 ，为云关增添了丰

厚的文化底蕴 。如唐朝温州刺史李皋有诗 ：“雁荡诸奇不可穷 ，石梁华表远凌

空 ，乾坤谁道洞中小 ，日月曾从牖里通” ，其中的石梁就指云关 。

云关属崩塌型洞穴景观 ，由流水 、风化 、崩塌等自然因素影响变化而形成 。

其岩石属于典型的火山流纹岩 ，节理发育非常典型 ，对研究地质地貌具有很高

的科学考察价值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云关位于南雁镇南雁村的东西洞景区的西山 ，北有

玉屏峰 ，南为仙姑洞 ，对面为化龙崖和会文书院 ；距东西洞停车场约 ９５０m ，停车

场有专门公共交通线路通往温州 、平阳 、鳌江 、水头等地 ，并与南雁荡山其他主

要景点相连 。

保护与开发现状 ：云关作为南雁荡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重要的景点 ，

设有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 ，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良好 。

四十 、常山天坑 ，5级 ，ADD陷落地

地址 ：衢州常山县宋畈乡

性质与特征 ：常山天坑是喀斯特洞穴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发生洞穴顶板塌

陷而形成的凹陷地貌 ，深度 １０８ ．６m ，面积 ４６０００m２
。天坑周围地势陡峻 ，石林

密布 ，具有较好的景观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

其岩石是晚奥陶系时期形成的生物礁石灰岩 ，形成于 ４ ．５亿年前 。天坑内

石林地貌发育完全 ，石林的主要形态有峰林 、峡谷 、石林 、石芽 、谷地 、漏斗 、溶

洞 、天生桥等 ，其中象形石尤为突出 ，景观中以“玉如意” 、“花果山”等石林群最

为壮观 ，具有极高的地质科考价值 。景区内植被丰富 ，植被覆盖率达 ９０％ ，大量

分布有各种珍贵的草本 、木本植物和各种名贵中药 ，如称为九大仙草的铁皮石

斛 、野山灵芝 、何首乌等 ，为景区增添了无限灵气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常山天坑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３２０ 、２０５国道在

常山境内交汇 ，杭金衢高速公路横贯常山全境 。九景衢铁路和黄衢南高速公路

穿境而过 。县城到三衢石林的常芳公路仅为 １０km 。天坑景区与仙人洞 、象形

石动物园等景点相距 ４００m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２００３年 ３月制订开发规划着手开发建设 ，已建设游步道 、

警示牌 、接待室 、观景台等旅游设施 ，尚无破坏现象 ，保存良好 。

四十一 、临海火山遗迹群 ，5级 ，ADE火山与熔岩

地址 ：台州临海市桃渚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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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特征 ：临海火山遗迹群位于临海国家地质公园内 ，地处临海市桃渚

镇境内 ，其火山活动规模之巨大 ，类型之多样 ，地质意义之突出 ，为全国罕见 ，并

被国际学术界确认为西太平洋火山活动的经典遗存 。具有代表性的遗迹为熔

岩遗迹长廊 、熔岩球遗迹 、流纹岩景观道 、万柱石林等 。

熔岩遗迹长廊位于桃渚镇武坑村武坑景区内 ，武坑景区面积约 ５km２
，属亿

年前火山熔岩形成的孔蜂窝状台地 、峰丛 、孤峰 。熔岩遗迹长廊长约 ２km ，山体

峭壁高平均为 ８０m 。

熔岩钟位于桃渚镇芙蓉村的芙蓉山上 ，白岩影是芙蓉山的较高的山体之

一 ，高度在 ５００m左右 。白岩影熔岩钟造型奇特 ，风景壮观的地貌 ，都是火山喷

发后形成的 ，峭壁高约 ２００m 。整座岩体为黏稠性大的岩浆在上升过程中逐渐

冷却 ，形成的直立如钟状岩体 ，岩体中由于流水侵蚀形成垂直的岩石凹槽 。

万柱石林位于连盘大堪头蚶岙山 ，其山形像一粒巨大的蚶趴在那里 ，该地

处于环太平洋火山活动带 ，是我国东部沿海中生代火山侵入 —喷出岩系最为发

育和典型的地区 。早在 ８０００ 万年前 ，大堪头火山强烈喷发 ，形成巨大的火山

口 。古火山口经过风雨长期的剥蚀破坏 ，形成上大下小的火山颈 。当时 ，里面

充填很多的熔岩 ，是个火山口熔岩湖 。口径 １ ．８km ，面积 ２ ．５km２
。后来 ，湖里

的熔岩冷却凝固 ，围绕无数的轴线定向等轴收缩 ，形成千万个六边形的柱体 ，地

质学上叫柱状节理 ，约 １５００多万根 。据有关专家评论 ，该石林规模之大 ，发育

之完美 ，造型之典型 ，景观之奇特 ，均为国内外所罕见 。

流纹岩景观道为一熔岩奇观 ，长 ３０m ，上面成长方形 ，下部大致成倒三角

形 ，长 ３１m ，最宽处达 １０m 。这条斜坡大道 ，是典型火山喷发岩浆流动的遗迹 ，

地质学上称流纹构造 。

球泡状流纹岩位于临海市桃渚镇南门坑村的海山公园南沙一带 。这一带

为厚层状流纹岩地质遗迹景观带 ，它记录了岩浆的流动 ，冷却成岩以及成岩以

后经外力地质作用 ———重力 、剥落 、风化 、流水等形成了流纹岩海蚀地景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火山遗迹群所处的桃渚镇是临海市东南沿海城镇 ，

位于台州湾北部椒北平原的地理中心 ，西距临海市区 ４６ ．５km ，东临东海 ，南接

上盘镇 ，西依杜桥 、小芝两镇 ，北靠山门县 ，进出交通比较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现已开发为临海国家地质公园 ，遗迹资源得到有效的保

护和利用 。

四十二 、雁荡火山岩地貌群 ，5级 ，ADE火山与熔岩

地址 ：温州乐清市雁荡山

性质与特征 ：雁荡山因其地貌的特殊性 ，被称为流纹质火山岩地貌群（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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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火山天然博物馆） 。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进行的区域地质调查表明雁荡山地质

在东南沿海具有典型代表性 。 １９９６年 ，第 ３０届国际地质大会的地质学家对雁

荡山自然景观与火山地质 、岩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高度的评价 。其中南

非地质学家 Richardviljoen等全力支持雁荡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并认

为奇特优秀的雁荡山自然景观有重要科学价值 ，属世界罕见 ，它应与矿产资源

一样受到重视 。

雁荡山奇特的自然景观的地质基础是白垩纪时期由流纹质岩浆喷发而成

的 。雁荡山的地质价值在于 ：它具有典型性 ，一定的抬升 、剥蚀 、切割导致火山

根部天然裸露成多方位立体断面模型 ；具有酸性岩浆火山爆发 、喷溢 、侵出 、侵

入全过程火山岩浆活动产物的完整性 ，向人们展示了火山喷发各种产物岩相模

式的典型性 、完整性和近代火山喷发产物堆积的可类比性 ；全球性空间和时间

的独特性 。雁荡山流纹质火山 ，从其成分 、发育古火山类型和喷发堆积的岩相

学上均最具代表性 。从时间上显然比环太平洋安第斯火山带 、美国西部火山带

要古老 ；它不仅记录了中生代古火山发生 、演化历史和深部地壳 、地幔相互作用

过程 ，起到天然深钻的功能 ，又向人们展示了一亿年来地质作用所产生独特的

自然景观 。由流纹岩构筑的具有个性优美的自然风景景观是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雁荡山位于乐清市境内东北 ，进出雁荡山的海 、陆 、

空立体交通初步形成 ，交通相当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雁荡山火山岩地貌群处于雁荡山风景区内 ，有专门的景

区管理机构负责保护 ，自然景观现状保护良好 。

四十三 、大陈岛 ，5级 ，AEA岛区

地址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

性质与特征 ：大陈岛位于台州湾之中 ，由上大陈岛 、下大陈岛 、一江山岛 、猪

腰屿等 ２９个岛屿及草鞋礁等 ８３ 个礁组成 ，面积 １３ ．１km２
。上 、下大陈岛为其

主岛 ，总面积 １１ ．９km２
。以上 、下大陈两个大岛为主体 ，周围各小岛基本上呈环

状分布 。岛屿海拔高度一般均在 ２００m 以下 ，以下大陈岛的凤尾山最高 ，海拔

２２８ ．６m 。

大陈岛具有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 ，是一处重要的旅游度假地 。 １９９３

年 １０月 ，大陈岛被批准为省级海上森林公园 。大陈岛的开发历史最早见于 ５００

年前的明朝 ，１９５５年 １月 ，解放军攻克一江山岛 ，此次战役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

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作战 ，是人民解放军海 、陆 、空部队首次联合作战 ，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 １９５５年 ４月 ，第一批大陆移民进岛 ，翌年又有温州市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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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垦荒队”支援大陈建设 。经过数十年的建设 ，今日的大陈岛已面目一新 ，

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

上 、下大陈岛及各个景点各有特色 ，上大陈岛以象形肖物的海蚀景观及丰

富多样的森林景观和海滨浴场为特色 ，在海岸带周围 ，海蚀地貌景观丰富多样 ，

拟物石景形象逼真 ，如猫头礁 、七妹礁 、乌沙头浴场 、帽羽沙浴场等 ；而下大陈岛

自然景观以海蚀地貌和珍稀海岛植物景观为特色 ，自困龙山 、屏风山 、甲午岩直

到马道头岛体东侧 ，由强风浪冲蚀形成的海蚀景观 ，以雄奇险峻著称 ，如位于东

侧近岸的甲午岩 ，高约百尺 ，向有“东海第一盆景之称” 。此外 ，还有气势磅礴的

海蚀洞景观 ，如人称观音洞的海蚀为喇叭形海蚀溶蚀洞 ，涨潮时 ，巨浪由大的一

头涌入 ，从小的一头喷出 ，浪击鹅岩 ，水烟弥漫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大陈岛位于台州湾之中 ，椒江区东南洋面 ５２km 处 ，

东濒东海 ，介于舟山群岛和南麂山列岛之间 。从椒江码头出发 ，有专门航班直

达 ，约 ３小时航程 ；也可以从金清码头乘客运船出发至大陈岛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大陈岛上各军事遗址都保存良好 ，大部分的旅游资源已

开发 。

四十四 、大鹿岛 ，5级 ，AEA岛区

地址 ：台州市玉环县

性质与特征 ：大鹿岛位于玉环县东南距陆地约 １５km的披山洋海面上 ，由大

鹿 、小鹿两岛组成 ，互以浅滩相接 ，合称大鹿岛 。总面积为 １ ．７５km２
，海岸线长

５ ．４５km ，主峰 ２２９ ．２m 。传说天庭有一只六瑶花神鹿 ，为盗绿色种子撒播人间 ，

遭到霹雳击顶 ，坠于海中 ，岛因传说而得名 ，也因山形似花鹿昂首于海面而

命名 。

岛上森林覆盖率已达 ８７ ．５％ ，林木储蓄量达 ３３００ 多 m３
，有银杏 ，香樟 、黑

松 、木麻黄 、红杉 、柳杉等 ２０４ 科 ５３４ 属近 １０００ 种植物 ，基本形成以木麻黄为

主 ，并与其他常绿阔叶 、落叶混交的林相 ，植被良好 。岛上有千羽鸟类 ，７０多种

昆虫 ，斑鸠 、黄莺 、雀鹰等成群出现 。 １９９２年 １１月 ，大鹿岛成为全国唯一的海岛

森林公园 。 １９８５年 ，中国美院教授洪世清根据海浪撞击和海水腐蚀的岩礁块石

的各种自然形态 ，以摩崖 、浮雕 、圆雕 、线刻等手法 ，雕琢出秦汉绘画构图风格的

海生动物岩雕近百座 ，使大鹿岛成为世界闻名的森林艺术岛 。艺术大师刘海粟

称之为“永垂不朽的杰作” 。

大鹿岛由森林 、浩瀚的大海和沿岸的礁滩岩雕 ，组成独具风韵的山海形胜 。

目前已形成 ２０处名胜景观 ，７７个景点 。其中龙游洞 、索桥风月 、八仙过海 、五百

罗汉 、寿星岩 、渔翁老洞 、乱石穿空 、千佛龛为岛上八大景观 。岛上还有刘海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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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等名家巨匠所书的摩崖石刻 。

大鹿岛上建有度假村 ，坐落在海岸谷地 ，占地面积 ４ ．８ 亩 ，建筑面积

５５００m２
。是集观光 、休闲 、娱乐 、健身为一体的特色岛区 ，是休闲度假的理想

场所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玉环县大鹿岛上 ，乘快艇从坎门至大鹿岛只需

２０分钟 ，随时可往返 。登岛后 ，有环岛步行道连接各处景点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现为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 ，目前已整体租赁给苏泊尔集

团旗下的旅游公司经营 ，岛上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 。

四十五 、南麂列岛 ，5级 ，AEA岛区

地址 ：温州市平阳县南麂列岛

性质与特征 ：南麂列岛陆域面积 １１ ．３km２
，拥有大小岛屿 ５２ 个 ，水域面积

１９６km２
，海岸线总长 ７４ ．６６km 。主岛南麂岛面积 ７ ．６４km２

，因其形状像一只奔

跑的麂而得名 。

南麂列岛地处浙闽粤沿海燕山期火山活动地带的北段 ，地质构造隶属于新

华夏第二隆褶带 ，为泰顺 —温州断坳的东部 ，是浙南隆起区中断陷而成的大陆

基岩岛 。海岸由于长期受波浪 、潮汐的侵蚀 、冲击 ，基石裸露常见的陡崖峭壁 。

岩岸地区的海蚀地貌在海浪的长期强烈冲蚀下形成的 ，有海蚀崖 、海蚀穴 、海蚀

平台等 。南麂列岛共有 ７５个景点 ，以自然景观为主 ，以人文景观为辅 。景区共

有五种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它们分别是 ：

（１）宛如仙境的海岛形胜 。由于地质构造的影响 ，南麂岛及其周围小岛组

成了十分独特的海岛形胜 ，有高耸如笔的笔架山岛 ，有洞如刀截成一线的小擂

山岛 ，有状如马鞍的上 、下马鞍岛 ，有好似碧青螺的破屿以及形态逼真的虎

屿等 。

（２）神韵迷人的崖岸奇石 。南麂列岛由于基石海岸地貌发育 ，海岸曲折 ，礁

崖众多 ，岛屿四周峭壁悬崖 、奇岩怪石广为分布 ，尤其是南麂东南面的三盘尾和

虎屿一带 。

（３）令人向往的碧海金沙 。长达 ８００m ，宽达 ６００m 的大沙岙沙滩是千百年
来由贝壳碎屑形成的 。

（４）独特而珍奇的生物景观 。海岛附近海域及其潮间带的贝藻类资源是南

麂列岛最具特色和价值的生物景观 ，以其物种的多样性 、代表性和稀缺性而著

称于世 。共有贝类 ４０３种 ，藻类 １７４种 ，有“贝藻王国”之誉 。

（５）闪烁名将光芒的人文遗迹 。这里曾是历史上一代名将郑成功的部队操

练水师的场所 ，至今还留有当年的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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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南麂列岛位于浙江省平阳县东海海域 ，地处平阳东

南部 ，距平阳县城 ６５km ，距离鳌江镇约 ５５km ，列岛东面的稻挑山为我国领海基

准点 。

南麂至鳌江的海上运输十分便捷 ，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 ，每天都有渡轮往

来 ，旅游旺季时 ，南麂港口还开辟了南麂至温州 、瑞安的航线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南麂列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联合

国环境开发署世界生物多样性示范区 、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浙江省重点风

景名胜区 。南麂列岛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良好 ，人为破坏和污染活动

较少 。

四十六 、舟山岛群 ，5级 ，AEA岛区

地址 ：舟山市定海区

性质与特征 ：舟山群岛地处我国海岸线的中段 ，长江入海口的南侧 。它由

４４００个岛礁组成 ，是中国最大的群岛 。境域东西长 １８２km ，南北宽 １６９m ，总面

积 ２ ．２２万 km２
，其中海域面积 ２ ．０８km２

，岛礁陆地总面积 １４４０ ．１２km２
。其中较

大岛屿 １３９０个 ，住人岛 １０３ 个 ，常住万人以上岛屿 １１ 个 ，是我国最大的群岛 。

主岛舟山本岛 ，面积 ５０２ ．６５km２
，仅次于台湾岛 、海南岛 、崇明岛 ，为我国第四大

岛 。舟山市踞群岛而建 ，为全国唯一列岛型地级市 ，人口 １００万 。

舟山群岛是天台山 、四明山余脉延伸入海露出水面的部分 ，受北东向主构

造控制 ，岛屿分布走向与大陆山脉基本一致 ，自西南向东北分两行延伸 ，形成一

系列列岛 ，而各列岛或大岛地形的走向 ，则又受北西向构造线影响 ，呈西北而东

南走向 。平面布局呈明显的南北成行 、东西呈列的格式 。自北而南有嵊泗列

岛 、马鞍列岛 、崎岖列岛 、川湖列岛 、浪岗列岛 、火山列岛 、七姊八妹列岛 、中街山

列岛以及梅散列岛等 。整个群岛呈棋盘格分布 。

舟山群岛的形成 ，经历了漫长的地质过程 。第一次（星轮虫）海侵全盛期 ，

海平面高出今海平面 ５ ～ ７m ，舟山首次成岛 。海退后 ，今东海 ８０m 等深线以西
复成陆域 。第二次（假轮虫）海侵全盛期 ，海岸线西移至今东海 ２０m 等深线一
带 ，未影响舟山 。海退后今东海 ３０m等深线以西复为陆地 。第三次（卷转虫）海

侵全盛期 ，海水溯长江古道和钱塘江而上 ，直达会稽山麓 ，宁绍平原成一片汪洋

泽国 ，舟山群岛最终与大陆分离成群岛 。今舟山群岛的地形地貌 、陆地面积 ，是

河流 、海流长期搬运沉积补偿特别是历代人类活动长期截流治水 、捍卤蓄淡的

结果 。

群岛位于中纬度地带 ，西临欧亚大陆 ，东临太平洋 ，形成独特的海岛气

候 ———北亚热带南缘海洋性季风气候 。此处的海域 、岛群 、礁群构成秀丽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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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洋景色 ，有佛教名山普陀山 ，久负盛名的舟山渔场 ，以及避风条件优良的众

多港湾 ，深水岸线首屈一指 。舟山群岛上有两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分别

是普陀山和嵊泗列岛 ；两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分别是桃花岛和岱山岛 ；一个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 ———定海城 。舟山群岛在我国海洋旅游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 ，北连上海佘山洋 ，南与

宁波韭山列岛相邻近 ，西与上海金山卫隔海相望 ，东邻东海 。北距上海为 １３５

海里 ，西抵宁波 ３４海里 ，现已建成跨海大桥与宁波北仑区相接 ，交通得到极大

的改善 。

保护与开发现状 ：舟山群岛的旅游资源大部分都已经得到开发利用 ，随着

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不断深入 ，海岛旅游资源的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将

成为浙江海洋旅游经济的重要示范区域 。

四十七 、嵊泗列岛 ，5级 ，AEA岛区

地址 ：舟山市嵊泗县

性质与特征 ：嵊泗列岛系天台山主脉延伸入海而形成的岛屿群 ，从东到西

依次为海礁 、浪岗山列岛 、马鞍列岛 、泗礁诸岛 、崎岖列岛 、大小嶯山和滩浒诸

岛 。列岛自西向东横列 ，分为东 、中 、西三大部分 。西部为洋山岛区所在的崎岖

列岛 ，中部为泗礁岛区（含大小黄龙岛） ，东部为马鞍列岛所属的嵊山 、枸杞 、绿

华和花鸟岛区 。东西跨距 １５３km ，南北端相隔 ２２km 。陆地总面积 ８６km２
，共有

岛 、礁 ４０４个 ，海陆总面积为 ８８２７km２
。

列岛位于华夏褶皱系的次级构造单元新昌 —定海 —花鸟山断陷的东北部

边缘 ，表层构造以断裂发育为特征 ，断块活动异常强烈 。列岛诸岛地貌结构基

本一致 。由内到外 ，从高到低 ，各类地貌排列顺序大体相同 ，依次为山脊 、坡地 、

谷地（陡崖） 、滩涂 、海洋 。列岛多为花岗岩类岩石 ，结晶颗粒较粗 ，主要由燕山

晚期的酸性侵入岩（花岗岩 、钾长花岗岩）组成 ，广泛分布于各岛礁 。花岗岩为

早期侵入 ，钾长花岗岩侵入较晚 。主体呈岩株产出 ，中粒结构 ，块状构造 。主要

矿物有钾长石 、石英及斜长石和少量的黑云母 、铁 、锡石 、钻石等成分 ，距今约

７０００万年 。列岛境内有大 、小岩体 ３０个 ，出露面积为 ５７ ．５km２
，以嵊山 、花鸟山

两岛岩体最大 。岩脉分布甚广 ，共有 ２３２条 。本列岛基底为前泥盆纪陈蔡群变

质岩 ，主要有片岩 、片麻岩 、大理岩及少量混合岩 ，为上侏罗统陆相火山岩系 。

本列岛属典型的海洋型季风气候 ，常年温和湿润 ，四季分明 。嵊泗列岛于

１９８８年首批被评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也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列岛风景名

胜区 。现著名的景点景区有基湖沙滩海滨区段 ，大悲山海岛鱼家乐以及花鸟岛

的花鸟灯塔 ，枸杞岛的山海奇观摩崖石刻等 ，随着大小洋山深水港的开发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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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桥的建成 ，嵊泗列岛正成为海岛休闲度假的胜地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嵊泗列岛的本岛泗礁岛距离上海芦潮港 ３１海里 ，现

已建成上海芦潮港至大洋山的跨海大桥 ，陆路可抵达洋山岛 。本岛与舟山定

海 、岱山高亭 、普陀等地有客运快艇互通 ，交通正逐步得到改善 ，但台风季节影

响仍然较大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嵊泗列岛属于国家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 ，旅游资源大

部分已经得到开发 。由于环保工作未能受到足够重视 ，以及海岛渔业经济发展

的客观原因 ，列岛上渔业生产垃圾未作适当处理 ，各地普遍都存在渔业生产垃

圾和生活垃圾乱堆放的问题 。同时 ，许多岛礁都被就地采石 ，岛上的山体破坏

较严重 。特别是大小洋山港 ，用岛礁沙石来建设洋山深水港和东海大桥 。小洋

山岛上因基础设施建设而致使许多旅游资源单体被毁坏 ，如鉴真东渡遗址 、水

磨石 、高泥沙滩等 。

四十八 、富春江 ，5级 ，BAA观光游憩河段

地址 ：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

性质与特征 ：钱塘江中游河段名 ，别名桐江 ，南起七里泷峡谷 ，北流经横山

埠入富阳市境 ，贯穿桐庐县城 ，在桐庐县境内长 ３３km ，平均宽度 ４００m 。上段为

七里泷峡谷 ，长 ６ ．７km ，河流穿过晚侏罗纪火山岩组成的断块山地 ，河谷深切 ，

岸坡稳定 ，河道宽度 ２５０ ～ ３５０m ，平均比降大 ，水流湍急 ，１９６８年富春江水库建

成后 ，已为壅水区（人工湖） ，原有江道形态和水文特征已有变化 ；下段为七里泷

至窄溪镇横山埠 ，长 ２６ ．３km ，河谷宽阔平坦 ，宽达 ３５０ ～ ８００m ，流速减缓 ，河底

泥沙淤积 ，发育成河漫滩和江心沙洲 ，有唐家洲 、漏港洲 、放马洲 、洋洲 、杨家滩 、

九里洲 、外滩等 。

富春江水质良好 ，水色清透 ，沿江山峦叠翠 ，奇峰幽洞 ，名胜古迹众多 ，故有

“天下佳山水 ，古今推富春”之誉 。富春江沿线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丰富 ，

主要有严子陵钓台 、富春江水利工程 、桐君山主题公园 、阆苑石林以及深澳 、凤

川 、梅蓉等古村落 ；另外 ，江东（南乡）各乡镇村落盛行的“过时节”风俗也颇具地

方特色生活气息 ，沿线村落还流行龙灯 、狮子 、竹马及各色花灯等历史悠久文化

积淀深厚的民间艺术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富春江是杭州“两江一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 ，旅游开发较早 ，成熟景点较多 ，现富春江与新安江 、千岛湖的旅游开

发已连为一体 ，形成一条著名的“两江一湖”旅游线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现有专设的风景区管委会负责富春江沿线旅游资源的保

护与开发 ，生态环境资源保护良好 ，沿线两岸一度较为严重的乱采石与造纸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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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现象得到较大程度的改观 。

四十九 、七里泷 ，5级 ，BAA观光游憩河段

地址 ：杭州建德市梅城镇 、乾潭镇

性质与特征 ：七里泷又称七里滩 、七里濑 ，是钱塘江在建德市境内河段名

称 。新安江与兰江在梅城东关会合后 ，折向东北 ，流约 ７km至乌石滩进入峡谷 ，

至冷水坞下与桐庐境内的严陵濑相接 ，建德境内全长约 ２０km 。此段河道 ，历来

名称不一 ，一般将建德境内该段峡谷特称为七里泷 。富春江水电站未建前 ，泷

中峡谷狭窄 ，滩浅流急 。 现在 ，河床平均宽 ３００m ，最低水位 ２１m ，最高水位

２６m ，最大流量 １３２００m３
／s ，１００吨轮船自富春江水电站可达梅城 。

乌石滩至严子陵钓台长约 ２３km ，过去水流湍急 ，有“有风七里 ，无风七十

里”之说 ，七里泷也因此而得名 。历史上称之为“七里扬帆” ，是古严陵八景之

一 ，也是新的新安十景之一 ，有“小三峡”之称 ，是富春江上景色最美的一段 。包

括乌龙峡 、子胥峡和葫芦峡 。乌石滩以下即为乌龙峡 ，以“奇秀”闻名 ；子胥渡开

始即为子胥峡 ，以“清幽”著称 ；从葫芦湾口到严子陵钓台这一段 ，即为葫芦峡 ，

是小三峡中最宽阔的一段 ，以“探胜访古”最宜 。

历史上 ，众多文人墨客至此游览 ，为奇绝的风光所折服 ，留下了大量诗文歌

赋 ，如谢灵运 、李白 、孟浩然 、杜牧 、范仲淹等人均有佳作 ，并成为浙西水上“唐诗

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产生了许多传世画卷 ，最著者如元代黄公望的枟富春

山居图枠等 。

优美的自然山水还与众多的人文古迹相交融 ，在建德境内 ，沿江有乌石滩

古水军战场 、子胥渡 、江南村 、龙门坎 、葫芦瀑布等风景名胜 。整个七里泷植被

保护较好 ，常绿落叶阔叶林 ，松 、杉等针叶林 ，竹林 ，经济果木林等组成了丰富多

彩的森林群落景观 。由于七里泷段水库水位相对稳定 ，一般其最高蓄水位 ２３ ．

０m ，最低水位 ２１ ．５m ，最大差值仅 １ ．５m ，故这里没有其他水库最伤风景观瞻的

障碍因子 ———湖岸消落区 ，殊为难得 。 ２０００年 ５月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授

予七里泷段峡谷“全国绿色通道示范段”称号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建德市梅城镇与乾潭镇境内 。乾潭七里扬帆旅

游码头距 ３２０国道 １ ．５km ，码头距新安江街道 ３０km ，距杭州 １００km ，距上海

３００km 。千岛湖至梅城七里扬帆码头 ９５km ，梅城距新安江街道 ２８km ，杭州至

新安江街道 １２６km 。有 ３２０国道相通 。

保护与开发现状 ：七里泷景区是全国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 ——— “两江一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的新安十景之一 ，设有专门的风景区管理机构 ，旅游资源及

生态环境保护完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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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瓯江玉溪段 ，5级 ，BAA观光游憩河段

地址 ：丽水市莲都区

性质与特征 ：瓯江发源于庆元县与龙泉市交界的洞宫山锅帽尖西北麓 ，干

流和支流流经云和 、松阳 、丽水 、青田 、龙泉 、景宁大部和遂昌 、庆元县的一部分 。

干流长 ３８８km ，流域面积 １８０２７ ．８８km２
，其中莲都区境内长 ３１６km ，号称“八百

里瓯江” ，流域面积 １２９８５ ．４７km２
，占全区总面积的 ７８％ ，是丽水市第一大 、浙江

省第二大河 。

瓯江在境内支流有 ：小溪 ，源于庆元县大毛峰 ，流经景宁县至青田县湖边 ，

与大溪会合 ，长 ２１５ ．９km ，流域面积 ３３０９ ．５２km２
。松荫溪 ，源于遂昌县鞍口乡

贵义岭黄峰洞山麓 ，流经松阳县至丽水市大港头与龙泉溪会合 ，长 １０９ ．４km ，流

域面积 １９７５ ．２５km２
。好溪 ，源于磐安县大磐山西仰曹尖 ，流经缙云县至丽水市

古城村注入大溪 ，境内长 ９８ ．７km ，流域面积 １００６ ．４km２
。宣平溪 ，从武义县流

入丽水市 ，至港口与大溪会合 ，境内流域面积 ３１６ ．３９km２
。小安溪 ，发源于武义

县 ，流经丽水市敏河注入大溪 ，境内流域面积 ４１１ ．５km２
。 八都溪 ，流域面积

３８８ ．４km２
。浮云溪 ，流域面积 ３３８ ．３３km２

。船寮港 ，流域面积 ３６３ ．５１km２
。

瓯江的水文特征为径流量年际变化大 ，水位暴涨暴落 ，汛期江溪一般是中

水位 ，７ — ８月秋旱时 ，江溪水位下降 ，有小溪断流 ，江溪含沙量增加 。瓯江物产

丰饶 ，仅鱼类就有石斑鱼 、军鱼 、鲇鱼 、汪刺鱼等 １１１种 ，尤其是生栖着珍稀淡水

生物 ———鼋 ，它与大熊猫 、金丝猴等一样 ，属一级“国宝” 。还栖息有白鹭 、翠鸟

等鸟类和野鸭 、鸳鸯等动物 。沿江两岸植被主要有针叶林 、针叶阔叶混交林 、常

绿阔叶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落叶林 、山地矮林 、山地灌草丛 、竹林 ，以针叶

林木面积最大 。栽培植被有杉木 、马尾松 、毛竹林 、油桐林 、油茶林 、茶 、桑 、果等

以及农用禾本科植被和经济作物 ，还有处州白莲 、水菱 、茭白 、水花生等水生

植物 。

由于瓯江上游地质结构变化大 、石种多 ，有岩浆岩 、变质岩 、沉积岩 。加上

亿万年的风化 、冲刷 、搬运 ，使瓯江中游成了瓯江奇石最理想的采集场所 。瓯江

奇石种类较多 ，有黄蜡石 、彩陶质石 、玛瑙质石 、玉质石 、锦纹石 、火山岩 、石英

等 。按状态来分 ，大体可分为纹理图案石和造型石两大类 ，以纹理图案石为主 ，

造型石为辅 。大大小小的卵石滩星罗棋布 ，不计其数 ，有的卵石滩绵延 ２ ～ ３km
长 。瓯江奇石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 ，入书的奇石也不少 ，如枟中华奇石枠 、枟新

世纪中华奇石枠 、枟中国赏石大观枠 、枟中国藏石名家名品大典枠等赏石专著中都有

许多瓯江奇石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金丽温高速公路和 ３３０国道复线可以到达 ，旅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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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条件良好 。

保护与开发现状 ：通过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 ，瓯江沿岸的植被得到了较

好的恢复 ，２０００年森林覆盖率达 ７９ ．１％ ；杜绝了非法采沙 、酷渔滥捕等破坏环

境行为 ；实行了禁渔期管理 ，水流域治理保护与开发现状良好 ，水质在国家二级

地面水标以上 ，是浙江省水质最好的江河之一 。

五十一 、九曲练溪 ，5级 ，BAA观光游憩河段

地址 ：丽水市缙云县五云镇

性质与特征 ：九曲练溪是一条贯穿仙都景区诸景点的风景河段 。好溪 ，古

称恶溪 ，北周时改为好溪 ，发源于磐安县大盘山南侧笔架山马祥岭 ，自白竹乡东

岸村入县境 。好溪自东北向西南流经仙都景区的河段称练溪 ，又名练金溪 、锦

溪 ，是一条山水如画的风景长廊 。

它始于上章村芙蓉峡 ，止于周村婆媳岩 ，全长约 １０km 。它有九曲 、九潭 、九

桥 、九堰 、九滩 、九渡 ，自古就有“九曲练溪 ，十里画廊”之称 。潭有和尚潭 、梅树

潭 、埠潭 、朱潭 、鼎峰潭 、昆潭等 ，潭阔水深 ，其中有深达 ２０m的埠潭 、空谷传音的

石壁潭 、潭底遍布奇痕的马迹潭 、游鱼甚多的珠潭等 ；桥有板堰丁步桥 、登仙桥 、

步仙桥等 ，均为双柱双梁石板桥 ；滩有黄寮滩等 ，滩上溪水翻花 ，卵石可见 。从

上章村顺溪而下 ，沿岸依次经过芙蓉峡 、马鞍山 、朱潭山 、鼎湖峰 、倪翁洞 、小赤

壁等诸景 ，景色各异 ，互为补充 。芙蓉峡以峡谷 、岩壁为其特色 ，沿岸可见三奇

岩 、仙掌岩 、孔雀浴溪 、卓锡峰等 ；马鞍山 ，峰如马鞍 ，山高林茂 ，常云遮雾裹 ，清

晨则呈烈马驮日 ，堪称一绝 ；朱潭山林茂溪阔为特色 ，是观赏鼎湖峰水中倒影 、

寻幽探胜的好去处 ；鼎湖峰以独峰 、斗岩 、奇洞 、祠宇 、石刻为特色 ，是整个风景

区的精华所在 ；倪翁洞以洞 、刻 、亭 、石见长 ；小赤壁以绝壁千仞 、石壁长廊为特

点 。上章 、板堰 、鼎湖 、下洋等处有宽阔的卵石河滩 ，溪中时有绿洲点缀 。沿途

村舍民宅散落于山脚溪畔 ，错落有致 ，烟树成簇 ，民风淳朴 ，村落四周良田环绕 ，

一派祥和宁静的田园风光景象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九曲练溪位于缙云仙都风景区内 。风景区位于县城

五云镇东北边 ，磐缙省道 、仙上景区公路绕好溪而行 ，水泥路面 ，进出条件较好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好溪两岸环境保护较好 。好溪溪畔诸景点均已开发接待

游客 ，现由缙云仙都风景旅游管理局保护开发 。

五十二 、楠溪江 ，5级 ，BAA观光游憩河段

地址 ：温州市永嘉县

性质与特征 ：楠溪江位于浙江省南部的永嘉县境内 ，与雁荡山风景区相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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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景区总面积 ６２５km２
，楠溪江主流长 １３９ ．８km ，有 ３６ 湾 ７２ 滩 。分为七大景

区 ，计 ８００ 多个景点 。以水秀 、岩奇 、瀑多 、村古 、滩林美而闻名遐迩 ，是我国国

家级风景区当中唯一以田园山水风光见长的景区 。 ２００２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国家 ４A 级旅游区 。

楠溪江流域特质的山岩中出现峰笔立 、崖如削 、洞悬壁的奇异景观 ，与柔美

的楠溪江水景形成强烈对照 ，极具刚性之美 。较为突出有三面环溪 、一峰拔地

而起的石桅岩 ，有姿态各异 、参差笔立的十二峰 ，有四面绝壁 、观天如井的崖下

库 ，以及诸如陶公洞 、鹤巢洞 、天柱峰 、棒槌岩之类的奇峰异石 ，数不胜数 。

楠溪江流域山体的断裂构造使各支流形成山崖险峻 、峡谷深切的复杂地

形 ，产生了多姿多彩的瀑布 。 其中有高达 １２４m 的百丈瀑 ，有连续如梯的三级

瀑 、七级瀑 ，有形同莲花的莲花瀑 ，有声如锣鼓的击鼓瀑和打锣瀑 ，有藏而不露

的含羞瀑 ，有飞珠溅玉 、阳光下彩虹映碧瀑的横虹瀑 ，还有在 ２km内的溪谷中出
现形态各异的九叠飞流 。

楠溪江流域文化特色鲜明 ，文化积淀深厚 。早在 ５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

瓯越先民就已在此繁衍生息 ，并造就了瓯越文化 ，至今仍保留着新石器时期的

文化遗址及宋 、明 、清的古塔 、古桥 、古亭 、古牌楼等名胜古迹 。楠溪江沿岸的古

村落 、古建筑 ，选址讲究 ，规划严谨 ，风格古朴 ，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 ，是中国四

大民居之一 。较为突出的有岩头 、枫林 、苍坡 、芙蓉 、花坦等村 ，均为浙江省历史

文化保护区 。

神奇的楠溪江山水造就了无数的杰出人物和灿烂文化 。从唐朝至清朝 ，永

嘉一共有过 ６０４位进士 。两宋时期 ，曾经出现辉煌的“永嘉学派” 、“永嘉四灵” ，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 。 ２００１ ，我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授予“人类口

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 ，永嘉昆剧作为昆曲中的重要代表 ，成为全人类的

共同精神财富 。

楠溪江名人履迹 、诗文著述丰富 。历史文化名人王羲之 、颜延之 、谢灵运等

曾为永嘉郡守 。南朝陶弘景 ，唐朝张子容 、孟浩然 ，宋朝陆游 、叶适 、徐照 ，明朝

王叔果 、潘舜臣 ，清朝朱彝尊 、金简庵 、朱步墀等也都曾游历过楠溪江 ，并留下许

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先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命名为“全国文学

艺术创作基地”和“摄影创作基地” 。

楠溪江流域是革命老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中心策源地和浙南革

命活动的中心 。红十三军军部旧址已成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楠溪江贯穿整个永嘉县 ，与雁荡山风景区相毗邻 ，南

距温州市区 ２３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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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开发现状 ：旅游资源单体开发良好 ，自然景观保存完好 ，水质清澈 ，

环境保护措施得当 。

五十三 、兰溪地下长河 ，5级 ，BAB暗河河段

地址 ：金华兰溪市灵洞乡洞源村

性质与特征 ：地下长河为一暗河 ，源出九龙 、白坑一带 ，其水道沿地下石灰

岩层 ，蜿蜒伸展 ，连绵数十里 ，难探穷尽 。其河道目前已开发出 １０４３m ，河面宽

处 １１m ，狭处 １ ．５m ，可供航行者为 ７００余 m ，以供 ８ ～ ９人乘坐的游船航行的河

道长度计 ，则为当今国内最大的地下航道 。地下长河所经之洞为“涌雪洞” ，洞

名由南宋吕主谦命名 。

洞口朝西 ，呈三角状 ，宽约 ９m ，高约 １４m 。洞口正跨涧上 ，中有一石 ，如擎

天之柱 。主洞宽约 ５ ．２m ，高约 ３ ．２m ，面积约 ７６００m２
，可容 ２４００ 多人 。洞中分

四个大厅 ，有近百个景点 ，其中的“寒江伏虎” 、“犀牛探江” 、“中流砥柱” 、“飞鱼

对哺” 、“琼崖积雪” 、“蟠龙古穴” 、“穹凌雪钟” 、“水漫金山” 、“空中飞瀑” 、“龙门

灵芝”最为出名 。

游人进洞 ，可分水 、旱两路环线游览 。水路即地下河中泛舟游览 。旱道约

１２００m ，或沿长河平铺舒展 ，或与支洞穿插回旋 ，或随洞厅高低起落 。静观千姿

百态 ，疏密有序的溶洞奇观 ，饱览波平如镜 ，轻舟缓行的长河风光 ，船行河上走 ，

人在画中行 ，自可领略到涌雪洞“地下长河”的佳绝之处 。

此景点因洞中有河 、河上有洞 ，洞奇水美 ，为四海内一绝 。历代文人雅士 、

诗仙墨客到此游憩 ，多留有佳作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地下长河位于兰溪市灵洞乡洞源村境内 ，距兰溪市

区约 ８km 。附近有赵四小姐故居 、栖真寺 、六洞山风景区及诸葛八卦村等景点 。

从兰溪出发 ，经洞源的一条四级公路 ，驱车约 ２０分钟即到 。

保护与开发现状 ：主体部分已开发 ，尤其可水旱路循环游览 ，使游人能在不

同角度观赏景点 。曾经一度对景区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的采石场现已得到治理 ，

使景区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

五十四 、西湖 ，5级 ，BBA观光游憩湖区

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

性质与特征 ：西湖是我国著名游览胜地 ，西湖名称之来由是湖在城之西 ，故

称西湖 ，素居全国三十多处以“西湖”命名湖泊之首 。

西湖处于平原 、丘陵 、湖泊与江海相衔接地带 ，三面环山 ，层峦叠嶂 ，南北长

３ ．３km ，东西宽 ２ ．８km ，水面面积 ５ ．６６km２
，环湖一周约 １５km 。 截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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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km２
，平均水深 １ ．５５m ，蓄水量在 ８５０万 ～ ８７０万 m３

。堤岛将西湖水面分为 ５

个区块 ：外湖 、北里湖 、西里湖 、岳湖与小南湖 。外湖面积最大 ，占整个西湖水面

积的 ７８％ 。外湖中有三潭印月 、湖心亭 、阮公墩三座小岛鼎足峙立 。历史上杭

州西湖的面积约有 １０km２
，２００３年实施西湖西进 ，重塑杨公堤 ，并将杨公堤以西

的茅家埠 、金沙港 、赤山埠一带的低洼地区进行挖掘并与西湖沟通 ，形成浴鹄

湾 、乌龟潭 、茅家埠 、金沙港等水域 ，增加水域面积 ０ ．７km２
，实现了西湖西进 。

目前水面面积扩大为 ６ ．３６km２
，形成了一湖二塔三岛三堤的新格局 。 １９８２年 ，

国务院将西湖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 。 １９８５在全国十大风景名

胜区评选中 ，西湖被评为第三名 。

西湖周围山体隆起 、褶皱成陆之后 ，其平原地区还是处于海平面之下 ，当时

的海平面一直可达现在的半山腰上 ，如相传的宝石山秦始皇系船缆绳的石孔 ，

即可作为 ２０００ 多年前海平面高度的佐证 。据专家考证 ，当时杭州城及西湖现

在所处的位置 ，都是与大海一脉相通的浅海湾 ，钱塘江河口和长江河口都远在

现在河口位置的上游 ，然而两条河流都携带有一定数量的泥沙 ，在其两岸堆积

使其河口不断地外移 ，河床不断地延伸 ，这些被携带的泥沙在经吴山的前缘时

则沉积下来 ，不断地延伸加长成为沙坝 。与此同时 ，由于潮汐作用 ，长江带出的

泥沙和钱塘江带出的部分泥沙随涨潮流涌进浅海湾 ，在湾口内沉积 ，在宝石山

咀形成沙坝 。两条相向的沙坝不断延伸 ，最后在自然和人为的共同促合下连接

起来 ，使浅海湾变成了泻湖 。泻湖形成的初期 ，涨潮流还能漫过沙坝直达沿湖

的山脚 。西湖完全与海洋脱离大约在隋朝前后 ，也即距今只有 １０００ 多年的

历史 。

然而杭州人民却长期与西湖的淤废作着不懈的斗争 。因为涨潮流携带进

来的泥沙与西湖周围群山随流水带入的泥沙不断地在湖盆内沉积 ，使湖盆缩

小 ，水深变浅 ，外加历代皇亲国戚霸湖造田 ，使西湖几经淤浅甚至沼泽化 。杭州

人民为了保护这个供灌溉调节的天然水库不被淤浅 ，经常疏浚治理 。唐朝的白

居易和宋朝的苏东坡就是当时深通民心的治理西湖的专家 。在近代 ，国家已对

西湖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疏浚整修 ，使西湖水深保持在近 ２m 的水准上 。最近

的一次疏浚 ，更使疏浚后平均水深达到 ２ ．２７m ，水质指标也有明显好转 ，生物指

标有明显下降 ，使西湖水体的平均透明度比以往上升了 １０cm ，随着西湖引水工

程规模进一步扩大 ，３０天即可以将湖水水体替换一次 ，必将大大改善了西湖水

质 ，从而整体提高西湖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杭州城西 ，被三面云山一面城所环绕 ，与杭州城

市有机融为一体 ，休闲游憩条件十分理想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８５年和 ２００３年进行了两次西湖风景区规划 ，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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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非常成熟 ，已经成为杭州旅游的首选 。 １９９８ 年 ９月 １０日杭州市人大常委

会公布了枟杭州市西湖水域保护管理条例枠 。 ２０１１年西湖申遗获得成功 ，各项资

源与环境保护措施也得到显著加强 。

五十五 、三潭印月 ，5级 ，BBA观光游憩湖区

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

性质与特征 ：西湖十景之一 ，又名三潭映月 ，面积约 ６００００m２
。三潭印月是

西湖中最大的观赏岛屿 ，湖中有岛 ，岛中有湖 ，风景秀丽 、景色清幽 ，尤以三潭印

明月的独特景观享誉中外 。

此岛又有“小瀛洲”之称 ，岛荫凝秀 ，园林精雅 ，文脉蕴藉 ，风姿绰约 ，名列西

湖十景之首 ，尤以仲秋时节空中月 、水中月 、塔中月与赏月人心中各有寄托的

“明月”上下辉映 、神思遄飞而向为喜秋游者所神往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西湖东南侧 ，多个码头有游船可达 ，交通方便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旅游资源已开发为成熟景点 ，自然环境保护完好 。

五十六 、南太湖（吴兴） ，5级 ，BBA观光游憩湖区

地址 ：湖州市吴兴区

性质与特征 ：太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中第三大淡水湖 ，属于大型平原吞吐

湖 。古称震泽 ，又名具区 、笠泽 。太湖低平原早在晚更新世末期以前已经成陆 。

大约到全新世中期 ，随着气候转暖 、海平面上升 ，山区河流汇聚于今太湖湖区洼

地 ，形成今太湖雏形 。以后渐次扩大 ，至宋元以后始趋稳定至现今规模 。目前 ，

太湖南北最大长度 ６８km ，东西平均宽度 ３５ ．７km ，岸线全长约 ３９０km ，全流域面

积计 ３ ．６５７１万 km２
。太湖流域行政区划分属江苏 、浙江 、上海 、安徽三省一市 ，

其中浙江辖 １２０９３km２
，占 ３２ ．８％ 。太湖南岸吴兴区界内的岸线长约 ２８km 。

湖中原有泥盆系砂岩和二叠系灰岩构成的岛屿 ７２座 ，俗称太湖 ７２峰 。由

于湖泥淤积和人工围垦 ，现尚存大小岛屿 ４０多座 ，其中西洞庭山最大 ，面积 ６２ ．

５km２
。湖内尚有砂质和石质礁滩 ４２ 处 ，分布于西太湖中 ，一般离水面 １m

左右 。

太湖湖区西南为江苏省宜溧山地和浙江省天目山地 。山区来水主要汇入

荆溪和苕溪入湖 ，为太湖上游 。荆溪又名南溪 ，收纳宜溧山地和茅山间诸水 ，到

宜兴以东分为 ６０多条港渎 ，经大浦 、百渎等口入湖 。荆溪连同其北侧的水系 ，

历年入湖水量约占入湖总水量 ５８％ ，集水面积 ８９６１km２
。苕溪由源于天目山东

北坡的东苕溪和西苕溪会合而成 ，过湖州市分汊为 ７０多条溇港 ，经大钱口 、小

梅口 、夹浦口入湖 。苕溪水系连同其东侧其他入湖河流 ，历年入湖水量约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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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总水量 ４２％ ，集水面积 ５９１７km２
。湖水东出沙墩口 、胥口 、瓜泾口 、南厍口 、大

浦口诸港 ，分别经由望虞河 、胥江 、娄江（下游称济河） 、吴淞江（下游称苏州河） 、

黄浦江等数十条河港泄入长江 ，洪水期黄浦江泄水量常占总泄水量 ８０％ 以上 。

江南运河穿行于湖区东侧 ，与上列入江河道及太湖下游诸湖群息息相通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太湖位于江苏省南部 、长江三角洲南缘 。东近苏州

市 ，环湖东邻吴县和吴江县 ；北连无锡县 、无锡市和武进县 ；西接宜兴县 ；南界浙

江省湖州市和长兴县 。陆上交通有沪宁 、沪杭高速公路和 ５条国道及宣杭铁路

通达 。内河通航里程 １２０００km ，大部分属 ３ ～ ６级航道 ，有上海 、浙江 、张家港 、

太仓港 、乍浦港等出海港口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太湖沿岸现开辟有十多个风景区和多个旅游度假区 。浙

江湖州境内的太湖旅游度假区 ，是太湖南岸唯一的省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 ４A 级
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近年来 ，太湖治理取得较好的成效 ，生态环境

资源保护良好 。

五十七 、南湖 ，5级 ，BBA观光游憩湖区

地址 ：嘉兴市南湖街道

性质与特征 ：南湖位于嘉兴市东南部 ，湖面南北长 ，东西狭 ，现水域面积约

６２４亩 ，水深 ２ ～ ５m 。南湖自古以来是市境各主要河流蓄泄的枢纽 ，海盐塘注入

其中 ；平湖塘 、嘉善塘与之相连 ；长水塘经西南湖亦贯注其中 。近年南湖经全面

拓宽疏深后 ，总面积为 ８００亩 。

南湖与杭州西湖 、绍兴东湖一起并称为浙江三大名湖 ，南湖有东西两湖 ，相

连似鸳鸯交颈 ，故有“鸳鸯湖”之雅称 。 整个南湖风景区规划总面积 ２７６ ．３ 公

顷 ，其中水域面积 ９８公顷 ，是个生态环境良好 ，景观特色鲜明 ，游憩景点丰富 ，

服务设施完备的旅游景区 。

五代以前 ，此地尚无园林建筑 。后晋天福年间（９３６ — ９４５） ，吴越国王钱鏐

第四子广陵王钱元镣任中吴节度使时 ，在湖畔筑宾舍以为“登眺之所” ，才逐渐

成为游览之地 。北宋以后 ，湖畔陆续兴建园林有 ：潘师旦园 、高氏圃 、南湖草堂 、

列岫亭 、水心亭 、乐郊亭 、勺园 、颜家园 、瓣香阁 、秋水阁等 ，明代 ，江南商品经济

繁荣 ，嘉兴被誉为“东南第一都会” ，南湖游览兴盛 。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 ，嘉兴

知府赵瀛疏浚市河 ，将挖出的河泥填入湖中 ，筑成“厚五丈 ，广二十丈”的小岛 ，

四面环水 ，俗称湖心岛 。次年在岛上建烟雨楼 ，形成独特的景观 。明清时期 ，每

值清明 、农历六月廿四“荷诞” 、“七夕” 、中秋 ，湖上游人如织 ，烟雨楼前画船歌鼓

日夜不绝 。清同治年间 ，评定“嘉禾八景” ，“南湖烟雨”列为八景之首 。烟雨楼

最后一次重建在民国七年（１９１８） ，是一座五楹二层重檐建筑 ，雕梁画栋 ，雄伟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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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被誉为中国八大名楼之一 。

宋以后 ，历代著名文学家 、诗人 ，如宋代苏轼 、吴潜 、杨万里 ，元代方回 ，明代

张岱 ，清代钱谦益 、吴伟业 、陈其年等都慕名来游 ，吟咏不绝 。现代许多著名文

学家 、诗人如茅盾 、郁达夫 、曹聚仁等都曾来南湖游览 ，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和文章 。民国 １０年（１９２１）８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的一

艘游船上闭幕 ，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从此 ，南湖成为光荣的革命纪念地 ，载入

了革命史册 ，使南湖成为革命旅游胜地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南湖距嘉兴火车站约 ５００m ，有多路公交车通达南湖

渡口和南湖革命纪念馆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９７年 ，南湖革命纪念馆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１９９９年嘉兴市委 、市政府成立嘉兴南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对南湖进行全面规

划建设 。 ２００１年 ６月 ，南湖中共一大会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２０１１

年被正式评为国家 ５A 级旅游景区 。景区建设日趋完善 ，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 。

五十八 、南北湖 ，5级 ，BBA观光游憩湖区

地址 ：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

性质与特征 ：南北湖位于海盐境内杭州湾沿岸 ，集湖光 、山水 、海景 、古镇 、

历史人文风光 、滨海湿地以及多种野生动植物等风景旅游资源为一体 。西 、北 、

东三面群山环抱 ，西为高阳山鹰窠顶 、南木山 、北木山 ，北为观音山 、茶磨山 ，东

为荆山 ，南面向杭州湾 。湖区面积约 １ ．２km２
。其形近似菱形 ，以中湖堤为界 ，

分为北湖和南湖 。湖周长 ６km ，湖心水深 １ ．５m 。湖水容量为 １００万 m３
。南北

湖湖中有两个小岛 ，北湖有白鹭洲 ，原面积 ３亩 。 １９８４年 ，疏浚南北湖时将岛扩

大至 １１亩 。南湖也有一个小岛 ，叫蝴蝶岛 。 １９８９年疏浚南湖时堆积而成 。

南北湖的成因与杭州西湖相似 ，脱胎于海湾的泻湖 。此处原是三面环山向

南开口的杭州湾的小海湾 ，由海湾两侧的沙嘴 ，逐渐发展合龙后而成的泻湖 ，逐

渐演变成一淡水湖泊 。

南北湖风景区历史悠久 ，历代文人雅士或隐居于此 ，或专程前往 ，留下不少

唱和之作 。北湖有湖心墩“产红白莲花芡实” ，明代诗人徐泰曾来此赏月 ，并有

诗云 ：“澉湖湖上挂花秋 ，海月当年满画楼 ，仿佛钱塘六桥夜 ，至今人说小杭州 。”

明末清初 ，吕留良携友三访钱汝霖 ，同游南北湖 ，留下 ２０多篇反清复明的诗作 ，

其中一首千古绝唱（钱墓松歌）引发了雍正年间的震惊全国的曾静文字狱案 ；一

代才子佳人冒辟疆和董小宛相传也曾于清顺治初年来此避兵 ，至今在湖畔犹有

董小宛葬花处遗址 。北湖西侧观音山麓 ，有清代名贯江浙的藏书楼西涧草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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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处还有韩国金九避难的载青别墅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南北湖位于海盐县城南 ２０km 。距嘉兴 ５８km ，杭州

８０km ，上海 １２８km 。杭沪公路从北侧经过 ，有支线南北湖大道直达南北湖风景

区 。南北湖是嘉兴南郊沿海黄金旅游线的一个著名景区 ，可与平湖莫氏庄园 、

九龙山 、乍浦港 、秦山核电站 、海盐绮园 、海宁观潮线等相串联 。

保护与开发现状 ：是浙江省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 ，开发较为成熟 ，由海盐

县南北湖风景区管理处负责保护与管理 ，现为国家 ４A 级旅游景区 。

五十九 、东钱湖 ，5级 ，BBA观光游憩湖区

地址 ：宁波市东钱湖镇

性质与特征 ：东钱湖 ，又称万金湖 ，古称钱湖 ，以其承钱埭之水得名 。东钱

湖由谷子湖 、南湖 、北湖组成 ，湖东西宽 ６ ．５km ，南北长 ８ ．５km ，周长 ４５km ，水深

２m ，面积 ２０km２
，三倍于杭州西湖 ，为省内乃至东南沿海最大淡水湖 。东钱湖集

环湖诸山之水 ，汇 ７２条溪流 ，集雨面积 ８１km２
。东钱湖四面皆山 ，为封堵湖水 ，

各山峡之间筑湖塘 、堰坝接之 ，共 １１条 ，现存湖塘 ８条 。

东钱湖是地质时期留下来的海迹湖泊 ，形成于全新世末期 。原为天然泻

湖 ，７４４年（唐天宝三年）县令陆南金开拓 ，后历经疏浚修筑 ，原分谷子湖 、梅湖 、

外湖 ，梅湖 １９６１年辟农场 ，１９７６年 ，筑成陶公山外柳汀与对岸址界山边霞屿之

间湖心塘 ，长 ８km ，遂分外湖为南北两半 ，成谷子湖 、北湖 、南湖格局 。 １７９６年至

１８２０年（清嘉庆间） ，陶公山人 、县学廪膳生忻恕归纳东钱湖风光为十景 ：陶公钓

矶 、余相书楼 、百步耸翠 、霞屿锁岚 、双虹落彩 、二灵夕照 、上林晓钟 、芦汀宿雁 、

殷湾渔火 、白石仙枰等沿袭至今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东钱湖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东南部的东钱湖镇 ，距宁

波市中心 １５km ，距杭甬高速和同三高速的最近出口处 ７km 。市区由 ２１５省道 、

鄞县大道即可到达东钱湖景区 。另有公交 １０６ 、９０６ 、９０１线由市区可达景区 。

保护与开发现状 ：东钱湖是省级风景名胜区 ，旅游开发较早 。 ２００１年 ８月

成立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 ，规划控制面积 ２３０km２
，管理范围

１４５km２
。近年来规划投入巨资进行大规模建设 ，成为浙江省旅游度假的热点

地区 。

六十 、西溪湿地 ，5级 ，BBB沼泽与湿地

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

性质与特征 ：西溪湿地位于杭州市区西部 ，距西湖不到 ５km ，是罕见的城中

湿地 。占地面积约 １０ ．０８km２
，目前开放区域 ３ ．４６km２

，现有水面积约 ４km２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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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有西溪河 、严家港 、蒋村港 、紫金港 、顾家桥港 、五常港六处河港 。这里生态

资源丰富 、自然景观质朴 、文化积淀深厚 ，曾与西湖 、西泠并称杭州“三西” 。

２００５西溪湿地一期建成并正式开园 ，并被国家林业局批准为首个国家湿地公

园 ，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 、农耕湿地 、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

家湿地公园 。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３日 ，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被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 。

目前 ，在五常和朝天莫港等宽敞河道 ，还保留有不少典型的原生湿地生态

系统 ，岸边有河柳 、三芯柳 ，尤其三芯柳能长期淹于水中 。挺水植物群落主要为

荻和芦苇 ，但目前数量已经不多 ，其他常见的还有水菖蒲群落 。西溪湿地是杭

州地区难得的水生植物群落保留较为丰富的区域 。另外 ，还有大片的柿树群

落 ，百年以上树龄的就有约 ４０００株 。

西溪湿地所露的地层绝大部分都是全新世地层 。第四纪沉积物的岩性 、岩

相及古生物等特征 ，反映了西溪湿地的古气候和古地理环境 。西溪湿地属苕溪

湖沼积 ，冲湖积平原水网地貌 。村庄 、桑田等高出原始地面 １ ～ １ ．５m ，地面标高

２ ～ ５ ．５m ，地面多有亚黏土物质组成 ，局部地段还有泥炭分布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目前有天目山路 、文苑路 、文华路往西经蒋村乡 ，可

进入湖区 ，交通方便 。

保护与开发现状 ：从 ２００３年起 ，杭州市委市政府开始对西溪湿地进行综合

保护 ，２００５年正式开园 ，２００６年开始湿地二期综合保护工程 ，２００７年湿地二期

开园并同时启动三期保护工程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一 、

二 、三期基本建成投入使用 。

六十一 、下渚湖湿地 ，5级 ，BBB沼泽与湿地

地址 ：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

性质与特征 ：下渚湖湿地为一具有多样性景观的典型天然湖泊湿地 ，总面

积达 ５km２
，其中中心湖区面积 １ ．３km２

，水深约 ２m ，为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多

样性高 、原生状态保持最完整的天然湿地之一 。湖区内有大小土墩 ６００余处 ，

最大的土墩为豸山岛 ，面积约 ５０公顷 ，海拔最高处 ６ ．６m 。湖中有墩（岛） ，墩中

有湖 ，港汊纵横 ，宛若迷宫 ，形成了水网交错的独特水乡景观 。该湿地为鸟类的

乐园 ，夏季主要栖息有白鹭 、灰鹭等 ，冬季有野鸭栖息 ，水鸟已成为该湿地的一

大景观 。

该湿地所处的杭嘉湖平原 ，在 ２亿年前为古海洋的一部分 ，后由于地壳运

动 ，古海洋转变成陆地 ，海岸线东移 ，在低洼处形成了南太湖流域众多的溪 、漾 、

湖荡 ，下渚湖湿地即为其中的湖荡之一 。史载下渚湖一带夏禹时为防风古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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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氏乃治水有方的一代诸侯 ，故下渚湖又名防风湖 。今湖畔存防风山 ，山下

有防风祠 、祠中有吴越王钱镠所立古碑一块 。防风祠每年举办祭祀防风氏的防

风节 。下渚湖一带亦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数处 ，如羊尾巴山遗址 ，为良渚先民的

生活区域 。该湿地仍基本保持自然质朴 、原始野逸的江南水乡风貌 ，中心湖区

３ ．４km２ 范围内无住户及企业厂矿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下渚湖湿地位于三合乡北部 ，其中豸山岛离三合乡

政府所在地约 ６km 。湖东北侧有道观山 、扁担山 、湖上山 。湿地周边有杭宁高

速 、１０４国道 、０９省道 、德桐公路等交通线可连接 ，北距 ０９省道仅 ２km ，杭宁高

速公路从其西侧穿过 ，距出口约 ８km ，交通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该湿地的原生态系统保持良好 ，水质较好 。但湖泊周围

城镇的生活与生产废物对湖水的水质有一定程度的污染 ，现已成立专门的旅游

开发管理机构 ，对周边污染源进行治理 ，并对野生动植物采取保护措施 ，已取得

良好成效 。

六十二 、三烊湿地 ，5级 ，BBB沼泽与湿地

地址 ：温州市瓯海区三烊乡

性质与特征 ：三烊湿地 ，典型的平原水乡 ，地处温州市瓯海区三烊街道 ，面

积 １３km２
，纵横交错的河道将其分割成大小各异的 １６１个岛屿 ，水域面积占总

面积的 ５０％ 。

追述三烊湿地的历史 ，早在新生代第三纪末期 ，温州的地貌轮廓已经基本

形成 。大罗山居于海中 ，由于湖相沙质 、泥质的大量沉积以及河水携带泥沙的

淤积 ，在大罗山西侧与吹台山之间形成了一个较浅的大海湾 。随着瓯江的搬运

与沉积和历代不断的水利开发 ，大量泥沙不规则的堆积 、填埋 ，连同原有的沟

坎 ，将原先大片水面分割成破碎的湖群 。又经过数百年的沧海桑田 ，最终形成

了三烊水网的自然形状 。

三烊外围东南面被大罗山环绕 ，形成了峰峦叠翠 ，山环水绕 ，风光秀丽的天

然山水美景 ，因此 ，三烊也就有了“浙南威尼斯”的美誉 。三烊有 ３３ 个自然村 ，

传统的村落基本上沿河布局 ，许多村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古榕树是三烊悠

远历史的见证 ，显现出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的生活空间 。在三烊生活 ，人们离不

开水更离不开桥 ，河道纵横的三烊是靠一座座不同年代建造的桥梁串连起来

的 。三烊又是鸟的天堂 ，黄菱 、瓯柑和水稻是三烊的三件宝 。在三烊还可以到

处看到祠堂 、庙宇 、道观 、教堂和睦相处的自然景象 。逢年过节演社戏 ，农闲暇

余演唱南游 ，端午时节龙舟竞渡 ，一年到头 ，热闹非凡 ，是一片传统文化的沃土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三烊湿地北部为城市中心区 ，温州市快速干道瓯海

391附录 　 浙江省 5级地文资源单体简介



大道（东西向） 、南塘大道（南北向）从湿地的北部和东部穿过 。三烊公路连接南

塘大道和温州大道呈圆弧形贯穿全乡 ，基本形成了以三烊公路为轴线的完整道

路交通网框架 ，进出交通比较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目前已经建立三烊湿地保护区及其专门管理机构 ，并编

制了三烊湿地生态保护规划 ，对湿地生态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

六十三 、仁川三潭叠瀑 ，5级 ，BCA悬瀑

地址 ：金华市磐安县仁川镇石下村

性质与特征 ：海拔 ６１０m 的三潭叠瀑是由百杖潭 、米筛潭 、脚潭以及将三潭

串连起来的形状各异的飞瀑构成的潭池 、瀑布组合体 ，是好溪风景区内最主要

的景点 。其中 ，百杖潭在最上层 ，米筛潭居中 ，脚潭位于最下层 。百杖潭略呈长

方形 ，潭周围皆为光滑岩石 ，潭面约 １３０m２
。有一高约 ７m 的瀑布泻入百杖潭

内 ，潭水溢出潭口 ，跌落 ，又成一瀑 ，高约 ７m ，其下又有一直径约 ４m 的圆形潭
池 ，即米筛潭 。潭水在米筛潭旁的石槛上跃出抛下 ，在高约 ６０余 m的崖壁之上
蜿蜒曲折 ，若一巨幅白练倾泻而下 。瀑下有一潭 ，即脚潭 ，面积约 ６００m２

，为三

潭之中最大 。三潭叠瀑以山险 、石奇 、瀑长 、潭深 、水清 、洞幽 、溪曲而闻名遐迩 。

潭瀑所在地势极为险峻 ，而其中看似随意“摆放”的巨石 ，无论是数量还是体量 ，

都较为罕见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三潭叠瀑位于好溪风景区龙溪上游 ，目前通过盘山

的土路可以到达 。距此约 ６km处即为诸永高速公路 ，进出交通较为方便 。三潭

叠瀑周边附属景点较多 ，它们之间形成了组合良好的景点群 ，具有较高的旅游

开发价值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目前百杖潭景区处于初步开发阶段 ，尚未形成规模优势 。

景区内的旅游资源处于良好的原生保护状态 ，周围自然环境也未受不利影响 。

六十四 、神龙飞瀑 ，5级 ，BCA悬瀑

地址 ：丽水市遂昌县垵口乡

性质与特征 ：神龙飞瀑是位于桂义岭西南山麓大祭门处的一道悬瀑 。所处

桂义岭为钱塘江水系支流乌溪江与瓯江上游支流松荫溪的分水岭 ，属仙霞岭中

山地带 ，海拔 ８３０ ～ １５１６ ．３m ，相对高差 ４００ ～ ６００m 。神龙飞瀑是神龙谷景区的

核心组成部分 ，也是遂昌旅游的标志性景点 。

神龙飞瀑水源为发源于阳扒凹的外蓬溪 ，流经大祭门遇山崖倾泻而下 ，落

于西侧谷底 ，因山势的变化阻挡 ，水流在向下过程中形成三级 。根据实测 ，第一

级瀑布相对落差 ６０余 m ，第二级瀑布相对落差 ７０余 m ，第三级瀑布相对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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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１００m ，三级瀑布总落差接近 ３００m 。上下瀑布有急滩相连 ，远观几乎形成一

体 ，同时瀑布整体形态依山势曲折变化 ，状如一条白色游龙 ，蜿蜒于山间 。由于

瀑布发源地及流经地段都处于桂洋林场范围内 ，汇水面积较大 ，瀑布水量常年

比较稳定 ，雨水丰沛期尤为壮观 。

瀑布所依山体基岩主要为各种流纹质火山碎屑岩 、英安岩等组成 。植被多

为次生阔叶林和灌丛 ，覆盖率超过 ９０％ 。神龙飞瀑上游为长约 ６００ 余 m 的翠
仙生态谷 ，分布有原始次生林 ，林相丰富 ，生态环境优越 ；下游为香菇坑 ，长

８００m ，有跌水深潭 、岩滩急流 、巨石垒叠 。周围的桂洋林场森林茂盛 ，有林地面

积 ９２３２亩 ，覆盖率在 ９０％ 以上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遂昌县垵口乡徐村 ，桂义岭西南的大祭门 ，距徐

村约 ２km 。距垵口乡政府所在地 １４km ，现有旅游专线道路通达景区 。在游线

组织上 ，神龙飞瀑景点也已纳入遂昌县三大旅游带即神龙谷环线游览带 、九龙

山游线游览带 、黄金之旅游览带之中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瀑布及周围的生态环境保持较好 ，其旅游开发已逐步趋

向成熟 ，现为国家 ４A 级旅游景区 。

六十五 、五泄瀑布群 ，5级 ，BCA悬瀑

地址 ：绍兴市诸暨县五泄镇五泄风景区

性质与特征 ：五泄瀑布群系由五个落差 、长度 、宽度各不相同的五级瀑布组

成 ，沿山体自上而下分别为第一泄 、第二泄 、第三泄 、第四泄 、第五泄 ，五泄总长

３３４m ，落差 ８０余 m ，以其神态奇特 、变幻莫测的姿态闻名于世 。

第一泄以月笼轻纱的特色著称 ，瀑布小巧平缓 ，瀑布中间有一水潭 ，人称

“小龙井” ，俗称小脚桶潭 。第二泄以双龙争壑的景观为特色 ，二泄紧接一泄 ，落

差为 ７ ．１m ，瀑布下落时 ，被一块兀石分成两半 ，分流如珠帘飘动 ，故瀑布下首建

的亭名“双壑亭” 。第三泄气势最壮观 ，瀑布在岩石中奔泻跌宕 ，从 ２０多 m高处
涌出 ，沿着 ６５°的斜坡奔腾而下 ，水流由窄变宽 ，随着坡度变缓 ，水流亦缓 ，散成

许多大小水流 ，可谓“珠帘风动” 。第三泄右侧最高处建有一亭 ，名“云垂亭” ，可

在亭中观瀑 。第四泄以“烈马奔腾”为特色 ，第三级瀑布跌入一个斜长形的深潭

中 ，然后在狭窄的之字形山沟中急剧旋转 ，奔泻跌宕 ，飞溅的水花犹如奔腾中的

烈马 ，故人们称其为“烈马奔腾第四泄” ，故第四泄的观瀑亭命名为“三怒亭” 。

第五泄号称“蛟龙出海” ，第四泄的水流经过一段平岩石 ，从 ３１ ．２m 的悬崖上泄
下 ，跌在悬崖上 ，银花飞溅 ，似银蛇狂舞 ，又如蛟龙出海 ，故人们形容其为“蛟龙

出海第五泄” 。

五泄这一景观形成在地壳剧烈变动时期 ，五泄涵湫峰与碧云峰之间撕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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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口子 ，岩底逐段曲折下沉 ，造成长 ３３４m ，落差 ８０ 余 m ，宽窄不一的峡谷 。

从高 １０００余 m的天堂岗下流 ，经十几公里的长途跋涉 ，将涓涓细流 ，汇集成浩

浩荡荡的溪水 ，经紫阆 、张家 ，穿陡岩 ，劈溪流 ，跌入峡谷曲折奔放而下成为五级

瀑布 。五泄瀑布群两侧青山矗立 ，山上植被茂密 ，整个瀑布群掩映在青山之中 ，

瀑布周围无严重环境污染 ，瀑布水清澈见底 ，水质较好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五泄风景区位于诸暨市西北 ，距市区 ２０km ，五泄镇

３km ，有 ５７路专线车可直达 。 五泄风景区还与西施故里风景区 、斗岩风景区

相邻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周围生态环境较好 ，旅游开发也已比较成熟 ，沿瀑布所建

的各种观光 、安全措施比较完备 。但因瀑布上游为村庄 ，因此 ，瀑布之水有可能

会受到一定生活污染 ，须进一步加强对瀑布水源的管理 。

六十六 、石梁飞瀑 ，5级 ，BCA悬瀑

地址 ：台州市天台县石梁镇

性质与特征 ：石梁是一座花岗岩天然石桥 ，长约 ７m ，梁面最窄处有０ ．２ ～ ０ ．

３m ，梁底高约 ２ ．３m 。瀑布的上游为金溪与大兴坑水库 ，水自东南来 ，至中方广

寺前合流 ，形成瀑群 ，主流穿梁而出 ，直跌入深不见底的碧泓潭（又名惠泽潭） ，

潭长 ８m ，宽 ５m 。飞瀑因其色清白如霜雪 ，故称“石梁雪瀑” ，为天台八景之一 ，

也作为天台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关于石梁飞瀑的形成 ，从地学观点看 ，是由于河向西流 ，冲上了一块天然大

石 ，因为岩石横向节理发育和流水对岩石的差异侵蚀 ，即上下岩质硬度的不同 ，

经过流水的冲击侵蚀而形成了弓形大窟窿 。水经此孔 ，一直沿石捣下去 ，就成

了一条数十丈高的飞瀑 ，观光功能极佳 。这种梁下有飞瀑 ，瀑上有巨梁 ，极为罕

见 。石梁飞瀑景区为中国浙东唐诗之路的核心组成部分 ，众多文人墨客到此游

历吟诗 ，留下了众多的人文胜迹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石梁飞瀑位于石梁镇石梁村方广寺处 ，距县城

２５km 。它与铜壶构成著名的石梁铜壶景区 ，与国清寺景区紧密相邻 。通向石

梁瀑布的盘山公路与市区相接 ，与 １０４国道相连 ，交通方便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石梁瀑布原生景观保护较好 ，周边生态环境优越 。景区

内的安全游览设施设置到位 ，保护措施比较完善 。

六十七 、百丈漈 ，5级 ，BCA悬瀑

地址 ：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漈镇篁庄村

性质与特征 ：百丈漈为一悬瀑 ，它由三大瀑组成 ，即一漈 、二漈和三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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漈是处于天顶湖下方的一条悬瀑 ，高 ２０７m ，宽约 ３０m ，素有“天下第一瀑”之称 。

一漈是从南田 、二源 、三源汇入的水流至此 ，水口突然陷落 ，三面绝壁如削 ，仰观

绝壁直插曲云天 ，俯瞰壑底 ，如见地狱 ，惊心动魄 。二漈是一条处于峰回水转 、

豁然开朗处的悬瀑 ，瀑高 ６５m ，比黄果树瀑布（６４m）略高 。瀑布分为上下二折 。

当中折弯处有一个高 ２ ．７m ，深 ８m ，长 ５０m的岩廊 ，游人能从瀑后观瀑 。二漈环

境优美 ，散布于林间的小木屋 ，便是二漈度假村 ，立此可以正面观赏二漈 ，是一

处休闲胜地 。三漈在蝙蝠山西 ，瀑布宽约 ５０m ，高 ５m左右 ，漈头石滩宽广 ，名青

石滩 。长滩上有平坦如砥的石坪 ，更布满了比稻桶还大的乌黑石头 ，水流急速

冲击一个巨大的圆石 ，然后从 ９０°角方向泻出 ，圆石犹如旋转的水轮 ，这便是水

礁石轮 。滩上还有巨岩相抵 ，成一岩洞 ，洞上巨岩 ，状如马头 ；有水从洞中淌出 ，

流入洞下石槽 ，人称饮马槽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百丈漈位于文成县百丈漈镇篁庄村 ，距城区 １０km 左
右 ，现有旅游专线通达景区 ，交通比较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百丈漈已经开发为成熟的旅游景区 ，设有专门的旅游管

理机构 。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良好 。

六十八 、大龙湫 ，5级 ，BCA悬瀑

地址 ：温州乐清市雁荡镇能仁村

性质与特征 ：大龙湫是一巨型悬瀑 ，瀑水常年不干 。水流从高耸云天的连

云嶂上涌出 ，凌空落进潭中 ，落差 １９７m ，为华东地区单级落差最大的瀑布 ，亦有

“天下第一瀑”之誉 。瀑布从卷崖中泻下 ，远望白亮如悬布 ，近观则似万龙奔窜 ，

万箭齐发 ，甚为壮观 。 瀑下有一扇形的深潭 ，名龙湫潭 ，面积约 １０００m２
，宽约

５０m ，长约 ２５m ，瀑布落处离潭边约 ３０m 。大龙湫背依的连云嶂是一个受岩性控

制 ，由于抬升侵蚀基准下降 ，使外动力水流发生溯源侵蚀后退而形成的嶂谷 。

水流至此处由于落差巨大便成大瀑布 。 又因其落差大 ，陡崖凹凸不平而水势

多变 。

龙湫前有宴坐峰 ，峰下建有“观瀑亭” ，瀑布右首有一飞泉名珍珠瀑 ，与大龙

湫系同一道水脉 ，水如粒粒珍珠 ，悠然飞溅 ，再往上有古色古香的龙壑轩 。

历史上大龙湫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足迹 ，现存自唐以来的摩崖石刻有 ２６

处 ，与大龙湫的自然景观相辅相成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旅游资源单体位于雁荡山风景区内 ，有旅游专线通

达景区 ，交通便捷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单体保护现状良好 ，其中摩崖碑刻已被列为乐清市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现已开发为景点加以利用 ，常年游客如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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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 、武义温泉 ，5级 ，BDB地热与温泉

地址 ：金华市武义县熟溪街道

性质与特征 ：武义县境内蕴藏着大量的温泉水和地热水资源 ，素有“萤石之

乡 ，温泉之城”的美称 ，武义地热田属隆起断裂型 ，位于武义盆地东缘 ，已知热水

点水温 ４４ ℃ ，地温梯度 ８ ℃ ／１００m ，热储温度为 ９７ ．７１ ～ １２５ ．１６ ℃ ，热储深度

１００９ ～ １３５２m ，属地热资源中的温热水 ，前景较好 。现已探明的有溪里温泉 、鱼

型角温泉和塔山温泉三处 ，以溪里温泉开发条件最好 。武义温泉可称为重碳酸

钠 ，钙型 ，含偏硅酸 、氟 、锶 、锂等微量元素的矿泉水 ，其中溪里温泉含微量二氧

化碳气体 ，未见其他游离气体 ，阴离子以重碳酸为主 ，其次为硫酸根 ，阳离子以

钠为主 ，并有一定量的钙 。 其中有医疗价值的微量元素锶 ０ ．３mg ／L ，锂

０ ．９mg／L ，均大于 ０ ．２mg／L ，小于 １mg／L ，在饮用矿水标准内 。因此 ，武义温泉

具有较高的康疗保健价值 。

武义温泉水温适中 ，水量大 ，水质好 ，动态稳定 。水质透明 ，无色无味 ，且富

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医疗 、浴疗用热矿水的标

准 。武义温泉受季节的影响相对较小 ，资源优势十分突出 。另外 ，从周边旅游

环境来看 ，武义旅游资源数量多 ，分布集中 ，可为游客在享受温泉之余 ，提供良

好的休憩 、观光和娱乐场所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武义县境内有高速公路和铁路与外界相连 ，景区内

旅游交通线路通达 ，交通便捷 。

保护与开发现状 ：现已开发为武义温泉旅游度假区 ，且已成为华东地区颇

负盛名的温泉度假地 ，旅游资源得到很好的利用和保护 。

七十 、承天氡泉 ，5级 ，BDB地热与温泉

地址 ：温州市泰顺县承天村

性质与特征 ：承天氡泉是泰顺丰富地热资源的集中体现 ，它属于地下热泉 ，

发源于雅阳镇青竹洋村的雅坞尖 ，分水岭均以 ８００ ～ １０００m的山脊为界 ，集水面

积中心地带以 ５００ ～ ６００m之间山地小盆地为主 ，承天温泉河段以上集水面积达

６７km２
。氡泉表露水温为 ５４ ～ ６２ ℃ ，日出水量 ５００吨以上 ，属低矿化度 、重碳酸

钠型 、含氡及可溶性二氧化硅的高热温氡 。通过对热矿水补给源 、储水年龄及

赋存介质的分析 ，承天温泉形成原因是热矿水在地面花眉尖及以北一带山区接

受大气降水补给后 ，在不断的运移 、深循环过程中经长时间的水岩作用 ，溶滤了

岩石中的矿物质 ，随后沿甲溪北东向断裂高渗透带上涌成温泉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承天氡泉位于泰顺县承天村 ，距温州市区约 １４２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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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泰顺县城罗阳镇 ６９km ，离雅阳镇 ６ ．７km ，离 １０４国道线分水关约 ３０km 。氡

泉度假区坐落于氡泉的对面山头 ，步行约 ２０分钟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９７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泰顺县承天氡泉省级

自然保护区 ，划定保护区范围 ２２４９公顷 ，温泉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较好保护 。

承天氡泉旅游产品开发已有多年 ，主要受外部交通和建设用地条件的制约 ，发

展较慢 。

七十一 、杭州萧山钱江潮 ，5级 ，BEB涌潮现象

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

性质与特征 ：钱塘江流经萧山地段为感潮河段 。早在唐宋以前 ，赭山与龛

山（坎山）南北隔江相望 ，是钱塘江的入海口 ，故称南大门 。海潮从此直喇叭上

溯 ，越涌越高 。南宋嘉定十二年 ，江道主流北移 ，海宁盐官镇才成为观潮佳地 。

新中国成立后 ，萧山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垦造田的围垦运动 ，改变了钱塘江的河

道走势 ，使观潮中心逐渐向萧山转移 。萧山观潮 ，主要是因为这里集中了山峦 、

滩地和堤坝等各种地形 ，涌潮变化多端 ，可以欣赏到多种潮势的风采 。

在萧山观潮城可以看到一线潮 。潮水经过盐官后 ，在上游挺进的过程中 ，

江面逐渐变窄 ，已由大缺口的 ３ ．５km缩小至 ２ ．２km ，这样虽然潮水的能量有所

消减 ，但由于河道的挤压 ，潮的高度和力量并未减小 。潮水在到达美女坝时会

形成回头潮 ，是涌潮的一种特殊形式 。美女坝回头潮是萧山观潮的一大奇观 ，

又被称为“美女二回头” ，以惊险和刺激著称 。

在观潮城除了可以看潮 ，附近的江面还有精彩的船斗潮表演 。斗潮有几千

年悠久的历史 ，是当地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也是钱塘江边渔民必须要掌握的

一项基本功 ，在江中打鱼的小渔船 ，遇到大潮来临时 ，必须要把船头正对潮头冲

过去 ，否则稍有不慎便会被汹涌的潮水从侧面打翻 。在南宋时斗潮的风气达到

顶峰 ，如今已演变成一种表演性质的娱乐节目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位于萧山区南阳镇 ，钱塘江南岸 。岸边是 ５０万亩的

围垦区 。沿江观潮距离长达 ３０００m 。汽车可直通观潮城和美女坝下 。

保护与开发现状 ：１９９４年建钱江观潮度假村 。从 １９９４年起每年的农历八

月十八左右举办钱江观潮节 ，至今已举办了八届 ，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 。

浙江省旅游局把“中国国际钱江观潮节”作为向世界推销的旅游产品 ，在世界各

地频繁活动 ，大力推销 ，使其知名度不断上升 。钱江观潮同时成为国家旅游局

向海外推出的“黄金旅游线”之一 。

七十二 、钱江潮 ，5级 ，BEB涌潮现象

地址 ：嘉兴海宁市盐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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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特征 ：海宁潮又称钱江潮 ，是出现在钱塘江入海口 ———杭州湾的涌

潮现象 ，因潮高 、多变 、汹涌 、惊险而被称为世界奇观 ，是浙江省十大旅游名胜

景点 。

海宁是观钱江潮之胜地 ，这与海宁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 。钱塘江到杭州

湾 ，外宽内窄 ，外深内浅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 。 出海口东面宽达

１００km ，往西至澉浦 ，江面骤缩到 ２０km ，至海宁盐官镇一带时 ，江面只有 ３km
宽 。起潮时 ，宽深的湾口 ，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 ，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浅 ，夺路

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 ，便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高 ，形成了陡立的水

墙 。海宁潮大潮时高度可达 ２m以上 ，最大高度可达 ３ ．５m ，最大时速可达每秒

９ ．６m 。海潮曾在 １９５３年冲上高出江面 ８m 的石塘 ，将一只 １５００ 千克重的“镇

海铁牛”移位 １０多 m 。海宁潮分昼夜两次 ，一月之中以农历初一至初五 、十五

至二十的潮景较佳 ，一年之中则以秋潮最为出色 。

被苏东坡誉为“八月十八潮 ，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发展至今在海宁已形成

了“一潮三看四景”的追潮旅游 。在盐官镇东约 ８km的大缺口观看“双龙相扑碰

头潮” ，在盐官可以看到“江横白练一线潮” ，在盐官镇西约 １１km 的老盐仓观看
“惊涛裂岸回头潮” ，在夜间可观看“月中齐鸣半夜潮” ，同时可以享受一下听潮

之美妙 。

世界一绝的钱江潮 ，是大自然的恩赐 。千百年来无数名人游客为之倾倒 。

白居易 、李白 、苏东坡等历代名人墨客在一睹天下奇观后留下了千余首咏潮诗

词 。清代乾隆皇帝 ，六下江南中曾四次到盐官观潮 ，赋诗 １０ 余首 。孙中山 、毛

泽东等一代伟人 ，也曾来海宁观潮 ，并留下了诗文 。浩瀚的钱江潮 ，撞击了许多

文人墨客的灵感 ，给临江而居的海宁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潮文化”资料 ，大

量有关潮的学术著作 、文化作品等 ，凝成了一部特殊的历史教材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海宁市处于杭州与上海之间 ，区位和交通条件非常

优越 ，境内有沪杭高速 、杭浦高速和沪杭铁路过境 ，还有旅游交通专线通达景

区 ，交通十分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观潮地盐官镇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海神庙为国家级文保

单位 ，观潮区的古海塘 、占鳌塔为省级文保单位 ，天风海涛亭 、中山亭 ，被列为市

级文保单位 。盐官镇已建成占地 １６ ．２４公顷的观潮胜地公园 ，有观潮台 、观潮

楼多座 ，并建有餐饮 、娱乐设施 。另有省文保单位盐官古海塘工程和沿江堤岸

上均可观潮 。

七十三 、千岛湖 ，5级 ，FGA水库观光游憩区段

地址 ：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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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特征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西部淳安县境内 ，它是浙江省四大淡水渔

业基地之一 ，又是一处号称“西子 ３０００ 个”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千岛湖不仅

有着发电 、调洪 、灌溉 、养殖 、通航等多种功能 ，而且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风

景旅游胜地之一 。

千岛湖的前身为新安江水库 ，它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动工兴建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蓄

水 ，是因建水力发电站而筑起的一座大型水库 。水库拦水坝址在淳安 、建德二

县交界处的铜官峡谷中 ，属混凝土宽缝重力坝 ，全长 ４６６ ．５m ，拦水坝顶高程为

１１５m ，控制流域面积 １０４４２km２
。设 ９ 个孔泄闸 ，每孔净宽 １３m ，最大泄洪量为

每秒 １５３５m３
，总泄洪量为每秒 １２１７７m３

。装机 ９台 ，总容量 ６６ ．２５万千瓦 ，年发

电量 １８ ．６亿度 ，是我国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电站之一 。水库蓄水后 ，

汇水面积为 １０４４２km２
，水域面积为 ５７３km２

。一般水深 ８０m ，最大水深 ９０m ，蓄

水量 １７８亿 m３
，相当于三千多个西湖的容量 。以最高设计水位 １０８m 高程为

准 ，即以露出水面 ３ ．７５ 亩的陆地面积为限 ，共有岛屿 １０７８ 个 ，总面积 ８６ ．

１９km２
，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岛之湖 。

千岛湖库区气候湿润 ，冬暖夏凉 ，四季分明 。淡水鱼类资源丰富 ，无论是人

工孵化鱼苗 、育种 、捕捞 ，还是冷藏 、加工 、科研 ，在全国大型水库渔业经营的同

行中均排名前列 。平均养鱼面积 ６０万亩 ，有鲢 、鳙 、草 、青 、鲤 、鲫 、鳊 、鲶等淡水

鱼 ７８种 ，年鲜鱼起捕量近万余吨 。其中以鲢鱼为最 ，占总捕捞量的 ８１％ 。千岛

湖水色澄清晶莹 ，清澈见底 。平均含沙量 ７g／m３
，能见度达 ７ ～ ９m ，属国家一级

水体 ，不经任何处理即达饮用水标准 。由于千岛湖周边及湖内岛上营造了各种

树木 ８４万株 ，森林覆盖率达 ９３％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６倍多 ，茂密的植被极大

限度地减轻了水库泥沙淤积程度 ，相对提高了水土保持涵养能力 。据相关部门

化验测量 ，如今的湖水的 pH值为 ６ ．９ ～ ６ ．７ ，溶解氧在 ６mg／m３ 以上 ，且污染物

质含量极少 ，是名副其实的“清溪水” 。因此“千岛湖水人间稀”之说并非过誉 。

千岛湖周边群山环拱 ，构成了微港 、遂安港 、东源港三大水系 ，将千岛湖分

割成中心湖区 、东南湖区 、西南湖区 、东北湖区和西北湖区五部分 。湖中岛屿总

面积 １２９３００亩 ，以西南湖区的界首岛最大 ，有 １９７６０余亩 ，中心湖区龙珠岛最

小 ，面积不足 ４亩 ；以东南湖区姥山岛的王字尖最高 ，海拔 ４０５ ．２m ，一般岛屿的

高程都在海拔 １１０ ～ ２５０m 。中心湖区的景观 ，多数在千岛湖镇附近 ，主要有松

城排岭 、锺秀龙山 、传奇三岛 、里阳仙洞等景观组成 。东南湖区景点多而集中 ，

目前可开放旅游展览的有羡山虎穴 、密岛甘泉 、桂岛蟾宫 、天池观鱼 、姥山林涌

等景点 。西北湖区地跨浙皖两省 ，原属新安江上游 ，是黄山旅游区的重要通道 。

这一带可供观瞻游览的有陈硕真遗址 、方腊圣洞 、流湘飞瀑 、金岙幽谷等 。东北

湖区主要景观有屏峰岩 、双香宝岛 、燕山春晖 、玉笋奇峰 、千亩古田等 。西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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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供疗养性旅游的好去处 。主要景观有界首群岛 、龙川半岛 、瀛山书院 、捕鱼

奇趣等 。除上述湖区景观外 ，最为壮观的要数赋溪石林 。石林方圆几十里 ，全

属迷宫式的喀斯特地貌 ，最佳处为蓝玉坪 、玳瑁岭 、西山坪三处 。

自 １９８２年以来 ，千岛湖已开发了自然风光 、人文风情 、生态野趣 、娱乐参与

四大系列 ２０余处景点 。近年来 ，经过大规模的改造和建设 ，已逐渐形成了品位

较高 、内涵丰富的羡山 、屏风 、梅峰 、龙山 、动物岛 、石林等六大景区 。梅峰索道 、

水上浮桥 、天池问石 、温馨小木屋等多彩的旅游项目让游客流连忘返 。

旅游区域及进出条件 ：千岛湖位于淳安县境内 ，湖内交通以水路为主 。千

岛湖内航运遍及 ２９个乡镇 ，航程 ３２０km ，以千岛湖旅游码头 、西园码头为起点 ，

上至安徽省歙县 ，下达铜官大坝毛竹源码头连建德 。陆路现已建有杭千高速支

线可直抵杭州 ，交通十分便利 。

保护与开发现状 ：千岛湖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旅游开发较早 。

目前中心湖区和东南湖区开发较为成熟 ，建有大量的旅游休闲度假设施 ，西南

湖区的旅游开发相对尚处于初级阶段 。 千岛湖水库及岛屿的植被和生态环境

保护较好 ，是一处理想的度假胜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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