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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洮河大峪沟地质遗迹特征及其地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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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甘肃洮河大峪沟地质公园考察和区域地质构造资料综合分析，划分出地质遗迹资源基本类型，探讨

了主要地质遗迹资源特征。结果表明，洮河大峪沟地质公园属秦岭东西向褶皱带南亚带西段发展演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岩溶地貌、流水侵蚀地貌、丹霞地貌和构造地貌景观资源为主体，包括6个大类、10个类、13个亚类，共70处

地质遗迹景点。大峪沟完整的三叠系地层是岩溶地貌景观的物质条件，新生代以来强烈构造运动为丹霞地貌、构造

地貌、水体景观等提供了外动力条件。大峪沟的地质遗迹研究在沉积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甘南山地

形成演化与地质灾害等方面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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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河大峪沟地处甘肃省东南部迭山北麓的卓尼

县境内，属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

带，2005年被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列入省级地质公园

名录（即洮河大峪省级地质公园），2007年被国家旅

游局批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大峪沟处于长

期活动的秦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的南亚带，由于受

西部冈底斯-喜马拉雅造山系隆升和北部秦祁昆造

山系长期活动的影响，致使秦岭带呈东西-北西西-

北西方向的弧型弯曲，并在内部形成了一系列弧型

构造，在漫长的地质演化长河中，保留下来极为丰富

多彩的地质遗迹景观，特别是岩溶地貌、流水侵蚀地

貌、丹霞地貌和构造地貌，分布面积广、种类繁多、地

质遗迹类型丰富、规模宏大。在“一带一路”战略的

不断推进与甘肃省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大峪

沟旅游也获得快速发展[1]。但大峪沟的岩溶地貌景

观与地质遗迹景观由于地处偏僻而被外界认知较

晚，所以对其保护的研究也很少。因此，开展大峪沟

主要地质遗迹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对促进大峪国家地

质公园的申报、地质价值传播与生态文明建设，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地质背景
1.1地质构造

大峪沟南北横跨秦祁昆造山系秦岭弧盆系泽库

弧后前陆盆地（T）与西倾山-南秦岭陆缘裂谷（Nh-

Pz1）（三级）两个三级构造单元，东南部紧邻扬子陆

块，自元古宙中期裂陷以来经历了多次造山运动。

晚三叠世印支运动时，由于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俯

冲，结果导致海盆闭合，陆块碰撞缝合，使本区褶皱

造山并逆冲推覆，形成了白龙江复背斜褶冲推覆带[2]

（图2）。由于印度板块与中国板块冲撞推挤作用下

对本区产生巨大俯冲碰撞作用，迭山、古麻山一带存

在着深层次构造拆离滑脱层，已影响到浅部地壳和

盖层，使其产生多层次拆离构造滑脱以及多重逆冲

推覆断褶，受加里东、印支期造山运动影响，在褶皱

造山隆起和一系列逆冲推覆共同作用下，形成前陆

边缘沉降盆地及中生代（J-K）磨拉石建造，导致盆地

中心由南向北推移。秦岭造山带西段在华北板块、

扬子板块、特提斯海洋板块的结合部，受南北板块相

向挤压，海槽迅速封闭，洋壳向南北俯冲消亡，上三

叠统地层与基底滑脱褶皱回返，使之南北大规模地

柔性变形，水平推移缩短，地壳增厚，数条北西西向

区域大断裂，由印支中晚期的板块俯冲碰撞和燕山

期-喜山期的断裂构造形成构造盆地，同时形成了典

型构造地貌景观[4-5]。大峪沟地区的主体为逆冲后缘

拉伸带及后缘挤压带，在光盖山-迭山北侧及洮河流

域形成了一系列浅层断陷式盆地。迭部至迭山一带

有数条规模不等的走向断裂组成内部叠瓦状构造，



该逆冲构造走向北西西，犁式断层走向 300o，倾向

30o，倾角50～75o。

1.2 地层岩性

区域地层，从老到新依此出露石炭系、二叠系、

三叠系、白垩系和第四系[2-6]（图2）。

（1）石炭系分布于古麻山-迭山-光盖山一带，呈

北西西向条带状展布，为深灰色灰岩夹少量粉砂质

泥质灰岩，以富含燧石结核及条带为特征。

（2）二叠系主要分布于迭山-古麻山一带，呈北

西西向条带状分布，主要为灰岩、鲕状灰岩、含燧石

结核灰岩、角砾状灰岩及条带状钙质粉砂岩，下部碎

屑岩较多，灰岩呈薄层状，并含少量燧石结核。

（3）三叠系广泛分布于大峪沟内，下三叠统马热

松多组主要为深灰色泥晶灰岩、含生物碎屑灰岩、白

云质灰岩。中三叠统为光盖山组主要岩性组合为含

白云质灰岩、含生物碎屑灰岩、泥灰岩等。富含牙形

石、双壳类、菊石等及大量腕足类和腹足类化石。上

三叠统底部为那鲁组，上部为卓尼组，为灰色、泥晶

灰岩夹板岩，长石石英砂岩、夹黑色粉砂质砂岩，构

成不等厚多韵律互层。

（4）下白垩统（Kl）：主要分布于阿角小沟沟脑穹

隆格一带和安子库沟西支沟及坡伦沟。岩性以紫红

色砾岩为主夹褐红色、紫红色、灰色、黄绿色粉砂岩

及泥岩，属内陆盆地山麓相堆积，砾岩的砾石成分依

各小盆地的基岩岩性而异，分选很差，沿走向相变也

大，产状平缓，倾角20°，厚度>500 m，与下伏岩层为

平行不整合。

（5）第四系（Q）：下更新统为冰碛砾岩沉积，见于

园区南部迭山一古麻山光盖山一带的古U形谷，分

布海拔高度3 500 m以上，中更新统为冰水沉积的钙

质胶结砾岩，砾石成分为灰岩，硅质岩、砂岩，上更新

统零星分布于大峪沟、旗布沟、阿角沟中下游，构成

III、IV级阶地。全新统主要分布在大峪沟及其支流

比较宽的河谷地段，为冲积亚砂土、粉土、壤土、砂及

砾石、块石，砾石成分复杂，受周围基岩岩性的控制，

其厚度小于5 m。

2地质遗迹类型
近年来，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地

质遗迹保护和研究的力度,地质遗迹分类方法日趋规

范[7-9]，大峪沟地区通过漫长的地质演化形成了相对

集中、分布面积广、种类繁多、规模宏大的地质遗迹

景观。根据《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10]、国

际地科联地质遗迹工作组地质遗迹分类方案[11]以及

我国主要的地质遗迹分类方法[12-14]，在综合分析洮河

大峪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项目提出的地质遗迹类

型基础上①，结合区域构造、岩石特征、地貌景观与环

境调查结果，进一步将大峪沟内主要的地质遗迹景

观分为古生物化石、地貌景观、水体景观以及环境地

质遗迹等6大类、13个亚类共 70 余处地质遗迹点（表

1）。其中地貌遗迹景观独具特色，独特的北方岩溶

地貌、流水侵蚀地貌、丹霞地貌与构造地质地貌景观

相结合，内容丰富多彩，地学内涵深蕴。

（1）岩溶地貌地质遗迹景观主要集中在阿角沟、

图1 区域地质构造图（据参考文献[3]修改）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structure map

①马金珠，张惠昌. 洮河大峪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项目可行性评价报告[R]，兰州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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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沟、安子库、坡仑库等地。类型以灰岩构成的峰

丛、峰林、石芽、残丘、岩溶槽谷、悬崖等为主，次为悬

谷、悬泉、溶洞、天生桥。峰丛、峰林、石芽、残丘多分

布在山脊，峰林，孤峰、隘谷均可见灰岩断裂裂隙发

育，形成溶洞和高耸的石灰岩柱，在灰岩构造发育地

区垂直走向的溶蚀沟成排分布。在安子库灰岩陡崖

和尼玛沟陡崖上溶洞自上而下串珠状分布。

（2）大峪沟流水侵蚀地貌分峡谷与隘谷，其中峡

谷有“V”型谷、峡谷和宽谷。“V”型谷分布在各支沟，

谷底坡降大，多陡坎跌水，除局部有冰水沉积物外，

均为基岩构成，宽谷分布在各沟中游和下游，谷底

宽，边坡缓，林草茂密。横剖面成不对称的“U”型，并

有 I、II级阶地发育，局部地段见 III级阶地及 IV、V级

侵蚀基座阶地；峡谷以阿角大沟、尼玛沟、安子库等

垂直灰岩地层走向发育的沟谷段最发育（图3）。在

阿角沟、下八十里沟更是悬谷、隘谷、溶洞比比皆是，

最为稀奇景观是现代、近代河流冲蚀-溶蚀的灰岩形

成巨石坑，状若浴盆（仙女浴盆）；隘谷壁侵蚀的层状

溶槽深约0.5～l.0 m，状若栈道（图4），是地壳运动河

流下切的有利证据。

（3）构造地貌，大峪沟保存了加里东期、印支期、

燕山期和喜山期等多期造山运动所产生的逆冲-推

覆褶皱、平卧-倒转褶皱、紧闭无根褶皱，包卷层理等

褶皱断裂、变形构造和运动学定向组构。大峪沟岩

图2 甘肃省洮河大峪沟综合地层柱状图

Fig.2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Dayugou geopark in Taohe river basin，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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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实体发育完全，露头良好，有非常典型的断层三角

面（图5），尖棱褶皱（锯齿状或手风琴状褶曲）（图6），

X型共轭节理系。以及S型褶曲、垂直节理、夷平面、

飞来峰、旋卷构造、断裂构造面等地质构造景观，完

美地记录了祁秦昆中央造山系西部地壳演化历史，

是研究祁秦昆造山系重要地区之一。

（4）丹霞地貌分布于安子库附近的下白垩统出

露区内，其次分布于阿角小沟的沟脑-阿角穹隆的下

白垩统出露区，两地均为北东向延伸的山间断陷盆

大类

地质剖面

地质构造

古生物

地貌景观

水体景观

环境地质

遗迹景观

类

沉积岩剖面

构造形迹

古生物遗迹

岩石地貌

冰川地貌

流水地貌

构造地貌

河流景观

瀑布景观

地质灾害

遗迹景观

亚类

典型沉积岩剖面

区域构造

中小型构造

古生物化石

岩溶地貌景观

丹霞地貌

冰川刨蚀
地貌景观

流水侵蚀
地貌景观

构造地貌景观

风景河段

瀑布景观

山体崩塌
遗迹景观

滑坡遗迹景观

型

褶皱构造
断层
节理

褶曲

微体古生物化石

溶洞

峰林
峰丛
孤峰
岩柱
峰丛
长崖

冰斗、角峰

峡谷

隘谷

断层崖

断层隘谷

断层三角面

山区河流

冰瀑与跌水

飞来峰

倒石崖

老滑坡体

主要地质遗迹点
益哇沟-车卡沟剖面；光盖山上三叠统咀朗组灰岩剖面；

大峪沟上三叠统卓尼组碳酸盐岩剖面
洮河复向斜褶皱冲断带；白龙江复背斜褶冲推覆带

迭山-腊子口断层，亚尔玛-舟曲断层
X型共轭节理系统（构造破碎带）

阿角小沟S型褶曲（双豚嘻浪）；八十里沟

灰岩旋转平卧褶皱、尖棱褶皱
牙形石、双壳类、菊石、大量腕足类和腹足类化石

狮象双洞、三圣洞天、中高山溶洞、黑蛇洞、神猿守门；

仙女浴盆、西天瑶池、平沙落雁；绿水龙潭，天门九仙渡
盼归、关公观谷、神如峰、普度众生
虎踞龙盘、洮河母亲、追逐、山字峰

金龟扑蝉、神鼠跳崖、稻草人宝塔、灵猴望月、济公巡山
三角石、玉指峰

麦积琼隆、天下粮仓、金蟾鸣天、佛趾山、巨猿与星星
赤壁丹霞，翠谷丹霞

迭山衡雪、佛过神界；角峰（玉芙蓉峰、银峰雪剑）；
刃脊（仙域神峰）、低海拔冰斗

阿角大峡谷(V型谷)

一线天、箭道峡

太公垂钓、摇摆石、古城会

虎头长峡

安子库金字塔、银字塔、钻石塔

大峪河、尼玛沟河、八十里沟河旗布沟河，阿角沟河

八十里沟十八级飞瀑

天外来客；

陡崖崩石；断块山（母子情深）

阿角大沟老滑坡体

表1 甘肃洮河大峪沟地质遗迹分类表

Tab.1 Categories of geological relic resources for Dayugou geopark in Taohe river basin，Gansu province

图3 峡谷（石笋峰）

Fig.3 Valley (Stalagmite peak)

图4 溶蚀槽，隘谷壁被水冲蚀溶蚀成4层溶槽，高约150 m

Fig.4 Erosion Tank, the gully wall is eroded by water

and dissolved into four layers of solution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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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白垩统岩性为紫红色砾岩为主夹有褐红色、

灰色、黄绿色粉砂岩，其胶结程度不均匀，岩性差异

导致抗风化能力差异较大，在流水作用下形成的丹

霞地貌，逐渐发育峰丛、峰林、石柱、孤峰（形似麦

积）。特别是在安子库，受多条断裂的强烈切割与不

整合接触层面影响，遭受破坏严重，其垂直节理发

育，在后期近亿年的外动力地质作用下形成造型特

别的微地貌景观，石柱、峰林、长崖、峰丛发育，如发育

高近50 m、直径20 m的丹霞孤峰“天下粮仓”（图7）、

长崖数百米、高近百米为代表的峰林“翠谷丹霞”（图

8）、“巨猿猩猩”、“佛趾山”等，东侧白垩系分布区断层

欠发育，产状较陡，因而丹霞地貌发育不理想，只有

大小不一、发育程度不同的状若麦积的峰林，故统称

“麦积穹隆”。在砂砾岩与下伏三叠系地层接触地带

形成悬崖，崖壁上沿裂隙发育的细沟密布，还有风蚀

穴、风蚀洞、“水墨岩画”，及风蚀壁龛等微地貌景观。

3地质遗迹研究的地学意义
重要的地质遗迹是国家和全民乃至全人类的宝

贵财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15]，大峪沟地质遗迹在

沉积学 、构造地质学、古生物与地层学、甘南山地形

成演化、地质灾害、岩溶地貌和冰川遗迹等地学方面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科学意义。

（1）沉积学方面：大峪沟丰富的沉积地层可以作

为古沉积环境恢复的重要剖面案例，石炭系、二叠系

地层岩性为厚层灰岩、鲕状灰岩局部夹粉砂岩、页

岩；下三叠统地层岩性以灰岩为主夹钙质细砂岩，砂

质板岩和泥岩。灰岩质纯、硬脆，呈块状。原生孔

隙、节理、层理和次生风化裂隙发育，为地下水活动

和交替循环提供了有利的地质基础条件。大峪沟区

域持续的抬升运动，河流持续下切，形成岩溶峡谷地

貌等典型的河流侵蚀遗迹也是研究河流侵蚀作用的

理想场所。

（2）构造地质学方面: 新构造运动是现在人类唯

一可以直接观测的构造运动，通过新构造运动的直

接研究，可更好地理解地貌成因发展过程，为黄河上

游区域新构造研究提供证据，同样是大地测量学、地

震学的发展不可缺少的学科。强烈的南北挤压应力

图5 断层三角面（金字塔，银字塔，钻石塔）

Fig.5 Fault triangle (pyramid, silver tower, diamond tower)

图6 尖棱褶皱(由灰岩与板岩受低压而成)

Fig.6 Sharp fold（crushed limestone and 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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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在大峪沟岩层留下众多的构造遗迹，如断层

三角面，尖棱褶皱，S型褶曲，X型共轭节理，飞来峰，

平卧构造等发育良好，典型性强，是一部大自然赐给

人类的构造学教科书。

（3）古生物与地层学方面：大峪沟保存着超过3

亿年的沉积记录，而且新生代的构造抬 升使大峪沟

光盖山成为甘肃省南部最高峰之一，沉积地层出露

较好，特别是三叠系卓尼组、那鲁组和光盖组剖面沿

公路及大峪河畔连续出露，剖面层序完整、沉积相标

志丰富，富含古生物化石，是研究三叠系地层的理想

剖面之一。

（4）陇南山地和甘南高原的形成演化规律方面：

大峪沟属于西秦岭褶皱带和西秦岭与东昆仑两大地

槽褶皱带的联结部位，即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对青藏

高原隆升以来的全球环境变化和气候演变规律的研

究具有实际价值。是新生代最具世界意义的重要地

质事件，成为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演变的影响因

素，对大峪沟地质遗迹形成规律、构造分期、运动方

式研究均具深远地学意义。

（5）地质灾害的发生规律方面：据历史记载，大

峪沟地区发生6级左右的地震10次之多，1963年以

来发生 4级以上地震 9次，其中最强烈 5.2级地震 1

次，造成人员财产严重损失，为研究地质灾害区划提

供有利的证据资料。

（6）岩溶地貌和冰川遗迹研究方面：是大峪沟的

两大特色，大面积发育的各类岩溶地貌景观的发现

为西北岩溶发育规律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地质依

据；迭山山脉高山区冰川遗迹的研究，填补并充实了

甘南高原冰川研究的例证。

4结论
大峪沟经历漫长而强烈的地质演化，在强烈的

图7 丹霞地貌（天下粮仓）

Fig.7 Karst landform (granary)

图8 长崖（翠谷丹霞）

Fig.8 Long Cliff (1 km long green valley and karst land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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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应力作用下，使三叠系灰岩被改造为岩溶地貌

奠定了发育基础，不整合于其上的下白垩统红色盆

地，由于岩性自身特征为丹霞地貌打下了必备的条

件，正由于光盖山、迭山一古麻山强烈隆升造就了众

多构造地貌，再经亿万年的外力地质作用，改造了构

造地质的粗糙外貌而修琢成了具有相当美学价值的

各种地质遗迹。大峪沟地质遗迹资源可以分为6个

大类，13个亚类，共70余处。岩溶地貌山险、流水侵

蚀地貌洞幽瀑多峡窄，地质构造类型多而典型，丹霞

地貌典型集中是大峪沟地貌景观的基础格局，是一

处不可多得的地质遗迹宝库，在沉积学、构造地质

学、古生物与地层学、甘南山地形成演化、地质灾害、

岩溶地貌和冰川遗迹等方面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同

时该区为藏族居民分布区，民居与民俗独特，藏族草

原风情丰富多彩，距今800年历史的旗布寺等均是藏

传佛教圣地，寺内保存有达赖二世和卓尼法王的遗

物和古迹，藏传佛教文化积淀深蕴，极具观光旅游价

值，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和旅游资源的不

断需求，大峪沟建成国家地质公园对于促进地质遗

迹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曾克峰，吴宏，刘超，等.甘肃地质遗迹资源评价及地质公

园建设研究[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6.

[2] 潘桂堂，肖庆辉.中国大地构造图（1/2 500 000）[M]. 北京：

地质出版社，2015.

[3] 李亚东.白龙江地区的逆冲推覆构造[J].甘肃地质学报，

1994，3（1）:41-48.

[4] 殷鸿福，杨逢清，黄其胜，等.秦岭及邻区三叠系[M].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2.

[5] 赖旭龙，杨逢清，殷鸿福，等.西秦岭地区二叠、三叠系界

线地层研究[J].现代地质，1994，8（1）:534-551.

[6] 甘肃省地矿局.1/20万卓尼幅地质图及说明书，1974.

[7] 郭威，庞桂珍，屈茂稳，等.黄河壶口瀑布国家地质公园地

质遗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西北地质，2002，35（3）:119-

125.

[8] 姜建军.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工作指南[M].北京:中国

地质大学出版社，2006.

[9] 付顺，陈晓琴，阚瑷珂.大巴山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景

观类型及评价[J].地质调查与研究，2011，35（2）:139-145.

[10]《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S].北京：国土资源

部，2016.

[11] 潘江.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M].北京:中国地质出

版社，1995.

[12] 张成渝.世界遗产视野下的地质遗产的功能及其关系研

究[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2（2）: 43-47．

[13] 赵汀，赵逊.地质遗迹分类学及其应用[J]. 地球学报，

2009，30（3）:301-308．

[14] 许涛，孙洪燕，田明中.地质遗产的概念及其分类体系[J].

地球学报，2011，32（2）: 211-216．

[15] 彭和求.地质遗迹资源评价与地质公园经济价值评估—

以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为例[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

Geological relic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s of the Dayugou geopark in
Taohe river basin, Gansu province

MA Xiao-yi1, YANG Hai-lin1, SHU He-ping2

(1. Faculty of L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2.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t：Based on the g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gional geological structure in

Dayugou Geopark, the types of geological relic resources were classified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ayugou geopa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outh Asian belt in the east west fold belt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The resources of karst landform, Danxia

landform, glacial vestigial landform and tectonic geomorphology are the main parts of the park, including 6

major classes, 10 classes, 13 subclasses altogether 70 geological relic points. The Dayugou complete stratigraphic

sequence of Triassic is the Karst landform material condition, and the strong tectonic movement since Cenozoic

provides external dynamic conditions for tectonic landscape and water landscape. The study of geological relics

in Dayugou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aleontology and stratigraphy, sedimentology, tectonics, and geological

disaster.

Key words: geological relic; Dayugou geopark;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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