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路南县路南石林 

 

云南石林系指原来的云南路南石林。地处云贵高腹地之滇东岩溶高原上，高

原面起伏较为和缓，切割轻微，海拔高度在 1700～1950 m 之间。区内广泛地分

布着下古生界巨厚的碳酸盐岩地层。岩溶地貌分布面积超过 900km
2
，其中发育典

型石林形态的 350 km
2
 的区域已于 2007 年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中心点坐标为 24°47'30"N，103°16'30" E，提名地面积：120.7 km
2
，缓

冲区面积 229.3 km
2
。 

 

图 1 云南石林景区 

 

1)概况 

云南石林因高大的石灰岩柱呈密集林状分布而得名。石林不仅代表了地球陆

地上一种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类型，也是一种特殊的地貌景观，展现了非同寻常的

自然美。这种以不同形态的高大溶柱为特征的地貌，主要发育于二叠系栖霞组、

茅口组碳酸盐岩地层。 

在云南石林世界遗产地南北长约 30 km 的狭长地带内，石林成簇成片广布于

各种地形。有的立于山顶，如孤城古堡；有的位于洼地，如刀墙剑阵；有的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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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如天然盆景，展现为一幅幅美丽的天然画卷。在世界类似喀斯特地貌中，

石林的形态 丰富多样，各片石林高低大小不同，形态色彩各异。石柱有的呈锋

利剑状、有的为浑圆柱状、有层层叠置的塔状、有上大下小的蘑菇状、更有许多

难以归类的不规则状。世界上各种剑状及类似岩溶形态在云南石林都能见到，因

而云南石林被称为“林状岩溶博物馆”。 

2)区域地质背景 

(1)地层 

路南石林地区的地层主要由元古界、下寒武统、志留系、泥盆系和石炭系、

下二叠统梁山组、栖霞组、茅口组、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三系和第四系

组成. 其中发育石林喀斯特的主要是栖霞组和茅口组. 

栖霞组下段为中厚层状生物碎屑灰岩和白云岩,厚度 50～84 m;上段为生物

碎屑黑虎斑厚层灰岩,间夹白云岩,厚度在 35～44 m. 茅口组下段为厚层生物碎

屑灰岩,间夹白云质灰岩,顶部为蜓科化石灰岩,厚度在 60～97 m;上段为中厚层

生物碎屑灰岩、泥晶灰岩,厚度 220 m 左右.栖霞组下段发育有不规则状枯柱林

和蕈状石林,以石林斜坡和石林岭脊为多,海拔高度在 1 850～1 900 m;上段有枯

柱林、蕈状石林,剑状石林,以石林谷地、石林斜坡和石林石丘为多,也有石林盆

地,海拔在 1 800～1 900 m.  

茅口组下段发育有典型剑状石林,以石林洼地、石林斜坡为多,海拔在 1 

720～1 950 m;上段有塔状石林、枯柱林、蕈状石林、典型剑状石林,既有石林洼

地,也有石林岭脊和石林坡地,海拔在 1 850～2 000 m. 

栖霞组和茅口组主要分布在牛首山复背斜倾伏段西南翼和路南断拗盆地之

斜坡地带,也零星残留在石碳———泥盆纪地层中,并保留有石林喀斯特,如祖莫

村附近. 

 (2)地质构造 

区域构造上位于扬子准地台西南缘滇东台褶带西南隅, 曲靖台褶束—牛头

山隆起之西南端, 夹持于师宗—弥勒断裂与小江断裂之间, 东侧为华南褶皱系

之滇东南褶皱带, 西侧为川滇台背斜。构造变形以破裂折断变形为主, 褶皱次

之。构造线主要为南北向及北东—南西向。 

从石林喀斯特赋成条件看,石林地区主要是单斜构造、断拗盆地,前者由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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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舒缓的下二叠统组成,后者由路南组和小屯组组成. 东边是以泥盆系为核部

的小背斜,东北端是牛首山背斜倾伏端. 从发育条件看,主要是小断裂和垂直节

理构造,下二叠统、石碳系和泥盆系碳酸盐岩中均发育有节理,但各自节理的方向

不同:泥盆系有 40°～50°和 280°～300°两组,石碳系有 320°、10°和东西

向三组,但发育较差;下二叠统 330°～340°和 40°～60°两组,节理密度在

110～180 条/ km2 ,石林喀斯特排列方向是北西和北东,小断裂也主要是北西和

北北东两组,把岩层切成不规则块体,石林岩丘基座保留了这种方向性. 

(3)气候 

从石林地区碳酸盐岩地层和喀斯特的关系、各时代地层之间的关系看,研究

与石林发育有关的气候应从早二叠世着手. 早二叠世末期,该区处于古陆状态,

从被玄武岩覆盖、充填、烘烤的石芽(柱) 看,此时的气候潮湿温暧;晚二叠世处

于海洋边缘的潮湿温暖气候(上二叠统有含煤地层) ;三叠世—侏罗纪处于海边

的古陆状态,气候潮湿炎热,附近地区形成碳酸盐岩和含煤岩系;白垩纪处于夷平

准高原化的炎热干燥气候,区域上主要为红色岩系,早第三纪早期有较长时期的

炎热偏旱气候,形成了含纤维状石膏的砖红色岩系,有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晚

期该区地理纬度 2119°,气候潮湿炎热,形成含煤河湖相地层,此时该区进入高

原状态;第四纪该区一度变冷,东北边的牛头山发育有冰川;路南石林的现代气候

为亚热带干湿季风气候,年降水量1040 mm ,并集中于5～10 月,年均温度15 ℃. 

(4)地下水 

石林地区的地下水主要表现为地下暗河及其地表露头———泉水,主要暗河

有北西向的黑山—寺背后、北东向的小林口铺—天生关—大村、水塘铺—石林—

白龙潭、普豆村—张家庄—董家庄—、南西向的茂舍祖—小村,北西向的尾博邑

—黑龙潭,埋深在几米至 50 米不等. 暗河流线上多有漏斗、落水洞与地表水相

联系,以泉水形式出露,流量在 3477.1 L/ s 至 18.39 L/ s 变化,地下水的温度

在 16～19 ℃.各水样的溶度积计算结果和离子含量均表明石林地区的地下水和

地表水处于饱和状态. 石林发育区地下水的补给源有雨水和地表湖泊. 

石林地区的地下水流动富集分别在栖霞组—茅口组和泥盆系—石碳系形成

两个不同类型:石林原野管流型和石丘洼地隙流型;两者具有不同的水流状态和

富水性,栖霞组和茅口组的径流模量是 12～20 L/ (s·km2) ;石碳系—泥盆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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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模量为 2.4～13 L/ (s·km2) . 

(5)地表水系 

石林地区的主要河流是发育于乃古石林的巴江,巴江横惯栖霞组—茅口组地

层分布区,沿巴江发育有二级阶地和多处裂点,天生桥裂点高程 1 720 m ,与源头

的高程差约为 120 m ,巴江在大叠水处汇入南盘江,此处高程约 1 620 m ,大叠水

裂点高程为石林地区的区域侵蚀基准面高程,下二叠统等地层中的岩溶水汇入巴

江,河水 pH 值 717 ,钙镁离子的含量为 85g/ L ,处于过饱和. 巴江上游河段为

宽谷,下游为峡谷. 

(6)自然地理特征 

路南石林喀斯特流域位于南盘江支流巴江的上中游地带, 以路南县城处巴

江河流断面计控制流域面积约 471km 2, 以巴江下游黄家庄水文站(控制面积

772km2) 计, 年径流系数为 0148。该流域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具有冬暖夏凉、

四季如春的特点。年平均气温 15.6℃, 多年平均降雨量 946mm , 大日降雨量

可达 135mm 以上。流域干湿季分明, 雨季集中在 5～ 10 月, 11 月至次年 4 月

为旱季。 

本流域海拔高度在 1800～ 2000m 间, 地势东高但起伏较小, 西低但起伏稍

大, 以剥夷面遭受解体的缓丘洼地为主, 剥夷面上残留一定厚度的红色风化壳, 

且洼地、盆地、溶丘、石林、石牙、喀斯特湖和溶洞分布普遍。地表水网和地下

水网交替分布, 水系自东向西和西南方向汇集, 但由于巴江自南向北的溯源侵

蚀, 使流域内地使流域内地表水系开始解体, 而向地下水系转化和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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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路南石林喀斯特流域结构图 

 

(7)水文地质结构 

路南石林喀斯特流域地处滇东南盘江上游巴江支流上中游区起伏不大的高

原剥夷面上, 由于碳酸盐岩的大范围出露和巴江溯源侵蚀, 使地表水漏陷化强

度增大, 地表水系解体, 地下水系加强。地下水系单元多, 埋藏浅, 规模小, 与

发育在深切峡谷两侧大斜坡地带喀斯特峰丛洼地流域埋藏深且规模大的地下水

系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而形成了平缓分水岭型地下水系的水文结构特征。 

3)石林发育特征 

（1）石林形态： 

重要的、 具典型意义的石林是剑状石林、柱状石林、塔状石林和蘑菇状

石林（李玉辉，2002）。 

剑状石林：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石林高度在几米到 40 多米不等，柱体分

割，顶部为剑状—刃脊溶痕，往下分别有溶蚀贝纹、溶蚀井、溶蚀穿孔（洞）、

溶蚀凹槽、生物根状溶痕，以及层间溶痕，石柱间的溶蚀廊道的宽度几十厘米至

几米。见于大石林景区。第二类主要见于乃古石林景区，石林的高度在 10～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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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上部 1～3m 内是大量的尖峰溶痕、溶蚀笛管和裂隙溶痕，中下部基本相连

或仅有窄而深的裂隙溶沟或溶蚀井等，表面布满了黑白相间的不规则溶蚀斑块。 

柱状石林：分布于溶丘（或突岩）顶部、溶丘斜坡和溶蚀洼地中，柱体上下

直径基本等大，高度从几米到 20m 不等，柱体上的溶痕为残余形式，溶痕的尖锐

特征钝化。 

塔状石林：分布在起伏和缓的高原面、溶丘、岭脊上的上细下粗呈成层叠置

状的石柱，塔形，高度可超过 20m。在中层和薄层状灰岩、白云质灰岩地层多见。

石柱上有多达 10 层的层间溶痕和溶蚀穿洞，见有墙状溶沟、溶蚀凹槽、溶蚀贝

纹等。 

蘑菇状石林：分布于溶丘顶部或洼地、盆地边坡，形态独特，上粗下细，高

度在几米至 10 多米，柱体的溶痕不完整，多为残余形态。此类石柱保留较少，

多是单个出现。 

组成石林的石柱的表面微形态多种多样，溶沟、溶痕、溶纹、溶窝等都有发

育，装点着石柱表面，极具特色。纯灰岩（茅口组）表面的溶痕细腻平滑、齐整

密集；白云质灰岩（栖霞组）表面溶痕粗糙散乱，凸凹不平，呈刀砍状，排列有

致，似一幅幅天然雕刻的图案。 

 

图 3 石林景观 

 

(2)石林组合特征 

各种形态之石林产在不同地形部位:剑状石林产在洼地和沟谷地;塔状石林

产在岭脊或峰面;蕈状石林产在岭脊和斜坡;枯柱林产在斜坡地和溶丘(石丘) . 

可分出石林洼地、石林谷地、石林岭脊、石林斜坡、石林溶丘、石林盆地等. 

4)石林的地质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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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林形成作用 

对于石林地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张寿越，1984；林钧枢，1997；李玉辉等，

2001），但对其成因和演化仍存在不同认识。现今，多数研究者认为云南石林地

貌是地表溶蚀与土下溶蚀、面状溶蚀与线状溶蚀、顶部蚀低与基部加深加宽溶蚀

的综合结果，并与当地地壳抬升有密切关系。地表溶蚀与土下溶蚀对石林的发育

有不同的影响。土下溶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岩石裂隙中的土壤作用——土蚀作

用，它加深、加宽裂逢，使石芽、石柱分割和高度增加，并为后期地下水溶蚀创

造新的流通条件。另一种作用是在地下含水层集中区，通过空间较大的垂向节理

和裂隙，地下水快速而强烈的溶蚀碳酸盐岩，形成以剑状石芽和石柱为代表的石

林或石芽集合体。地表侵蚀溶蚀主要有雨蚀和微生物作用。雨蚀作用改变石柱石

芽表面形态和使其高度降低，而微生物作用改变岩石结构并使石柱颜色改变。简

言之，石林地貌是土下溶蚀、地表溶蚀和生物喀斯特作用共同作用所造成。 

 (2)石林发育演化模式 

综上述,在岩性、气候、构造等基本条件具备下,自早二叠世末期,受海西运

动影响,本区上升为陆,地势不平,发育有裂隙槽谷,在低洼处发育有大型石芽组

合等喀斯特,发育地层是茅口组上段,晚二叠世早期该区沿裂隙槽谷发生了陆相

玄武岩喷发,玄武岩充填于古溶沟,造成古石芽、古石柱等被烘烤硅化. 此后,该

区相对于弥勒、泸西,处于古陆状态,玄武岩被剥蚀的过程中,沿垂直裂隙、节理

溶蚀,不同地点的茅口组、栖霞组、石碳系、泥盆系地层中发育了各类石林与石

芽;此过程沿至第三纪早期本区发生的断块运动,形成路南古湖,北边、东边的石

林遭受改造,盆地接受巨厚的碎屑沉积,形成路南组,石林被其充填埋藏,古湖中

心的南移、西移,导至了北、东边地层被剥蚀、古石林等喀斯特的再出露;在此后

的抬升、夷平、高原化过程中,古石林被改造,存在于同期的喀斯特高原面上;与

此同时,由于路南组局部低地和裂隙,沟通了上覆蓄水体与被埋藏的碳酸盐岩的

联系,在低洼的汇水、节理裂隙外,通过垂向的溶冲蚀作用形成了典型的剑状石林,

持续的抬升、线状、点状剥蚀使路南组盖层—帽岩的局部被剥蚀,造成如今剑状

石林的簇状、群状分布,斜坡地区的碳酸盐岩被坡面、地下径流沿岩石的裂隙溶

蚀形成石林坡地,此过程中巴江和地下水、暗河的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各

种喀斯特均处于被改造,土下石芽受土蚀作用发生形体变化;局部汇水体与断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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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是不同地点石林等喀斯特差异的直接原因. 岩体切割、裂隙性质、裂隙密度

分别是形成溶蚀盆地石林岩丘的重要原因. 

（3）石林演化 

云南石林世界自然遗产地不仅在世界类似地貌中形态 丰富，而且地质演化

过程十分复杂。对石林演化历史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云南石林的

演化经历了晚二叠世火山熔岩和古近纪内陆湖泊沉积的两次覆盖，由于构造抬

升，而又两度再次出露的过程。石林的发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①早二叠世末；

②中生代末—始新世；③始新世—渐新世；④中新世—现今；目前所展示出的地

貌景观正是上述四个时期石林的继承、叠置和替代的结果（《中国南方喀斯特》

申报书，2007 年）。在石林地貌的地质演化过程中，石林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经历了从海洋到陆地、从海岸低地到内陆准高原，从山间湖盆到高

原河谷盆地的过程。气候也从炎热湿润热带气候转变为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李

玉辉等，2001）。钱方等人（2008）通过对石林地区的若干钙华样品年代测定，

认为大石林形成时代开始于中更新世，即大石林地貌演化，大约从距今 88 万年

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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