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房山区石花洞 

 

位于北京市西南 50km 的房山区南车营村。洞口海拔 230m，洞道全长大于

5000m，开放游览部分 1900m。 

地质构造上，石花洞位于北岭向斜北翼。房山弯隆边缘向斜带展布于房山花

岗闪长岩体的北 、西 、南侧 ,平面上呈 “弯月”形 。石花洞和周 口店猿人

洞分别位于 “弯月 ”形大向斜的北南两个扬起端部位。 

石花洞位于房山花岗岩体的北侧 ,地质上属于房山穹隆边缘向形带凤凰山

向斜北翼的奥陶系马家沟组。地层南倾 ,走向近东西 ,倾角 30° 左右。洞穴自

上而下发育 8 层。古生界奥陶系马家沟组 ,厚 51. 70 m ,以青灰色纹带灰岩为主 ,

有白云岩夹层 ,基本不含硅质团块 , 岩性单一。岩石中含 Ca 较高 ,含 K、 Na 

值较低。其元素含量的变化与下伏冶里组明显不同 ,前者以石灰岩为主 ,后者以

白云岩为主 ,加之上覆地层为石炭系砂页岩 ,这就使得马家沟组与上下地层相比

有极强的溶蚀能力 ,发育溶洞。马家沟组地层剖面如下:上覆地层:石炭系清水涧

组硬绿泥石红柱石蓝晶石片岩平行不整合 

5.黄白色中厚层条带状石灰岩 2. 00 m 

            4.灰白色中厚层纹带状石灰岩与白云岩互层 7. 96 m 

3.薄层白云岩与石灰岩互层 15. 96 m 

2.灰白色中厚层白云质灰岩 10. 34 m 

     1.灰色薄层状白云岩与石灰岩互层 15. 44 m 

整   合 

下伏地层:奥陶系冶里组白云岩 

石花洞大形态的地貌对比 

洞穴大形态系指洞穴通道系统的结构特征。石花洞的大形态可与华北地文期 

和永定河阶地进行区域对比。石花洞原分 6 层 ,笔者通过 1996 年 4 月 16 日

的探测 ,首次发现了地下河 ,认为石花洞共发育 8 层洞道。洞穴大形态(Large 

Forms of Caves)系指洞穴通道系统的结构特征。石花洞的大形态可与华北地文

期( Physiographic Stage of North China)和永定河阶地( YongdingRiver 

Terraces)进行区域对比。由表 1 可见 ,石花洞层与华北地文期和永定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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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步的 ,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西山抬升的历史。因为洞穴受后期风化作用较

小 ,所以记载西山抬升的期次更加真实准确。 

月奶石 

石花洞中月奶石的矿物成分为隐晶方解石 ,镜下呈丝状和蜂窝状 ,化学成

分为 CaCO3 和少量 MgCO3 ,通常产于池水中 ,另在中心大厅钙华丘表层钙板

(1～3 cm)之下也有分布 ,手摸有滑腻感。相当于全球性降温事件 —新仙女木事

件( Younger Dryas Event)的产物。此时洞外覆盖着以云杉、 冷杉为主的针叶

林 ,并有披毛犀、 猛玛象等喜冷动物生长其间(西直门和阜成门地铁基槽地下 

9～17 m 砂砾石层出土 Coelodonta ant iqui tat is 化石 ,北京饭店地下 10 m 

砂砾石层中出土 Palaeoloxodon tounqui 化石 ,均为证据) 。从云杉、 冷杉等

针叶林的分布高度 ,与现今植被分布区相比 ,当时平均气温约为 4～5 ℃(现今

洞内平均气温 13 ℃) 。另外在永定河山峡幽州村 ,北京平原区乐新居剖面地下 

12 m 粘性土层中发现融冻作用造成的卷曲现象 ,也印证了月奶石产生的时期是

较寒冷的。 

全新世石笋中的微层理 

1995 年 11 月 4 日 ,我们在洞内南北大走廊的两端(戏台大厅和平型关 ,

图 2 中 A、 B 两点)各取得一块石笋。A 点编号为 TS9501 ,石笋长在钙华板上 ,

长 14 cm ,直径 10 cm;B 点编号为 TS9502 ,石笋长在崩塌块上 ,长 33 cm ,直

径 9 cm。经分析 ,在 B 点石笋中发现了发光微层(lu2minescent microbanding) ,

在 A 点石笋中发现了与国外报道不同的在偏光显微镜透射光下见到的透光微层

(t ransparent microbanding) (图 3) 。 

石花洞岩层走向东西 ,A、 B 两点位于南北向裂隙的两端。A 点地表投影为 

40° 倾斜的山坡 ,海拔 320 m ,有小的溶洼 ,洞顶板厚 150 m ,B 点洞穴顶板

较薄 ,约 50 m。两个石笋滴水情况见表 2。由表 2 可看出:两个石笋的滴水是

常年不断的 ,造不成沉积间断 ,所以石笋微层不能轻易地确定为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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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乳石剖面的首次建立 

石花洞内的钟乳石种类齐全(表 3) ,叠置关系明显 ,可粗略地分出期次 ,

初步建立剖面 ,进而与研究程度很高的周口店洞穴群碎屑沉积剖面进行对比(表 

4) 。这是继洞穴碎屑沉积剖面、 黄土剖面、 太平洋钻孔剖面、 南极冰芯剖面

之后的又一创举 ,为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 

石花洞微层显微特征分析 

前人通过石花洞微层显微特征分析,得到以下主要认识: 

(1)石笋微层的灰度变化主要由滴水携带和原地生长的有机物所造成 ,且滴

水携带的有机物是最主要的成分. 

(2)微层同时存在层内和层间两种灰度变化. 其中层内灰度变化主要是从下

向上由亮逐渐变暗的 LD 型. 

(3)微层的发育会受到原地生长的有机物和方解石晶体异常生长的干扰. 

(4)微层主要是年层 ,同时也存在伪年层和多年层 ,但借助其显微特征 ,可

以加于区分. 

洞内 CO2 浓度 

石花洞内的卫生标准划分 为三级 一级 空气质量长期保持准原始状态 ,不

危害碳酸钙堆积和游客身体健康,二级 空气 浓度长时间内变化缓慢 ,空气质量

不发生伤害游客健康事故、基本不影响碳酸钙堆积的环境,三级除年老体弱或敏

感者外,空气质量不会导致游客发生急性或慢性中毒事件 ,洞穴生物可以正常生

长。 

洞内 CO2 含量多处于二级标准 ,原始空气质量已经改变,说明旅游活动已经

引发了洞内 含量的变化。 

洞内温度 

CAGS



石花洞于 一 年未开放以前,洞内温度 13℃, 左右 ‘,现在 ,每天早上开门

之前的温度比原来增加 2-3℃,平均增加 3℃。另外 ,每天温度还有瞬时变化 与

进洞游客人数成正比。 

根据一年多的观测统计 ,发现进洞人数与增温呈正相关直线关系。每天观测

点增温情况略有不同 ,与所在点的洞体形态和体积有关 ,窄的廊道或小的厅堂

里升温快,升得高 宽廊道和大厅 ,体积大 ,散热均匀 ,升温低。 

洞内湿度 

经分析 年多洞内湿度监测数据 ,发现石花洞内的整体湿度变化不大 ,大部

分景区的湿度都在 98%左右。影响洞内湿度的因素除了当地降雨量 、外界通风

以外,与洞内照明设施散热量大小也有一定的关系。 

洞内氡浓度 

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 ,产生于花岗岩、变质岩、石灰岩及断裂破碎带等地区 ,

对人身体健康危害很大 ,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致癌的 种物质之一。为使石花

洞内的工作人员免受或减少遭受氧辐射伤害, 测量结果如表. 

 

洞内 “灯光植物” 

一般洞穴深处没有光线 ,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不可能有植物生长。但是

在旅游洞穴中,在洞壁、钟乳石等被灯光照射到的地方,很快就会滋生一种以藻

类、菌类为主低等植物 ,称为灯光植物。它生长的条件必须是 存在游客身上带

进去的 “种子”在灯光附近进行光合作用 有水 ,环境比较潮湿。石花洞内部分

景石上滋生的灯光植物 ,不仅丑化了景石 ,而且产生强烈腐蚀。洞内灯光石花洞

内有不少散热量大的灯光直射景石 ,灯光配置与景石特点不协调 ,使景石本色

失真,有损景石的真实美感。 

洞穴景观形态特征 

石花洞的洞体分上下 8 层，洞体沿东西方向展布：洞内温度常年为 11℃—

13℃，有蝙蝠栖息和鸟陆浮游，仅探知的 1—5 层洞道长约五千米。六、七层为

地下暗河的流水及充水洞层。现已开发利用的一、二、三层洞道全长一千九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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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底面积约一万八千平方米，有十二个高大的洞厅及十六个洞室，现已开发利用。  

石花洞内的次生化学沉积物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即非重力水沉积 、重力

水沉积 、协同沉积和叠置沉积 。前三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系统成因联系。叠置

沉积是不同阶段沉积的叠合。 

石花洞的洞穴沉积物自然景观：绚丽多姿、密集丛生，其种类齐全，类型繁

多，并且华彩多姿、玲珑剔透。洞内有众多的石花、石枝、石毛、石菊、晶生、

石葡萄、石珍珠、卷曲石、钙膜和洁白透明的石笋、石柱、石钟乳及玲珑剔透的

石塔、石灯、晶莹璀璨、典雅秀丽的石梯田、云垒、雄伟壮丽的石幔、奔流腾泻

的石瀑布、闪烁发光的壁流石彩光壁、清澈自溢的潭水、簇拥锦集的月奶石莲花，

为华夏仅有。飞壁悬空的典雅石盾、鲜艳透明的五彩石旗，为国内洞穴沉积的典

型，三层的洞穴沉积物更是绝花无比，琼花奇葩，四壁生辉，各种类型的沉积物

千姿百态，玲珑剔透，有团状、丝状、花状、层型等奇观异景，汇集了世间洞穴

沉积物的精华。 

石花洞三层及三层以下洞层，为封闭式洞层，正处于青年发育的第三层长约

五百余米，洞内如花似锦，四壁琅钎。绚丽多姿的石枝影照着清澈的地下水塘，

千姿百态的多层石花、针状、团状、雪花状的品花、石毛正在生长，小玲珑的石

灯，晶莹含露的鹅管等，由于石花洞的深部有较大的洞第三层镶嵌得典雅秀丽时

间罕见，堪称北京的地下明珠、白玉长廊、华夏之冠，并在 1997 年的科研测试

中为在中国洞穴石笋中首次发现了石笋透光微层即年纪纹层，古环境科学信息，

仅此石花洞具有很高的科研与观赏价值。 

现已开发的第一层和第二层，长 1900 余 m，洞底面积 1.37 万 m2，由廊道

和厅堂相间组成，有 12 个大厅、16 个洞室、71 个支洞及竖井组成，分 16 个景

区 99 个景点。洞内钟乳石形态多姿，几乎囊括了所有成因形态的钟乳石，尤其

是五彩石旗和月奶石莲花更为奇特。月奶石莲花为在我国洞穴中首次发现，故此

石花洞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和美学观赏价值。 

石花洞的“遥池石莲”，已生长 32000 余年，洁白丰满，由大片的月级石沉

积而成，世界稀有，中国首次发现：“黄河瀑泻”，由高 12 米，宽 23 米的巨大石

钟乳形成，气势磅礴，雄伟壮观：“龙宫竖琴”，垂高 10 米，长 18 米，由 540

余片石幔折叠布成，堪称国内洞穴第一幔：“银旗漫卷”、“闪光壁”、“洞天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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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仙帐”等十二大洞穴奇观无不令人赞叹叫绝。为满足游人的需求，石花洞

在加强深层开发的同时，在洞出口增加了“世界洞穴奇观展”，共汇集、展出世

界著名洞穴景观照片上百幅。 

第三层长 560m，宽 15m，高 12m，洞底平坦，洞内如花似锦，四壁琳琅、

百姿千态的多层石花，针状，团状，雪花状晶花石毛，小巧玲现的石灯，晶莹含

露的鹅管，构成了“地下白玉长廊”。其洞穴堆积物之丰富，类型之多，形态之

美，实为国内罕见。 

第四、五层以廊道为主，其规模超过开放部分之一、二层。第六、七层为现

代地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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