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大石围天坑 

 

一、大石围天坑——领袖风范的天坑 

大石围天坑平面呈梨状，东西长 600m，南北宽 420m，周长 1580m，最大深

度 613m，四周为绝壁圈闭，底部遍布崩积块碎石堆积，估计堆积厚度在 100—150m

以上。堆积地形自东向西倾斜，平均坡度 1∶0.75～1∶1.0，并为茂密的次生原

始林所覆盖。在西侧坑底的最低处为现代地下河通过地点。地下河上源为最新的

崩塌物封闭，水流在堆石中散流而出；向下游 6km 又在河床一“裂点”上以大跌

水潜流于一深层裂隙中。 

 

图 1 大石围天坑鸟瞰 

 

大石围天坑位于乐业县同乐镇刷把村白岩脚屯南侧约 1900m。距县城直线距

离 11.75km，公路里程约 18 km。大石围发育在一个近东西向平缓背斜的轴部，

背斜两翼岩层倾角 10－15°，围岩为石炭系中统至二迭系下统灰色中厚层灰岩，

形成于峰丛与谷地的交接处，即切割了峰丛山体和谷地。在口部东北侧，可见侧

壁是沿北西向张性断层面发育，在东垭口上见此一断层充填有宽达 0.3m 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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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石脉。无论是规模、形态、堆积物，还是森林、地下河等方面，大石围天坑

都是天坑群的典型代表，颇具领袖风范。 

◆形态奇特、体量巨大：大石围天坑周边均为陡峭的岩壁。口部平面形状似

鸭梨（图 2），由三座山峰和三个垭口构成其边缘点。东、北二峰呈鲜明的三角

形断崖，南、北两侧绝壁呈小台阶状微向坑内倾斜，东侧局部绝壁略向坑外倾斜。

东垭口下岩层沿走向约 NE60°的压性断层面崩落而形成高达 40m 的岩屋。西侧

绝壁下有地下河侧向天窗(洞口)。大石围底部堆积大量崩塌岩块，岩块呈棱角状，

大小混杂堆积，除东端及西端地下河洞口见巨大塌块（可达 10m x 4m x 2m）外，

坡面上的块石直径多为 15-40cm，且表面不新鲜，受雨水溶蚀或为青苔所覆，坑

底南、北两侧斜坡向中间倾斜，整个坑底总体由东向西倾降，CAGS



 

图 2 大石围天坑平面、剖面图 

直通地下河的侧向天窗（洞口）。西侧绝壁高度达 569 m ，是世界上最高的绝壁

之一。号称世界最高绝壁者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Yosemite 国家公园内，由花岗

岩组成的 Yosemite 山绝壁高达 1097 m，但凹凸不平，不似大石围绝壁 斧削劈

般平直，另一座名叫 Half Dome 山总高度达 2694 m，其上部因冰川刨蚀掉一半

而呈特征的 削般的绝壁，高度(609m)虽然稍大于大石围西侧绝壁，但由于与基

部 2000 余米高度相比显得矮小而无法与大石围整个西壁全为绝壁相媲美。 

目前发现的世界最高绝壁为分布于丹麦属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南部海

岸 Torssukatak Fjord 山区绝壁，高度近 1500m，但其角度不够直立。从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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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看，大石围天坑西侧绝壁之陡峭，当居世界前茅。 

大石围天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典型天坑中总体规模仅次于重庆奉节的小 

寨天坑和广西巴马的号龙天坑而位列第三，最大深度 613 m，东西长 600 m，南

北宽 420 m，口部面积 16.66 万 m
2
，底部面积 10.5 m

2
，容积 7475 万 m

3
，有关大 

石围规模的其它数据见表 1。若从大石围天坑最高峰高程 1486m 算起，至地下河

末端海拔高程为 634m，则实测大石围洞穴最大垂向深度为 852m。 

表 1  大石围天坑规模参数 

 

标 高 

（m） 

山      峰 垭        口 
地下河洞口

（天窗） 

地下河

水面 

东峰 西峰 北峰 南垭口 北垭口 东垭口
897 873-649

1486 1466 1440 1267 1251 1394 

绝壁高度 

(m) 

东垭口 南垭口 北垭口 北峰 东峰 西峰 

287 150 250 412 458 569 

底面坡度 

(度) 

南    侧 北     侧 西     侧 东 侧 东西向 

21－65 30－70 80－90 37－44 1－44 

深度 

（m） 

东峰 南峰 北峰 南垭口 北垭口 东垭口 

613 593 567 394 378 521 

直径及周长        东西向长 600m，南北向宽 420m，周长 1580 m 

面积 

（万 m
2
） 

顶部面积 底部森林面积 

16.66 10.50 

容积(亿 m
3
) 0.7475 

实测地下河 

长度（m） 
4776.44 

 
◆有四层洞穴相伴：大石围天坑内还有古老的溶洞和现代地下河，可见四层

洞穴：现代地下河为第一层，中洞为第二层，蚂蜂洞为第三层，蚂蜂洞上面还有

一层洞穴。 

中洞分布于东垭口下绝壁中央，洞口巨大，十分醒目，需用探险单绳技术

（SRT）从蚂蜂洞在大石围绝壁上的洞口或从地面上东垭口处下入，为一盲洞。

洞口处观大石围，四周及坑底景物一览无余，为大石围赏景的较佳场所。洞体沿

东西向展布，长 155m，宽 35－42m，高 22－45m。从测量结果知，中洞虽未能延

伸到相邻的罗家天坑底部正下方，但距离不远，其末端与罗家天坑底部的垂直距

离约 30 m ，斜距只有 41m。洞底总体为朝东倾，坡角为 7-12°（局部为平地），

堆积有厚达 1 m 的白色岩粉(据说为炼硝原料的“硝土”)。在“硝土”之上，沿

洞的中轴线堆积了起伏不平的洞顶崩塌碎石，碎石堆高 2.7－3.0m。东端有集中

滴水，并形成了 5级流石坝。在洞穴东段中部，还发现两处熬硝池及废渣。 

分布在大石围东峰山体内的蚂蜂洞为唯一从地面穿过山体通向大石围绝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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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穴，为厅堂与廊道式结构。从大石围东峰山腰处可进入蚂蜂洞，出口底部比

中洞洞口的底部高 65 m，与中洞的顶板几乎在同一高程上。蚂蜂洞洞口为石柱

“双神把门”，入口标高 1372m，进入洞内先是一个较大的厅堂，长 35m，面积约

1225m
2
，厅堂通向两个支洞，一个向东南延伸，另一个向北西通向大石围天坑。

南支洞长 273 m，宽 7-30（一般 12-20m），高 2-18 m（一般 3-5 m），前半段以

造型别致、质纯洁白石钟乳和石柱为特色，后半段流石、石笋较多，钟乳石与洞

底的石笋相向生长，有的几近对接，趣味盎然，有高达 7 m 或直径达 1 m 的大石

笋；此支洞后部西侧又有一短支洞，其局部洞顶溶穴中有呈棱柱状方解石晶体石

枝纵横交错生长。后部一直径达 30 米洞厅低洼的洞底上分布有数个罕见的“穴

圈”，后经一高达 10 余米陡坎再往后约 30 m 即到末端。总体上洞底为一朝北倾

降的斜坡。通向大石围天坑的北西支洞先经过长 4.5m，宽 0.70m，高 0.8m 狭窄

通道（现已凿宽）后，向北西方向延伸，在大石围东侧绝壁处与中洞相接，相接

处两洞洞壁相距仅 1.5－2.5m。从洞口至大石围绝壁处，蚂蜂洞长约 215m，洞底

均向天坑方向倾斜，坡度 8－31°，高差约 83m，绝壁处蚂蜂洞洞底标高为 1289m，

高出中洞洞底 70 m。蚂蜂洞洞口发育有串连状石柱，厅堂底板为巨块碎石，或

钙板碎块；中段石钟乳较发育；后段有厚达 10 m 许的古河床相砂砾石沉积层，

沉积层理和韵律明显。洞壁上也发育有多达 5层的典型水平边槽，可与河床相沉

积层对比。这些砂砾石沉积层和边槽对恢复古水动力条件及研究地壳抬升运动有

重要的学术意义。站在蚂蜂洞与中洞相接的断崖边缘处，观看大石围天坑，将产

生极强的审美效果。 

多层洞穴的分布，将巨厚的灰岩地层“切”成相对较薄的层块，对大洞厅上

的岩层由下而上的崩塌十分有利。这表明，洞穴分布的成层性对天坑的发育可能

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才发育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天坑。  

◆天坑直通现代地下河：在大石围西峰绝壁脚下发育一高 25m、宽 55m、呈

钝角三角形的洞口，此为大石围地下河的侧向天窗，洞口到河床是一个坡角

38°、长 60m 的斜坡，此斜坡由洞口崩塌岩块、坑底雨季流水冲入的碎石及粘土

组成，观察发现，每年都会有少量坑底堆积物被搬运至此并为地下河带走。地下

河水流自斜坡脚北侧碎石堆中涌出，此处河面高程 873 m，宽 6－10m，深 0.5－

2.0m，水温 18.9℃，流速 1.06－1.30m／s，流量 1.65m
3
／s（200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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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目前可测量的长度 4776.44m，末端海拔高程为 634m，总落差 239m，水

力坡降陡达 50‰。地下河总体朝北西向延伸，主要由北西、南西向通道间互组

成，局部有东西向和南北向。通道较为复杂，大致呈弯曲的树枝状，前 1km 为单

河道，至 1.1km 处左岸有一支流汇入，在约 1.5km 处河道复杂，附近两条支流汇

入，水温不一，此处即所谓“一冷一热两条地下河”（图 3），此后地下河分岔后

复合一，然后进入后段网状通道系统（后述）。在约 4.5km 处地下河水全部消失

于落差大于 40m 的圆形落水洞，人无法进入，此处上方已靠近拉洞天坑，此处裂

点的存在表明地下河的溯源侵蚀作用已到达中游的中间地段。消水落水洞再往前

为地下河已废弃的通道，堆积有大量淤泥，估计长度约有数百米。自此至百朗地

下河出口的直线距离至少尚有 30km。 

◆坑壁仍在崩塌：大石围天坑的坑壁仍在不断塌落，在近十次大石围天坑探

险与科考过程中，几乎每次都碰到岩壁崩落现象，最危险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崩

塌发生在2000年10月份第十一次中英联合探险队自大石围坑底攀升回地面的过

程中，当时洞穴专家——岩溶地质研究所韩道山先生在东端线路用 SRT 刚上升

20 余米，突然间，离线路不远的上方悬崖绝壁有数十方岩块崩落倾泄至坑底，

持续了数分钟，响声轰鸣，在坑内回荡，惊心动魄，现场人员可谓魂飞魄散，所

幸未被石块击中。2001 年 3 月份，岩溶地质研究所专家在进行旅游资源调查时，

不顾同行的英国红玫瑰洞穴探险俱乐部 3位成员的苦心劝止而下入，在大石围地

下河洞口测量时一块巨石自天而降，可能是由于过于专心的缘故吧，石块落至离

坑底约 5、6m 许方发觉，由于躲避敏捷而幸免于难。从坑底四周崩落石块的新旧

程度可以判断，这种危石坠落现象较为频繁，坑底森林中大树、小树幼树常被砸

死，“残枝断臂”“皮开肉绽”者屡见。这说明，大石围天坑的四周绝壁仍处于渐

进式平行后退的扩容状态。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要轻易下大石围，一是基于人身

安全的原因，二则考虑天坑中极其脆弱而又十分珍贵的生态环境需要保护。 

◆森林群落完整、面积巨大：坑底碎石斜坡上分布着一处珍贵的“地下”森

林，属亚热带常绿阔叶准原始林，面积达 10.5 万 m
2
,为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天坑

森林中面积最大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 

二、大石围天坑群形成的主要地质条件 

1地层与岩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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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出露的岩溶地层主要为中泥盆统至上二迭统(表 1)，厚度达 2250—

3500m，连片分布面积达数百平方千米。各可溶岩地层中石灰岩的方解石矿物含

量达 99-100%，杂质成分（酸不溶物）只有 0.27-0.92%，可谓质地纯净。岩溶学

理论早就阐明，质地纯净的石灰岩与含较多杂质的石灰岩相比，前者有更高的溶

解度，即岩溶作用更强烈；而且巨厚的、连续沉积的可溶岩地层的存在，是形成

厚达数百米至上千米的包气带的先决条件，有利于天坑的向深发育；可溶岩地层

的广泛分布，为岩溶水文—地貌系统发育的典型性、系统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

础，为百朗地下河系的发育提供了拓展空间。巨厚质纯且广泛分布的碳酸盐岩的

存在，有利于岩溶作用深入进行，形成规模可观的溶蚀管道，发育成更大规模的

地下河，进而在有利部位发育洞穴大厅，为最终演变成天坑创造了雄厚的基础条

件。因此，形成天坑的首要物质条件是地层岩性因素---质纯、巨厚且广泛分布

的碳酸盐岩。 

 

表 1  大石围地区主要地层简述 

中三叠统（T2）：砂岩、页岩、泥岩，厚度 2607—3395m。 

下三叠统（T1）：页岩夹灰岩，厚度 111—169m。 

上二迭统（P2）：厚层块状灰岩、燧石灰岩夹泥质灰岩、页岩等，厚度 262—484m。 

下二迭统（P1）：由栖霞阶和茅口阶组成，厚 336—673m。 

茅口阶（P1m）：中厚层状—厚层块状灰岩，厚约 400m； 

栖霞阶（P1q）：薄层—中层状灰岩，厚 158—300m。 

上石炭统（C3）：中厚层状—厚层块状灰岩，厚 155—218。 

中石炭统（C2）：由黄龙组和大埔组组成，厚 126—508m。 

黄龙组（C2h）：薄—中厚层状、厚层块状灰岩，厚 260—400m。 

大埔组 C2d）：中—厚层状白云岩夹白云质灰岩、灰岩，厚 80—248m。 

下石炭统（C1）：由岩关阶和大塘阶组成，厚 777—1176m。 

大塘阶（C1d）：中—厚层状灰岩，偶夹白云质灰岩、厚 362—400m。 

岩关阶（C1y）：薄—中层状灰岩，局部底部为泥质灰岩。厚 115—250m。 

上泥盆统（D3）：中厚层状—块状灰岩，厚度 300—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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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貌条件 

前已述及，天坑与其所处的地表地貌形态与部位无直接的成因相关性，只是

切割了多种多样的地貌部位，表明了天坑是一种更为年青的地貌形态。必须从天

坑群所处的宏观地貌来讨论地貌条件对天坑形成的影响。 

首先，从宏观地貌结构来看，天坑群所在的 S型岩溶地块为地势较高的碎屑

岩山地所包围，这种环抱的地貌格局，为海拔相对较低的 S型地块内岩溶的强烈

发育提供了大量的外源水与水动力条件。实验和理论计算证实，外源水的溶蚀能

力为岩溶水的数倍，加上碎屑岩处于较高的位置，数百米的高差使外源水获得更

大的机械侵蚀力，如此强烈的化学作用与物理作用，十分有利于大型地下河的发

育，百朗地下河系就是在如此有利条件下发育的，为天坑的进一步形成创造了有

利条件。其次，从 S型岩溶地块内分布的岩溶地貌来看，区内主要发育了峰丛洼

（谷）地地貌，这种地貌组合分布区内，地下水通道发育多呈非均匀式，即地下

河呈集中管道发育，使百朗地下河系的地下水具有更大的溶蚀和侵蚀力。 

3 水文地质条件及地下河系统 

天坑分布区呈盆地状，周围碎屑岩山体高出近 100—400m，大气降水，大都

汇流入 S型岩溶片中，片区内地下水基本上汇流于百朗地下河系中，流入的水流

具有强烈的侵蚀和溶蚀能力，使得百朗地下河具有错综复杂的岩溶通道系统和统

一的岩溶含水体结构。为使读者明了地下河对天坑的控制作用，有必要先行简介

百朗地下河系的基本水文地质特性。 

3.1 百朗地下河上游段（达浪村—牛坪段） 

上游段地下河特点是水力坡度小(3.7‰)、水位埋深浅，地下河—地表河频

繁转化。在达波寨上游，两个较典型的天窗水位埋深小于 30m，地下河在达坡寨

谷地流出地表（标高 998m），流量 0.112—7.66m
3
/s，平均流量 149.88 l/s。沿

甘田波立谷北流约 8km 后于河边屯潜入地下伏流，在逻沙波立谷有逻沙支流汇

入，后继续北流，在下黑洞附近出流复伏流，于罗妹洞、弄洋、牛坪附近明流—

暗流频繁转换，此一带露头标高约为 925—940m。在逻沙附近洞穴较多，有几个

竖井和一个天坑(大洞天坑)，规模均较小。 

3.2 中游段（牛坪—花岩） 

中游段自牛坪洞入口（高程为 920 m）始，至花岩附近（高程约为 5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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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落差 420m，长度 25.5km，水力坡度为 16.5‰，孕育了众多的天坑、竖井、

天窗和溶洞群，为百朗地下河系最为重要的地段。以大石围天坑下游地下河裂点

（拉洞天坑下）为界，可分为上段与下段，现分述于下。 

（1）中游上段 

    中游上段以大石围天坑为界，又可再分为大石围天坑上游段与大石围天坑下

游段。 

A、大石围天坑上游段的地下河 

已探通地下河为白洞—河坪段，分 5 个子系统: 河坪洞子系统(总长

3576m)、 大曹洞子系统（总长 9461m）、金银洞子系统（总长 5595m）、飞猫洞（又

名黄禤洞）子系统（总长 2407m）和白洞子系统（总长 4862m），由化石洞和水洞

组成。地下河段水力落差为 52 m，水力坡度约 11.1‰。其中的大曹洞子系统和

白洞子系统最为典型。 

大曹洞子系统以中段的“2001 年大厅”为界，北东段以干溶洞为主，北西

段则为水洞段并分布有一小段干溶洞支洞。①干溶洞段规模巨大，可从大曹天坑

底部和六路坪洼地进出，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大曹天坑底部的化石洞，高

程 1060－1080m,长 213m，底部塌石较多，通过末端边壁的一个近 30m 深的竖井

与中层洞相连；中层洞是干溶洞段的主干，高程 940－980m，洞腔高大，在中段

与下层洞贯通，形成规模巨大的“红玫瑰大厅”。下层洞标高 920－940m，地下

河洪水可波及，洞底几乎全为粘土所覆，冲沟蜿蜒其间；②水洞段洞宽 14－30m，

水面宽 1－13m，“2001 年大厅”有北、东两股地下水流汇合，东侧水流来自河坪

洞子系统。河岸由岩石、粘泥组成，粘泥可厚达 20m，洪水期遭受改造。 

白洞子系统由白洞天坑―冒气洞干溶洞段和北东向延伸的地下河段组成。白

洞天坑―冒气洞洞段，距离约 400m，在冒气洞洞底为陡高的崩塌石块堆积，块

堆的南侧下为深约 150m 的陡坡，坡下为地下河。水道宽 1－15m，有深水塘，有

高陡坎，泥岸为主。上游洞道窄、高，下游洞道较宽。末端河道有两个分支，北

支河道曲折，形状奇特，水量较小，南支可能与黄禤洞子系统相接。 

总体上，地下河系中化石洞、水洞相连，洞道宽窄相间，泥岸、石岸兼备，

水道幽深曲折，时浅时深，时窄时宽，时有深潭，间有喉道（仅能爬行或潜水穿

过），有倒虹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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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石围天坑下游段的地下河 

此段地下河自大石围西端侧向天窗算起，至拉洞天坑东南侧附近，目前可测

量的长度 4776.44m，末端海拔高程为 634m，总落差 239m，水力坡降陡达 50‰。

地下河总体朝北西向延伸，通道追踪北西、南西向通道，局部有东西向和南北向。

通道较为复杂，大致呈弯曲的树枝状，前 1km 为单河道，至 1.1km 处左岸有一支

流汇入，在约 1.5km 处河道复杂，纵横交错，至约 1.7km 处左右两条支流汇入，

此处即媒体上常说的“一冷一热两条地下河” ，此后地下河分岔成 2 条相隔不

远的支流，约 70m 后又汇成单一河道西行约 300m 后即进入后段网状通道系统。

3km 后洞穴环境和河水流向复杂化,河水在极不规则的通道内奔流，河道上的巨

石奇形怪状，上部呈尖锐棱角状，探险十分费力。在约 4.5km 处发育有一个大厅，

厅底为水面平静的大水潭，不远处水流全都冲入一条长 10 余米、宽 1m 许的巨大

石缝中，水声轰鸣，深约 40m 处流量大于 2 m
3
/s 的 3 条巨大水柱从不同方向倾

泄入石缝底下直径小于 2m 的圆形落水洞，人无法进入，此处上方已靠近拉洞天

坑。消水落水洞再往前为地下河已废弃的通道，估计长余米、宽 1m 许的巨大石

缝中，水声轰鸣，深约 40m 处流量大于 2 m
3
/s 的 3 条巨大水柱从不同方向倾泄

入石缝底下直径小于 2m 的圆形落水洞，人无法进入，此处上方已靠近拉洞天坑。

消水落水洞再往前为地下河已废弃的通道，估计长度约有数百米，此化石洞段堆

积有淤泥，分布有 3个深约 30—40m 的充泥落水洞，往前因淤泥阻塞而无法前行。

自此至百朗地下河出口的直线距离至少尚有 30km。岸滩上常生长有石笋，石笋

可高达 5m，洞顶上也分布有石钟乳，分布零星。  

（2）中游下段 

中游下段自拉洞天坑下的裂点起至花岩附近，长约 12.5km，水力坡度平

缓，约为 8‰，地表发育有拉洞、悬崖、香当、老屋基、吊井、龙坨、黄猄、蓝

家湾、棕竹洞等 9个天坑和风岩、花坪、天坑洞和棕竹洞 4个竖井。 

 

3.3 下游段（花岩—总出口） 

下游段自花岩、拉岜一带始，至地下河系出口（高程为 375 m）止，落差 125m，

长度 16.4km，水力坡度为 7.6‰，发育 2 个竖井（拉芭、庙洞）、2 个天坑（达

记、打陇）及溶洞群（集中发育于运赖一带），目前在两处探到地下河，其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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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百中峡谷的石龙背干谷中的石龙背落水洞，充水段可进入 150m，后为没顶

水塘；另一为主要在东坡探到的洞穴——长洞洞中。现出口高程 375m，比早期

出口低约 10m，且东移约 200m。在百中峡谷西坡山上还发现早期地下河通道，高

程为 780-820 m，表明地下河下游很不稳定，频繁改道，以发生横向（由西向东）

摆动为主。出口因断层切割而出露，洞口呈三角形，宽约 35 m、高 18 m。据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区域地质测量资料，总出口平均流量为 4.4783（枯季）—30（丰

水期）m
3
/s，最枯流量 1.913m

3
/s，最大流量 121m

3
/s。2001 年 4 月 3 日我们实测

为 3.07m
3
/s。自 1976 年起引流约 2—8m

3
/s 发电至今。 

此外，大石围天坑下游黄猄天坑南侧约 1.7km 处亦发育有一地下河支流——

下岩水洞，长 2632.3m，洞口高程 831m，总落差 80m，水力坡降为 30.4‰，至末

端水面高程为 751m，水通过虹吸管道潜入地下，汇入大石围天坑西侧的地下河

主流。此条地下河的末端十分靠近黄猄天坑的东南侧，此处上面也正是该天坑上

下绝壁偏移之处，这一现象证实了前述的上下偏移绝壁是天坑最靠近地下河道的

设想。 

作为岩溶地下水集水廊道的百朗地下河，起着排泄该区几乎所有地下水和地

表水的作用，整个百朗地下河系内，地下河管道穿越上泥盆统至下三叠统多个岩

溶地层，具有统一的岩溶含水体以及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和边界条件，为一完

整的水文地质单元，具有高度集中排泄的特征，因此地下河十分庞大，巨大的侵

蚀、溶蚀力在相当多的有利部位形成较大的地下洞厅，从而为天坑的进一步发育

创造了必要的空间条件。因此，天坑的发育，必须存在着物质、能量输入与输出

功能强大的水动力系统。 

综观整个百朗地下河系统，上游由于水量较小、水力分散，且频繁出露地表，

难以形成天坑。在中游段，在地下河溯源侵蚀未涉及之前，由于水力坡度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处于平缓状态，地下河不摆动，有多处水道集中注入，有利于形成较

多、较长的洞穴，洞穴发育较为成熟，因此发育有较多的洞穴大厅，进而形成较

多的天坑，在下游，特别是靠近出口段，由于地下河摆动频繁，这种不稳定状态

不利于形成地下大厅，因此天坑较少、较小。由于地壳抬升运动，地下河为适应

红水河的下切，自下游向上游发生溯源侵蚀作用，在中游至下游的上游部分的区

间内，现代溯源侵蚀作用已达到大石围天坑下的地下河末端即拉洞天坑附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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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游水力坡度较大的局面。拉洞天坑上游段由于有较长时间的稳定，地下河

形成的地下大厅较大，相应形成的天坑体量也较大。 

4 地质构造与新构造运动条件 

已有的研究表明，岩溶地层中的地质断裂是岩溶洞穴发育的优势部位，尤其

是裂隙交汇处。本区平缓的巨厚岩层，倾角小于 15°，易于形成垂直层面的垂

向“X”节理。这种垂向节理十分有利于地表地下岩溶作用的沟通，也有利于岩

层自下而上的崩塌和滑落，因此有利于周围陡崖和天坑的形成。特别是 S 型构造

由南至北都是平缓的背斜相接，其轴部因发育较深的纵张裂隙，在地下河强烈溶

蚀、侵蚀作用下，在几组节理裂隙交汇部位有利于形成大型洞室，之后随着地壳

抬升，地下河下切或改道，水流的浮托力消失，岩层自重力达最高值，并在洞厅

顶部形成应力集中区，因跨度过大，洞顶受力超过极限强度导致顶板岩层的不断

崩塌并贯通地表而形成天坑，因此平缓的巨厚岩层因发育垂向“X”节理，对天

坑的形成最为有利。28 个天坑无一例外地分布于 X 型节理裂隙交汇部位，其中

至少有 10 个明显发育于主断层或断层交汇处。 

在中生代末期，由于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俯冲和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

撞，喜马拉雅山开始隆起，这次地壳运动形成了喜马拉雅山，改变了亚洲的大气

环流格局外，更主要的是导致中国地壳的隆升，形成青藏高原，尤其是新第三纪

以来地壳的抬升，导致云贵高原地表深切和地表排泄基准面的大幅度下降，在本

区，红水河大幅下切，百朗地下河为适应红水河下降而下切，在其两岸的峰丛地

貌区，形成厚度很大的包气带。由地表地貌的成层性、地下洞穴的多层性及洞壁

的多层水平边槽等现象推断，本区曾发生过多次间歇性抬升，地壳抬升过程中的

相对稳定，导致地下河在某一空间位置的强烈溶蚀与侵蚀作用，形成地下大洞厅，

地下河发生的溯源侵蚀作用使其顶部有利部位的洞顶失稳，发生崩塌，其发展由

地下到地面从而形成天坑。因此，地壳间歇性隆升是天坑形成的最直接的内动力

因素。 

总之，大石围天坑群地处 S型岩溶分布区，其巨厚的可溶岩地层分布广泛，

峰丛洼（谷）地地貌区，地表发育有漏斗、洼地、干谷、竖井、盲谷、伏流、

坡立谷等几乎所有的负向岩溶形态，以及地下不同高程的化石洞穴和庞大复杂

的百朗地下河系统，大石围天坑群实际上是百朗地下河系中游的超级天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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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百朗地下河系统各要素间，如地质、气候、水文和新构造活动、地表和地下

岩溶的长期协同作用之结果。天坑的形成是岩溶作用由地下作用转向地表作用

之典范。 

三、大石围天坑鹤立鸡群,为世界顶级旅游资源 

1大石围天坑体量巨大，荣登天坑群之首。 

是塌陷型天坑发育的自然性、典型性、完整性、系统性、优美性的典型代

表，发育有洞穴、地下河、地下森林，具有雄、奇、险、秀、幽、奥等特征，

可观景、听涛、赏鸟、赏雾。其目前世界排名是：绝壁高度世界第一，坑底森

林面积世界第一,深度及容积世界第二, 在典型天坑中，口部面积世界第四， 综

合旅游价值世界第一。 

（1）绝壁规模世界第一 

大石围天坑四周全是悬崖绝壁，在北、东、西侧的三角面绝壁规模雄伟，

高度达 400 米以上，尤其是西峰绝壁达 569 米，为世界上目前发现最高的绝壁，

也是世界上用 SRT 自由悬空下落最深的绝壁，是开展体能极限运动的绝佳场所。 

（2）总体规模上在典型塌陷天坑中雄居世界第二位 

大石围天坑东西长 600m，南北宽 420m；最大深度 613m，最小深度 378m，

平均深度 511m；坑口面积 16.66 万 m2， 底部森林面积 10.5 万 m2；总容积 6715

万 m3，深度及总容积居世界典型塌陷天坑第二位。 

（3）具有典型、完美的天坑形态特征 

作为重要岩溶地表形态的天坑，其重要指标是四周圈闭的陡崖、巨大的深

度和口部直径。大石围天坑的形态学上的特征是：①四周均为高峻的几近直立

的石灰岩陡壁所圈闭；②口部面积达 16.66 万 m2；③口部形态对比强烈，边锋

的棱直与浑园的有机组合，给人以极好的美感。④极高的宽深比，大石围天坑

的宽深比达到 1：1。纵观全球大型天坑能达到此指标的仅有小寨、白洞、龙缸、

新不列颠岛的 WINYE（天坑）等少数几个。⑤地坑底部有可进入的大型地下河

系统，地下河落水洞末端降深在 200ｍ以上。 

（4）极高的可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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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围天坑规模虽然巨大，但有着便于欣赏其全貌的条件。与世界上其它

巨型负向地貌如坡立谷、陨石坑相比，可将其全景一览无余，全收眼底。有多

个观景点，几处山峰、垭口、溶洞以及坑底都可以较好地、宏观地观看其壮观

的全貌，体会到天坑的深邃、雄壮及地下空间之浩大。天坑底部森林密布，为

准原始森林，群落结构完整，生态环境独特，发现有多种珍稀树种，如掌叶树、

香木莲、短叶黄杉、福建柏等一、二级保护品种。天坑的陡壁和底部有大量洞

穴发育，地下河幽深曲折，源远流长。为了保护坑底珍贵的森林，不允许一般

游客下入坑底，不能直接探索大自然，但可以增加奥秘感，而且可以从播放的

录象中取得感性认识。 

小寨天坑虽然位列规模世界第一，但在垂向方向上为双层结构，上部为椭圆

形大坑，直径 537×626m，口部面积 27.4 万 m2，最大深度 320m，下部筒状深

坑的口部直径在南北方向上为 357m，东西方向为 268m，最大深度 342m，天坑

的西北斜坡有坡积物覆盖，从而在视觉上雄壮程度有所降低，而且坑底植被景观

已受到破坏，综合价值应让位于规模上仅排在其后的大石围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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