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三峡 
一、概况 

长江三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峡谷之一，岩溶和峡谷地貌景观资源极为丰

富。此外还有中国南方 29 亿年前形成的最古老的变质岩基底，还有记载 8 亿年

以来地壳演化历史的最为完整的地质剖面，含有古生物化石达 30 多个门类、数

千个物种。这里又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保存有 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

以及“大溪”文化、巴楚文化和“三国”遗址等大量古文化遗存。三峡和葛洲坝

水利枢纽工程是现代水利建设的典范，三峡大坝游览区为国家 5A 旅游风景区。

是世界上少有的集峡谷、洞穴、山水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地质公园；是解读地壳

演变，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教科书,是领略峡谷岩溶地貌、了解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的旅游胜地。 

 
图 1 长江三峡 岩溶风景河段 

 

 

CAGS



 

二、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的奉节县,东至湖北省的宜昌市,全长 204 千米。自西向

东主要有三个大的峡谷地段：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 三峡因而得名。三峡两岸

高山对峙，崖壁陡峭，山峰一般高出江面 1000---1500 米。最窄处不足百米。三

峡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壳不断上升，长江水强烈下切而形成的, 因此水力资源极为

丰富。三峡大坝自白帝城至黛溪称瞿塘峡，巫山至巴东官渡口称巫峡，秭归的香

溪至南津关称西陵峡。两岸山峰海拔 1,000 到 1,500 公尺，峭崖壁立，江面紧束，

最窄处是长江三峡的入口夔门只有 100 公尺左右。 

地理坐标范围为东经 110°05′～111°30′,北纬 30°40′～31°28′之间, 

面积约 25000 平方公里。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巴东县、兴山县、秭归县和宜昌市

的夷陵区、伍家区和点军区。 

公园交通方便。园区内,长江航运、宜昌～重庆沿江公路和宜昌～巴东高速

纵贯公园全境,它们与区内省级或县级公路相互交织,构成了园区的黄金旅游通

道。宜昌～黄石高速、宜昌～万县高速、宜昌～巴东高速、三峡专用公路、宜昌～

荆门高速、常德～长沙高速公路正在形成公园中以宜昌市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公

路网。它与长江航运、三峡国际机场、枝柳铁路、宜昌～万县铁路一起共同构筑

成公园与周边地区相连通的公路、水路、铁路和航空并进的立体交通网络。 

三、地质遗迹保护与三峡地质公园建设历史 

长江三峡地区地层发育完全,完美纪录了这一地区自华南板块形成以来各地

质时期古海洋、古生物、古地理、古气候、古环境变化的全过程。自李四光(1924)

在该区进行开创性地质研究工作以来,经过中国几代地质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使区

内基础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全球赫兰特阶底界 GSSP

等“金钉子”落户本区,为在该区创建国家及世界地质公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园内地质遗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受到中国政府和地学界及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80 年代初期,为配合葛洲坝建设,湖北省地质

矿产局和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等单位曾对库区内的地质遗迹进行过系统调查,并

在野外对部分重要地质遗迹设立了标示牌,从而为三峡地区地质遗迹保护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开端。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全国八届政协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中

国科学院院士王鸿祯、李廷栋教授等曾就三峡工程兴建中如何做好三峡地质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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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工作向大会递交了提案。此后,结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南江水

文队和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又先后开展了《长江三峡名胜古迹和旅游资源保护与

开发研究》和《长江三峡珍贵地质遗迹保护和太古代～中生代多重地层划分和海

平面升降变化》等项目,对三峡库区淹没区的重要地质遗迹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为进一步开展长江三峡地区地质遗迹保护工作,充分利用园区重要地质遗迹开展

科普教育,推动和提升长江三峡旅游业的发展和品位。国土资源部于 2004 年 3 月

批准建设长江三峡国家地质公园,并于 2005年拨专款开展公园中地质遗迹保护的

系统规划和相关重要地质遗迹景观保护设施的建设。 

四、区域地质概况 

园内地层发育完整,除缺失下志留统上部～下泥盆统和部分下石炭统外,元古

代～三叠纪地层出露良好,化石丰富。境内区域地质构造相对简单。晋宁运动扬

子陆块固结形成后,一直处于稳定碳酸盐台地内部。直到大约发生在 7 000 万年前

的地壳运动,三峡地区厚厚的岩层被挤压成弯弯曲曲的褶皱和断层。形成了制约

三峡国家地质公园(湖北)地形地貌的秭归向斜、黄陵背斜等和北东向、北北东向、

北西向、北北西向的断裂。区内岩浆活动较弱,主要有广泛分布的黄陵花岗岩岩

基。 

五、地质遗迹景观类型及其分布 

园内的地质遗迹十分丰富,根据其形成原因、自然属性等可归纳为下列 5 种

类型。 

1、标准地质剖面 

三峡地区地层发育齐全,研究程度较高,是中国南方,乃至中国和洲际性地层

划分对比的标准地区,保存有一系列重要的地层或构造标准剖面。按照这些剖面

科学价值的大小和成因,可进一步区分: 

(1) 具有全球对比意义的国际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 GSSP) 。这类剖

面主要有位于宜昌王家湾的全球赫南特阶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以及位于宜昌黄花

场的全球中奥陶统底界(或大湾阶底界)界线层型(候选)剖面和点。 

(2) 具有全国对比意义的中国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这类标准剖面主

要有位于宜昌莲沱的中国南华系和震旦系标准剖面、位于宜昌黄花的中国奥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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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保湾阶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于宜昌王家湾的中国奥陶系/志留系界线以及志

留系龙马溪阶、大中坝阶底界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3) 区域性岩石地层单位的命名剖面。这类剖面在公园内较多,分布广。主要

有中～新太古代古村坪杂岩,古～中元古代崆岭岩群,新元古代南华系莲沱组、南

沱组,震旦系陡山沱组、灯影组,早古生代寒武系水井沱组、石牌组、天河板组、

石龙洞组、覃家庙群、三游洞群,奥陶系南津关组、宝塔组,志留系龙马溪组、新

滩组,三叠系巴东组、沙镇溪组,侏罗系香溪组、泄滩组、陈家湾组等岩石地层单

位的命名(或标准)剖面。 

(4) 反映重要构造运动界面的地质构造剖面。这类剖面主要有出露在莲沱大

桥旁的晋宁运动不整合面、兴山大小口的加里东运动不整合面和秭归郭家坝的印

支运动不整合面以及分布在黄陵穹隆核部一带的前南华系深变质岩中的基底构

造等。 

2、著名古生物化石和人类文化遗址 

园内的震旦系不仅地层序列完整,而且含有丰富的早期多细胞生物化石,如产

于秭归庙河陡山沱组上部,以多细胞宏体藻类繁盛为特色的庙河生物群以及产于

宜昌西陵峡一带灯影组中～上部的西陵峡生物群等在研究早期多细胞生物的起

源与演化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长江三峡地区(湖北)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随着三峡大坝修建过程

中古人类文化遗址的保护性发掘和研究,在长江三峡国家地质公园(湖北)秭归～

宜昌长江沿岸发现了大量古人类文化遗址。如城背溪文化遗址、大溪文化遗址、

巴文化和楚文化遗址等。宜昌的三游洞、黄陵庙、屈原祠、昭君宅以及巴东的秋

风亭等,给公园增添了不少历史魅力和文化色彩。此外,“治水文化”在区内也独

树一帜。早在汉代,为纪念夏禹治水,就修建有黄陵庙。近代为改善长江航运,充分

利用长江水利资源,先后在长江三峡国家地质公园(湖北)境内修建葛洲坝水利枢

纽工程和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 

3、典型地质与地貌景观 

长江三峡以其特有的峡谷景观而闻名天下,其中以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最

为著名。随着葛洲坝和三峡大坝的修建,长江上昔日谷深险滩的壮丽景色已大为

逊色,但长江河道昔日宽谷上出现的“高峡平湖”景色则另有一番风味。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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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伴随长江水位的提高,长江沿岸的许多支流,如神农溪、香溪、建阳河、九畹溪、

泗溪等在三峡的观光旅游中的作用异军突起。除了峡谷外,峰林和溶洞也是公园

中另外两个重要的地质地貌景观。它们集中分布在巴东三叠纪碳酸盐岩、黄陵穹

隆周缘震旦纪和寒武纪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区。前者形成著名的格子河风景区和莲

峡河风景,后者则构成高岚风景区、黄牛岩风景区、晓峰风景区和金狮洞风景区

奇观。尤为可观的是,在宜昌白垩纪砾岩地层及其下伏的奥陶纪风暴岩地层中溶

洞的形成及其优美的景色,世上少有,堪称长江三峡国家地质公园(湖北)中的一

绝。 

4、典型岩溶景观 

三峡地区位于杨子滩地台中部，碳酸盐岩广泛分布，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

主要发育在中生界碳酸盐岩之中。这为三峡岩溶地貌的发育奠定了物质基础。长

江在这里横穿由碳酸盐构成的七岳山背斜、巫山背峡和黄陵背斜两翼，这是三峡

形成的地质构造条件。三峡地区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 16－17℃，年

平均降水量 1400 毫米，为岩溶发育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地表岩溶地貌中除了壮

观的众多峡谷外，还有天坑、石芽、石柱、溶沟、干谷、漏斗、岩溶洼地、落水

洞等。地下岩溶地貌主要有洞穴、地下河、岩溶泉等。 

 
图 2 长江三峡 岩溶风景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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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全长 204 公里。这里两岸高峰夹峙，江面狭窄曲折，江中滩礁棋布，

水流汹涌湍急。三段峡谷分别由大宁河、香溪、庙南三段宽谷所隔开，而这些宽

谷是由非碳酸盐岩地层所构成。 

    瞿塘峡西起奉节县白帝山，东迄巫山县大溪镇，总长 8 公里，是三峡中最

短的一个，宽不过百余米，而两岸山峰海拔 1000－1700 米、奔腾咆哮的长江， 一

入峡谷便遇上气势显赫的夔门，夔门两岸双峰若合，陡峭如壁，把滔滔大江逼成

一条细带，蜿蜒于深谷之中。瞿塘峡以雄伟险峻著称。难怪古代诗人发出“纵将

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的赞叹。湍急的江流，闯入夔门，在紧逼的峡谷

中奔腾咆哮。船驶峡中，真有“峰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之感。  

巫峡西起巫山县城东面的大宁河口，东迄巴东县官渡口，绵延 45 公里，包

括金盔银甲峡和巫山十二峰。峡谷特别幽深曲折，是长江横切巫山主脉背斜而形

成的。巫峡又名大峡，以幽深秀丽著称。两岸峰奇峦秀，千姿百态，古树苍藤，

飞丹滴翠，激流鼎沸，雾气腾空。宛如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充满诗情画意，可

以说处处有景，景景相连。 

巫峡是我国有名的暴雨区之一，充沛的降雨对厚层的、垂直节理发育的三叠

系嘉陵江组灰岩溶蚀侵蚀的结果，形成了气势峥嵘、姿态万千的座座奇峰秀峦，

十二峰是灰岩石峰中引人入胜的姣姣者，十二峰位于巫山县东的长江两岸，峻秀

多姿，形态各异，个个都有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名。神女峰最高，它宛如一位少女，

婷婷玉立于云雾缥缈之中，时隐时现，给人间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集仙峰上

有多座岩柱林列，似群仙集会，远望形似剪刀，又称剪刀峰。青石溪西有一山脊

形似展翅欲飞的凤凰，名飞凤峰。……变化莫测，来去无踪的巫山之雨，更给其

增添神秘色彩。巫山十二峰，一般高出江面 500－600 米，较高的可达千米。大

诗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 陆游等都曾游此留诗。 

西陵峡西起香溪口，系至南津关，约长 76 公里，是长江三峡中最长的一个，

以滩多水急闻名。整个峡区由高山峡谷和险滩礁石组成，峡中有峡，大峡套小峡；

滩中有滩，大滩含小滩。自西而东依次是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灯

影峡四个峡区，以及青滩、泄滩、崆岭滩、腰叉河等险滩。解放后，经过多年的

整治，航道已大为改善，从而结束了“三峡千古不夜航”的历史。现今随着三峡

大坝的建成，“高峡成平湖”成为现实，滩急浪高的景象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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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岩柱以西陵峡的东段最为典型。西陵峡的东段是长江横切震旦系—奥陶

系石灰岩所组成的黄陵背斜东翼而形成的峡谷。两岸山峰自西向东由海拔 1000

米降至 300 米。这里灰岩产状平缓。垂直裂隙发育，形成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岩柱， 

有长条状的，锥状的、柱状的岩柱。 

三峡地区的岩溶地下水以岩溶泉、地下河等形式向三峡峡谷排渣，当富含碳

酸钙的岩溶地下水在两岸陡壁上出露后，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和生物作用的影

响，在陡壁上沉积下钙华沉积物，称洞外钟乳石。三峡中洞外钟乳石形态生动多

样，人们分别赋于形象化的命名，以瞿塘峡中“倒吊和尚”、夔门南岩白盐山粉壁

墙处的“凤凰饮泉”、西陵峡中的“牛肝马肺”“兵书”最为著名。 

三峡地区有很多洞穴，据初步调查，有 200 多个，分布在长江两岸， 从近山顶

一直到地下潜水位以下都有洞穴出现，在远古穴居时代，洞穴是三峡文化的摇篮。

许多古代先民，生活在洞穴之中。洞穴绝大多数分布于西陵峡中，有 174 个洞穴，

其中有 30 个洞穴中有地下水流。 

三峡地区有许多落水洞、竖井，这种垂向发育的岩溶形态，最著名的是奉节

县的小寨天坑，位于长江三峡南岸支流九盘河右岸茅草坝—迷宫河流域内,地层

为，地层产状平缓，地貌为峰丛洼地，海拔高度 1300～2000m。行政区为重庆奉

节县的兴隆镇。 

小寨天坑形成于下游伏流式地下河上，地层为三叠系下统的嘉陵江灰岩，小寨天

坑口部直径为 626～537m，最大深度 662m，总容积 119.35Mm3，其规模目前居

世界首位。 

三峡不仅具有优美的地表岩溶景观和地下洞穴，而且在三峡的水下存在颇具

特色的岩溶深槽，只不过一般人无法看到罢了。岩溶深槽是指发育于碳酸盐岩这

中而低于海平面的槽状洼地。西陵峡中有四个宽深的岩溶深槽，最低位置在海平

面以下 30－40 米，而非石灰岩地段的深槽一般只低于海平面 5 米。 岩溶深槽的

形成除受构造破碎带影响和水流侵蚀作用外，还和溶蚀作用有关。 

5、地质灾害遗迹 

在地质时期,特别是扬子地台固结以前,区域内火山、岩浆活动频繁,区内留下

大量的火山或岩浆事件产物。扬子地台固结以后,岩浆活动较弱,但在奥陶纪末

期～志留纪早期(距今约450～440百万年)和三叠纪早期(距今约251～245百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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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对集中的火山活动痕迹。此外,寒武纪～早奥陶世时期(距今 540～470 百万

年) ,扬子地台漂移于低纬亚赤道附近,热带风暴发育,因此还留下不少风暴时间记

录。进入现代人类社会以来,沿长江两岸,由于河流切割作用强烈,以崩塌、滑坡灾

害为主的地质灾害异常发育,不仅频率高,而且规模也较大。近年来,中国政府为治

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已经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展库区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监测

预报及防治等。 

六、公园结构 

根据长江三峡国家地质公园(湖北)地质遗迹景观分布的特点,大致可将地质

公园的结构归纳为“一馆,二带, 9 园, 46 点”。其中“一馆”就是“三峡地质博

物馆”。“二带”是指分别以“长江三峡”和“拟建宜昌～巴东高速公路”为交

通枢纽线的地质遗迹走廊带。“9 园”是以地质遗迹集中分布区所在地及其形成

的地质时代为依据所命名的,集地质遗迹保护、旅游观光和生活服务为一体的

“园”。它们是长江三峡国家地质公园(湖北)的次级单位。这 9 个园分别是秭归

元古代园、西陵峡震旦纪园、晓峰寒武纪园、黄花奥陶纪园、新滩地质灾害防治

纪念园、兴山晚古生代园、巴东三叠纪园、归州侏罗纪园和宜昌白垩纪园。“46”

点是指 9 个园区内存在 46 个级别不同的地质遗迹保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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